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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是以深度訪談內容為主及文獻分析為輔的方式來呈現研究結果；

深度訪談部分，由於受訪者在訪談中所談論的與品牌衡量相關訊息非常龐雜，

為使訊息得以整理以及相互比較，因此本章所得結果乃依據本研究訪談大綱作

為編碼基礎，而結果整理也依循此一基礎分成四大節次，即品牌權益衡量的概

念面、現狀面、方法面、執行面等四節，以下即按照此順序來呈現受訪者的深

度訪談內容。  

 

 

第一節 品牌權益衡量概念面 

 

 

本節主要根據深度訪談的結果，探討目前實務界對品牌權益以及品牌權益

衡量的瞭解程度，包含品牌權益的定義、品牌權益的價值，最後則探討品牌權

益的構面；從文獻發現，品牌權益構面在學界中定義非常多元，因此去瞭解實

務人士如何看待品牌權益構面，藉以對照實務與學術的差異。  

 

一、品牌權益定義  

 
品牌權益的概念與定義在學界文獻中多所分歧（洪順慶 ,1999），有純粹以

財務角度、行銷角度、也有統合上述兩者而成的定義；而在實務界裡，受訪者

對品牌權益的概念與定義亦多所分歧，有以消費者角度、品牌組成構面、以及

財務角度來定義；受訪者在品牌權益的定義陳述上，與學術界人士最大的差異

在於他們會以較多的經驗或實務舉例來輔助說明解釋品牌權益含意，而在定義

內容上，和學術界對品牌權益概念以及定義則有頗大差異，其差異呈現在兩方

面，一是定義本身，受訪者多以現有行銷語彙來陳述品牌權益，例如「佔有率」、

「定位」、「獲利能力」等；一是部分受訪者以構面的概念來呈現品牌權益的定

義。  

 

以消費者基礎角度來定義品牌權益者：  

「所謂品牌權益就是『品牌的顧客佔有率』，現在已經不講市場佔有率了，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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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牌的顧客佔有率，為什麼不講產品佔有率？因為現在的產品生命週期非常

短，這一代一下就沒有了，改換下一代，那下一代進來可能是別人的東西進來，

所以我如果讓消費者一直 keep 對品牌產生好感，一直在你的品牌裡面走，那機

會就會非常大而且可以事半功倍。」（B2）  

 

以品牌權益構面來定義品牌權益者。  

「Brand Equity 主要來自三件事情 : 

一是 positioning，就是消費者心中如何認定品牌的『印象』；  

二是 benefit，你給消費者怎樣的承諾，用什麼來支持、傳送承諾給消費者；  

三是 Personality，品牌人格或是叫做 brand character。」（A5）  

 

「我們是用一個三角金字塔來解釋品牌權益：  

一是 attribute，指的是你的品牌有哪些 function，功能上的優點是哪些；  

二是 emotion，因為你有功能性上的優點，皆下來是你帶給消費者 emotion 上的

好處是什麼；  

三是 personality，接下來疊上去的就是因為有以上優點，品牌所表現出來的個

性，如果 as a person，你的 personality 是什麼？這是品牌權益的核心，品牌權

益的精華。  

因為一樣都是從最基礎的 attribute 一路上去，這些 attribute 不一定是符號；是

你本身基本的產品特色在哪裡，有了特色才能夠往上堆疊品牌權益上去。」（A4） 

 

 

 

 

 

 

 

 
圖 4-1:金百利品牌權益金字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財務角度來定義品牌權益者，認為品牌權益的價值在行銷層面的意義不

大，還是得放在財務的角度，去計算出品牌權益的金錢價值，才是意義所在。  

「所謂品牌權益就是講品牌的價值。問題是品牌的價值如何去評估衡量？各家

說法不盡相同，因此很難客觀評估；所以品牌權益對我來說，比較有意義的層

面是在『財務』上，因為在財務面上品牌權益是可以被衡量出來，轉換成具體

 
Attribute 

Emotion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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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錢數字。當我要併購一個品牌的時候，其價值當然是超過它股價，我所購

買的是未來的獲利能力，不是現在獲利能力，不是根據現在而是未來的價值，

但這超出的價值是如何算的？這正是品牌權益的價值。」（B1）  

 

因此受訪者對品牌權益的定義，與文獻呈現相同的地方是，仍分為消費者

基礎品牌權益以及財務基礎品牌權益；但相對於學術定義，實務者對品牌權益

的定義多從實務可理解的語彙來下定義；以下將受訪者對品牌權益的定義按照

顧客基礎、構面基礎及財務基礎分類整理如下表。  

 

表 4-1：品牌權益定義整理表  

 定      義  受訪者  

品牌權益即品牌的價值  C1 

品牌權益就是「品牌的定位（positioning）」，所謂的品牌

權益管理就是要強化、維持品牌定位。  
A2 

品牌權益就像是品牌的「國家競爭力指數」，或是品牌的

「身體健康指標」。  
B1 

顧客、行銷

基礎  

品牌權益就是「品牌的顧客佔有率」，如果能讓消費者持

續對品牌產生好感，持續性購買品牌，就是品牌權益管

理。  
B2 

品 牌 權 益 由 三 元 素 構 成 ， 包 含 position ， benefit ，
personality。  

A5 
構面基礎  

品 牌 權 益 由 三 構 面 構 成 ， 包 含 attribute, emotion, 
personality。  

A3 

財務基礎  
消費者基礎品牌權益是一個管理指標，指的是品牌的未

來獲利能力，而非現在獲利能力，不是根據現在而是未

來的價值。  
B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品牌權益衡量的價值  
 

受訪者多將品牌權益的衡量視為品牌健康檢查的機制，也就是用來應證企

業 主 對 品 牌 操 作 的 主 觀 看 法 。 由 於 品 牌 的 健 康 程 度 與 產 品 銷 售 狀 況 會 有 時 間

差，並不會在銷售同時就可以檢驗出品牌的健康程度，因此必須有一機制去時

時監控品牌的健康程度。  

「品牌權益的變動，很像股票加權指數的漲跌，只是變化沒有這麼劇烈與

敏感，而是緩慢穩定的，因此很難察覺消費者對品牌權益看法的改變，唯

有持續的對品牌進行追蹤與檢驗，時時比較品牌歷史與現時狀況，才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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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品牌是不是健康。」 (C1) 
 

從企業主品牌管理者的觀點來看，不同產業、不同產品，所使用的品牌權

益健康衡量指標並不相同，因此其核心價值就在構面（dimension）與其下的指

標（ index）的建立及其效度。  

「我們會定期委外進行形象的調查，大概的了解我們設定的構面的狀況。表示

說我們現在那個品牌的形象大概在怎麼樣的程度，看看在哪些方面有進一步的

空間。」 (A1) 

 

目前企業取得品牌權益衡量的方法很多，包含自行專案進行，或是來自企

業外部專業市場調查單位所做的基本品牌權益衡量公開報告書，而後者的報告

書的價值，僅止於決策參考，因為產品決策的下達與改變，牽涉層面很廣，不

會單單只依據基礎的品牌權益衡量所得結論來下決策，還會參考其他與市場、

消費者、競爭者有關的調查報告。  

「當品牌權益衡量的報告拿到時，負責的『行銷情報 team』」會使用到，還有

高階主管也會參考，而在我們內部的會議裡也會做分享，其他部門就是當他們

有需要的時候才調出來。品牌權益衡量會有參考和幫助，但並不是直接的，其

實這種市場調查，比較主要的功能是在追蹤逐年消費者需求的改變，但是對於

商品策略的馬上改變，其實作為一個產品的 merchandiser 不會光只從這個上面

擬定策略，一定還要依據很多，例如銷售數字，商品的生產情況、市場上技術

的發展等等。」 (A4) 

 

除了由外部取得的次級品牌權益資料外，部分企業也會針對品牌權益的議

題去設計一專門的市場調查；消費性商品的受訪企業主品牌管理者表示，由於

消費性商品是非常成熟的產業，相較於其他產業，產品與消費者的調查技術，

算是非常完備的，因此其實已經有相當多的調查，即使調查主題並非針對品牌

權益衡量的調查，但多少還是會涵蓋到產品品牌的調查，譬如 Sadisa study、

Heavy practice、H&P、A&U、U&A 等等調查，雖然偏重的是消費者行為，但

多少涵蓋到品牌權益衡量，對單一產品品牌來說，這些基本的品牌權益調查，

其實已經足夠該品牌使用，特別設計的專門品牌權益衡量，反而價值不高，從

上述這些目前已經在執行的調查就可以滿足，部分受訪者認為真正有須要完整

的品牌權益衡量者，應該是企業品牌。  

「如果公司走的是『品牌傘』的策略，則須要對公司品牌進行品牌權益衡量，

以 Johnson & Johnson 為例，在 91 年時在某個市調裡發現 Johnson & Johnson 這

個品牌名稱在 fading，大家開始遺忘 Johnson & Johnson，所以他那時候就想要

做一個 corporate 的 PR 計畫，但他要先找出品牌的問題在哪裡，於是進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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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衡量。 」 (A4) 

 

廣告代理商及市場調查公司則認為品牌權益衡量主要的價值在於可有效而

準確的發現品牌在不同面向上的表現，與競爭者的差異可以被清楚描繪出，尤

其是目前許多廣告代理商或市調公司針對品牌權益發展了許多模型，將所調查

回來的數據，轉換成圖形表示品牌與競爭者的差異，對於向客戶講解，非常有

用。  

「我們會將調查回來的結果發展成許多不同的 mapping，企業主可以

很清楚知道它的品牌表現中，哪裡是優點，哪裡是缺點，以及在什麼地方

還有機會。」（B2）  
 
本次受訪的對象，工作內容都是偏行銷類型，因此在定義品牌權益以及講

述品牌權益價值時，所呈現的多屬於文獻中所定義的消費者基礎品牌權益；但

比較特別的是，奧美公關白董事長，則認為品牌權益的真正價值是在「財務」

面上，當進行購併時，品牌權益應能提供一「絕對」金額數字，作為衡量是否

購買該品牌或企業的基礎。  

「品牌權益就是講品牌的價值。問題是品牌的價值如何去評估衡量？各家不盡

相同，很難客觀評估，因此 Brand equity 對我來說比較有意義的層面是在『財

務』」，因為在財務面上是可以被衡量出來的。當我要併購企業時，其價值當然

是超過該企業的股價，而我購買的是未來的獲利能力，不是現在獲利能力，不

是根據現在而是未來的價值。但這超過的未來的價值是如何被計算出來？須要

靠專業的品牌權益衡量單位來計算，」（B1）  

 

品牌權益的價值對受訪者來說，並不見得都有實質貢獻，奧美公關董事長

認為在學術上去追求品牌權益衡量有其價值，但直接套用在實務上，會落入追

求理論性指標的危險性，還不如去探討國內企業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哪些

構面有做？哪些構面偏廢了？他認為在實務上，所謂的消費者基礎品牌權益就

是消費者如何看待品牌，這樣基礎下的品牌價值如何去評估衡量，各家發展的

模式差異很大，因此難以客觀評估，如此一來，實際應用的價值就不大。  

 

二、品牌權益構面與指標  

 

（一）品牌權益構面  

 

從市場調查單位的角度來看，消費者基礎品牌權益衡量所衡量的構面與學

者所提出大致相同，唯在如何詮釋構面的「字面」表現不同，例如 AC 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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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的系統為 Kelvin K. Keller 所設計，依據的是品牌知識下的「品牌知名度」

與「品牌偏好」兩大構面發展延伸，與本研究文獻所討論，過去學者提出之品

牌權益構面組成最類同；而國華廣告所發展出的蜂巢式品牌權益衡量系統 (Penta 

Model)承 襲 自 日 本 電 通 廣 告 所 發 展 的 品 牌 權 益 構 面 ， 包 含 了 symbol、 base of 

authority 品牌認知、emotional benefit、functional benefit 品牌理解、personality、

Ideal customer image 品牌認同等 5 大構面，基本上也不脫離 Aaker 的五大品牌

權益構面範疇；而奧美廣告的「品牌管家系統」最後的檢核機制也大致符合以

上所述及的構面，由此可知，廣告代理商與市場調查公司所發展的品牌權益模

式其構面與學者所提出的構面若符合節。  

 

從企業主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則可發現觀點不盡相同，有些受訪者認為品

牌權益衡量構面會因為企業所處產業不同而產生差異 1，也有的受訪者認為品牌

權益衡量的構面即使跨產業，也大致相同。  

「這些 measurement 都是差不多的，在進行品牌 health check 時都會去檢驗，基

本上並不會因為產業不同有很大差異，至少在 FMCG 和 Luxury 產業，大家所

運用的 measurement 都相當接近，只是名稱不一樣。」 (A4) 

  

而在訪談大綱所羅列的構面中，實務上目前會進行衡量的構面集中在基本

品牌構面上，包含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品牌偏好與品牌聯想上。  

「主要的 measurement 事實上是差不多的，你拿來 measure 的參數，基本上是

一樣的， brand awareness 是一定會做的，另外我們還會做 brands 的 health 

Check，health check 裡面就包含 brand preference、purchase intention，另外有

message record、 latest communication、Value demolish、這幾個都是我們在做

health check 的時候會去看的，那也是我在 measure brand equity 的時候一個很重

要的因素。」（A4）  

 

而在專利權、通路覆蓋程度等非一般市場調查的資料上會出現的指標，在

現行調查中則較少進行；其主要理由在於專利權、通路覆蓋程度是客觀事實，

而消費者基礎的品牌權益衡量則是要找出消費者心中主觀認知的品牌看法，概

念不同，另外受訪者也認為這些客觀事實對消費者品牌認知上仍具有影響力，

只是會轉換成其他品牌權益構面，因此其實只要能掌握這些構面，就能掌握上

述的客觀事實構面。  

「比較沒有進行專屬品牌、專利權之類的 survey，這個應該也不是 research house

的專長，因為專利權、商標權對消費者來說它代表的是什麼？我們比較在乎的

是品牌現在傳達出來的訊息，因為商標權可能轉換成 brand image，或是 brand 

                                                 
1 因產業造成品牌權益構面的差異，於第二節「品牌權益衡量現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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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B4）  

 

（二）構面的絕對與競爭觀點  

 

在品牌權益構面上，受訪者回應上比較有爭議，意見較為不同的是，在不

同的產業裡面是否需要不同的構面和指標？  

 

從企業主品牌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大多數認為品牌權益應該在同一個產業

（category）裡比較才有意義，也就是和直接競爭者比較，因此構面與指標必須

依據產業不同來進行調整，找到該產業最適合的構面來衡量；例如房地產消費

的頻率極低，因此房屋仲介業者很難直接衡量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此時就

會以「推薦意願」當成衡量構面，而便利商店則重視消費者所認知的「商店形

象」，這是在許多產品銷售的產業中不會出現的構面；另外在消費性商品等廣告

量大的產業中，甚至會以「媒體 GRP」作為品牌權益衡量的基礎構面，但在消

費性產品中，受訪者又表示不同產品所使用的品牌權益衡量構面大致相同。  

「我做過的產業中，包含個人衛生用品、酒類、非酒精飲料，在進行品牌權益

衡量時，measure 的幾個要素都是相近的。」（A4）  

 

由此可知，受訪者所認知的品牌權益構面，如果以產業別來看，具有外部

高度排他性，以及內部高度相似性。  

 

但在品牌權益衡量系統提供者的角度，認為其實跨產業的品牌權益構面大

致相同，並不須要做太多調整；就市場調查公司角度來說，不需要調整的原因

有二，一是因為市場調查公司花費龐大心力所發展模式中，其下的品牌權益構

面都是固定的，不容易調整，因此構面並不會因為跨產業而調整，但在構面下

的指標則會依據產品屬性以及客戶所欲發現事實不同來進行調整；第二是因為

目前台灣的企業主在品牌權益衡量的專業知識仍不足，無法指出哪些構面是該

企業在進行品牌權益衡量時是不需要的，而哪些卻又是需要增加的。  

「目前為止，其實客戶也無法具體說出我們所建構的品牌權益衡量模式中的構

面，哪些是他們不需要的，哪些是需要調整的，因為很多客戶其實對品牌權益

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楚，也因此，都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C1) 

 

受訪的廣告代理商普遍表示，在台灣，品牌權益衡量模式大約自 2000 年

後，開始被發展與應用，而這些模式大多採用固定構面的方式，但在實際執行

時，則會視情況決定構面，在進行「量化調查」時，基本構面是固定的，但在

進行「質化調查」時，就不會設限在這些構面下，甚至超越所設定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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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品牌權益衡量系統的幾個主要組成不太會因為產業不同有很大差異，

至少就我目前所經歷過的 fast-moving consumer product 產業，或是酒類等精品

產業，比較昂貴 luxury 的 industry，大家運用的 measurement 都是一樣，相當接

近，只是給定的名稱不太一樣，骨子裡是一樣的東西。品牌權益衡量是一個無

形的產品，應該不能有很大的異動，頂多就是 measurement 上面，當你想要進

行不同 measurement 的時候，可以增加或減少。」（A4）  

 

「但是同時也受到一個限制，如果假定你用 interview 的方式的話，你會有所謂

interview quota 的問題，因為時間限制，只能問到這麼多的問題，你如果要加問

的話，你就必須 drop 掉其他問題。」（A4）  

 

表 4-2:受訪者認為品牌權益應包含構面整理表  

 品牌權益構面  受訪者編號

1. 
品牌形象、顧客滿意度、品牌偏好度、品牌信賴度、推薦意

願。  
A1 

2. 
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品牌好感度、商店形象、商品購

買關連度、市場佔有率。  
A3 

3. 品牌知名度、品牌偏好、購買意向、Value demand A4 
4. 消費者的品牌偏好、品牌聯想。  B1 
5. 品牌特性、品牌氣質、品牌形象、媒體 GRP、通路覆蓋率。  B2 

6. 
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品牌滿意度、品牌人格、品牌認

知、品牌聯想、品牌形象。  
B3 

7. 
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品牌人格、價格溢酬、

市場佔有率。  
C1 

8. 
品牌形象、品牌知名度、廣告、Potential、佔有率、通路覆蓋

率、品牌聯想、TSM 顧客滿意調查。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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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品牌權益衡量現狀面 

 
 

本節主要根據深度訪談的結果，整理當前實務上，企業品牌管理者、廣告

代理商以及市場調查公司等不同領域立場的受訪者，對於品牌權益衡量現狀的

態度與看法有何異同，以及當前實行品牌權益時所考量的因素，以及實行的概

況描述。  

 

一、實務中品牌權益衡量的概況  

 

90 年代初期，品牌權益的管理議題在歐美開始受重視，除了學界理論上的

討論，許多歐美廣告代理商也開始著手發展品牌權益管理的模式，任何的管理

議題最後都會牽涉到如何檢合管理成效的環節，品牌權益管理也不例外，因此

這些廣告代理商開始討論品牌權益衡量；日本的品牌管理向來承襲歐美學說，

因此相對發展時間稍微落後，約於 95~96 年開始著手研發品牌權益管理模式；

在台灣，廣告代理商則約在 99 年至 2000 年後開始落實，系統性發展品牌權益

衡量模式的單位多為市場調查公司以及進行 CIS 策略的單位，目前許多廣告代

理商都合併成大集團，集團多為外資公司，會將國外所發展的管理模式帶入台

灣，自然也引進品牌權益管理，而發展較完整的集團也會進行品牌權益衡量模

式的建立；而台灣企業，訪談中發現企業內的品牌管理者，例如品牌經理、品

類經理等，多已有經營品牌的概念和想法，但受制於績效壓力，因此管理上多

著墨於「銷售面」經營，並沒有系統的品牌權益管理概念，自然對品牌權益衡

量也較陌生；針對這個情況，廣告代理商為了推展在提案時能納入品牌的架構，

以及品牌權益衡量的業務，因此從 2000 年始，透過對客戶上課以及案例說明來

建立客戶對品牌的重視，漸漸在年度廣告計畫時從品牌權益管理的角度來對客

戶提案，取得共識，之後則在年度的調查中，把基本的品牌權益衡量因子置入

調查中，做年度的探討與追蹤。  

 

（一）產業差異  

 

以台灣的狀況來說，進行品牌權益衡量的企業，以「產業別」來看，對品

牌權益衡量執行較多的多為注重品牌經營的產業，例如消費性商品品牌 P&G、

Kimberly-Clock、花王等，主要原因在於當前消費性商品產品本身的差異化越來

越小，例如衝動性購買產品「飲料」，消費者是用感覺而非理性思考來決定消費

行為，因此品牌管理者常以邊陲路徑方式發展行銷策略與消費者溝通，來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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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差異，因此消費性商品產業特別需要品牌權益的衡量。  

「在台灣，銀行、汽車、酒、香菸等企業我們都接觸過，也多少進行跟品牌相

關的調查，而電子產業則比較少，但是電腦有、 IT 也有，而傳統產業或是公家

機關、政府機關等較少；基本上消費性商品品牌較多，但是我們也是有 business 

to business 的客戶，B to B 的 market size 比較小，所以該領域業績量比較小。」

（C2）  

 

（二）企業型態  

 

「企業類型」來看，本土企業往往相信經驗而不願意將資源花在對產值無

「直接貢獻」的調查上，而外商則因為海外事業單位的要求，因此品牌管理上

也順應國外的方式，對品牌權益進行較為完整的衡量，譬如 Mc Donald，不只

以量化的調查方式來進行品牌權益的衡量，另外針對目標客群中的兒童也進行

質化調查，藉由「投射技術」、「自由聯想法」等方法來衡量品牌偏好、品牌人

格與品牌聯想等構面，除了對目標消費者進行品牌權益衡量，也對內部員工進

行品牌權益要素衡量。  

 

從廣告代理商以及市場調查公司的角度來看，則有不同狀況，由於品牌權

益衡量很大部分屬於市場調查的一環，而市場調查正是其服務項目的主要收益

來源之一，因此對客戶提出品牌權益衡量時，多以「完整套餐」的品牌權益衡

量向客戶提案，因此往往年度調查計畫的報價，可以高達 150~300 萬元不等，

唯 有 在 具 有 品 牌 概 念 或 強 調 行 銷 成 本 限 制 的 客 戶 要 求 下 ， 會 針 對 客 戶 真 正 需

求，去執行關鍵的部分品牌權益衡量。  

 

上述的品牌權益衡量都侷限於外商或大型企業，都是在行銷預算上寬裕的

公司，對於小公司來說，品牌權益衡量仍相當遙遠，主要原因在於主事者對「品

牌權益管理」的認知，許多企業經營者並不相信品牌權益管理的實質效果，尤

其對品牌的投資無法在短期內從銷售利益上直接判斷績效，更造成對品牌權益

管理的疏遠。  

 

（三）國內企業及外商  

 

目前企業有進行品牌權益衡量的組成裡，以外商比例較高，其主要原因在

於外商企業的品牌發展時間由來已久，同時行銷預算規模較大，因此通常較本

土企業具有品牌概念；另一方面外商通常較相信數字管理，在對台灣市場不熟

悉的狀況下，需要有調查數字來協助制訂決策；根據受訪的廣告代理商以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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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調查公司反應，本土企業雖然進行品牌權益衡量者不多，但對品牌權益衡量

的需求則是慢慢浮現，受訪的市場調查公司都表示目前本土企業委託進行品牌

權益衡量的越來越多，AC Nielson 甚至表示在消費類商品中，本土企業與外商

的比例已經趨近 1:1，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新一代具有品牌意識的管理人開始成

為本土企業的主幹，此時品牌權益衡量的操作容易被納入考量，二是競爭因素，

在競爭激烈的產業裡，如消費性商品，當國際大廠例如 P&G、Unileaver 等進入

市場時，逼得本土企業例如 566、花王等都選擇跟進新的行銷策略，其中也包

含品牌權益管理和品牌權益衡量。  

「其實還是有本土企業願意做 brand tracking，主要是主事者心態，我以前在本

土企業，長官就會說『 research 有什麼好做的，那都是隨便寫寫的，我最清楚，

我最知道市場狀況，請你來就是你要最懂，最懂市場，最懂消費者，我不需要

再花錢找外面的人，搞不好還會洩漏我公司的機密』，有的本土企業有這樣的觀

念，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經理人進入這些本土企業，可能會慢慢幫助他們改變

觀念，目前有些本土客戶正在改變，它們也買 TS，也買 A.C. Neilson 的資料，

也做 focus group，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現在的觀念慢慢在改變。」（A4）  

 

「本土企業比例上較外商少一點，舊時代的企業領導人過去可以用經驗值去判

斷，不過近幾年我覺得比較多；為什麼外商會對 research 有信心，因為他從國

外來，他不瞭解這個市場，所以他要做 research 來提供資訊，用這種方式來判

斷市場狀況。」（C2）  

 

「本土商會覺得說我是土生土長，我很清楚消費者想什麼，一些企業領導決策

人因此會覺得用我的直覺判斷就很準確，可是在一些時間點後，他們好像不能

掌握消費者，或是說和消費者存在一個 gap，他們如果想要找一個 new generation

時，覺得他們的產品不是這麼強的時候，可能就會需要品牌權益衡量去瞭解消

費者對品牌的看法。」（C1）  

 

（四）專門的品牌權益衡量調查不多  

 

品牌權益衡量在台灣目前實務中，企業多交給市場調查公司或廣告代理商

進行，但大部分並非專為品牌權益特別訂做一品牌權益調查報告，往往是散落

在不同的調查案中，例如年度的 U&A 或是某一產品上市計畫的市場調查中，不

管是在質化或量化調查裡，加幾項與品牌權益相關的問題來詢問消費者，例如

企業常會要求市場調查公司在問卷中加入幾個與品牌權益相關的基本題目來詢

問受訪者；這些調查中最常被拿來置入品牌權益衡量的調查為「顧客滿意度」、

「消費者行為」調查，此類調查中多會包含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評價，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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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品牌的看法，裡面與品牌權益有關者會包含最基本的「品牌知名度」、

「品牌使用狀況」、「品牌忠誠度」、「品牌滿意度」等，主要原因在於消費者基

礎品牌權益衡量的調查對象和「顧客滿意度」、「消費者行為」等調查相同。  

「這樣的報告有我們想要瞭解的架構，例如像品牌的知名度、品牌好感度、商

店形象、商品購買關連度等，但是往往會加在某產品的市場調查中，例如在一

些重點部分，我們會詢問負責商品的 merchandiser 對於自己負責的商品有什麼

想要瞭解的地方，這個時候會把它轉換加到這個問卷裡面。」 (A3) 

 

「7-11 品牌的部分，會平均分散到年度問卷調查裡，譬如說『你最常去的便利

商店？』用來衡量品牌忠誠度，或是問『你去買一顆茶葉蛋時，最常去哪家便

利商店購買？』也是用來衡量品牌忠誠度。」 (A3) 

 

（五）企業的成本考量  

 

訪談中可知目前台灣企業是否進行品牌權益衡量，最主要考量還是在於「成

本」，企業一般將「投資」與會計報表上的「收益」對應，無直接貢獻者往往先

擱置，因此行銷投入常常成為犧牲的部分，尤其是品牌權益這類須要長期且大

量的投資，但是效果又須要長時間方可檢驗者，更是難以納入投資項目。台灣

企業多屬於中小企業，品牌的投資屬於大規模的投資且不是短期所能見到效果

的，而台灣企業即使有品牌，也處於「萌芽」階段，與國外企業品牌歷史悠久

的情況大為不同；而最現實的是眼前的獲利，如果短期的獲利不能被滿足，何

來侈言長期而對實際獲利看不出立即關連的品牌權益投資，沒有品牌權益的投

資與經營，自然不會有品牌權益衡量的需求。  

「目前企業普遍非常重視品牌，只是說『重視』與真的去『投資』多少，這中

間是有 gap 存在的。我會覺得如果說以目前台灣景氣、環境生態來講，不管是

那一行，大家都不願意投資。大家現在都只用價格策略。但是如果說我們的景

氣可以像幾年前一樣這麼好，那才能談「榮辱」，品牌就屬於「榮辱」這一塊，

它屬於面子這一塊，對不對？個人的氣質外表就是在這一塊啊，如果說能回到

那個景氣，我覺得都是有機會的。」（B2）  

 

面對預算有限的情況，受訪者也提出觀點，但觀點集中在品牌權益的調查

是很花錢的調查，如果要做，預算就不能省，不然就不要做，不要花了小錢只

做一點點，效果與沒有做是沒有差別的。  

「可以不用 continue 做 tracking，可以回到傳統點的檢測，點的檢測就是一年或

一季做一次，但是要看什麼產品，如果今天走的是傳統產業，如果你走的是比

較新興產業，我們會勸你乾脆不用做算了，因為譬如說以 telecom 來說，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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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快，如果你沒有做 continue tracking，根本就是…應該這麼講你只是做一次

research，然後你希望這個 research 可以用 for years，那你還是不要做算了，因

為根本是在浪費錢！」（C2）  

「只進行質化和 U&A 的部分，約 40 萬，也可委託本土的調查公司，價格會更

低，你可以每一季執行一次，一年約 120 萬，如果還是覺得負擔太重，就一年

進行一次，瞭解大致的情形。」 (A4) 

 

面對預算的限制，聯廣陳子玫總監則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其實企業內部，

不同產品、不同部門常會進行不同的市場調查，除了調查主事者外，這些調查

對公司其他單位並不具太大意義，但這些都還是需要時間與金錢成本，因此如

何好好利用這些既有的資源，將可省卻許多成本浪費，例如將所調查的資料統

合，找出當中與品牌相關的題項，多少對品牌權益的輪廓會有一描述，或許所

得的資料不會比專門的品牌權益衡量來得齊備，但仍有參考價值。面對此狀況，

受訪者提出數種對應方式 2。  

 

（六）企業主的觀念考量  

 

但是也有受訪者提出成本並不應是做品牌權益衡量考量重點，而在於「觀

念」；對企業主來說，品牌權益對營收無法看出立即而直接的貢獻，而經營者的

壓力卻來自於直接的銷售成績，面臨的是「進行什麼行銷活動，要能立即看到

銷售效果」，因此品牌經營者雖然還是在談品牌，但在品牌權益衡量的投資上，

還需要時間來改變觀念；受訪的廣告代理商與市場調查公司認為企業的主事者

若在品牌知識上以及品牌管理重視程度上能提升，則上述成本考量因素會降

低，原因是主事者如果對品牌管理瞭解，則較能接受投資品牌權益衡量的價值，

另外也能與市場調查公司或廣告代理商溝通哪些品牌權益項目是該品牌所需

要，哪些是不需要的，則調查的規模可以被控制，成本也能被有效控制。  

「現在市場上說要做品牌的人，一定都是有一個想法的，大部分是有一點點概

念說品牌這個東西對他很重要，只是最後如果是卡在費用成本上，那真的沒有

辦法；主事者對行銷、對品牌的觀念會主導一切。」（B2）  

 

部分受訪的廣告代理商，例如國華廣告，對於企業主觀念的作法，是以循

循善誘的方式，以免費、教育等誘因來改變這些企業主對品牌權益衡量的觀念，

但也有的廣告代理商，例如奧美公關，認為要教育這些企業品牌權益的概念，

其實很困難，因此在與客戶溝通上，如果發現該客戶完全不具品牌權益概念，

則會放棄該客戶。 

                                                 
2 對應方式於「第三節 品牌權益衡量方法面」，進行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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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瞭解品牌的客戶耗費我們時間太多，甚至可能賠錢；客戶有二種，最理想

的是『客戶看重自己的品牌，知道哪裡不足，主動來找代理商』，另一種是還會

問品牌有沒有用的客戶，那我很清楚後者不是奧美的客戶，他大概會需要一人

agent 或是 workshop 帶著他做。」（B1）  

 

（七）成本與觀念是一體兩面  

 

上述成本與企業主觀念常常是互相影響的，當廣告代理商認為客戶是有接

受品牌權益衡量觀念的潛力時，會以「實際案例教育」或「免費調查」的方式

來讓企業主領會；以國華廣告為例，替客戶「依必朗」規劃品牌權益提案時，

由於客戶並沒有品牌權益衡量的觀念，也沒有市場調查的預算，因此國華免費

替依必朗進行一小樣本品牌權益調查，依照「品牌印象」、「使用評價」、「購買

阻力」、「購買誘因」等構面進行約 30 人次的市場調查，試圖找出依必朗品牌當

前的問題，而客戶端對於廣告代理商多存感謝心態，因為的確可發現許多本身

所未曾發現的問題；就廣告代理商而言，這個動作主要目的在於「教育」企業

主品牌權益的重要性以及衡量品牌權益的必要性，如果企業主藉由這次免費小

樣本調查發現品牌權益衡量的重要性，進而造成「觀念」的改變，則可促使企

業主願意在品牌權益衡量「成本」上多做支出。  

 

二、當前執行的品牌權益衡量構面  

 

品牌權益的構面，是品牌權益衡量進行調查前，最重要的釐清工作，唯有

正確的品牌權益構面組合，才能準確衡量出品牌權益，實務上構面的產生會先

釐清衡量目的，再根據不同因素去決定構面的組合；以下分別詳細說明之。  

 

（一）衡量目的釐清  

 

大部分受訪者普遍認為，在決定品牌權益衡量構面之前，應該先釐清使用衡量

的目的，唯有目的清楚，所選擇的構面才會清楚，因而產生下數三層考量：  

「第一層  單一企業管理自己品牌。  

第二層  產業裡競爭者彼此衡量品牌權益。  

第三層  跨產業去衡量品牌權益。」（B1）  
 

第一層考量主要是要檢視品牌的趨勢，純粹做為內部品牌「歷史」資料的

比對，檢合品牌是否按照計畫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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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則是大部分受訪者比較關心的部分，因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品牌權

益衡量，必須在「競爭」與「比較」的前提下才會有意義，競爭的概念可以放

在產品層次，也可以放在品類層次，當然也可以放大到企業品牌層次。  

「對味全來說，每一個產品的競爭都不一樣，我的醬油主要競爭來自『金蘭』，

我的鮮奶主要競爭來自『光泉』，在不同的 category 下有不同的競爭者，而整體

品牌的競爭對象又不一樣，因此必須在 category 下比較才有意義。」（A5）  

 

第三層面則可分成兩類，一是比較偏向財務面，也就是企業要進行「購併」、

「估計市場價值」與「質押借款」時才會需要進行；一是當企業在該產業中的

品牌權益各構面都已經很穩定，進而希望跨產業比較品牌時，也能具有很好的

品牌權益地位，這個部分又可以分成兩個階層，一是在「產業類型」下比較，

一是在「不分類型」下比較，譬如信義房屋可以在「服務業」中比較品牌權益，

或是所有企業裡去比較品牌權益。  

「現在我們的品牌在房屋仲介業中位居第一，但企業一定要有更高更好的目

標，因此我們也希望將來品牌經營的層次不會僅侷限在房屋仲介業，而是擴及

到整個服務業的層次。」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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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品牌權益衡量目的考量層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產業差異所導致的衡量構面差異  

 

接受訪問的企業主多處於上述第一層與第二層考量來進行品牌權益衡量，

亦即針對所處產業特性來決定構面，譬如通路業者 7-11 認為「商店形象」、「商

品購買關聯度」是很重要的品牌權益構面，這在其他受訪者所陳述的構面裡是

看不到的；而房屋仲介業「信義房屋」則納入「推薦意願」來取代「品牌忠誠

度」，其觀點是消費者對房屋的購買頻率極低，因此無法用購買頻率來衡量消費

者「忠誠度」，因此以現有客戶是否會在親朋好友購屋換屋時，推薦信義房屋仲

介來做為品牌忠誠度構面的替換衡量構面。  

「對房屋仲介業來說，一般所謂的『購買頻率』比較像是消費者的推薦，這比

消費者的重複購買來得重要，因為雖然不會跟同一消費者立即進行第二次交

易，但是『推薦』行為可能會導致由同一消費者產出的重複購買，因此口碑的

傳遞很重要。」 (A1) 

 

（三）產品差異所導致的衡量構面差異  

 

除了因為產業類別會造成衡量構面不同，另外也會因產品類別造成衡量構

面不同，尤其在「品牌聯想」構面衡量上，其所包含的「指標」更會因產品類

別產生差異，例如科技產品常會使用的品牌聯想指標「創新」、「科技感」等在

餐飲業如麥當勞等就不適用。  

 

第一層 
自我品牌層面 

第二層 
競爭者層面 

第三層 
產業層面 

第三層 
不分類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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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目的差異所導致的衡量構面差異  

 

另外也會因為調查目的產生衡量構面的不同，實務界在決定構面或指

標時，並不會如學者利用多層次的統計方式來篩選合宜的構面與指標，而

是根據「所欲瞭解」的項目恣意調整：  
「和調查單位溝通時，我們會先瞭解品牌調查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是要瞭解消

費者對品牌的聯想，會先溝通所要瞭解的聯想項目有哪些，是消費者覺得這是

新產品還是舊產品？是市場創新者還是保守者？等等…」（A4）  

 

（五）目前企業常會衡量的品牌權益構面  

 

企業主品牌管理者普遍表示，品牌權益的衡量構面上，最關心的部分即為

最基本的構面，包含「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和「市場佔有率」三項，

主要原因有四，一為此三項與品牌相關之衡量構面在實務上最容易理解且在對

通 路 或 消 費 者 調 查 時 最 容 易 執 行 ， 第 二 是 通 常 在 委 託 市 場 調 查 公 司 進 行 年 度

U&A 調查時，市調公司多會將此三項置入調查項目中，而一般市場調查公司會

有 Consumer Panel，可以迅速提供品牌忠誠度、知名度及市場佔有率的訊息，

第三是此三構面最易於拿來與競爭者比較，作為判斷品牌競爭力的依據，最後

則是此三構面為企業主管最關心、最容易理解的部分，自然成為必須衡量的品

牌權益構面。因此上述三構面通常會成為企業主定期的調查項目，而其他構面

則會依據需求，不定期進行調查。  

「其他構面很久進行一次，例如『品牌個性』，大部分是發覺品牌有問題的

時候才會進行調查，去檢視消費者怎樣認知我們的產品，是老化了？還是我們

走的新 tone 調，消費者能不能接受？」（A2）  

 

（六）構面產生的方法  

 

從文獻整理中發現，大部分學者提出品牌權益構面時，都會經過統計過程

純化，去除不必要的構面；相形之下，實務上構面的產生就顯得「主觀」得多，

企業在進行品牌權益衡量前一定會先確立所欲衡量的構面，而構面決定的基礎

來自於「顧客的利益」，也就是顧客在選擇品牌時的利益點、考慮點，找尋這些

顧客利益的方式不外乎 FGD 或深度訪談，再加上企業主對該產業領域消費者的

認知經驗，整理後形成想要在品牌權益衡量時釐清的構面；此外「時間」也是

影響構面產生的重要因素，消費者的需求與利益會隨時間變動，這裡所謂的時

間是指產品或產業的成熟狀況以及變動狀況，譬如科技產業變動大，每隔一至

兩年就應該重新檢討構面，但在房屋仲介業，其變動相對較小，約三至五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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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視與調整即可。  

「譬如早期房屋仲介業還不成熟時，大家對於『交易安全』非常在意，這個時

候品牌給消費者的安全與穩定聯想的構面就很重要，而隨著時間改變，房屋仲

介業的形象慢慢好轉，消費者可以選擇的營業對象也多，此時消費者所關心的

利益也跟著改變，此時『品牌整體偏好度』可能就必須納入考量。」 (A1) 

 

茲將受訪者所陳述的品牌權益構面羅列如下：  

 

表 4-3:實務中衡量的品牌權益構面  

 品牌權益衡量構面  受訪者

1.  顧客滿意度、品牌偏好度、推薦意願  A1 
2.  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市場佔有率  A3 
3.  品牌知名度、品牌好感度、商店形象、商品購買關連度  A3 
4.  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品牌滿意度  A5 
5.  消費者的品牌偏好、品牌聯想  B1 
6.  品牌印象、知覺品質、品牌忠誠度  B2 

7.  
Image、 Awareness、廣告、 Potential、佔有率、通路覆蓋率、

Association、TSM 顧客滿意調查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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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權益衡量方法面 

 
 

本節主要整理深度訪談中企業品牌管理者、廣告代理商、市場調查公司等

不同立場的受訪者，對於品牌權益應該如何衡量進行異同比較，包含方法學、

構面、指標、本土或外來模型的應用，在這幾個層面進行瞭解。  

 

 

一、實務中品牌權益衡量的方法  

 

實務中品牌權益衡量方法可分成方法學上的差異，同時根據立場不同，企

業品牌管理者、廣告代理商以及市場調查公司認為的品牌權益方法多有差異；

以下即針對品牌權益衡量方法的受訪者討論整理之。  

 

（一）質化與量化方法的差異  

 

從文獻整理中，學者所提出的品牌權益衡量方法大致可分為質化與量化兩

種，訪談中發現在實務執行上也大致依此分類，通常在執行上第一階段會進行

「質化」調查，再視狀況執行第二階段「量化」調查。  

 

第一階段的「質化」調查，主要是透過「FGD」、「深度訪談」等質化方法

找出品牌價值，方法上是將企業想要經營品牌的方向轉化為概念，再將此概念

由研究者面對面詢問消費者，瞭解消費者對品牌概念的看法。  

「例如：我們想要傳達一個『 simple』的概念，此時消費者會聯想到什麼？不

管是正面、負面，在一堆聯想當中哪些是較吸引消費者的？較正面的？我們會

根據消費者的回答，整理出約 1200 個句子，藉由日本電通廣告母公司所發展的

Detector 統計軟體進行『語法分析』，將消費者對『simple』概念轉換成網狀圖

的連結。」（B3）  

 

第二階段「量化」調查，依據前階段的「質化」調查所得消費者對品牌權

益的概念發展出問卷，進行約 200 至 300 份問卷調查，確認「質化」調查的結

果。量化調查中所調查的品牌權益項目，大部分集中於基本的品牌權益衡量，

例如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品牌滿意度、品牌人格、品牌認知以及品牌聯

想，品牌形象等在品牌認知與品牌聯想上，會先由「質化」調查找出消費者對

該品類產品的認知，然後放入量化調查，例如在「質化」調查發現消費者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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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品類的認知重點是「值得信賴」，是「專業度」，則可以將此認知置入問卷，

進一步詢問消費者，但是在第一階段的質化調查中所得到的消費者認知可能很

多，例如「親切感」、「先進」等都可以在第二階段的問卷中詢問消費者，置入

與否的考量在是否為企業主所關心；以及若問卷太長，以致受訪者無法完成問

卷，此時都需要捨棄部分與品牌相關的問題。此外企業主所關心的品牌權益並

非「絕對」的概念，而是與競爭者的品牌權益差異，包含消費者對各品牌的認

知，消費者在購買不同競爭品牌時所重視的項目為何。  

「藉由『因素分析』來瞭解本品牌與競爭品牌在各個重視要素上，每個品

牌購買重視特質差別所在，有時會跑『雷達圖』，藉以清楚說明各品牌的

差異及本品牌的優劣勢。」（B3）  
 

但所有受訪者均表示，通常實務上並不會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都進行，主

要原因有二，一是客戶的預算有限，不可能執行這麼多階段品牌權益衡量，二

是當第一階段質化調查結果出來，發現受訪者對品牌的看法都相當一致時，已

經可以憑藉調查結果來進行策略修正，則不須要再進行第二階段的量化調查，

又 通 常 在 有 限 的 預 算 下 仍 要 進 行 量 化 調 查 時 ， 會 將 欲 釐 清 的 品 牌 相 關 問 題 匯

總，納入年度的 U&A 調查中進行。  

「實際上可能只進行第一階段，當我們進行 2~3 組深訪或焦點團體，大致

上就可以掌握消費者如何看待品牌，就不需要進行量化調查，也可感受當

前品牌發展狀況，以及問題所在。」  （B3）  
 

（二）企業品牌管理者的方法  

 

訪談中可發現，目前企業進行品牌權益衡量的方法非常紊亂，較完整者多

為外商或消費性商品產業，以味全為例，其品牌權益衡量方法的流程如下：  

 

1. 訂定目標 Objective 

 

味全有自己的行銷研究部門，此部門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品牌管理者寫「調

查需求」(research request)，當進行品牌權益衡量時，行銷研究部會先瞭解品牌

管理者對品牌所欲瞭解的問題進行釐清，同時寫定此次品牌權益衡量的目標、

行 動 標 準 （ action standard ） 以 及 此 次 品 牌 權 益 調 查 所 要 得 到 的 資 訊

(information)。  

 

2. 使用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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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目標、行動標準以及所要知道資訊決定後，行銷研究部就會決定符合該

目標的研究方法與規模，是要進行質化調查？量化調查？或是兩者兼具？規模

的大小是由內部執行即可還是需要委外？  

 

3. 調查執行 Fieldwork 

 

可分成內部執行與外部執行，較為簡單的基本構面調查就由內部專門執行

調查的專員進行，當委交外部配合的市場調查公司時，由於目標、行動標準、

所預知到的資訊，還有研究方法與規模都已經決定，市場調查公司只須要進行

調查執行，以及執行完畢後按照味全給定的格式跑統計，寫定報表。  

 

4. 結果分析 Analysis 

 

結果分析的部分又回到味全內部，當市場調查公司將報表交回行銷研究部

後，行銷研究部隨即根據報表進行分析，將數字轉換成文字敘述，也就是數字

所呈現的「事實」記錄下來。  

 

5. 總結 Summary 

 

最後的總結報告則由當初提出要進行品牌權益衡量的品牌管理者完成，因

為品牌管理者最清楚所管理的品牌，也最清楚對這次調查的目的。  

 

（三）品牌權益衡量提供者的方法  

 
訪談中可發現市場調查公司或廣告代理商所使用的品牌權益衡量方法、模

型大同小 異，而其 中 Synovate 所提供本 研究參考 的品牌權 益調查工 具最為完

整，包含 AcuPOLL、AdCheck、Brandvision、CustomerCommitments 、PinPoint 

/ Target 等 約 二 十 七 種 品 牌 相 關 衡 量 工 具 ， 其 中 與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最 相 關 的 為

Brand Vision 以及 PinPoint/Target，以下說明之：  

 

1.Brand Vision 

Brand Vision 是 Synovate 發展來進行品牌追蹤以及廣告追蹤的系統，標榜

其客製化品牌資訊系統 (custom-designed brand-information system)，能提供企業

品牌管理者基礎的品牌管理檢核機制，檢驗包含四大面向，Brand Health、Brand 

Image、Key Brand Measures、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等，每個面向下又包含

不同目的與構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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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 Health 針對品牌使用者與非品牌使用者進行「消費者承諾」的調

查，檢驗市場上的消費者對品牌的看法以作為品牌健康的指標；  

 Brand Image 包含許多指標（attributes），藉由這些指標詢問消費者對

品牌的印象是什麼；  

 Key Brand Measures 則與一般所認知的品牌權益衡量最接近，包含了

知名度、消費者使用行為、消費者購買考量、廣告效果、行銷努力效

果，以及非調查的數字，包含行銷花費、銷售量、通路條碼系統數據

等，整合上述構面，作為品牌權益衡量的基礎；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則是檢驗當前針對消費者所進行的廣告與行

銷活動對消費者所認知的品牌知覺 (brand perception)的影響。  

 

BrandVision 可根據企業主的需求或預算限制，將模型中的衡量細項進行調

整，例如 Key Brand Measures 中的非調查類數字（sales、scanner 等）通常需要

額外預算購買，但也可不購買；目前這套品牌衡量系統，據 Synovat 表示，已

經廣泛被使用於服飾業、消費性商品業、金融業、醫藥業等產業。  

 

 

 

 

 

 

 

 

 

 

 

 

 

 

 
圖 4-3:BrandVison 品牌衡量構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PinPoint/Target 
PinPoint 的主要功能在衡量以及解釋品牌形象 (Brand image)，試圖回答是什

Brand
Vision

Brand Health

Key Brand Measures

Brand Image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Users/ Nonusers 
Consumer’s commitment

1. Awareness 
2. Usage 
3. Purchase intent 
4. Advertising 
5. Marketing efforts
6. Competition 
7. Spend 
8. Sales 
9. Scanner 

Attributes Mix

1. AD awareness 
2. AD recall 
3. AD execution recognition
4. AD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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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因素驅動消費者購買某品牌而非其他品牌？以及應該去調整哪些指標才能擴

大品牌權益？PinPoint 只詢問消費者兩個簡單的問題：  

 在給定的品類 category/市場 market/時機 occasion，消費者對各品牌的

偏好排序。  
 給定 30 組不同的指標，試圖找出各不同品牌所屬的指標描述。  

 

最後呈現給客戶的是一個由各不同指標組成的策略性矩陣，用來表示不同

的品牌在不同指標上的表現差異，如此客戶可以迅速瞭解品牌與競爭品牌的狀

況。  

Synovate 所發展的品牌權益調查工具，可以整合成一個依據客戶需求組成

的模型，例如 BrandVision 中 Brand Image 面向中包含的許多指標，經由該調查

可萃取出符合被衡量品牌權益的指標，此時可將這些指標組合置入 PinPoint 系

統中，轉換成矩陣；而當客戶希望知道「品牌印象」、「定位」、「廣告效果」時，

就可以找出相對應的工具整合成一個模型，為模組化的典範。  

 

（四）定期衡量與不定期衡量  

 

品牌權益衡量在執行上，依據執行時間間隔，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定時

持續性的調查（ tracking study），譬如 AC Nielson 做通路的 store audit，Fransmo

做的 Consumer Panel，對 2000 戶固定消費者進行調查，但這類 tracking study

並非針對品牌權益衡量設計，而是固定的「消費者行為」調查，所包含的品牌

權益構面並不會涵蓋企業所要瞭解的每個構面，因此企業會另外進行不定期的

調查，以補 tracking study 不足，就是所謂的年度或兩年度所進行的大調查，其

所提供的功能不盡相同，理由如下。  

「通常 research 會分兩段，一種是叫 syndicate research，屬於 tracking 的監測方

式；另外一個是叫 customer survey，是針對特定事情，特定人地，去做一個特

定的 research project；就 syndicate research 來說，目前一個比較大比較知名的

是執行單位是 A.C. Nielson，然後另外還有我們自己以前在酒精類商品用過是叫

做 GBTS。」（B2）  

 

「基本上目前我們做的是 A.C. Nielson 跟 DNS，然後我們目前會在 recruit 另一

個 project，叫 winning brand，但是這個東西我們目前也還沒有做過，所以我也

還不知道這個東西是長什麼樣子。」（B2）  

 

第三種則是當品牌有重大問題要釐清或轉變時，例如消費者品牌偏好度突

然轉變，或是品牌的 CIS 要重新調整，又或是品牌要進行延伸時，瞭解其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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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等等關鍵時刻所進行的品牌權益衡量；受訪對象中，味全食品的總經理王

雅玲原任職於 P＆G，轉任味全時，希望對味全這個品牌進行「活化」(revitalize)，

隨即進行品牌權益衡量。  

「我希望進行味全 CIS 的調整，因此會牽涉到要做多大幅度調整，所以我必須

先瞭解狀況，第二是我想瞭解味全這個品牌權益我可以 expand 到什麼程度？可

以延伸到哪些 category？剛剛我說過，每家公司資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必須決

定什麼是品牌最有競爭力的部分，什麼是值得去投資的？所以我想要瞭解味全

這個品牌可以走到哪裡去。」 (A5) 

 

表 4-4:品牌權益衡量的時機  
 目的  執行時機  
定期追蹤  定期追蹤品牌權益的基本構面，以瞭解

消費者對品牌的態度。  
每一季、每半年或每

一年。  
補強定期追蹤  彌補定期追蹤所衡量的品牌權益過於簡

略，所增補的其他品牌權益構面。  
每一年至二年。  

問題解決  當品牌發生以前所未見的狀況，例如消

費者對品牌的態度轉變、新品牌上市、

CIS 調整等。  

當問題產生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衡量構面與指標產生的方法  

 

（一）構面產生的方法  

 
構面的產生，在學術上有兩種方法，第一是依據過去文獻所制訂的構面，

第二是按照正統的「行銷構面制訂程序」，進行構面的蒐集，以因素分析來淘汰、

集群分析來產生構面；但在實務上，構面的產生則較以企業主或品牌經營者所

欲瞭解品牌現象來制訂構面，也就是企業主應該先釐清品牌權益衡量的目的、

目標是什麼，訂出目標後，企業內部先詢問各品牌經理想要瞭解所負責品牌當

前的狀況，統合整理後交給執行品牌權益衡量的單位，進行對消費者的品牌權

益調查；或是將內部想要瞭解的構面整理後，先進行小樣本質化調查，篩選簡

化所欲調查的構面，後續進行量化方法的品牌權益調查。  

「我們會先找出大方向，我們要談的 brand equity dimensions 有哪些？然後透過

focus group 了解這些構面，再一次歸納方向，只是範圍縮小一點，來找出哪幾

個構面丟到未來的實驗中進行驗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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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黛安芬，我們談到多變量的東西，談到因素分析，談到集群分析，factor 

analysis 多變量，但是大部分業界人士不會懂這套方法，大家根本沒碰過這個東

西，不懂為什麼叫作 abc，叫作 factor，我說這好像給它取一個名字一樣，你覺

得這個名字取得不好，你可以另外自己歸納，看看這些特性給它取一個新的名

字，多變量統計方面大家用到最多的，還是最基礎的 cross tab 分析方式，大家

的水準也只到這裡，只能接受這樣的東西，再深入一點就不行了。」（A2）  

 

學術上各學者所訂定的品牌權益構面，對實務界中實際進行品牌權益管理

者而言，其價值在培養品牌素養以及參考，但在實際運用上則追求靈活，當進

行品牌規劃時，完整的構面不會全提到，而是提到品牌標的的核心課題在哪裡？

核心課題可能剛好是在品牌權益的其中一個構面，則針對該構面進行策略調整

與法展。  

「核心課題可能落在品牌權益其中一個構面，例如『品牌聯想』竟然都出乎意

料，或非常混亂不集中，此時針對『品牌聯想』進行後續策略發想即可。」（B3） 

 

 

（二）構面衡量的方法討論  

 

品牌權益衡量的構面非常多且雜亂，而衡量各構面的方法也非常多，但通

成這些構面的衡量都散見於 U＆A 調查裡，對於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滿

意度、品牌人格等基礎構面，多已經在這些非專門獨立的品牌權益衡量調查中

已被進行，例如 AC Nielson、QNS 等在其為客戶規劃的調查中多會容納這些構

面的調查；以下提出幾個受訪者表示，在現有的調查中已經會普遍使用到的基

礎構面衡量方法，作為說明。  

 

1.品牌忠誠度  

呈現品牌忠誠度構面的指標，多使用「推薦」、「用量」來表示，前者較為

單純，使用在消費頻率不高的產業，例如房屋仲介業、保險業等，而後者則較

複雜，有的指標非常單純，只去詢問「消費者在過去一固定時間間隔內，對於

該品牌產品的使用次數多寡」來判斷消費者的忠誠度，但也有較為複雜的指標，

以 消 費 性 商 品 來 說 ， 首 先 即 要 將 消 費 者 分 成 使 用 他 品 牌 的 「 競 爭 者 品 牌 使 用

者」、在不同品牌間轉換的「游離者」、以及以使用公司品牌為主的「品牌使用

者」三類，然後再根據消費者的使用量，在劃分「輕度」、「中度」、「重度」使

用者，接者還要依據消費者的「轉換性」分成「可轉換性」、「中度可轉換性」、

「不可轉換性」三類，所謂轉換性是指消費者是否對其他品牌保持開放、願意

嘗試的心態與否，有些品牌的重度使用者，雖然忠誠度高，但對其他品牌的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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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也是能接受的，此時要呈現品牌忠誠度的構面就會變得相當複雜，若使用量

化調查的問卷則至少須要三個題項才能問出消費者在三個指標上的分佈。  

 

表 4-5:品牌使用狀況調查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對執 行品 牌 權 益衡 量 的 研究 者 來 說， 其 實 以上 所 提 出的 界 定 忠誠 度 的指

標，意義最大的是在於背後的「為什麼」，例如「為什麼會在幾個品牌前交換使

用？」，「為什麼只用這個品牌？」等，其背後的原因也很重要，因此有些受訪

者表示，在預算有限、時間有限但又要對指標有更深入理解的情況下，可能會

捨棄「量化」調查，而改以 FGD 或深度訪談等「質化」調查。  

 

  

2.品牌滿意度  

滿意度的調查有很多種方式，最簡單的就是設計「你對這個品牌滿不滿意」

的李克特 5 點、7 點量表，，譬如「Value of money」，給定一個價格，詢問消費

者你覺得購買這個品牌的選定產品，其價值與之相比，是高於、等於或低於該

價格？又譬如「 In terms of quality」，詢問消費者對該產品的品質是否滿意，是

高、中、低等；但部分受訪者表示以這樣的問法來推論消費者對產品滿不滿意，

是很主觀也空泛的方式，最好是透過質化的方式來詢問消費者，先問過消費者

滿意與否，還要詢問消費者為什麼滿意？是價格因素、包裝因素、還是親朋好

友的推薦等。  

 

3.價格溢酬  

在文獻中所提到的價格溢酬構面的衡量，多以相對法來執行，取二相同商

品 A 和 B，A 標上品牌，B 則不標上品牌，拿來詢問消費者，在執行上又可分

成兩種，將 A、B 拿來詢問同一個消費者，或是將 A 拿來詢問實驗組，B 拿來

詢問對照組；受訪者表示前一種作法不可行，因為不論展露的方式是先 A 後 B、

先 B 後 A、還是 AB 同時展露，受訪者都會受到品牌影響，產生偏差。受訪者

  品牌使用狀況 

  競爭品牌使用者 游離者 品牌使用者 

  可轉換 中度可轉 不可轉換 可轉換 中度可轉 不可轉換 可轉換 中度可轉 不可轉換

重度          

中度          
使 

用 

量 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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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對傳統作法持反對意見，以 LEVIS 牛仔褲為例，傳統上的價格溢酬測試，

是將產品上與具有與品牌相連結功能的要素去除掉，作為對照組 B，與 LEVIS

產品 A 作為實驗組，詢問受訪者願意支付多少錢來購買這兩樣產品，其間的價

差就是價格溢酬，也就是 LEVIS 這個品牌所賦予產品的品牌權益價值；但受訪

者普遍認為此作法並不實際。  

「作法不能這樣，有 brand 就都用 brand 衡量，沒有 brand 就都用沒有 brand 來

衡量，而且應該是要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人來進行，因為你已經看到 brand，

brand 對你產生影響，所以再以無 brand 的 sample 去衡量時，會產生 bias，第一

個有 brand 的 sample，其 brand 已經對受訪者產生影響了。」（A4）  

 

（二）指標衡量的方法討論  

 

所謂指標（attribute），是指用來呈現一個構面完整性的一組問句或是一組

形容詞，由於指標大部分是「形容詞」，牽涉到消費者對這些形容詞的主觀認定，

因此產生許多問題，包含指標如何能有效的被受訪者認知，以及指標必須被衡

量到什麼程度對企業才是有意義的，以下進行說明。  

 

1. 指標的問題  

 

在調查執行去詢問消費者時，消費者解讀這些形容詞，會用主觀價值去判

斷、解釋，但在問卷進行過程中，消費者並不會花時間去闡述他是如何解讀這

些形容詞，因此研究者要訪查出研究者當初設定指標所定義下的價值時，是有

問題的，例如要去衡量「知覺品質」構面時，有些問卷會以類似「你覺得這個

品牌的品質好不好？」的題項來詢問消費者，但消費者對於「品質好不好」這

一個形容詞的解讀會是很主觀的，  

「有些 terms 是很主觀的，例如我們在問『舒服跟不舒服』，消費者穿內衣覺得

舒服不舒服？其實心裡想的都不太一樣，舒服後面還有很多意涵，太緊，我覺

得鬆鬆的，是舒服，我覺得很剛好叫舒服，什麼叫舒服？這整體是舒服還是後

面，ok 那這裡胖，這裡不舒服，這裡所以他們講得舒服，其實在背後隱涵了很

多。但是這樣的問題我們講效果，像內衣效果非常好，那你要什麼效果？是穿

起來要雄壯威武，但是我不要，要穿起來很舒服，那要雄壯威武的時候它犧牲

掉舒服，太緊繃著所以這類在後面有很多，那我們實際操作覺得太理想化、太

草率、太簡化，這東西不是那麼的，對這產品的認知，如果靠這幾個得到的分

數你會覺得很簡陋。」 (A2) 

 

2. 單一指標還是複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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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使用單一指標的是市場調查公司的 AC Nielson，將品牌權益衡量的結

果換成一個「分數」，用以表達品牌權益的水準，用單一數字表示的目的有二，

一是考量品牌權益是無形而抽象的，數字化可以使其具體化；第二是讓企業主

能簡單清楚瞭解當前的品牌權益與競爭者品牌權益的差異，以及差異的幅度。

而這個分數基本上來自於所衡量構面的分數總和，也就是品牌權益各構面都會

有一分數，如此一來，企業主不但可以迅速瞭解當前品牌權益整體表現，也可

細部瞭解各構面與競爭者的表現差異。但這不表示 AC Nielson 所提供給企業主

的品牌權益衡量指示單純的分數，對於造成分數高低背後的原因以及建議還是

品牌權益衡量的重點。  

 

除了 AC Nielson 外，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構面與指標的選擇，都不會使用

單一指標，太過簡單而失去調查意義，選擇的問題並不會發生在「量」的差異

上，而是因為「品牌」的差異以及「企業主的要求」而進行構面或指標的組合

調整。  

「我們沒有 single score，譬如說把它加起來，代表它的品牌權益，這樣失之武

斷，就像說我們有很多產品知名度不錯，品牌形象很好，可是卻沒有人要購買，

一個指標並不能告訴你所有事情，所以我們在某些方面會有指標，但是我們沒

有把它整合起來，因為爭議性很高，所以一個品牌會有好幾個指標。」（C2）  

 

（三）預算限制下的解決方法  

 

訪談中可知目前台灣企業是否進行品牌權益衡量，最主要考量還是在於「成

本」，企業一般將「投資」與會計報表上的「收益」對應，無直接貢獻者往往先

擱置，因此行銷投入常常成為犧牲的部分，尤其是品牌權益這類需要長期且大

量投資，而效果又須要長時間方可檢驗者，更是難以納入投資項目。面對此狀

況，受訪者提出數種對應方式，包含：  

 

1. 「挑選最重要構面」，企業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進行品牌權益衡量時，應該

先釐清調查的目標是什麼？  想要知道的訊息是什麼？釐清後挑選最適合的

構面來進行。  

「當你把品牌權益衡量交給廣告公司或市調公司報價時，大家都會報一個最完

整的價格，這會牽涉到客戶的經辦人對 brand tracking 理解的程度，但企業主要

知道並不是每一塊都非得做到，可以看預算依照輕重緩急來決定要先做品牌權

益衡量的哪些構面。」（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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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主動向客戶 propose，因為我們以進行一個 tracking 而言，至少需要

cover image 的東西，at least 你要 cover 一些 brand equity 的東西，應該有點像

是 potential，看起來基本上這兩大部分加上 awareness、廣告等，就已經是 tracking

的主軸了。」（C2）  

 

2. 「企業自行進行」如果企業常會須要市場調查來提供行銷決策資訊，但又沒

有足夠預算時，可在內部成立專門進行市場調查的部門或專員，進行小規模

的調查。  

 

3. 「只進行質化的品牌權益衡量」通常一次有效的量化調查，份數都須要 100

份以上，成本包含問卷設計、問卷發放回收、統計、分析等過程，相形之下，

質化調查成本較低。  

「這次的調查我只進行質化部分，預計進行四場 FGD，約 28 人，加上場地租

借費用，共花了一萬六，目前進行三場，還剩一場，但大致上消費者，不管是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user、nonuser 對味全的品牌看法趨近，此時我對味

全這個品牌的品牌權益已經大致掌握，此時我就不須要再花錢進行量化調查，

省了好幾百萬。」（A5）  

 

4. 「夾帶方式進行品牌權益衡量」這是目前最多品牌權益衡量進行的方式，在

其它的市場調查中，例如消費者行為調查，年度 U＆A 中置入少數品牌權益

構面的題項，則不會產生額外成本。  

 

 

 

（四）外來模型與本土模型  
 

受訪者對於品牌權益衡量模式，也產生「進口」與「國產」何者較佳的爭

議，支持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應該因地制宜者認為品牌權益衡量系統的關鍵在於

構面「係數」設定，而這些係數的產生來自於樣本選擇，因此係數深受先前建

立模式時所選用的樣本，而最初在建立模式時，如果台灣地區並未納入樣本，

則該模式要在台灣地區能精準衡量出品牌權益，會有問題，尤其是品牌權益衡

量某些調查屬於消費者調查範疇，只要是接觸到「人」的調查必定會產生變異

與誤差，此時使用非調查區域所發展與設定係數的模型，產生的變異與誤差勢

必會更大；因此支持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應該因地制宜者認為品牌權益衡量的技

術平台應該是各地區獨立的。  

「國外設計這些東西一定有他的理論背景，但這些理論背景放在不同國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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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一定有效；拿電信產業來說，台灣的電信業在短短的三年裡面，普及率從

百分之一點多到百分之四點多，一下暴增到百分之八十五點多，以這樣的發展

的軌跡，你把它拿到 BrandVision 裡，其中的 model，就牽涉到我所提到的係數，

做出來的東西就很有爭議。」（B2）  

 

另外一個並非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本身問題，卻會影響模式的應用程度，來

自於國外的調查機構通常為了保護所發展出來的模式，當調查執行完畢後，會

堅持將處理資料的過程保留在市調公司內部進行，亦即企業主將所需要知道的

事實與市調公司溝通後，完全由市調公司進行統計與分析的部分，因此企業主

並無法完全按自己的需求操作調查所得的資料、數據。  

「你必須把這些照其原先 fomula 採來的資料送到該公司總部，由總部幫你 run，

而不給你自己 run，所以你才會聽到說，市調公司將資料送到新加坡亞太總部去

run，等 run 好你要的東西，再交給你。可是中間的係數是怎樣運作？你完全無

法掌控。」（B2）  

 

而持支持態度的，多為本身的品牌權益衡量系統就是採用舶來品的 solution

提供者，其辯駁的重點則著重在客戶本身的分析能力上，分析能力的好壞才是

關鍵。  

「我不覺得，人都一樣，只是文化不一樣而已，我知道很多人在做 research 的

時候會 challenge 這點，可是我覺得很多東西原理原則是一樣的，就是說如果不

好，外商公司怎麼能在這裡生存？如果說這些 research 不 work 的話，在台灣生

存得下來嗎？同理那為什麼台灣到國外也可以做得不錯？我想這些就是告訴我

們有些東西的原理原則還是可以共通的，重要的是在分析時的 interpretation 必

須在 local 裡，我覺得一些 model 的東西，重點是在其 feasibility，如果它沒有

feasibility 的話就會像你所說可能在某些國家會不通，那這些 models 是我們之

前亞洲總公司發展出來的， 所以其實不會有你講的問題存在。而且 brand equity

這個名詞也是從國外進來的，所以這樣說來這樣的話你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相

信的。」（C2）  

 

「Research 的 data 是死的，其實會講那句話（註：「國外系統並不適用於台灣」）

的人應該是說他不懂得如何去解讀 research data，因為有時候 data 看起來很

positive，其實他代表的不是那個意思，brand equity 有很多原則，他可能就忽略

那個非常重要的「通路問題」，台灣通路其實是蠻競爭，比國外來說生存更難，

因此把這塊（通路）拿掉之後，就會覺得怎麼沒有看到問題，其實最大問題就

被 miss 掉，那可能就是他們在設計過程中忽略掉一些東西或是對 marketing 不

是很瞭解。」（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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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性質不同所產生的差異  

 

市場調查公司與廣告代理商的營業項目不盡相同，前者以滿足客戶事實的

發現為主，後者則基於事實發現的基礎上，發展產品的品牌與廣告等行銷策略

發展，因此對於品牌權益衡量的觀點也不盡相同，Synovate 與 AC Nielson 所發

展品牌權益衡量系統建立在統計基礎與模式發展上，多於母公司發展模式，然

後移植到其他地區，藉由不同產品反覆操作，累積資料庫，建立「標準值」，作

為評估不同品牌權益時的基準，可以標準的判斷受衡量品牌標的與整體資料庫

所顯現的品牌權益結果差異所在；但從廣告代理商的角度來看，側重要點在於

是否能透過品牌權益衡量找出品牌的「關鍵操作方法」、「關鍵策略」、「看到別

人所未發現的重點」，因此在品牌權益衡量方法上觀念性比科學性來得重要。  

「市調公司的角度與廣告代理商不一樣，市調公司很純粹幫客戶找出結果，至

於接下來更重要的策略發展，因為客戶通常不會要市調公司進行，因此市調公

司較沒有觀念和任務去進一步為這個品牌作更深入的建議。」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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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權益衡量執行面與建議 

 
 

在瞭解受訪者對品牌權益衡量的方法面向上的認知、實際狀況與差異後，

本研究亦針對當前品牌權益衡量的執行上詢問受訪者，就目前執行的頻率、預

算、規模等提出說明，並提出文獻整理的 Keller 品牌權益衡量模式與受訪者討

論，請受訪者提出批評意見，以及該模式與現行實務狀況的差異，最後則請受

訪者提出對品牌權益衡量的建議。  

 

一、品牌權益衡量頻率  

 

品牌權益衡量執行次數，通常都是以「季」或「年」來作為規劃週期，有

一季做一次，一年做一次，一年做兩次不等，影響調查頻率的原因非常多，包

含產品類別、產業環境變動、產業性質、品牌相對強度等：  

 
1.「產品類別」，以衡量「飲料類」的「品牌忠誠度」為說，通常衡量品牌忠誠

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詢問消費者在過去一段固定期間內，飲用該品牌飲料的次

數，但「飲料類」又可粗分成「包裝飲料」及「酒精飲料」，酒精飲料的消費頻

率 會 比 包 裝 飲 料 來 得 低 ， 因 此 詢 問 時 可 以 「 過 去 半 年 你 有 喝 過 這 個 品 牌 的 酒

嗎？  」來詢問消費者，但是包裝飲料，則應該以「過去一個月內你有喝過這個

品牌的包裝飲料嗎？」，由此可看出，產品類別的差異，會導致品牌權益衡量的

調查頻率。但是對同一產業，要多久進行一次衡量，受訪者的看法也頗分歧，

例如包裝飲料，部分受訪者認為該產業已屬於成熟市場，變化不大，約半年執

行一次即可，但也有受訪者表示，包裝飲料每年都在變動，變動速度太快，其

實進行耗時的品牌權益衡量，是沒有意義的。  

 
2.「產業環境變動」，景氣循環與競爭條件也會影響品牌權益衡量的頻率。 
「這是一個很大的投資，因此兩、三年做一次，但假如我們這種一個環境變動

比較快速的時候，那我們可能會頻率比較高一點作一次，不然我們就兩年三年

作一次。」（A1）  

 

3.「客戶性質」，許多外商，尤其是消費性商品執行頻率較高，例如「花王」，

每月都會進行品牌權益 tracking。  

 

4.「品牌相對於競爭者強度」，有些企業在「品牌知名度」大幅領先競爭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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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會拉長衡量時間的間隔，甚至不做，例如統一超商及信義房屋，發現許

多媒體公佈的品牌知名度，該品牌大幅領先競爭者時，就會暫緩執行品牌知名

度調查。  

「以前會調查消費者對 7-11 這個品牌的知名度與好感度的逐年成長比例，但是

從去年這一份來看好像沒有調查這樣的東西，已經不需要了，因為以前每一年

調查顯示的品牌知名度都是 80~90%，所以從去年開始，這個調查比較注重的是

產品品牌而非公司品牌。」 (A3)  

 

「客戶連續做 tracking 很多年，發現其品牌蠻穩固時，就會換一個方式調查，

如果不同的方法都顯示品牌已經很穩固，則會考慮降低調查的頻率，本來可能

一季一次，調整成一年兩次。」 (C1) 

 

但站在市場調查公司角度，則有不同看法，認為如果只以年或季的週期來

進行衡量，對變動性高的部分產業，其意義不大，應該更密集的進行衡量。  

「基本上和一般 tracking 比較不同的是，它是 weekly tracking，只是在 report

的時候，基於要有比較 representative sample size，我們會以累積的值，所以客

戶可以看 monthly 的 data，實際上以 interview 的 timing 來說，除了主要的節日

（ex.過年過節）不做外，基本上是一個 continuous 的 tracking，所以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時間連續的 line chart。」（C2）  

 

二、品牌權益衡量規模  

 

文獻整理中各學者提出的品牌權益構面，多以求「完備」為前提，因此構

面的發展上，呈現越晚近越多而紛雜的情況；在實務中，品牌權益衡量的發生

時機有二，一為定期的品牌追蹤，一為當品牌出現問題時，前一種狀況由於發

生頻次較多，因此多以基礎的品牌權益構面整合其他消費者行為調查進行，構

面多集中在基礎的「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等少數構面，

主要考量來自於成本的花費，當此定期的檢測發現品牌出現問題時，品牌管理

者 才 會 思 考 進 行 較 大 規 模 的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 但 並 不 會 如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構 面 一

樣，將所有構面都納入衡量，會先瞭解品牌的問題在哪裡，在就具關連性構面

進行調查；因此在規模上，如學者所陳述的全構面品牌權益衡量較少見。  

「調查上不可能所有構面都要，一定要很清楚想要知道的問題是什麼，才

能清楚找到答案，所以會從幾個構面開始做，從質化到量化去進行，不一

定要這麼大的系統。」 (A5) 
 

運用如 Aaker 以及 Keller 所提出的完整構面品牌權益衡量者不多，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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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激烈的產業中，例如「消費性商品」類，尤其是產品線齊全者，但即使

是競爭激烈的產業，企業主也不會為所有產品進行完整的品牌權益衡量，僅會

對最重要的幾個品牌進行；而競爭較不激烈的產業對品牌權益衡量則運用度不

高；因此規模大小取決於該產業的競爭激烈程度，當競爭著越多，消費者在市

場上同類型商品有更多選擇時，該產業的經營者對品牌權益衡量的需求就會提

升，相對所需要衡量的構面就會增加，調查規模就會變大。  

「這麼龐大的系統只有幾個競爭激烈的產業會這麼複雜的東西，譬如

做 consumer product，且是 full category 者，例如 P＆G、Unileaver，Canon
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因為 photography 這個產業的競爭程度相對消費性

產品，其實還好。」 (A5) 
 

三、品牌權益衡量預算  

 

品牌權益衡量的執行預算上，各受訪者表示差異頗大，價格會隨著客戶特

性、行銷預算、調查範圍、調查性質、執行次數等因素而產生變化，預算差異

可從無到數百萬。量化調查通常一年平均在一百到一百五十萬新台幣的水準。  

「我們不只是做 data collecting，我們是做整套的，包含後面的 finding 和

recommendation 都做。通常談一個完整的案子下來都要上百萬，一年以上都要

上百萬。」（C2）  

 

相對於量化調查，質化調查成本結構裡，參加者的成本固定且比例不高，

最大比例來自於 FGD 的主持人費用。  

「就算是找一模一樣的受訪對象，一模一樣的焦點團體進行程序，一場 FGD 可

以從三萬到十萬不等，市場價格很混亂的主要原因來自於 FGD moderator 本身

的價值。」 (B2)  

「質化則較為紛雜，大約 40〜120 萬之間，取決於執行的次數。」（B2）  

「譬如深度訪談等質化方法，做 U&A，大概 40 萬，3 到 4 個工作日；本土的市

調公司則很便宜，可以壓到約 40 萬以內，如果每季執行一次，以一次 40 萬來

計算，一年下來大概 120 萬，對本土企業來說是比較可以負擔的，要是真的不

行，就一年做一次，了解一下品牌狀況。」（A4）  

 

影響品牌權益調查預算因素當中，最關鍵的是「客戶特性」，受訪的

廣告代理商及市場調查單位普遍反應美商及日商對品牌權益調查較有付

費觀念，甚至是主動要求花預算執行品牌權益相關調查，但許多台灣客戶

仍處於「受教育」狀態，廣告代理商往往是將品牌權益衡量的費用納入「廣

告執行」與「報告撰寫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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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品牌權益衡量頻率、規模、預算統整  

 

 

四、應該衡量公司品牌或產品品牌權益  

 

在 corporate brand 和 product brand 上，何者該進行品牌權益衡量，主要的

標準在公司本身的政策，當公司採取「品牌傘」（umbrella brand）策略，以公

單位名稱  頻率  調查內容  預算  

信義企業集

團  
一至二年一次  

1.品牌忠誠度  
2.之決品質  
3.消費者滿意度  

未提供  

黛安芬  行銷部經理  

1. 品牌忠誠度  
2. 知覺品質  
3. 品牌信賴度  
4. 品牌聯想  
5. 品牌形象  
6. 消費者滿意度  
7. 市場佔有率  

未提供  

統一超商  一年一次  

1.  消費者行為  
1. 服務與滿意程度  
2. 鮮食消費行為  
3. 百貨用品消費行為  
4. 禮盒類商品消費行為  
5. 服務性商品消費行為  
6. 品牌知名度  
7. 品牌好感度  

300 萬  

金百利  二年一次  
1. FGD 
2. U&A 

300 萬  

味全  一年一至二次  

1. 品牌知名度  
2. 品牌忠誠度  
3. 品牌滿意度  
4. 產品使用狀況  
5. 消費者購買行為  

未提供  

聯廣  行銷研究總監  
質化研究  
1. 品牌投射技術  
2. 品牌印象  

一場 FGD，3 萬

到 10 萬不等  

AC Nielsen 
消費類產品調查經

理  

看客戶需求而定，大致包含：  
1. 品牌印象  
2. 知覺品質  
3. 品牌知名度  
4. 品牌忠誠度  

平 均 約 100 至

1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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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品牌名背書其所販售的商品及服務時，則進行公司整體品牌權益衡量，其意

義較大；若公司並不強調公司品牌名稱，以各品類、各產品品牌（ individual brand 

strategy）作為與消費者溝通的階層，則對各品類、產品品牌進行品牌權益衡量，

其意義較大。  

「這要看公司本身 corporate brand 走的是 umbrella brand 的 strategy，還說走

individual brand strategy，我所經歷的公司大部分都是走 individual brand 的，而

不是 umbrella brand strategy，以 P&G 為例，它也不會衡量『P&G』這個品牌，

Johnson & Johnson 也不會檢驗  『Johnson & Johnson』  這個品牌，它會檢驗的

是 Johnson & Johnson 下面的品類品牌，例如『嬌爽』、『摩黛絲』，或是『沙威

龍』等等，不會針對 Johnson & Johnson 這個名字做品牌權益的衡量，如果有的

話，通常應該是在個別的市場調查裡去執行；以我所了解的 Johnson & Johnson，

在 91 年的時候就曾經在 individual 的 research 裡面發現，Johnson & Johnson 的

這個 name 在 fading，大家越來越忘記 Johnson & Johnson，所以它們那時候就說

要做一個 corporate 的 PR Campaign，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finding 的 implication

是所謂的 company name discounting，所以它們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說要去做

一個 corporate 的 event，或是 PR Campaign。」（A4 ）  

 

五、內部執行或交由外部執行  

 

企業決定要進行品牌權益衡量後，面臨的就是要將此任務由內部專職人員

進行亦或是交由外部市場調查公司進行，考量的重點並不在於品牌權益衡量的

效度，而在於品牌權益衡量對企業主來說，成本的支出並不會造成營收增加，

因此受訪的企業主都是將品牌權益衡量委外，只是委外的程度差異大小，以信

義房屋為例，品牌權益衡量並不是單獨的一次市場調查，都會與其他內部想要

瞭解的市場現況統合後一起進行，因此市調的方向與問卷題向的產生都是由公

司內部行銷部門決定，而市場調查公司負責後續的問卷發放、回收、統計和報

告撰寫，而後的策略建議則又回到信義房屋內部行銷單位來進行，如此，企業

主可以高度掌控品牌權益衡量是否按照期望進行；但也有從問卷設計、發放、

回收、統計到後續的行銷建議完全交由市場調查公司者，例如統一超商，原本

公司內部有一批專職人員進行品牌權益衡量和市場調查，但對企業來說是非常

大的成本，因此後期還是交由外部專業的調查單位來進行品牌權益的衡量。  

「我們過去是委託『精實』，精實已經幫我們做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去年則是

因為成立『首阜企管顧問公司』，是我們的關係企業，才會轉交給他們。」（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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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品牌權益衡量的建議事項  

 

（一）企業品牌管理者觀點  

 

對企業來說，任何的成本支出都必須兼顧「實用性」以及「需求性」，品牌

權益衡量的執行與否，也必須符合上述兩個條件，就一般的產品品牌，例如消

費性商品，多品牌管理者所進行的市場調查中，多數關心的是對消費行為的瞭

解，而品牌權益衡量的構面涉及太廣，所耗費的時間無法及時反應所需資訊，

在「實用性」與「需求性」因素考量下，實用性不高；因此針對一般產品品牌

權益的衡量，應該要發展一簡單迅速，而成本低的衡量模式。  

 

（二）市場調查公司與廣告代理商觀點  

 

目前品牌權益管理系統，都是承襲歐美系統，而日系基本上也脫胎自歐美，

而這些模式對台灣企業來說，仍屬非常新的應用工具，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提供

者在推廣這些模式時耗費心力甚巨；除此之外，受訪的廣告代理商以及市場調

查 公 司 都 認 為 台 灣 企 業 在 品 牌 權 益 的 瞭 解 ， 以 及 品 牌 權 益 管 理 都 處 於 萌 芽 階

段，企業應該更深入增加對品牌管理的知識，以釐清自身品牌狀況以及品牌價

值所在，如此在企業與品牌權益衡量提供者的合作上才能達到共識。  

「台灣企業到底看不看重品牌？看不看重品牌管理？有沒有定義自己品牌的價

值？如果有，價值又在哪裡？品牌管理的流程有沒有什麼問題？ (B1)」  

 

（三）構面的意見  

 

部分受訪者認為目前品牌權益衡量上面有些要素還未放進考量，譬如 health 

check 或是消費者行為的變動等要素。  

「以金百利來說，我會覺得需要再多一點資料，那以前的公司來說，以前我在

Pepsi 待過，Pepsi 的也是不夠，哪些方面不夠？我覺得像是 health check 可以擺，

還有 consumer 的一些 behavior change 這一塊，他們的 purpose 這一塊，會是我

有興趣去了解的。」（A4）  

 

另外在現有衡量指標裡，受訪者也反應指標的深度並不夠，在進行決策時，

說服力不夠。  

我覺得是在這個 scope 裡面，深度還不夠是一個，那現在這邊也還有一些

measurement 還沒有進來，譬如我剛剛提到的我們會有一些 addition 的 project

去 cover 那些 measurement 的部分，譬如像是 brand preference，還有 health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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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我都覺得可以再作深入一點，另外目前的一些數字還不夠精確、還不

夠深入。（A4）  

 

 

七、對 Keller 品牌權益衡量模式的討論  
 
 

 

 

 

 

 

 

 

 

 

 

 

 

 
圖 4-4:Keller 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流程圖 

 

大部分綜合型廣告代理商都會發展品牌權益管理模型，國華廣告隸屬於日

本電通廣告集團，這裡提出該集團所發展的品牌權益管理模式，並提出與 Keller

品牌權益衡量模式的比較：  

 

1. 品牌願景：先訂定品牌願景，用以決定長期目標；所謂品牌願景即為「消費

者認知到品牌時，腦海所浮現的印象」；國華針對品牌願景發展一套

Honeycomb 系統。  

Honeycomb 是一個蜂窩型組織，可分成三層結構：  

a. 第一層：消費者看到產品時，腦海中即刻可認知領會的產品形象及品牌

所屬，包含兩個構成要素，「Symbol 視覺符號」、「Base of Authority 品

牌存在的價值，為其他競爭者無法模仿者」。  

 

b. 第二層：品牌帶給消費者功能面上與情感面上的價值，包含兩個構成要

素，「Emotional benefit 情感價值」、「Functional benefit 功能價值」。  

 
實行品牌審核

 
設計品牌追蹤調查

 
建立品牌權益管理系統

建立品牌目錄（供應面）

執行品牌探勘（消費者面）

進行品牌定位與支援行動計畫

產品品牌追蹤

品類品牌追蹤

訂定品牌權益憲章

品牌權益報告

品牌權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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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層：品牌認同，也就是品牌是針對那個區隔營造，消費者可能並非

該區隔，但認同品牌所描述的族群，進而購買該品牌，包含兩個構成要

素，「 Ideal customer image 品牌認同」、「Brand Personality 品牌個性」。  

 

Honeycomb Model 的執行流程則如下：  

a.將所有參與者的想法明確化 -廣告主的意識改革  

b.競爭者、品類、目標客層的洞察  

c.參與者討論下完成品牌願景假定案  

d.各品牌願景假定案的接受度調查  

e.共同擬定品牌願景  

f.所有參與者品牌願景的共有、認同  

g.見裡以品牌願景為主的管理架構  

 

2. Relation Theme：訂定品牌願景後，必須將此概念具體的和消費者溝通，建

立品牌與消費者間的關係，當中包含了所有 branding 時各種活動如何去實現

品牌價值的作法。  

 

Relation Theme 的執行流程如下：  

a. Campaign 開發  

b. Message 開發  

c.銷售環境開發  

d. Contact point 開發  

e.Events 開發  

 

3. 建立訊息開發準則：國華的系統稱為 Penta-Model，目的在規定品牌主要基

本表現要素，例如 slogan、Tone & manner 等，規定後制訂成 brand book，

之後所有的廣告、促販物都必須遵守。  

 

4. 中長期的品牌培育計畫：以上 3 步驟確立品牌發展的「原則」，之後即展開

活動，每年度定期進行檢視的動作。  

 

5. Brand Tracking：品牌行銷活動展開，後續的品牌管理，每年都必須進行 brand 

tracking 的動作，用以檢視品牌是否按照預期目標進行？消費者的反應如

何？即使目標按照計畫在走，但是不是消費者所認定的？因為消費者的喜好

隨時改變，必須適時修正，保持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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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國華廣告 Honeycomb Model 品牌權益管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將 國 華 廣 告 的 Honeycomb Model 與 Keller 所 提 出 的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模 式 相

較，會發現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首先在Keller的模式中「品牌審核」階段中提及

「建立品牌目錄」，此與國華模式中的「建立訊息開發準則」所欲建立的brand 

book相同，而在Brand Vision執行上統合所有參與者意見，並洞察競爭者與目標

客層的動作，則又與Keller所提出之由供應面建立品牌目錄，由消費者面進行品

牌探勘相同；「進行品牌定位與支援行動計畫」則與「Relation Theme」大致相

Relation Theme的執行流程 

a. Campaign開發 

b. Message開發 

c.銷售環境開發 

d. Contact point開發 

e.Events開發

Honeycomb Model的執行流程則 

a.廣告主的意識改革 

b.競爭者、品類、目標客層洞察 

c.討論完成品牌願景假定案 

d.各品牌願景假定案的接受度調查 

e.共同擬定品牌願景 

f.參與者品牌願景的共有、認同 

g.建立以品牌願景為主的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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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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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品牌願景

 
制訂Relation Theme

建立訊息開發準則

中長期品牌培育計畫

定期Brand Tracking

1Slogan 

2Tone & Manner 

3Color 

4Key cart 

1質化調查 

2量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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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設計品牌追蹤調查」則與國華的「定期brand tracking」意思相同，由此可

知，學者所提出的品牌權益衡量理論架構並非空談，實務上發展的模式也有許

多相通的地方。  

 

唯差異則在Keller模式中特別提及「管理」部分，且在人事組織上設立一「品

牌總監」的角色，強調品牌管理的重要性，這些在以廣告代理角度來經營品牌

的國華廣告代理商所建立的品牌模式所沒有的。另外在邏輯上也有些許不同，

受訪者對Keller所提出的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意見頗多且分歧，有針對程序上的邏

輯問題提出看法者，也有針對此系統落實在企業體系時所產生的人事編制問題

提出見解。  

 

曾操作過酒精類產品品牌的金百利陳經理則提出一個品牌的策略制訂過

程，解釋公司的結構是無法滿足Keller所提出的品牌權益模式，以「皇家禮炮」

為例，通常國際總公司在進入台灣市場時已經先定好其品牌權益，任何行銷的

地區都不能抵觸，也就是總公司已經訂定品牌的定位，因此當產品進入台灣時，

台灣分公司所進行的是：  

 

1.「Vision」，先擬定願景，訂出「皇家禮炮」品牌在台灣市場中要往哪裡走，

酒類市場可分成許多等級（category），威士忌最高的等級是premium，皇家禮炮

的vision則是要建立新的等級super premium dominance，獨佔這個等級。  

 

2.「Position statement」，  有了清楚的願景，則定位隨即對應產生，「皇家禮炮」

於是定位在最尊貴、最頂級的威士忌酒，當你想到最極致禮讚的威士忌酒時，

就是「皇家禮炮」。  

 

3.「Strategy and objective」，釐清我們是誰（Who we are），為什麼在現在的位

置（Why are we here），此時須要進行品牌的消費者調查來找到消費者如何看待

品牌，另外過去公司操作品牌的發現和學習經驗，也會有些發現，統合此兩塊，

瞭解當前品牌權益的狀況，擬定操作皇家禮炮的策略；此階段與Keller所提出的

第一階段「品牌審核」相似。  

 

4.「 Initiative」，針對上述所擬定的策略，發展活動想法來支持，譬如當發現目

標群消費者在老化，此時 initiative就必須年輕化品牌，因此發展年輕消費族群

所喜歡的溝通方式、活動，甚至更動包裝的品牌視覺系統。  

 

5.「Action」，有了 initiative後，行動計畫就會產生，以及如何執行行動計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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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面一連串流程所發現的狀況，同時符合公司的策略目標。  

 

將以上過程與Keller所提出的品牌權益衡量模式對應，Keller第一階段的「品牌

審核」，其順序為：  

 

 

 

而對實務操作者來說，其順序則為：  

 

 

 

其主要差異來源應有二，一是 Keller 所提出的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是針對品

牌擁有者所提出，品牌擁有者經過品牌審核的程序，訂定出品牌的全球定位，

而後交付各地區按照所訂定的品牌定位操作，而在台灣，許多品牌管理者都是

管理國外品牌，也就是品牌權益的訂定以經固定，對這些台灣的品牌管理者而

言，則會先瞭解母公司所定義的品牌權益，然後去瞭解在此前提下，台灣地區

消費者如何看待該品牌，而後尋求符合的消費者族群或是潛在的消費者族群進

行溝通。也有其他受訪者提出一樣的看法：  

「品牌定位一定要放在最前面，品牌目錄應該 under 在品牌定位的基礎再去做，

去探勘消費者。」 (A2) 

 

在第一階段的「品牌規範」上，在外資企業普遍存在，因此外資企業就會

有這樣的機制，但本土產業則較少，在本土產業中，一般都是口傳比較多，並

無具體的品牌規範。  

「很少有看到這塊衡量，外資企業會有一本 CI、brand book，這點符合 keller

的品牌審核。」（B1）  

 

「我們沒有一本這樣的東西，大多數我們品牌的想法大概從我們的立業宗旨整

個下來都是一貫的。所以說我們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概要摘要說誰要說什麼做什

麼。但是應該是說我們比較著重在你剛剛提說不管是業務代表或是什麼在外面

接觸的人，我們比較在意是對一個企業文化的一個建議。企業文化建議就包括

說我們如果把這個企業比喻成最好的，你本來的性格是怎麼樣子，然後那剛剛

我們在想品牌的建立，就是我要讓別人知道我的品牌是什麼樣子，但是假如我

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人的話，那會蠻辛苦。所以應該說我們目前沒有那個所謂

品牌的 guide book 存在，但是也許應該要做這樣的事情。」 (A1) 

 

品牌目錄 品牌定位與支援計畫品牌探勘

品牌目錄 品牌支援計畫品牌探勘品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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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企業或多或少都具備 Keller 所提出的品牌權益衡量系統，只是並未

如此制度化，以 Keller 所提「品牌審核」過程，等同於企業審視其品牌在市場

上的表現，這在企業中是一定會進行的程序，只是目前審視的方法每家企業良

莠不齊，可以是很單純的市場觀察，也可以是很複雜大規模的市場調查。  

 

或是說目前 Keller 所提的品牌權益衡量這些功能並未獨立出來，而是被包

含在各階層的品牌經理身上，品牌經理除了經營品牌，也身兼品牌權益衡量與

監管的工作，因此 Keller 所提出的品牌權益系統中所陳述「品牌權益總監」的

關鍵角色產生最多爭議，受訪者多認為關鍵的並非制度本身，或品牌權益衡量

是否完整等問題，而在於健全此衡量系統時所需要的組織調整，也就是當出現

一個統籌品牌的「品牌權益總監」，其位置應該擺在什麼位置？會不會與既有的

行銷管理者產生衝突？而「行銷」與「品牌」分開，在預算的爭取上以及事權

劃分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分成兩個單位，大家意見不易統整，而通常預算是在 marketing 手上，

Brand 方面通常是不會有的，就算有，那要透過誰去操作呢？」 (B2) 

 

部分受訪者表示目前部分企業正進行這樣的作法，譬如「櫻花」、「SHARP」、

「惠氏」，但是都不成功，主要的原因在於最後一個階段「人事」的安排上，會

造成權力衝突與事權不易劃分的問題，將「品牌權益總監」的角色提高，置於

董事長室或總經理室，會造成該角色對實際產品在市場上狀況的不瞭解，又若

將「品牌權益總監」與「行銷總監」至於平行地角色，則事權混亂，難有共識；

Keller 模式中提及設立「品牌權益總監」一職來統籌監督品牌權益事宜，此角

色很容易形同虛設，即使賦予品牌權益總監很大的權力，但仍舊不是直接進行

品 牌 經 營 的 角 色 ， 因 此 各 個 產 品 的 品 牌 經 理 能 不 能 服 從 該 品 牌 權 益 總 監 的 指

示，成為這個制度能不能推行最關鍵點，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這樣的角色不應該

另設，而只是將其工作賦予在當前的品牌經營架構中的人事即可，亦即「品牌

權益總監」就是「行銷總監」，而 Keller 所提的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應該將「架構」

轉換成「觀念」，將其融入當前企業內品牌管理的架構中，也就是涉入品牌管理

的每個管理者都應該具有 Keller 的品牌權益衡量概念，如此即可簡省設立「品

牌權益總監」角色所衍生出的不必要問題。  

「真的有些公司在二、三年前都有在做這樣的事情。我遇到的客戶有很多都曾

出過這樣的 idea。只是最後 work 的都不多。因為這牽涉到像廣告公司 IMC 在

組織裡的角色一樣的問題，你做了品牌，那我要做什麼？」（B2）  

 

「行不通，雖然他所有的 elements 都在裡面，就像我剛剛問的第一個問題，他

是個學者，沒有實務經驗，比較不了解實際上企業操作的狀況，在既有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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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放一個人，在一個大型公司裡，以金百利來說，你要放一個人，這個人對每

個品牌都很了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了解品牌權益就是由『品牌經理』自

己去做，要去操作你的品牌權益也應該是『品牌經理』自己去做，『品牌經理』

要對品牌的成敗負完全責任。」 (A4) 

 

最後又回到理論與實務的差異，受訪者表示，學者常忽略實務操作時的現

實考量，營利事業體裡的員工，其職責多會和「業績」有關連，而Keller所提出

的品牌權益衡量模式，所更動的人事與企業的銷售和業績並無實質關連性；除

此之外，要能徹底執行Keller所提出的系統，所需花費的時間不短，但在每天面

對短期銷售壓力的品牌管理者看來，是緩不濟急。因此受訪者對Keller的模式最

大的批評是「邏輯是對的，但實務上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