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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LO ZARA H&M 服飾產業 經營策略 快速流行 



(中) 

關

鍵

字

(英) 

UNIQLO ZARA H&M apparel industry business model 

摘

要

(中) 

本論文以現今在亞洲地區相當熱門的品牌 Uniqlo 為中心，和另外兩家類似

型態的企業 ZARA 與 H&M 做比較。從發展歷史、營業概況、經營與生產

策略、行銷手法等方面分析三家企業的異同之處與他們分別受歡迎的原

因，以及 SPA 的經營模式對整個服飾產業的影響。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結

果，茲分述如下：   一、根據日本總務省家計調查的結果，近年來日

本家計支出的減少，連帶服飾支出總額也相對縮減，整個服飾產業面臨了

前所未有的危機。但在這樣的逆境當中，Uniqlo 的營業額沒降反升，年年

都在成長。甚至世界其他採用 SPA 經營模式的服裝品牌也相繼進入日本，

顯示 SPA 服飾業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抵擋的新潮流。   二、Uniqlo 採用

從企劃、開發到生產、販賣的一貫化 SPA 生產策略，不但減少中間流通成

本，並且大量生產，達到低價商品的實現。Uniqlo 價位一般，附加價值

高、多基本風格商品，不易受流行影響、耐穿，這都是他們為何如此熱

銷、有魅力的原因。   三、Uniqlo 運用許多廣告與代言人來達到產品宣

傳效果。根據訪談內容，Uniqlo 本身就帶給消費者一種優良品牌的印象。

員工向心力很強，每個人都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而 Uniqlo 的店內組織又

可分為 Staff、Leader、店長代行與店長四個層級。   四、分析世界前兩

大以 SPA 為經營模式的服飾品牌 ZARA 與 H&M，發現兩個品牌走的風格

皆為「快速流行」，時尚度高、商品汰換率也高。Uniqlo 與他們最為不同

的點，是商品的實穿和耐穿性，與長久不退流行的特色。雖然三個品牌皆

有異同之處，但也足以證明 SPA 服飾產業已經成為一個新趨勢。   本

研究希望藉由三個類型不太相似的品牌，探討為何 SPA 服飾產業能吸引消

費者的原因，並藉由訪談與現場勘查店舖的方式實際了解員工制度和營運

狀況，希望透過對這三間成功企業的研究，提供台灣政府與服飾相關業者

經營上的參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present the comparison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Uniqlo, which is extremely popular company in Asia, with the other similar 

SPA(Specialty store retailer of private label apparel) in the world. The thesis not 

only analyses many aspects of history, financial condition, business,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model but also explains why all these SPA companies 

can be successful during the economical decline .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thesis can 

be summarized below: 1.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of Japan, people 

who suffer the income reduction would not have much budget on clothes. However, 

the total annual revenue of Uniqlo and the other SPA companies ar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t can therefore be proved that SPA is a new trend gaining more and more 

focus in tightening consumer spending in the world. 2. Uniqlo adopts SPA as 

business model. The merchandise are not only durable but also feeling comfortable. 

The price is not too high; it’s low instead. Because of massive production and cost 

reduction, Uniqlo can reach low price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s. Its smart product 



strategy makes Uniqlo much more popular and charming than the other clothing 

companies. 3. Uniqlo is excellent at using the good-use image advertisement and 

training brand representatives to promote their clothes. After interview their 

employees, it’s impressive that since Uniqlo has a strong brand reputation, every 

staff works hard everyday for the same commitment and recognition. . 4. Analyzing 

business model of ZARA and H&M, we can figure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ARA, H&M and Uniqlo. The characteristic of ZARA and H&M designs are “Mc 

Fash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Uniqlo is very practical. Even though their 

styles are different, SPA will definitely be the popular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future. This thesis tries to compare the three brands and find out why all these SPA 

companies can be successful. I hope this thesis can be useful in future reference on 

the economy issues for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clothing industry.  

論

文

目

次 

目次 論文中文摘要 I 論文英文摘要 II 論文日文摘要 III 謝辭 IV 目次 

V 圖目次 VII 表目次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4 第四節 

各章概要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第一節 蕭條的日本服飾業與 SPA

（自有品牌服裝生產零售商）的崛起 7 第二節 SPA 產業相關文獻探討 

12 第三節 行銷相關文獻探討 14 第三章 發展亮麗的 Uniqlo 19 第一

節 Uniqlo 發展歷史-從小郡商事變成世界前五大的 SPA 品牌 19 第二節 

Uniqlo 事業概況 23 第三節 第三代 SPA 的確立與經營策略 28 第四章 

Uniqlo 的營業活動 35 第一節 Uniqlo 的銷售通路以及廣告與宣傳手法 

35 第二節 Uniqlo 的經營文化與員工制度 45 第三節 Uniqlo 員工訪談與

研究內容對照 48 第五章 ZARA 與 H&M 之發展與營業活動 55 第一節 

世界第一的 SPA 產業 ZARA 55 第二節 ZARA 的經營策略分析 58 第三

節 與時尚潮流並駕齊驅的 H&M 60 第四節 H&M 經營策略分析 61 

第六章 Uniqlo、ZARA、H&M 之異同 67 第一節 發展歷史與事業概況

比較 67 第二節 經營策略的差異 70 第三節 銷售通路與品牌宣傳方式

的異同 74 第七章 結論 79 第一節 各章總結 79 第二節 今後的研

究方向與課題 86 參考文獻 88 

參

考

文

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順） 王玟心、李盈瑜、康嘉

晏、張嘉年、楊士倫（2011）《Uniqlo 台灣訂價策略》國立台灣大學商管

研究所碩士班報告。 吳米淑（2008）《在臺日系電子、電器業之人力資源

管理 以人才培育為主》 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侑珊（2010）《解析快速時尚之符碼意義、價值與消費》天主教輔仁大

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芬方（2009）《日本服飾業界三巨頭

─UNIQLO、MUJI、 SHIMAMURA》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班。 黃秀儒

（2007）《快速流行服飾零售業者的競爭優勢─以西班牙品牌 Zara 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雨凡（2010）《UNIQLO

之經營型態與日本的消費文化》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莊素玉（2010）〈柳井正：計劃未來，是為了活在未來〉《天下雜誌

雙周刊》，第 457 期。 盧葦蓁（2004）《透過品牌要素、廣告代言人形成

品牌態度之研究─以少淑女流行服飾業為例》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優衣褲台灣 DM。 謝明玲（2010）〈超級明星店長的一天〉《天



下雜誌雙周刊》，第 457 期。 謝明玲（2010）〈Uniqlo 要的，是想要做經

營者的人〉《天下雜誌雙周刊》，第 457 期。 魏均綻（2009）《國際服飾

精品的進入模式與競爭優勢─以 ZARA 為例》逢甲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碩士

班碩士論文。 顏甫珉（2010）《UNIQLO 開幕 掃貨》台北：聯合報。 羅

正國（2004）《泡沫經濟瓦解後的日本流行服飾產業 Uniqlo 的案例研究》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班。 二、日文文獻（五十音順） 上田隆穂編

（2003）『ケースで学ぶ価格戦略‧入門』有斐閣。 片山修（2009）『柳

井正の見方‧考え方』PHP 研究所。 川嶋幸太郎（2008）『なぜユニクロ

だけが売れるのか』ぱる出版。 川嶋幸太郎（2009）『ファストファッシ

ョン戦争』産業新聞出版。 北岡孝義（2010）『スウェーデンはなぜ強い

のか』PHP 研究所。 月泉博（2006）『ユニクロ VS しまむら』日本経済

新聞社。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2009）『会社四季報 業界地図 2010 年

版』東洋経済新  報社。 日本経済新聞社編（2010）『日経業界地図

2011 年版』日本経済新聞出版  社。 日本百貨店協会（2011）『最近の

百貨店売上高の推移』。 日本金融庁（2007）『有価証券報告書─株式会

社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日本金融庁（2008）『有価証券報告書─

株式会社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日本金融庁（2009）『有価証券報

告書─株式会社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日本金融庁（2010）『有価

証券報告書─株式会社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日本金融庁（2011）

『有価証券報告書─株式会社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日本総務省

（2001）『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12 年年報』。 日本総務省（2002）『家

計調査年報 平成 13 年年報』。 日本総務省（2003）『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14 年年報』。 日本総務省（2004）『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15 年年

報』。 日本総務省（2005）『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16 年年報』。 日本総

務省（2006）『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17 年年報』。 日本総務省（2007）

『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18 年年報』。 日本総務省（2008）『家計調査年

報 平成 19 年年報』。 日本総務省（2009）『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20 年

年報』。 日本総務省（2010）『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21 年年報』。 日本

総務省（2011）『家計調査年報 平成 22 年年報』。 ファーストリテイ

リング（2003）『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2 期決算公告』。 ファー

ストリテイリング（2004）『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3 期決算公

告』。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2005）『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4

期決算公告』。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2006）『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

ング第 45 期決算公告』。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2007）『ファース

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6 期決算公告』。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2008）

『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7 期決算公告』。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

グ（2009）『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8 期決算公告』。ファースト

リテイリング（2010）『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49 期決算公告』。

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2011）『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第 50 期決

算公告』。ヘスス‧ベガ著，溝口美千子‧武田祐治譯（2010）『世界中

を虜にする企業  ─ZARA 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ブランド戦略』アチーブ

メント出版社。 ユニクロ（2010）『第 49 期株式総会決議通知』。 ユニ

クロ（2011）『第 50 期株式総会決議通知』。 ユニクロ DM『服のチカ

ラ─世界を良い方向に変えていく』。 ユニクロ DM『STYLE UP Light、



WIRELESS BRA、SARA RINE』。 H&M MAGAZINE AUTUMN 2011。 

三、英文文獻（字母序） GAP Inc.（2010）『Connecting with our 

customers─2009 Annual Report』。 H&M（2007）『2006 H&M Annual 

Repo』。 INDITEX Group（2007）『2006 INDITEX Annual Repo』。 

INDITEX Group（2008）『2007 INDITEX Annual Repo』。 INDITEX Group

（2009）『2008 INDITEX Annual Repo』。 INDITEX Group（2010）『2009 

INDITEX Annual Repo』。 INDITEX Group（2011）『2010 INDITEX Annual 

Repo』。 四、翻譯書籍 1.日譯中書籍（依五十音順排序） 片山修著，廖

慧淑譯（2010）『全世界都穿 UNIQLO』台北：八方出版社。 柳井正著，

徐靜波譯（2010）『一勝九敗』台北：天下雜誌出版社。 2.英譯中書籍

（依字母順排序） Philip Kotler 著，謝文雀譯（2010）『行銷管理：亞洲

觀點（5 版）』  台北：華泰文化。 五、網站資料 1.中文網站（依網頁名

稱筆畫順） 天下雜誌 480 期「放牛班奔出 Uniqlo 經營者」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6550 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

網路中心「淺談智慧型手機」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08/20090320_8004.htm 專欄─ZARA 

HOME 輕鬆打造西班牙家居生活  

http://charochiu.pixnet.net/blog/post/29216323 勞基法 

http://forum.yam.org.tw/women/backinfo/career/law/law_01.htm 雅虎奇摩新聞

「ZARA 開幕萬人擠爆 首日破 UNIQLO 紀錄」 http://tw.news.yahoo.com/zara

開幕萬人擠爆-首日破 uniqlo 紀錄-223000045.html 超 IT 綜合情報技術網 

http://www.chou-it.com/index.html 經營用語詞典 http://www.chou-

it.com/info/dictionary/mgword/051/spa.html UNIQLO 台灣 

http://www.uniqlo.com/tw/index.php UNIQLOOKS  http://uniqlooks.uniqlo.com/ 

VOGUE 雜誌「Uniqlo 宣傳廣告鋪天蓋地 台北公車、捷運到處都是

Uniqlo」  http://www.vogue.com.tw/news/content.asp?ids=57 2.日文網站（依

網頁名稱 50 音順） 教えて！goo  http://oshiete.goo.ne.jp/qa/754997.html 產

經新聞「東日本大震災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の柳井会長、個人で義援

金  １０億円」  

http://sankei.jp.msn.com/economy/news/110314/biz11031416270026-n1.htm 日本

総務省 http://www.stat.go.jp/index.htm 日本百貨店協会 

http://www.depart.or.jp/ ファストファッションブランド 

http://fastfashionbrand.com/ 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Website  

http://www.fastretailing.com/jp/group/strategy/ 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 IR 情

報 http://www.fastretailing.com/jp/ir/ メディアサポール「『ポストＨ＆Ｍ』

を狙う黒船ファストファッション・  ブランド群 

http://mediasabor.jp/2009/01/post_563.html 矢野経済研究所 

http://www.yano.co.jp/market_reports/cat1/pr1.html ユニクロ 

http://www.uniqlo.com/jp/ H&M 企業情報 

http://about.hm.com/jp/hm__abouthm.nhtml H&M JAPAN Dressing room  

http://www.hm.com/jp/dressingroom/LADIES 3.英文網站（依網頁名稱字母

順） Apple Online Store http://www.apple.com/iphone/apps-for-iphone/ 

FOUNDING UNIVERSE「Hennes & Mauritz AB─Company Perspectives」 

http://www.fundinguniverse.com/company-histories/Hennes-amp;-Mauritz-AB-



Company-History.html GAP Inc. Website  

http://www.gapinc.com/content/gapinc/html.html INDITEX Website 

http://www.inditex.com/en New York NearSay「New Zara Store Coming to 666 

Fifth Avenue」 http://newyork.nearsay.com/nyc/hells-kitchen-midtown/real-estate-

new-zara-store-nba-store-uniqlo-hollister TIME「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Uniqlo」 http://curiouscapitalist.blogs.time.com/2011/07/01/what-the-u-s-can-learn-

from-uniqlo/ WIRED「The Long Tail」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2.10/tail.html 

論

文

頁

數 

101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23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2/1/17 

轉

檔

日

期 

2012/01/18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8246074 2012.1.17 10:12 122.126.113.9 new 01 030540 2012.1.18 13:38 

140.136.208.244 del 02 030540 2012.1.18 13:38 140.136.208.244 new 01 

異

動

記

錄 

C 498246074 Y2012.M1.D17 10:05 122.126.113.9 M 498246074 Y2012.M1.D17 

10:06 122.126.113.9 M japa2596 Y2012.M1.D17 10:22 122.126.113.9 M 

498246074 Y2012.M1.D17 11:47 122.126.113.9 M 498246074 Y2012.M1.D17 

15:56 220.136.79.194 M 498246074 Y2012.M1.D18 13:14 122.126.113.9 M 

498246074 Y2012.M1.D18 13:15 122.126.113.9 M 498246074 Y2012.M1.D18 



13:15 122.126.113.9 M 498246074 Y2012.M1.D18 13:16 122.126.113.9 M 

japa2596 Y2012.M1.D18 13:30 140.136.213.41 M japa2596 Y2012.M1.D18 13:30 

140.136.213.41 M 030540 Y2012.M1.D18 13:38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1.D18 13:38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1.D18 13:39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