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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5 

2015 年全球零售力量 中文摘要 

前言 

勤業眾信(Deloitte)近期發佈「2015 年全球零售力量(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5)」(註)。

此份年度報告內容包含2015年的零售趨勢、總體經濟預測、全球Top 250零售業者排名與分析，

以及全球電子零售商前 Top 50 排名與市場觀點。其中，台灣「統一超商」，位居 156 名，中國

有 8 家、香港有 5 家上榜。綜觀 2008~2013 年，零售產業前 50 名成長最快速的業者年複合成

長率達 20.6%，有一半以上來自新興國家，6 年來每年皆有 20%的成長，成為市場新動能。 

一、2015年零售趨勢─擁抱創新，顛覆與改造 

2015年五大主要零售趨勢正顛覆以往傳統的既定模式並重塑零售市場。「旅遊零售」開始重新

定義客戶族群，並改變了免稅機場在企業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行動零售」在短短幾年內年銷

售額預計達到6400億美元。「快速零售」，顧名思義擁有快速進入消費市場、快速回應顧客與

快速送達的經營模式。「體驗式零售」提供消費者在購物的過程中體驗娛樂、情感、參與感及氛

圍營造等元素。最後，「創新零售」運用顛覆性創新回應市場的變化。 

(一) 旅遊零售 

雖然全球的政經挑戰持續，但國際旅遊持續以高於預期的速度成長，主要因素之一為新興國家不

斷擴大的中產階級，正前往世界各國首都消費並促進銷售增長。例如，法國160億歐元的奢侈品

市場中，逾半數為遊客所貢獻。2015年零售商將更加著重於服務高消費旅客，並鎖定新興市場

的遊客，以推動銷售成長。 

 

漫長的機場等待與放鬆的旅遊氛圍，使更多旅客願意於旅程中購物。除此之外，於國外購買商品

不需負擔高昂的進口稅，亦擁有更廣的產品選擇性。許多業者看準此機會，開始於各新興國家投

資門市，以建立其品牌知名度。而以往由免稅店為主的機場零售，亦開始轉向以奢侈品為主導的

銷售趨勢。機場已轉變為零售的目的地，不僅是業者收集分析市場數據的重要來源，亦是商品陳

列與顧客參與度的實驗室。 

(二) 行動零售 

行動零售將持續快速成長，2015年預計65%的全球人口將使用行動電話，而83%的網路使用行

為將透過手持裝置。穿戴式裝置的問世如「Google Glass」與「Apple Watch」，開拓了接觸

消費者的新機會，亦促使零售商密切關注此產業趨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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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Forrester Research」估計，行動支付的市值將於2017年達到900億美元，行動支付將扮

演日趨重要的角色。面對此趨勢，零售商將結合行動裝置，提供店內免費無線網絡的服務，將其

網站優化於個人化裝置設備中，以提升顧客消費的便利性。然而，逐漸成為常態的行動零售，考

驗著零售商如何妥善的運用顧客資料，同時確保消費者隱私與資訊安全，以維持顧客的忠誠度及

信任。 

(三) 快速零售 

「速度」，一直是零售業的重點趨勢。未來，快速決策、優先行動的零售商將取得領先優勢。快

速零售包括：快速時尚─將伸展台的服飾送至平價店鋪銷售的時間縮短；限時的產品和快閃的銷

售模式─用以強調急迫性並推動即時消費；行動店面─快速將產品和服務推向市場並建立知名度；

自助結帳櫃檯─減少或消除消費者的等待時間。人數最多的千禧世代，以其擁有高消費能力與高

影響力，以及偏好快速回應與及時行樂等消費特質，成為快速零售的主要推手。 

 

為了滿足消費者需求，許多業者開始提供當日配送服務。雖然當日配送服務有其地域限制，然而

配送時間將變得更短且更具體已成為發展趨勢，故高效率的供應鏈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除此之

外，在提供消費者即時獲得資訊的服務中，如何取得優化訊息內容與加載時間的效益平衡，成為

零售業者的新挑戰。 

(四) 體驗式零售 

零售業已不再局限於銷售商品，逐漸轉變為提供顧客全方位的體驗式服務。為了提升消費者的購

物經驗，零售商發想了許多創新的方法：時裝秀、音樂嘉年華、互動式看板、社群媒體活動與共

同創造產品的體驗式服務。 

 

由於消費者期望隨時隨地體驗購物流程，零售商開始推動個人化服務，投資大數據分析，整合行

動零售與實體店面的購物體驗一致性，並改善跨部門合作等內部營運策略。然而，零售商也將面

臨如何以透明化的過程收集和使用數據，並教育顧客個人化購物服務的價值與優點。 

(五) 創新式零售  

新的科技與創新將持續顛覆零售業的傳統思維，創新的模式不再局限於產品與服務，亦包括商業

模式與顧客參與度。未來，更多的零售商將成為創新者，成功的經營模式不再是單一公式。合適

的人才與技術，是成功執行創新方案的關鍵因素，業者應將策略、能力與數據納入經營考量，審

慎評估合作夥伴的選擇，達到「互補」的絕佳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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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售業者面對的全球經濟展望  

由於數個大經濟體面臨越來越多的困境，全球經濟發展正在減速。其中，中國與歐元區令人擔憂，

而關鍵的新興市場如巴西和俄羅斯表現亦差強人意。反之，美國及英國的經濟強勢回歸。 

(一) 零售業者面對的全球經濟議題 

1. 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  

聯準會已結束資產購買方案，並評估在八年內的適當時機點提高首次的短期利率。因此，預期的

高利率正推動美元的升值，也間接影響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如巴西、土耳其、印尼、南非、俄

羅斯和阿根廷，導致這些經濟體成長緩慢。 

2. 美國的能源生產  

美國能源產量的增長降低了全球能源的價格、減低美國的貿易赤字、推動美國經濟成長、提高美

國製造商的競爭力以及抑制全球通膨。然而，也對與美國競爭的能源生產國帶來負面影響，如俄

羅斯、委內瑞拉與奈及利亞。從零售的角度來看，較低的能源價格增加了消費者的購買力，進而

使零售商受惠。 

3. 烏克蘭的危機 

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因烏克蘭的危機而發生衝突，導致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不僅傷

害俄羅斯的經濟，也帶給歐元區負面的影響。由於許多投資人擔憂進一步的制裁動作，已紛紛從

俄羅斯及德國市場出走。 

4. 中國經濟成長緩慢  

由於中國經濟成長緩慢，導致全球大宗物品價格大幅下跌，使得澳洲、巴西、印度與智利等國的

經濟遭受衝擊。再者，中國的金融體系正處於高度風險之中，因其大幅攀升的影子銀行債務，為

中國的經濟成長增加一定的困難度。對國際龍頭的大宗物品業者而言，將無法繼續依賴中國的內

需市場，需有另謀其他營收成長來源的戰略性考量。 

5. 人口結構的轉變 

美國、日本、歐洲和中國勞動人口成長緩慢，退休人口持續增長，成為全球經濟遲緩的因素之一。

此老年化人口結構趨勢，正對其政府施以提高更多退休金及醫療保健服務等支出預算的壓力。反

之，擁有年輕人口結構的印度、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將擁有相對強勁的經濟成長動能。 

6. 網路的普及化  

網路普及化帶給各產業明顯的影響與改變，包含書店、唱片行、旅遊服務、保險販售、網路銀行、

線上娛樂，甚至報稅的準備與諮詢；網路普及化的效果包含降低銷售價格、淘汰中階職位、增加

專業及技術人員數量的需求，並加劇貧富差距。此外，網路提供更多人於家中工作及購物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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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降低汽車、能源與商業空間的需求。 

(二)世界主要經濟體對零售產業的影響 

1. 美國 

2015 年美國經濟將呈現高度成長，工業產出、就業率與零售業均表現良好。截至 2014 下半年，

通貨膨脹仍很低，而工資的低成長導致勞動力市場疲軟，因此政府可望持續延長低利率。雖然海

外的成長率疲弱，美國的出口卻因低廉的天然氣價格而表現得相當不錯。另一方面，因只有少部

分的消費者獲得顯著的收入成長，導致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將對消費者支出產生負面的影響。 

2. 歐洲 

雖然歐元區於 2014 年初表現良好，但好景不常，德國經濟開始迅速減緩。法國經濟體脆弱，而

義大利又重返不景氣僵局。主要的歐元區經濟體中，只有西班牙成長顯著，惟其失業率仍居高不

下。歐元區面臨的問題包含持續失效的信貸市場、財政緊縮政策抑制經濟成長、勞動力市場的繁

重法規與烏克蘭的危機。為了拯救歐洲的困境，歐洲央行已實施低利率、提供銀行直接貸款以及

購買證券化資產。就此，歐元區的經濟前景預測是保守的。然而，除了西班牙以外，歐洲經濟體

中，英國與愛爾蘭亦表現不俗。 

3. 中國 

雖然中國政府極力嘗試扭轉國家經濟，但中國經濟的成長率不僅放緩，也陸續顯現疲弱的跡象。

目前其成長率略高於 7％，是近二十年來成長最緩慢的一年。中國經濟緩慢成長的因素包括出口

市場處於休眠狀態、上升的工資與貨幣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以及製造業工廠出走、政府試圖限制

影子銀行的發展與積極禁奢政策，帶給高端的零售消費產業及企業投資負面影響。為了促進經濟

成長，中國政府正發想以下可採取的措施：更加開放金融服務業、改進國有企業的管理、提供民

營企業公平的競爭環境、保護產權及投入更多資金於教育和公共醫療。 

4. 日本 

為了提高通貨膨脹的效益，日本央行於 2014 下半年加快購買資產的速度，導致通貨膨脹、日圓

貶值並降低實際借貸成本。然而，四月營業稅稅率的調漲造成經濟活動急速下降，而 2015 年日

本政府規劃的第二波稅收增加可能進一步延緩經濟復甦。由於工資並未隨著物價的上升有所成長，

故消費者的購買力正持續下滑。然而，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動女性參與職場，女性參與度的提升

將有助於整合零售業及推動改變。 

5. 新興市場 

投資者積極於南非與墨西哥投入資金，因南非是東亞以外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而墨西哥政府正

積極開放市場，其製造業亦因中國的工資成長而受惠。巴西仍處於經濟衰退中，而俄羅斯則因烏

克蘭危機遭受美國及歐盟實施經濟制裁，導致龐大的資金出走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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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前250大零售業者重點聚焦 

本排名依據 2013 年營收金額(美元)，背景資料財務關鍵指標如下, 

- 入選的每家企業年營收至少達 37 億美元 

- 總營收合計 4.35 兆美元 

- 24%營收來自海外 

- 平均有 10 個國外營運據點 

 

前 10 名皆為歐美企業【表一】，總營收占 Top 250 的 30%。其中「Wal-Mart」仍領先其優勢，

占 Top 250 總營收的 11%以上，「Costco」位居第二取代了因銷售下滑與英鎊下跌雙重影響而

跌至第五名的「Tesco」。以地區別觀察，可發現 Top 10 業者平均在 16.5 個國家有營運據點。

值得注意的是，Top 10 業者中 4 家歐洲業者主要營收占比來自海外，1 家美國業者並無海外據

點。整體而言，Top 10 年度營收成長率為 2%。 

 

【表一】2013 年世界 Top 10 零售業者列表 

 

 

 

 

 

 

 

 

 

 

 

 

四、歐美零售商的成長率創四年來新低 

Top 250業者中，歐洲企業最多，達90家，而北美的88家企業營收占比最高【表二】。海外經營方

面，德商的海外營收比例占總營收最高，為45.4%。海外拓展比例最低的國家是日本，2013年

有近一半的業者僅在國內營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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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3年各國區域/國家表現                    【表三】2013年各國區域/國家海外經營表現 

 

 

 

 

 

 

 

 

 

 

 

雖然歐美企業依其數量與營收占比稱霸Top 250排行榜，但2013年歐美業者亦經歷極低的年複

合成長率，歐商只有2.6%，而北美商亦僅有3.1%【圖一】。英國零售商「Tesco」，為鞏固國內

當地市場，決定放棄其美國與日本的事業，並逐步退出中國。同時，由第四名攀登至第三名的

「Carrefour」(家樂福)亦計劃降低投入亞洲的資金，已逐步讓出部分位於印尼與馬來西亞分部

的管理權。 

 

【圖一】各主要國家 / 區域營收成長與獲利 

 

 

反之，日本零售商在2013年有10%的營收成長【圖一】。此高成長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頻繁的企業

整合與併購行為，如亞洲/太平洋最大的零售商─日本的「Aeon」即於2013年動作頻頻，一系

列的併購案件協助該業者的營收成長11.3%。高成長的另一因素來自於2014年4月，日本政府所

上調的全國銷售稅政策，導致消費者預先於2013年大量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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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速消費品仍為主力，服飾與配件產品業者成長最快 

以銷售產品類別來看，53%業者仍以快速消費品(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為主力產品，

其所貢獻的年營收比重占 67.5%【表四】，2008~2013 年的零售收入複合成長率為 4.3%【圖二】。

2013 年，高毛利的服飾與配件產品成長最快，其淨利率及資產報酬率分別為 7.6％與 8.2％。 

 

【圖二】2013 年各零售產品類別營收成長與獲利        【表四】2013 年各零售產品類別表現 

 

 

 

 

 

 

 

 

 

                                              

                                              【表五】2013 年各零售產品類別國外營收表現  

                                                   

超過 85%的時尚產品業者有國際化經營，          

比率最高。此外，其跨國公司數亦為 Top 250 

的近三倍。快速消費品業者全球化比率最低， 

2013 年近 42％的企業僅在國內營業。然而， 

擁有全球化據點的快速消費品業者其規模不容 

小覷，國外收入占比為 23.2%【表五】。 

 

六、新上榜與高成長的龍頭業者皆來自於亞洲 

本次共計17家業者首度入選Top 250，企業總部主要位於美國、義大利與俄羅斯【表六】。新上

榜業者之冠為亞洲珠寶商領頭羊，香港的「Chow Tai Fook Jewellery Group (周大福珠寶)」，

該業者於台灣、中國、香港與澳門皆有展店。此次新入榜業者中，許多為消費者耳熟能詳的品牌，

如美國的「Forever 21」、「Tiffany & Co.」與「Ralph Lauren Corporation」，以及義大利的

奢侈品集團「Prad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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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13年Top 250新上榜業者排名表 

 

 

在2013年的高成長50家企業中，新興國家業者占一半以上，主要來自中國與俄羅斯【表七】。冠

軍頭銜由中國B2C市場中，最大的3C網購平台公司「JD.com (京東商城)」拿下，其2008~2013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高達123.6%。 

 

【表七】2013年高成長50家業者Top 10排名 

 

 

 

 

 

http://wiki.mbalib.com/zh-tw/3C
http://wiki.mbalib.com/zh-tw/3C


9 
 

七、全球前50大電子商務零售業者重點聚焦 

檢視Top 50大電子商務零售業者，有37家業者亦同時入榜Top 250企業。為了拓展線上版圖，

零售業者積極開發多種電子商務模式。總體而言，近80%業者皆擁有虛擬與實體通路，其中

「Amazon」以營收稱霸，主導了電子商務零售市場【表八】。 

 

【表八】2013年Top 10電子商務零售業者 

 

 

檢視Top 250業者的電子商務表現，2013年的銷售額平均6.2%來自網路。由地區來看，北美收

入占比最大，歐洲最小，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增長速度最快。以產品類別而言，消費性電子與娛

樂媒體業者收入占比近21%，表現最佳【表九】。 

 

【表九】Top 250零售業 各區域/產品類別電子商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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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網路購物中心成為零售商經營電子商務時不容小覷的平台。此電子商務模式不僅給予消

費者高選擇性與便利性，其規模與高滲透率的特性亦協助業者接觸更廣泛的潛在客戶，進而提升

客戶量。除此之外，網路購物中心亦提供業者一系列的附加服務，包含支付、配送、客戶服務、

行銷與促銷，這些優點使得網路購物中心對於網路零售商的成長日趨重要。 

 

全球最大的網路購物中心，由中國最受歡迎的電子商務通路「阿里巴巴」拔得頭籌，2013年該

業者透過旗下的購物中心「淘寶」與「天貓」所賣出的商品總值高達2,728億美元，而此數字幾

乎是位居第二的「Amazon」的兩倍【表十】。排行第三的「eBay」與第四的日商「樂天」，商

品總值差距較大，而「樂天」雖然於2010年收購美國的網路購物中心「Buy.com」(現為

Rakuten.com)，但「樂天」的營收占比仍主要來自於日本國內的網路商城。 

 

展望未來，許多零售商選擇與第三方購物中心合作，如「Sears」、「Wal-Mart」、「Best Buy」

與「Tesco」均考慮將第三方網購平台置於其網站上。此功能可加強消費者購物的便利性，不需

造訪多個網站，即可於同一網站上瀏覽更多不同商品。 

 

【表十】2013年Top網路購物中心業者 

 

 

結語 

隨著科技的進步，零售業者需培養擁抱變化與快速適應的能力，因創新的速度及其破壞性的影響

力既不會停止，顧客的期望亦將持續攀升。除此之外，電子商務業者與多樣化的零售趨勢亦來勢

洶洶，高度挑戰傳統零售業者的思維與應變能力。因此，業者應善用科技及大數據，以即時預測、

應對、滿足甚至創造日益增加的消費者需求。 

 

 

摘要編輯：勤業眾信客戶與市場策略 温琇雅/林庭安 

  〈註：原文由德勤全球(Deloitte Global)消費產業研究團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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