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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具產業中，其設計與創意是最大的成功關鍵因素，如果沒有辦法掌握此關鍵很難成為領導廠商
並掌握世界動脈。追求所謂的產業升級雖然能為中國玩具產業帶來製造能力與品質上的提升，但主要僅
表現在授權玩具而不是中國玩具。也就是說中國玩具目前僅能滿足中國市場的現象，產業升級不代表設
計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說，中國雖為世界玩具的代工大國，但不等於世界級的玩具大國。以下特將玩具
產業演化流程做一介紹，進而讀者可以了解中國大陸玩具業在全球玩具業的現況以及目前在玩具業的地
位。
文 / 企劃部 柯文升

美國玩具產業概況

工資低廉的競爭力，成為美國玩具消費市場的主要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市場，亦曾是世界上

供應來源。

最大的玩具生產國家。然而自 70 年代以來，由於

儘管美國玩具市場整體銷售額從 2006 年的

開發中國家投資政策的大力促銷，加上美國在優惠

211 億美元下降至 2007 年的 205 億美元，NPD 集團

關稅的獎勵之下，美國的玩具進口比重逐年增加，

新的市場調查發現，與 2006 年相比，有更多的家

表一為 2001-2008 年美國玩具進口金額。美國在玩

庭購買玩具。報告內容顯示，儘管 2007 年實體店

具市場方面自 70 年代以來即呈現大量貿易逆差的

面玩具銷售與 2006 年相比略有下降，消費者 2007

情形，其中又以香港、台灣、南韓、日本為美國消

年所購買的玩具仍多於 2006 年。報告表明 2007 年

費市場的主要供應來源。一直到 2008 年為止，該

購買玩具的家庭為 1.07 億，相比 2006 年 1.05 億

國的玩具進口其貿易逆差仍相差 4 倍左右。

上升了 2%。每個家庭年均玩具消費支出下降了 5

表一：美國玩具進口趨勢(單位：美元)
時間

進口金額

順(逆)差

個百分點，導致整體玩具銷售下降。每個家庭 2007
年年均玩具消費支出約為 191 美元，而前一年的平
均支出為 201 美元。【轉自玩具公會 2008.7.14】

2001

20,265,315,845 -16,407,711,338

2002

21,442,856,256 -17,803,958,693

NPD 行業分析專家 Anita Frazie 說：「儘管

2003

21,044,069,400 -17,077,322,795

2007 年對於美國玩具行業來說是艱苦的一年，然

2004

21,962,154,315 -17,736,255,096

而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確是 90%以上的家庭 2007 年

2005

24,465,891,632 -19,773,003,831

2006

25,887,588,082 -20,362,725,285

2007

31,061,279,708 -23,760,166,525

2008

31,819,248,201 -23,959,649,982

至少購買了一件以上的玩具。幾乎沒有其他的行業
像玩具一樣廣泛滲透到美國人的生活及家庭中。」
未來美國仍為世界各國玩具出口的對象，並為中國
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玩具業的出口大宗。

【整理自 ITIS 美國進出口資料庫】

大陸是美國目前最大的玩具供應來源，統計

玩具產業發展沿革

2008 年美國自大陸進口玩具金額為 271 億美元，

玩具業早期僅為手工產品，並為各國廠商自產

其它次要進口來源包括：日本、台灣、墨西哥、加

自銷，且受限於文化及對玩具需求的認知問題，並

拿大、泰國、香港、韓國。這些國家挾其勞力密集、

未發展成一項可在國際市場交易的產品。然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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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及 60 年代以來，玩具生產開始在先進國家抬

975 家，工廠 1454 家，內銷商共有 2056 家，。此

頭，除了自銷外，多餘產出的部分開始出口外銷，

外，玩具產業規模仍以中小企業為主，資本額在新

於是提供了美國在 60 年代以前大量的出口外匯。

台幣 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之工廠佔大多數，而玩

但在 60 年代末期，日本透過模仿與大量生產所帶

具產業為勞力密集之產業，近年來國內生產環境變

來的經濟規模取代了美國市場，於是美國玩具業進

遷，廠商因為看中大陸及東南亞等國充沛之低價勞

出口開始呈現逆差，並由日本成為玩具王國。自

力，紛紛外移設廠，造成我國玩具外銷出口逐年衰

70 年代起，因日幣持續升值、工資成本提高下，

退，如表二。

其出口衰退並分別由香港、台灣、韓國取而代之，

表二：我國玩具出口趨勢概況

並先後享有「玩具王國」之名聲。自 90 年代起，

時間

出口金額(台幣千元)

中國及東南亞新興國家，挾其勞力密集、工資低廉

1997

67,743,562.70

的競爭優勢下，取代了玩具產業的出口大國。

1998

63,565,292.30

以台灣玩具產業為例，台灣玩具產業發展迄今

1999

57,417,088.50

已有 40 餘年之久歷史，在世界上曾享有「玩具王

2000

68,880,029.70

2001

58,469,615.00

2002

59,687,238.20

2003

59,393,703.00

國」之美譽。我國玩具產業多為典型的中小企業型
態，同時也是屬於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產業發展
初期由於當時台灣勞力低廉而且充沛，再加上完整

2004

61,482,837.90

的塑膠產業體系，及國內模具業、塑膠射出成型機

2005

57,198,500.70

械製造業與五金零件業等相關產業蓬勃發展，造就

2006

56,221,393.30

了玩具製造業 1975~1987 年間的榮景，根據經濟部

2007

59,701,574.30

技術處行政工商入口網之「育樂用品業產業分析」

2008

55,907,862.20

指出我國玩具出口金額在 1987 年創下 10.7 億美元
的高峰後，便呈現逐年衰退的景象，2000 年出口
金額僅 5.5 億美元，約為 1987 年的一半金額。

根據世界玩具協會統計，2000 年全球玩具市
場約 700 億美元，年成長率約 3﹪，其中傳統玩具

依據經濟部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的統計，

市佔率約 80﹪，有逐年衰退現象，電子玩具產品

2007 年營運中之玩具製造業廠商共計 394 家，其

市佔率約 20﹪，但卻逐年成長增加。美國為全球

分佈情形大致為北部地區( 包括臺北縣市、基隆

最大的玩具市場，其次為日本及歐盟；中國則是全

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市) 計有 167 家，約

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國。中國挾著士地及工資成本較

佔總數的 42％；中部地區( 包括臺中縣市、苗栗

低廉的優勢，快速吸引各國將製造業遷移至中國大

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計有 117 家，約佔

陸，台灣鄰近中國大陸，玩具製造業又屬於勞力密

總數的 30％；南部地區( 包括嘉義縣市、臺南縣

集的傳統產業，產業自然快速的移向中國，因而台

市、高雄縣市、屏東縣) 計 110 有家，約佔總數的

灣玩具出口金額在 1987 年創下 10.7 億美元的高峰

28％。顯示目前臺灣玩具廠商數量由北到南遞減，

後，便逐年衰退，反觀大陸則取而代之，成為全球

仍以北部的廠商數量較多依據台灣區玩具公會同

最大的玩具出口國。據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參加

業工會的統計，目前登記為公會會員之貿易商共有

玩具工會之會員約有 80％外移。台灣在經濟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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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以廉價的勞力為美、日的玩具廠商代工，

設計的依據之一，這就必須闡述市場結構，並且會

並獲得「玩具王國」稱號，但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

就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以及和商品的接觸管道來說

廠，台灣的玩具產業已今非昔比。

明。定義玩具產業與玩具市場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說
明「中國玩具」所代表的真正意涵。以下將就中國

大陸玩具產業分析

玩具產業的現況以及其與世界玩具市場的關聯性

《中國消費品市場監測與分析報告 2006》指

進行討論。

出，中國玩具市場上約有產品 3 萬多種，按大類分

根據前述，可得知一個玩具產業是否可以在產

主要有電子類、機械模型類、塑膠玩具、木制玩具

業中生存的關鍵是以設計和製造，而連接兩者的關

等。除傳統的玩具之外，模型玩具、專利授權玩具

鍵就是市場，因此將形成四個象限，如表三所示。

(電影玩具、卡通玩具等)、玩偶、高科技玩具、益

表三：中國玩具市場分析

智玩具、互聯網相容玩具以及適合成年人休閒娛樂

中國製造

外國製造

的成人玩具也不斷推出。
I.中國市場

據估計中國玩具規模以上企業數 6000 多家，

中國設計

II.(中國玩具)

全球約 75%的玩具在中國生產。最重要的玩具生產
和出口基地是"五省一市"：廣東、江蘇、上海、山

III.世界市場

IV.世界市場

外國設計
(授權玩具)

東、浙江和福建；其中，廣東、福建以電動和塑膠
玩具為主；江蘇、上海以毛絨玩具為主；浙江以木
制玩具為主。廣東又是中國的玩具大省，占中國玩
具生產的 70%以上，主要集中在深圳、東莞、廣州、
汕頭澄海、佛山南海、揭陽揭西等地。中國玩具業
長期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狀態，80%以上的出
口是為國外品牌加工生產，僅僅是「中國製造」，
自主研發設計的產品和自主品牌缺乏。【香港貿易
發展局，2008.11.1】雖然中國生產的玩具占全球
約 75%，然其大部分是進行單純的來料加工或是來
樣加工，設計均是由美國提供，中國按圖製造。
所謂產業，在微軟的 ENCAERA 字典將其定義為
large-scale production(大規模生產)，即產業是
由生產類似產品或提供類似服務的企業所組成的
一個團體。而玩具產業就是由一群與玩具有關聯的
工作者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因此，本文將玩具產業
分成產業結構和市場結構，即分別在供給面和需求
面來做說明。而產業結構方面會在設計、製造兩方
面闡述；其製造和設計的過程中會參考消費面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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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須說明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差異。中
國市場主要是指在中國地區上銷售的市場為主，即
只要在中國地區銷售的產品不論是外國製造還是
中國製造，都稱為中國市場。而所謂的世界市場包
含了中國市場，即不論是外國製造還是中國製造只
要是以世界性市場為銷售地區，都稱為世界市場。
由第一象限是指中國設計並且是中國製造的
玩具產品，例如中國傳統玩具、當地廠商所設計並
製造的玩具。從第一限限可以觀查中國玩具產業可
以自行發展設計到何種程度，也可以看到中國玩具
產業如何與其他行業的合作製造，如可以經由動
畫、卡通、電影等相關行業進行合作，推出具代表
性的玩具產品。如三辰卡通集團在 1999 年創作的
卡通《藍貓淘氣 3000 問》是中國第一部大型科普
動畫系列故事片，它以「知識卡通」的藝術創意走
出了自己的道路，之後便開始授權製造其周邊相關
產品，例如授權予深圳市東誠玩具實業有限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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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進而取代了香港及台灣，成為了目前世界最大

製造之藍貓玩具(如圖一)。

的玩具出口加工國。
第二象限代表的意思是在中國進行玩具的設
計之後再將其交由外國來製造後再進行銷售，可以
看出中國是否有其自身設計能力，是否可以將設計
圖交由製造成本比中國更低的國家進行生產，也可
以說明中國本身的玩具產業的設計與製造能力。第
二象限內的商品代表著一國玩具業的興盛與否，也
可以看出一國的玩具業是否具有引領世界玩具潮
流的關鍵象限。

圖一：藍貓搖擺機
【http://vivi2010a.b2b.hc360.com/】

由此可釐清所的「中國玩具」應該是中國設計
並具在中國製造或交由外國製造的玩具才可稱為
中國玩具；目前大眾所謂的中國玩具乃是外國設
計、中國製造的玩具，這樣的玩具不能稱之為中國
玩具，而應該稱為「授權玩具」，即第三象限所生
產的玩具。這一象限所生產的產品大多是由外國授
權給中國製造的授權玩具如電影角色、卡通動漫等

從第一、二象限可以分析出中國目前玩具設計
能力及推廣能力還在中低階市場及華人地區，中國
的主力仍是以代工為主，在玩具設計和引導潮流尚
在起步中。不過近期開始有不同以往的玩具工作者
開始在世界的設計展或玩具展中嶄露頭角，如北京
設計師 WZL 在 2006 年所設計並販售到全球的公
仔，圖三為其創作產品 I,WZL，其為中國第一個賽
現設計師玩具量產及公開銷售的玩具產品。

熱門商品，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電影玩具圖片
【由左至右別是： Bumblebee(取自變型金剛)、
McQueen(取自 Cars)、阿波(取自功夫熊貓)】
這也是目前中國被稱為玩具玩國的原因。由於

圖三：I,WZ【http://www.iwzl.com/blog/?cat=10】

早期低廉的勞工、土地成本、優惠的政府條件等因
素，外國廠商將設計交由香港進行製造，而香港再
將其中業務交由中國生產以降底成本獲取利益。也
由於這雙重關係，讓香港、台灣、韓國先後成為了
玩具出口大國，之後由於中國有更低廉的成本優

而第四 象限即 是外國設計及 外國製造 的玩
具，其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在符合中高階市場的需
求，生產的質量較為精良在價格上也較為昂貴，數
量上也不一定採取量產，主要是求較高質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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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春波，2008】。如丹麥的樂高就是最顯著的例

大，其最大的威脅在於泰國有著興起的創造能力。

子，其一切的生產製造及設計都來自其公司本身，

近來泰國在設計相關產業的創意履受國際市場青

並無在中國製造生產；且其官方網站上亦推出了客

睞，其玩具創意方面的總類不僅局現在填充玩具、

製化積木的服務，此外樂高時時都在改變它其主題

塑膠玩具，其技術及安全方面也較配合歐美國家。

來符合世界潮流，以下是其搭配電影印第安那瓊斯

越南近年經濟急速發展，同樣藉著龐大的勞動

的產品照片，也因為如此，樂高積木在市場上的價

力及低廉的工資成本，過去 10 年平均每年有 8%經

值與價格一直居在高階市場。

濟增長，對中國的輕工業和外資吸納構成重大影
響。此外，為與中國競爭，越南政府大力推動製造
業，對外開放門戶並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預計將可吸引一批外商直接投資。
可以發現的是越南有著便宜的勞工可以取代
中國逐漸上升的勞動成本，加上赴大陸的投資成本

圖四：樂高 Indiana Jones：The Temple of Doom

越來越高，美國給予的配額增加、勞動力的素質與

【http://www.lego.com/en-US/default.aspx】

價格都比中國來的有吸引力，加上越南和中國產業
的同質性很高，故其對中國玩具產業威脅性也日漸

誰是下一個玩具王國？

增大。

根據上述的玩具產業發展來看，該產業係由美

90 年代初期，胡志明市除第一郡二徵夫人路

國開始先趨，而後以日本為主要生產地區，接著由

接近嘉定教堂附近一帶的外國高級玩具商店，鎖定

日本擴散至亞洲其他國家，並又移轉至中國及東南

當地部分高收入家庭外，越南及中國大陸普通塑膠

亞等新興國家，這樣的發展過程說明了玩具產業有

及木製玩具則長期充斥傳統菜市場，是越南中等收

其生命周期現象的存在。

入家庭購買玩具的主要場所。

中國的玩具工廠大多是外資或是國際大廠設

隨著越南經濟情況好轉，玩具市場持續加溫，

立的製造廠，為的就是取得大量的勞動力及便宜的

胡志明市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中高級玩具商店因此

原物料。隨著中國大陸的工資上漲、外資投資優惠

擴散至市內許多大小街區，傳統菜市場及超級市場

減少等因素影響，已經有些外商開始外移至它國

亦充斥大陸及韓國中高級玩具專櫃，書店也兼賣高

家，如泰國、印度、越南等國；主要原因在於這些

級越製及進口玩具，胡志明市新拓張的 Mien Dong

新興國家同樣有著大量且比大陸更便宜的勞動

及 Maximart 兩個大型超市更開闢外國兒童玩具專

力，因此屬勞動力密集高的玩具工廠開始找新的代

賣區。

工國家。此外，在中國投資的成本越來越高，並有

外國玩具製造商普遍看好越南市場的開發潛

仿冒品、勞工問題、玩具安全、及原物料不合格等

力，近年紛紛與越南合資聯營玩具製造企業，以韓

問題，促使外資有外移的念頭。接下來以泰國、越

國、中國大陸及台灣最為積極介入，外國獨資玩具

南、印度為例來說明中國玩具業所面臨的國際競爭

企業亦相繼出現，如韓國 Dae Woong Vietnam
及 Lucky Vietnam 等，專門製造填充玩具及其他軟

與威脅。
泰國對於中國來說，在勞動成本的威脅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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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仍侷限在依外國產品仿造小件的木製玩具、精

人的需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駐印度主管技術支

緻塑膠玩具、布製玩具、填充玩具等，且生產技術

援小型企業事務官員金納在一個非正式記者會

較粗糙，缺乏專業設計人才，加上模具設備及原料

上，對印度玩具市場概況作了介紹：印度玩具工業

投資不足，市場研發工作亦付之闕如，以致玩具品

的國內生產總值約 250 億盧比（現值約 6.3 億美

質不高，外國高級玩具因此商機盎然【玩具公會，

元）
，但從中國進口的玩具總額卻達 700 億盧比（約

2001.3】。

17.6 億美元）
，目前印度市場將近 80%的玩具產品

雖然越南現今比較缺乏相關的聚落發展和機

都是來自中國。印度玩具市場平均每年以 15%至

械設備、廠房，短時間內無法趕上中國，不過其勞

20%大幅度成長。indianchild.com 資料介紹：印

動力方面已經對中國造成一定的衝擊。從表四 2001

度有超過 800 家從事玩具生產、經營企業，印度玩

年至 2007 年美國對越南在玩具進口的金額可發現

具業最主要的競爭，來自中國價格低廉的產品，目

由原來的順差 39 萬美元轉變至 2005 年逆差 7,404

前美泰 , Funskool 和 樂高是印度最大的玩具國

萬美元。

際銷售商。

表三：美國對越南之玩具進出口分析(單位：美元)

2007 年 12 月印度玩具進口商 Riyaz 在國內一

出口金額

進口金額

順(逆)差

知名玩具企業的銷售商大會上介紹說：目前印度玩

2001 942,509

551,327

391,182

具銷售約 42 億元人民幣，年增長約 20％。他估算，

年度

2008 7,686,156 81,733,303 -74,047,147

未來五年內印度玩具銷售市場預計可達到 90 億元

【整理自 ITIS 美國進出口資料庫】

人民幣。

此外，IT 時代周刊(IT TIME WEEKLY) 發布了
一份研究報告。報告稱，雖然印度經濟長期以來主
要以信息技術、金融和客戶服務三類外包業務聞名
於世，但目前，已開發國家對於把製造業項目轉移
到印度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印度在土地、勞動力
方面具有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將是它吸引跨國
製造型企業的最佳法寶。
目前，許多跨國製造業巨頭已經在印度設立工
廠。尤其是韓國現代汽車公司，自 1998 年斥資 10
億美元在印度建成第一家工廠後，目前其已將微型
車製造業務全部轉移過來。而印度汽車零部件製造
協會也預測，2008 年印度的汽車零部件出口額將
比 2006 年翻一番，達到 59 億美元，並在 7 年內
突破 200 億美元。
分析人士認為，印度 11 億人口造就了一個巨
大的國內市場，而其目前的落後同樣意味著今後驚

在產品銷售上，Riyaz 說，印度對玩具產品需
求大，中國低價玩具對消費者很有吸引力，但消費
者購買產品有如下兩個趨向：一是追求低價，一般
來說 1 美元以下的玩具產品較受市場歡迎；另一個
現象是追求品牌，5 美元以上的品牌玩具產品也受
不少消費者的青睞。在生產技術方面，印度玩具生
產行業的製作水準並不高，金納對印度玩具生產廠
的評價是：印度玩具業者經營保守，在研究和生產
技術方面缺乏投資意願。他分析說：玩具流行趨勢
變化快，每件產品在短時間就會遭到棄置，因此業
者在研發和生產技術方面需要不斷創新，但印度業
者缺乏這方面的意願。
【中外玩具製造,2008.4】
目前印度玩具市場的狀況恰如印度玩具經銷
商介紹的一樣：印度玩具市場確實是一個大有發展
潛力的新興市場，市場潛力巨大，但由於印度本地
玩具製造業比較薄弱，吸很多國際廠家把目標瞄準
的是印度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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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玩具產業，還是會成為香港、日本可以在玩具領域

泰國、越南、印度這些新興國家玩具產業的興

中利用自身優勢創造新的價值成為中高階市場的

起與中國最大的差別在於 80、90 年代玩具大廠進

提供者，並且在勞動密集產業中持續保有優勢會成

入中國時，玩具產業技術仍停留在勞動密集的產業

為玩具產業以後定位的主要因素。

為主，但是在 2000 年以後，隨著科技發展迅速，
加上網路的發達，使的進入印度等國生生產的工廠

參考資料

雖以勞動密集為主的產業，但在技術運用上又比當

※數據資料來源：ITIS 產業資料庫；經濟部統計
資訊網路查詢系統；世界玩具協

時進入中國時來的進步。

會； CHC 整理。

例如泰國在玩具創意和設計上在國際上頻頻
得獎，代表其所設計的玩具產品是可以和國際接軌

※內文資料來源：IT 時代周刊；玩具公會。

的，而不是像中國製造的玩具產品僅限在中國當地
販售才有市場。
印度也是如此。例如印度在軟體、IC 方面佔
<<<

有很大的競爭優勢，玩具設計可以交由電腦、在製

輕 鬆 一 下

>>>

造的同時其技術與當時的中國來的進步，於是這一
來一往間，中國的玩具製產業就落後許多。

治本之道

從前述得知，在中國生產的玩具可概分為「授
權玩具」與「中國玩具」。雖然目前中國玩具業仍

唸國小二年級的小胖，比同年齡層的小孩

停留在代工的階段，但從上述藍貓及 I,WZL 的例子

胖得多，於是媽媽只好請醫生幫忙。

可以發現目前中國玩具的兩種自創：一是以自創卡
通成名後再發展其周邊商品，第二種則是設計進入

小胖：
「醫生，我的體重已經超過四十五斤
了，我該怎麼辦才好？」

世界，表現出一種不同以往的模式。兩種自創品牌
的差別在於市場大小，前一個是以中國市場為主，

醫生：「那你該多做一些運動！」

另一個則是要和世界同步。

小胖：「可是我不喜歡做運動耶！」

在玩具產業中，其設計與創意是最大的成功關
鍵因素，如果沒有辦法掌握此關鍵很難成為領導廠

醫生：
「沒關係，這個運動非常的簡單，你
只要一直從左至右，再從右至左的擺動你

商並掌握世界動脈。
在追求所的產業升級雖然能為中國玩具產業
帶來製造能力與品質上的提升，但主要僅表現在授

的頭，就可以了。」
小胖：「那一天要做幾次呢？」

權玩具而不是中國玩具。也就是說中國玩具目前僅
能滿足中國市場的現象，產業升級不代表設計能力
的提升；也就是說，中國雖為世界玩具的代工大

醫生：「那就不一定了，你只要一看到食
物，就開始做這個運動，直到食物被吃完
為止。」

國，但不等於世界級的玩具大國。
未來幾年內誰將成為下一個台灣慢慢消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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