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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摘要 中國女性時裝市場發展現況之探討 (頁數：94) 研究生：黃贊誠 指

導教授：徐達光 博士 學 位：理學碩士(MS)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研究所 

畢業時間：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 關鍵字：女性時裝、中國市場 中國

女裝業在服裝製造技術方面，近年來呈現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產品設

計與品牌理念上，能與國際品牌有著相當的差距。目前中國正由生產國

轉為消費國，正是台灣所需的市場，但台灣紡織服裝業在中國多以貿易

或代工為主，缺乏創立自有品牌的契機。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1)了解

中國女裝企業的市場行銷策略；(2)了解中國女裝企業品牌策略的運用；

(3)以研究之結果提供台商進軍中國女裝市場之參考。 本研究採質性分析



方法來進行。訪談對象為四位在中國市場內頗具規模的服裝相關企業之

人員。研究者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並且全程錄音。研究者事後將

訪談的錄音內容轉為逐字稿，並對其進行分類與分析。研究者從訪談內

容中歸納出下列中國女裝企業在市場上的經營脈絡，包括: (1)企業內部

資源：資金與人才的重要性；(2)品牌運用：奠定未來拓展市場的根基；

(3)市場通路：慎選適合各個企業的行銷通路；(4)行銷策略：銷售造勢活

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5)生產管理：設計與品管兼具；(6)促銷活動：回

饋愛好者和出清前一季庫存的好方法；(7)庫存管理：嚴格管控，利潤與

否的根源。分析結果顯示中國女裝的行銷管道，包括：(1)大型百貨商

店、(2)專賣連鎖、(3)服裝零售店、(4)專業市場、(5)品牌精品店、(6)加

盟店、(7)網路商店。研究者進行產業的五力分析(Porter, 1996)，結果顯示

中國女裝企業：(1)產業內競爭大、(2)供應商議價能力小、(3)潛在競爭者

大、(4)替代品大、(5)購買者議價能大。本研究最後也針對一些值得注意

的事項進行分析與討論，以提供有意進軍中國女裝市場的台商們可參考

的建議。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f the Present China Market in 

Ladies’ Fashion Wear (Total Pages：94) AUTHOR：Tsan-Cheng Huang 

SUPERVISOR：Dr. Ta-Kuang Hsu DEGREE：MS Textiles and Cloth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s & 

Fashion Business and Consumer Studies Section DATE OF GRADUATION： 

July 1, 2007 KEY WORDS：Ladies’ Fashion Wear, China Market Recently, 

th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of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in contrast with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brands, China still falls 

behind in product design and formation of a brand conception. China is currently 

undertak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a producer to being a consumer, thereby 

becoming a potential market for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of Taiwan. 

Unfortunately, Taiwanese companies mainly focus on trading and contrac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and lack the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their own brands.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a) to understand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the enterprises of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b)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and (c) to provide Taiwanese businessmen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expanding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to the market of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a qualitative design－one-on-one and 

recorded interviews with 4 personnel from enterprises relevant to clothing in 

China. The interviews were transcribed, categorized, and then analyzed. The 

elements in the management context for the enterprises of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were induced from the interview data: (a) internal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the importance of capital and talents; (b) brand use: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of 

market expansion in the future; (c) market access: carefully selecting marketing 

channels suitable for each enterprise; (d) marketing strategies: the necessity of 

sales and promotions; (e) production management: product design and quality 

control; (f) promotion activities: offering treats to loyal customers or holding sales 

to clear out stocks from the last season; and (g) inventory management: strict 



control of stocks to ensure profits. The analys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rketing channels include department stores, chain stores, retail clothing stores, 

special markets, boutiques, franchises, and, internet shops. Moreover, I found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erprises of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a) there is a 

great competition among the industry; (b) suppliers have little power to bargain; 

(c)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competitors; (d) there are many substitutes; and (e) 

buyers have much power to bargain. The present research also conducted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for particular issues, whose results can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Taiwanese businessmen who intend to advance to the market of female cloth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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