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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觀點
消費品產業未來轉型契機

能夠快速適應市場趨勢變化、持續創新、與競爭對手差異化，對消
費品企業的經營與成長至關重要。未來消費品產業須注意三大趨
勢變化：永續及健康飲食消費、創投或群眾外包等新興創新策略、
數位科技應用。

永續食物與健康飲食消費趨勢：
消費者追求更健康營養的食物選擇，已是全球皆然的趨勢。根據
Nielsen調查，多數消費者會選擇全天然成分的零食，亦趨向減少
對高熱量、高糖或高鹽食物的消費；含有人造成分、賀爾蒙或抗生
素、基因改造作物的食品，將越來越不受消費者歡迎。此外，消費
者關注食物生產鏈的透明與食材成分簡化，講求低人工添加物的
「潔淨飲食」，以及從種植、生產過程即確保對環境友善，並對人
體無害的「永續食物」，皆漸成全球食品產業風潮。

台灣市場經過往年多起食安問題，消費者對於食品成分與溯源管
理更加重視，近年來小農、產地直送類型商品漸受消費者歡迎，包
括街邊攤販與餐廳，皆可看到越來越多業者標榜使用此類食材。
而大型食品與餐飲業者亦可透過建立內部食安研究室，從上到下
落實食品安全控管及食材原料品質確認。

採行更大膽的創新轉型策略：
創新將持續為企業帶來成長活力，消費品企業應透過更新的方式
進行品牌或產品創新，包括投資於創投式育成中心，或透過群眾
外包。軟體產業常用的「快速失敗、快速學習」方法亦可提供消費
品企業借鏡。相較於過去花費高時間與金錢成本的結構化測試方
式，這種方法以更敏捷的方法開發、測試創新概念。企業可調整營
運思維，試著在更短時間內，快速將產品導入特定市場，透過初步
市場反應判斷該產品是否具有潛力，即時進行產品調整與反覆測
試。

對台灣食品等消費品企業而言，亦可採用投資成本較低、回本速度
較快的「改造式創新」，此種創新方式透過將過去成功的產品重新
改造，以符合最新消費者口味及潮流，亦可利用既有產品已建立的
鋪貨網絡及品牌識別度。

數位化帶來更高效率與創意：
獲益於數位科技，消費品企業將可更即時且直接地和消費者互動。
現今的消費品企業可透過觀測網路社群，掌握到最即時的消費者
意見與消費偏好趨勢變化，擅於操作網路溝通手法的企業將可自
與網路社群的互動中獲利，甚而自社群媒體挖掘消費者洞察，獲得
更貼近消費者需求的創新策略。

電商不應只是實體以外的另一條銷售通路，而是掌握客戶資料的
實驗場。消費者透過線上通路進行的所有瀏覽、消費步驟都會被
記錄下來，成為可供分析、掌握行為模式的數據資料，讓業者得以
研擬後續交叉銷售 (cross-selling) 及升級銷售 (up-selling) 策
略。而隨著食品安全管理及零售通路邁向全通路銷售，物流供應
鏈合作對消費品企業將越來越重要。應用區塊鏈的資訊透明、多
方同步、可稽核等特性，將可大幅提升供應鏈業者的合作效率。

預期運用科技、配合在地化或健康飲食消費趨勢、結合網路社群
等消費者意見，在商品或經營模式上創新，將是未來消費品企業
成功關鍵。建議台灣業者在思考未來營運方向時，亦可聚焦於此。

（本文已刊登於2018-07-06 經濟日報  會計師看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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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變動，早已是司空見
慣的現代商業情境。消費品
(consumer products, CP) 企
業若要成功，就必須具備在市場
上快速適應、創新，並創造差異化
的能力，以帶動品牌成長。

許多消費品企業除持續透過全球
擴點、創新、併購、數位化等傳統
手段來創造差異化之外，也發展
出更新穎、更大膽的策略及手段，
以刺激更加穩定之全球經濟。

全球化仍是帶動獲利成長的重要途徑。在2018年，消費品企
業應找尋方法，有策略地善用新興市場的成長潛力，特別是
其中逐漸發揮影響力的中產階級、女性消費者，以及年輕世
代。呼應消費者對在地化產品的偏好漸成趨勢，企業應深入
探索在地消費者思維，並尋找國外市場的併購機會，或與當
地已取得成功的企業結盟，以接觸當地消費者、借助在地市
場解決方案、或取得穩定的原物料來源。

許多企業視創新為成長來源，消費品企業除採用傳統方式
來達成，也經常運用更新穎、更大膽的策略來推動。這些新
型態的策略包括：發展由企業資助之創投式育成中心、群眾
外包、改造式創新，以及持續關注健康及保健產品。為了追
上當今市場的快速變化，有些企業也採用軟體產業常用的
一個原則：「快速失敗、快速學習」（fail fast, learn quickly, 
move forward）1。這個原則採用了更敏捷的方法來開發、測
試並反覆推行創新概念，而非以前那些花時間又花錢的高度
結構化測試方式。在此方法下，企業將可在更短時間內，快
速將產品導入特定市場，並判斷該產品是否具有潛力。

許多消費品企業仍持續尋求併購機會，以透過全球化及創新
來達成差異化。近年來，許多指標性消費品企業持續在其母
國市場中尋求更高的市場滲透，卻感到越來越難以獲得顯
著的成長新動能。因此，消費品企業逐漸增加跨地區的事業
布局，以觸及能創造營收及利潤成長的新市場。透過併購，
許多消費品企業逐漸成為全球性的巨頭，並開拓創新的不
同道路。由於成長動能減緩，許多消費品企業正切割「非核
心」業務及資產，重新聚焦在高獲利，高成長的事業體。

數位化已成為許多消費品企業的策略焦點，他們以更有創意
且更具效率的方式運用科技，進行顧客互動的最佳化，並影
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同時驅動創新及更好的內部營運管
理。消費品企業可望藉由持續投資數位科技以深化客戶互
動，以提升消費者購物旅程體驗，投資數位科技也可讓消費
品企業因供應鏈效率提高而獲益。預期科技後續將帶來更
即時的顧客互動、協助更多一般企業走向電子商務、以及應
用區塊鏈於供應鏈協作脈絡。  

2018 全球消費品產業趨勢
方法更新穎，行動更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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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全球化以促進差異化及成長

對區域性的消費品企業而言，若要尋求成長及品牌差異化，可考慮
進軍國際市場。消費品企業應找尋方法，有策略地善用新興市場的
成長潛力，並探索當地市場適於合作或併購的成功企業，藉此接觸
其消費者。

新興市場將帶來成長契機
消費品產業在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市場需求漸弱，競爭卻日增，
企業期望在既有市場外的發展能帶來更好的成長空間。金寶湯 
(Campbell’s Soup)執行長Denise Morrison預期，在未來十年
內，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及中東等新興市場將貢獻食品產業七
成的成長2。上述市場對加工食品的進口量已成長了三倍3。此外，包
裝食品的全球總銷售量，預估會在2020年超過三兆美金，而新興
市場正是主要的成長動力來源4。

指標性消費品企業如雀巢(Nestle)及聯合利華(Unilever)皆持續
投資新興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食品企業，雀巢表示其約有四成
營業額來自新興市場，並期望在2020年提高占比至總營業額的
45%5。聯合利華也表達類似概念，希望在2020年將新興市場創
造的獲利提高到整體獲利的75%。 

新興市場的人口成長趨勢為許多產品類別帶來無窮市場潛力，使
全球性的消費品企業對這些市場寄予厚望。全球人口預估將在
2050年達到90至97億6，而大部分的人口成長都將來自新興市
場。可能特別影響新興市場的重大全球趨勢如下：

 • 中產階級的興起：世界銀行(WorldBank)指出，新興市場的中
產階級人數將在2030年達到32億，且佔全球中產階級人數的 
66%。而此比例在2009年僅28%7。

 • 女性消費者的影響力擴張：現今女性已代表了全球最大的市場
商機。根據富比士(Forbes)指出，女性消費者的購買力已經超
越了中國及印度的GDP總和。女性正以飛快的速度成為「關鍵
的財富創造者」，且預期到了2028年，女性將會掌握總家庭開
支的75%8。此外，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指出，在家庭中女性收入高於男性的比例已
經從1987年的17.8%提升到2013年的29.3%9。

圖 1：新興市場的人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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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合作達成全球化目標
達成全球化的其中一個手段，便是讓跨國企業與本地品牌發展合
作關係。這樣的合作關係將有助於跨國企業調整其產品以符合特
定市場的需求。舉例來說，為了打進平均每名兒童在玩具上消費
成長潛力強勁，高達70億美金的中國玩具市場，美泰兒(Mattel)

和中國的電子商務業者阿里巴巴簽署了協議。此合作關係讓美泰
兒得以積極地將其核心產品推銷給慣用行動購物的中國父母，透
過阿里巴巴銷售平台觸及約4.43億的活躍買家14。這樣的合作關
係降低了跨國企業產品在進入新興市場時可能遇到的部分風險，
避免盲目高估個別的新興市場對其產品接受度。  

透過消費者洞察，發揮全球市場成長潛力
幫助消費品企業在新興市場立足的另一方式，則是深入探索其消
費者思維。舉例而言，聯合利華為了回應消費者「國家主義回歸」
(return of nationalism)及偏好在地產品的傾向，更加重視在地市
場產品，並發明了「多極」(multipolar)這個詞，以反映在地化偏好
越來越重要的趨勢15。另一個例子，則是用餐體驗和美國本土分
店截然不同的中國肯德基(KFC)。透過不斷更新在地化菜單，以及
對應中國當地的飲食習慣調整已標準化的美國營運模式，這樣的
高彈性作法被認為是肯德基在中國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16。

 • 年輕世代的影響力持續增長：千禧世代占全球人口數的27%(約
20億人10)，而相對於成熟市場，新興市場的千禧及年輕世代所
占比例更高。印度約有65%的人口年齡在35歲之下，此比例在
美國只有約46%11。此外，隨著Z世代成長、加入勞動市場並逐
步發展出自己的偏好，Z世代也將成為全球人口組成的重要類
別。Z世代佔美國人口約26%12，不僅比千禧世代略多，而且還是
最大的一個族群。至於在印度，Z世代則占總人口的約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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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穎，更大膽的創新之路  

許多消費品企業均將創新作為成長的動力來源，但企業尋求創新
的方式也正在改變。除了依照過去的新產品開發周期進行外，許多
消費品企業正實驗一些新方法，例如發展自有的創投式育成中心、
群眾外包、改造式創新，並持續關注健康及保健產品。

透過創投式育成中心帶動創新  

許多消費品企業為了接觸各種創新事業夥伴，並加速創新過程，
透過設立自有的事業體，以投資更接近消費者需求的新創公司及
企業家。 

可口可樂 (Coke)的創投及新創品牌 ( Ventur ing&Emerg ing 

Brands,VEB)事業體結合了創投、品牌育成及產業預測的功能。
該團隊投資並打造突破性的飲料產品，試圖滿足未充分開發的消
費者需求。VEB同時也投資年營業額達一千萬美金以上的新創公
司。NOS及飛想茶(Fuze)等品牌是可口可樂近期打造止渴飲料品
牌組合的成功範例17：NOS是美國市場成長第三快的能量飲料品
牌，在短時間內即取得了約5%的市場滲透率18，在能量飲料領域
的成長相當快速19。相同地，可口可樂也預期飛想茶品牌(添加維
他命之非氣泡水果口味飲料)將成為北美事業銷售總額的重要貢
獻者。飛想茶在近期成為可口可樂品牌中的十億美元俱樂部成員
20。

萊雅(L’Oreal)也透過投資多領域數位加速器及育成中心「創業者
工廠」(Founders Factory)，以連結集合美妝產業世界級新創企業
及創業家的全球生態系。在此合作架構下，萊雅將成為創業者工廠
對全球美妝科技新創公司進行投資的獨家合作夥伴。萊雅經常在
數位創新方面領先競爭者，開發出如「美妝天才」(Makeup Genius) 

擴增實境應用程式，及可監視紫外線照射量的肌膚感應器等產品21

。
 

企業也將創投式育成中心的概念用來與其他組織機構一起合作。
例如瑪氏(Mars)和多個機構合作，共同發起創新的食品安全計
畫，參與者包括了賽默飛世爾科技(Thermo Fisher Scientific)、非
洲黃麴毒素控制合作計畫(Partnership for Aflatoxin Control in 

Africa, PACA)、加大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及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這個計畫旨在運用群眾外包，發掘可以防止黃麴毒素

擴散的解決方案。世人對黃麴毒素這種透過食物傳染的危險毒
素所知甚少，而黃麴毒素卻可能造成肝癌及生長遲緩。在2017年
十月，一系列有關黃麴毒素的謎題出現在Foldit這個線上遊戲平
台上，用以推廣大眾對此議題的認知。玩家所提出的所有解謎設
計都不受專利限制，對一般大眾公開，使本計畫對全球食安的正
面影響能發揮到最大。透過這種創新的協作方式，瑪氏希望藉以
對抗不安全的食物，並提升全球食安，作為其「世代永續」計畫的
一部分22。

透過群眾外包及與消費者合作進行創新
消費品企業一直都擅長於透過傳統的市場研究方式來連結消
費者，但現在許多消費品企業亦藉由群眾外包的方式，透過
Ninesights.com、Indiegogo.com及eYeka等線上社群，廣邀創業
家及一般消費者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這些網站將各種規模的
企業與富有創意的創業人才連結在一起，讓他們的創新想法有發
聲的管道。

近期消費品領域裡的例子有：耐吉(Nike)和Ninesights合作進行
Nike Ease挑戰，試圖找出適合各種運動員的創新運動鞋設計。優
勝者可獲得五萬美金的獎勵，以及和Nike頂尖設計師一起合作創
新的機會23。利潔時(Reckitt&Benckiser)也進行了類似的計畫，和
Indiegogo合作推出了「健康明日大挑戰」(Healthier Tomorrow 

Challenge)。該挑戰目標為加速醫療照護及保健產業創業家的
創新腳步，讓他們的健康點子和產品有機會能進入全球的家庭
中24。而 eYeka 亦成功地以群眾外包方式募集點子來行銷歐樂B 

(Oral-B) 的聯網牙刷25。

改造式創新
此方式涉及重新檢視以往相當成功的產品，並將其改造，以確保在
當今的市場之中仍可保持地位。此方法的潛在好處不勝枚舉，包括
所需的投資較低、回本速度較快、鋪貨容易且既有品牌識別度高26

。卡夫亨氏(Kraft Heinz)即採取此方式，推出減少或無人造成分的
產品，再造了旗下兩個經典品牌：主要生產培根、香腸等肉類加工
品的Oscar Mayer及起司產品的Kraft Mac’n Cheese。為回應消費
者追求低添加物之健康食物的潮流，Kraft Mac’n Cheese的配方
中去除了人造成分。由於配方改變常被消費者認為會影響口味，造
成實際銷售數字波動，該公司出產新款產品時並沒有告知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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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嘉吉 (Cargi l l )將在2018年推出新一代的零卡甜菊代糖產品 
EverSweet。嘉吉的研究指出，甜菊葉含有微量的Reb M及 Reb 
D糖苷，可提高甜度到接近糖的程度。嘉吉的進一步研究還指
出，受控的發酵反應可增加Reb M及Reb D分子的量，可增加甜
味，但不增加熱量30。

 • 雀巢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將糖分子以自然的方式進行重組，來
減少糖的攝取量。雀巢計畫在2018年將新款的糖導入產品中，可
望讓該公司每年使用的糖減量達40%，但不影響其產品的甜度31

。

 • 至於對一般性的整體營養成分，雀巢也積極進行研發，以找出並
推廣營養在日常飲食中的功效。這些研發透過多個研究單位進
行，專注於創新並開發營養領域的新產品。這些單位包括：雀巢
健康科學研究所(Nestle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雀巢營
養研究所(Nestle Nutrition Institute)、企業營養及健康與保健 
(Corporate Nutrition and Health and Wellness)事業體32。

這些改變，僅悄悄將保留舊包裝的新產品上架。而直到三個月後該
公司正式宣布配方改變之前，消費者皆未發現任何口味上的改變，
銷售情況亦沒有出現波動。此案例使該公司順利避免了改變經典
產品配方可能造成的消費者反彈。該公司預估在未來18到24個月
中，達到創新及再造的平衡27。
 

透過持續關注健康及保健產品進行創新
在全球，許多消費者持續關注更健康，更有營養的食物選擇。在尼
爾森(Nielsen)的一項全球調查中，有77%的受訪者表示，在選擇零
食時，全天然成分是非常重要或很重要的選擇因素28。此外，尼爾
森的全球成分及外食趨勢報告也顯示，消費者正減少對特定高熱
量、高糖或高鹽食物的消費。消費者的心態正逐漸接受回歸自然
的概念，並更加關注成分的簡化及減少加工食品的攝取。超過一
半的消費者指出，他們會避免攝取含有人造成分、賀爾蒙或抗生
素、基因改造作物及雙酚A (BPA)的產品29。

為回應消費者對健康及保健產品的持續關注，許多消費品企業積
極開發並運用研發科技，追求減少糖的用量，或提供無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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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全球化及創新之路
大型併購案的發生，背後動機往往有許多面向。有時是追求拓展
潛在市場佔有率，有時是為了藉由節省成本來創造品牌價值，或
是兼具上述兩個原因。不論動機為何，併購都讓消費品企業擴張
全球版圖，並尋求如先前所敘述的新穎創新模式。

相較於2016年，2017上半年消費品企業間的大型併購案(交易價
值超過十億美金)數量增加。全球共發生了17筆大型併購案，總值
達953億美金，其中有7件(總值達326億美金)涉及位於美國的標
的。相較於2016年僅發生兩筆大型併購案，總值約 702 億美金，
大型併購案數量及金額皆在2017年呈現成長。若就併購案總計
數量而言，2016上半年有391筆交易(全年747筆)，但2017年的相
同期間則有 492 筆33。

由於美國經濟穩定成長，在2017年上半年，美國仍是外籍買家心
目中具吸引力的收購標的。在同期內，美國消費品的跨境交易金
額來到226億美金，年增率成長66.3%；而數量則成長20%，達到 

84 筆交易34。

策略性買家持續主導消費品產業併購活動，而私募股權企業所
占比例極低，就價值而言僅3%，就數量而言僅9%。依消費品次
領域區分，餐飲(Food and Beverage, F&B)佔消費品併購交易數
量比例的51%，金額上則佔63%，為次領域之首；其次為紡織及
成衣(分別佔19%及16%)35。今年在餐飲產業發生的重要併購交
易包括：

17 筆重大交易

$95.3B
7 筆交易

$32.6B

$70.2B

$95.3B

2016

2017

消費品產業內的重大交易

2017的重大交易金額較2016年增加
英國的利潔時以178億美金併購美強生營養品(Mead Johnson 

Nutrition Co.)，預期將使利潔時的事業規模成長一倍，同時增
加在美國市場的曝光率。

泰森食品(TysonFoods)以41億美金取得AdvancePierre 食品控
股 (AdvancePierre Foods Holdings Inc.)，意圖擴張泰森在熟食
及高蛋白質食品的品牌組合。由於美國人對蛋白質食物的喜好
越來越高，對肉類零食的需求也持續成長，因此刺激了肉類零
食製造商的併購。

展望未來，消費品產業併購活動的成長，可望持續至2018年。美
國經濟穩定成長使就業率提高及消費力增加，雖然增加幅度平
緩，但仍為併購交易提供有利的平台。下列兩個因素將刺激併購

活動的發生：1)追求企業成長及差異化，以及2)聚焦核心品牌及獲利
而進行企業瘦身。餐飲產業預期將持續為併購活動發生的大宗類
別。刺激併購的因素可能有：可促進永續食物(sustainable foods)產
量成長的創新解決方案、成熟品牌的結合、零售產業的持續變化、新
興市場因人口組成之優勢帶來的商機，以及持續的數位化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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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及應用對許多消費品企業有廣泛的影響，涵蓋消費者互
動到營運採購。有些企業已逐漸將數位策略當作整體營運策略的
一部分。有人甚至認為，所有企業都應把自己視為科技產業。消費
品企業可望藉由持續投資數位科技以深化客戶互動，以提升消費
者購物旅程體驗。投資數位科技也可讓消費品企業因供應鏈效率
提高而獲益。

近年來消費品產業的數位化已有明顯成效，但仍有成長空間。消費
品企業已不再是數位經濟的旁觀者。

根據Deloitte「日用品數位落差報告」(The Grocery Digital 

Divide)，2016是數位化具體落實於日用品產業的一年，有51%

的日用品銷售受到數位化的影響37。此數字和前一年度相比，有
近一倍的成長，日用品受數位化影響的程度已經與電子及家電等
科技產品相當38。數位化影響範圍已遍及購物旅程，許多消費品企
業已可運用多種方法，在消費者購物旅程的每一個階段皆與其產
生互動。80%的購物者曾使用數位裝置瀏覽或研究日用品，且日用
品消費者使用行動裝置的比例和去年相比更是成長了近10%39。
科技將對顧客互動、電子商務、及區塊鏈應用產生最大影響。

即時的顧客互動
為了直接和其消費者進行互動，許多消費品企業建立了社群聆聽
計畫(social listening)，詳細審視社群媒體上發生的對話，並即時
加以回應。這類單位經常被稱作「戰情室」或「新聞室」，其反應
通常十分敏銳，且能擺脫以往與消費者溝通的繁文縟節。

舉例來說，愛迪達(Adidas)在全球12個城市裡設立了數位新聞室。
進駐新聞室的行銷人員都具備即時創作並發布內容的能力，以追
蹤潮流並即時做出回應。2016年夏天的足球賽季期間，愛迪達即
運用了數位新聞室的能力，使消費者與其#FirstNeverFollows活
動的互動效果極大化。此活動聚焦於多位世界知名足球球星所穿
的一雙球鞋，輔以故事訴說，向消費者傳遞成為成功者的感受40。
許多企業皆以此方式和客戶進行互動。若消費者初期所青睞的品
牌未能掌握先機，儘快與其保持互動，則競爭品牌很可能會捷足
先登，此情形迫使許多消費品企業設立此類計畫與其客戶保持即
時互動，以鞏固其客群。

數位化帶來之效率及創意持續 
推動差異化

電子商務
數位科技持續帶動電子商務的成長。雖然僅佔消費品總銷售的一
小部分，但線上銷售正巨幅成長中：根據估計，消費品的線上銷售
額至2018年將成長350%，來到360億美金，而此銷售數字在2013 

年僅有80億。相比之下，同期間線下(實體店面)的銷售額將僅成長 

3.6%41。

許多消費品企業除使用一般銷售管道外，亦加速轉向電子商務。
舉例來說，以往耐吉皆直接透過實體店面及其他零售通路夥伴進
行銷售，但目前也同意透過亞馬遜(Amazon)的線上平台銷售其部
分商品。隨著電子商務的重要性日增，耐吉加入了愛迪達及安德瑪 

(Under Armour)的行列，開始透過亞馬遜銷售鞋子和服飾42。

許多消費品企業仍在爭論直接銷售和電子商務的效益。雖然電子
商務業者對企業提供了接觸買家的管道，但電子商務的銷售可能
侵蝕企業透過實體店面及其他傳統通路的銷售，甚至掌控了與消
費者的直接對話關係。此外，電子商務業者且經常以較低的價錢
銷售商品，將進一步侵蝕製造商的利潤。電子商務所代表的意義，
已逐漸變成取得及掌握客戶資料：電子商務業者銷售越多，就越
瞭解其客戶，讓業者得以研擬交叉銷售(cross-selling)及升級銷售 

(up-selling)策略。

區塊鏈應用
對消費品企業來說，區塊鏈的應用漸趨重要，尤其在供應鏈協作
脈絡之下。根據Deloitte「2017區塊鏈調查」(Blockchain Survey 

2017 )，區塊鏈技術正逐漸成為美國各企業的關鍵事業策略焦
點。在消費品及製造業，有42%受訪的高階經理人表示，已規劃在 

2017 年投資五百萬美金或更多金額在區塊鏈應用研擬。區塊鏈平
台可透過共識機制保障並避免詐欺行為，並基於「無法變造」、「
透明」、「可稽核」、「資料加密」及「運作彈性」等基本特質，偵測
遭竄改的資料，因此可望提升網路防禦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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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8將是許多消費品企業採取更新穎手法及更大膽動作，藉以創造
差異化及成長的一年。由於美國及全球經濟整體呈現穩定發展的態
勢，形成全球化、創新、併購交易及數位化發生的合適舞台，消費品
企業將可能持續透過重新詮釋傳統手段，試圖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
境中成長。

根據估計，消費品的線上銷售

額將從近期2013年的80億美

金，於2018年時成長350%至 

360億美金。

在2018年，消費品企業欲實行全球化，可能透過併購取得新興市
場的企業，或是透過與當地企業合作，以接觸當地消費者、借助
在地市場解決方案、或是取得穩定原物料來源。

許多消費品企業將尋找更新穎的方法來從事創新，例如發展企業
資助的創投式育成中心、群眾外包、改良式創新、持續關注健康及
保健產品，並運用更敏捷的方式來開發及測試產品。

在2018年，隨著企業持續整合並擴張其全球版圖，以追求成長及
創新，併購活動可能將持續增加，讓世界級的消費品企業進一步
擴張，成為全球性的巨人。

許多消費品企業將持續進行數位化，並將重點放在以新的方式連
結其消費者，與客戶進行互動，以及將內部營運管理最佳化。持
續的數位化將可望成為消費品企業達到成長目標的強力推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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