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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現況 

    因網路及智慧型手機的發展，新加坡的消費者使用習慣改變，加

上實體店面的昂貴租金、發達的物流轉運外加先天的地理位置，使許

多業者紛紛從線下轉入線上，發展線上通路及虛擬門市。新加坡電商

平臺持續增長，加上國際平臺 Amazon 的投入，串聯更多產品進駐電

商平臺，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線上銷售市場目前仍落後於日本及韓國

等地。 

    新加坡人熱衷於線上購物，跨境電商消費占了其中一部分，新加

坡電子商務發展成熟且物流體系完善，加上網路普及度高，價格為消

費者選擇購買平臺的最大考量，故當地平臺商品價格無法滿足消費

者時，就會轉向其他平臺或國外平臺購買。獨家或難以取得的國外商

品，也是推升新加坡跨境電子商務的一大動力。就整體消費方式來

看，新加坡在消費的趨勢仍以現金支付為主要消費模式，其次為信用

卡，在新加坡許多商店甚至僅能提供現金付款服務，由於新加坡的自

動提款機非常普遍，讓新加坡消費者缺乏強烈的動機轉向使用行動

支付。 

    談到實體零售通路，新加坡整體銷售額相較於前 2 年，2017 年

的銷售額幾乎持平，因新加坡國內整體消費動能疲軟，多數新加坡人

偏向出國旅遊並在國外消費，而來新加坡旅遊的觀光客消費力也不

若以往，加上線上零售通路的競爭影響，因此內需市場呈現消費力不

足的狀況。超市通路是少數沒有被線上購物影響的實體零售通路，主

要原因是生鮮水果及食品類商品消費者仍然較信任超市等實體通路

的貨源，相較於在網路上購買蔬果，新加坡消費者更希望能直接挑選

自己認為新鮮的蔬果。 

    新加坡平常居住的區域通常以郊區為主，雖然新加坡市中心的

購物中心為許多人消費的首選，但近幾年郊區的購物中心重要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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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在新加坡居民心中慢慢提升。 

二、主題發展機會 

    身為東南亞中最先進的國家，新加坡可說是最受歡迎的購物地

區，不僅國際大品牌進駐，許多品牌更以新加坡為創新商品的試營運

區域。近年行動支付讓新加坡消費行為有些許改變，但實體店鋪的行

動支付比例不高，在線上購物端的行動支付功能已相當普遍。新加坡

因地理環境優勢、便捷的物流服務，使得跨境購物在新加坡成為相當

普遍的購物方式。 

    新加坡另一種非正式零售通路為夜市，除了服飾、生活用品外，

節慶的時候多數的攤商會推出商品供消費者採買。夜市為當地消費

者及觀光客熱門的旅遊景點，也成為時下熱門的購物場所，同時讓許

多新加坡年輕的創業者喜愛在夜市創立屬於自己的銷售業務。近年

新加坡的部落格商店(BlogShop)成為非正式零售通路中最主流的商業

渠道，部落客商店漸漸變成新加坡消費者生活中重要的消費通路，尤

其對於年輕女性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的購物場所。 

    Carousell 或 Shopee 這種 C to C 的線上平臺的用戶數也持續激增

當中，這樣的情形讓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了非正式零售通路的發展。尤

其 C to C 的購物平臺已經成為新加坡當下最流行的交易平臺，想要在

這類型平臺開店的用戶設置流程非常簡單，只要設置一個帳戶即可

以開始銷售，不會硬性要求用戶需為正式公司行號，這讓一般消費大

眾更容易以個體戶的身分從事買賣。 

    新加坡另外一項趨勢，郊區的購中心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便

利性，許多國際品牌也願意進駐，滿足購物需求。除了一般購物，這

些購物中心也提供許多餐飲選擇，不乏許多餐飲大品牌，例如臺灣的

鼎泰豐。近年來新加坡超市的型態也開始改變，不再僅依靠上架費及

商品買賣，積極提高超市內坪效的運用，發展出與品牌合作「店中店」

的模式。 

三、對我國產業或企業建議 

    新加坡從事金融貿易服務業為主，多數產品仰賴進口，新加坡消

費者對於外來產品的接受度高，也造成跨境線上購物的盛行。新加坡

消費者已有跨境電商及線上購物的經驗並依賴此消費行為，消費模

式發展已臻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預計規劃修改現行商品

和服務稅制（GST），考慮取消低於 400 新幣的商品及服務稅減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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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未來將可能影響線上零售的產品售價。 

    2017 年新加坡線上零售總體市場規模達到約 17.6 億新幣，以服

裝鞋類產品為最大宗，約 3.5 億新幣。統計 2012 年至 2017 年的複合

成長率則以家電產品的 54.9%最高，其次為家庭護理用品的 43.7%。

整體而言，線上零售的消費型態偏向家庭消費性產品為主。新加坡與

臺灣皆屬於亞熱帶氣候，臺灣出產之民生消費產品以美妝保養品(保

養品、彩妝品、面膜、美妝耗材)、親膚性生活用品(如濕紙巾) 、食

品加工品(如泡麵、罐裝飲料、包裝茶或茶包、餅乾等)皆為接受度較

高且普遍適合新加坡消費者的產品，另外，新加坡與臺灣皆為人口密

度高的國家，小型家電用品與智慧型家電產品亦有發展空間。 

    針對新加坡女性消費市場，臺灣的服飾與鞋款都具有一定的競

爭力，且亞洲地區之潮流風格皆受韓國與日本影響居多，產品風格定

位上之差異相對較小。 

 

  



107 年度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4 月重要成果發現與商機摘要表 

4 
本資料由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7年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之計畫成果，如需

引用請註明資料來源。 

主 題 別 當地商情研究 

國家別/城市別 菲律賓 

產 品 別 衣服與鞋類產品商機 

作 者 廖顯杰/kevinliao@cdri.org.tw 

一、主題現況 

   擁有 1 億人口且平均年齡較東協各國顯得更年輕的菲律賓，在龐大年輕

族群基礎上奠定了時尚產品在此發展的機會。根據國際貨幣組織的統計顯

示，2017 年菲律賓總體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 6.6%位居東協前段班，預計在

國內需求持續之下，2018 年仍舊可以維持高度的成長。2017 年國民人均所

得更達到 3000 美元。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因在於在現任總統持續與中國建立

更為密切的經濟合作模式之下，目前有多個大型基礎建設案積極展開中，也

讓外資持續看好菲律賓的各項投資，另外過去透過政策積極推廣海外電話服

務中心(BPO)的產業政策也達到一定的成效，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在菲律

賓約有百萬人投入這個產業，產值也已經超過 2 百億美元變成了菲國第二

大產業，超越印度成為全球最重要的 BPO 中心，國民平均增加也讓消費者

更捨的花錢在消費性產品。 

二、主題發展機會 

(一)、女性消費者是消費市場主力 

根據 Euromonitor 的資料顯示：2017 年菲律賓國內服飾與鞋類市場總產值達

到 4,866 億披索，估計到了 2022 年總產值將可望接近 7,000 億披索（圖 1)，

年複合成長達到 7%，相較於東協其他國家有較高的成長率，這說明了菲律

賓的消費者對於時尚產品需求持續暢旺，其中 80%的營收來自於服飾產品，

20%則是來自於鞋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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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菲律賓服飾與鞋類產品需求 

資料來源: Euromonitor，2018 

 

不論在服飾或是鞋類產品中，女性仍是最主要的消費力來源，以 2017

年為例約有 50%的銷售額來自女性相關產品。面對這樣強大的消費力，各國

業者也積極布局菲律賓市場。例如 H&M 與優衣庫等時尚品牌就有極佳的

成績表現，這些進口品牌服飾在產品設計上往往能夠有緊抓住全球市場的脈

動，促使當地消費者願意花費更多的錢在進口服飾品牌上。 

 

(二)、實體通路仍是王道 

 

隨著社交媒體、智慧型手機、板電腦和類似設備的不斷普及之下，網購

已成為近年來菲律賓服裝和鞋類公司越來越重要的營銷平臺，消費者可以透

過官網或是如 Lazada 等電商平台可以輕易地查詢與下訂單。然而與歐美國

家表現相比較，菲律賓網購行為明顯低於其他國家，主要的原因在於許多公

司仍然將網路銷售當為次要的銷售管道。原因在於配送與金流的限制，目前

全國主要的配送中心以馬尼拉都會區為主，許多地方並無法提供即時的配送

服務，付款方式也受限於信用卡普及率低的情況下，消費者往往僅能選擇現

金支付，昂貴且速度緩慢的網路服務也減緩消費者上網購物的意願。然而隨

著菲律賓政府同意中國大陸電信進入當地市場後，未來幾年內網路費用與速

度將會隨著新的競爭者加入會有大幅改善，預測到了 2022 年之後，網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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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費用高的問題將可以有效解決，服裝和鞋類互聯網銷售比重將會快速成

長。 

根據 Euromonitor 資料統計、實體店面仍是最主要銷售管道，估計 2017

年占有為 93.7%、網路購物比重為 2% 與其他 4.3%（表 1)。與其他各國相

比較雖然網路購物比率僅占 2%，然而回顧過去幾年的表現，比率已經從

2012 年 1%成長到 2%，估計 2017 年相關產品在網路上的採購金額約為 100

億披索。 

表 1、時尚產品銷售管道趨勢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實體店面銷售通路 96.3% 96.0% 95.5% 94.7% 93.9% 93.7% 

網路銷售比重 0.9% 1.0% 1.2% 1.4% 1.7% 2.0% 

直銷 2.8% 3.0% 3.3% 3.9% 4.4% 4.3% 

資料來源: Euromonitor,2018 

三、對我國產業或企業建議 

國內業者若要切入當地市場實體通路仍是首要的選擇，雖然成本高但是

可以選擇與當地通路商合作進而降低進入的門檻，其中大都會賣場的高流量

與高消費力是可以優先考慮的地點。另外善用當地社交媒體推銷也是業者可

以考慮的行銷策略。根據資誠 2017 年零售業者的調查顯示，前五大網路上

購買意願包含服飾與鞋類產品，相較於其他產品，顯示消費者更能接受網購

行為。菲律賓當地目前則是受限於物流、金流等外在環境限制，造成網路消

費比重偏低，未來這些問題逐漸解決，網購將會成為成長最快的管道。 

隨著中產階級比重從過去 25%增加到 45%，中產階級家庭開始對於房

屋，汽車，消費性產品在內的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增加。而在這群人之中

千禧世代更是推動消費長的主力，受過良好教育並習慣利用網路與全球資訊

接軌，未來我們預期這群人將持續推動菲律賓時尚產業脈動，時能掌握他們

就能掌握未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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