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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併方品牌使用 
 

   本件整併案中，除核心專利為併方所重視收購要項，併方另一重要取得標

的，即是被併方授權有限期使用『Siemens』英文商標以及『西門子』中文商標

權能（使用期間：自2005年10月1日起共計18個月），併方並可有限期地使用

『BenQ-Siemens』（使用期間：自2005年10月1日起5年）。 

 

   關於併方取得被併方商標/品牌之使用，將於本章中各節，就此等商標使用之

商業目的、手機品牌價值建立之基礎因素、雙方價值活動整合與融合、操作單一

品牌與雙品牌模式等議題逐一討論。 

 

第一節 取得商標使用權能意義 
                       －取得本身不應是商業目的 

 

    企業欲取得商標權，只要依照各國法定要求之聲請程序並符合識別性要

件，企業即可輕易地並且以低廉之成本獲取於特定商品或服務上之特定商標專用

權，其權能包括使用、收益及處分。至於在商標權保護部分，與專利權同，各國

法律多賦予商標權人專用權，具排他性，可禁止第三人於同一或類似商品及服務

上使用相同或類似之商標。 

 

商標權以及其所衍生權能，雖讓商標權人可進行專有使用、收益及處分，但

商標權並不等於品牌。商標，固是品牌基礎，但不是每個商標都能成為品牌並具

品牌價值。而決定商標是否可成為品牌並具有品牌價值，以本案例所探討之手機

產業而言，關鍵應在於品牌廠商從研發與創新、新產品行銷規劃、開發設計、製

造、銷售、廣告、通路、售後服務等諸多企業價值活動上，是否有優秀的表現而

定，因為此等價值活動，均與企業能否推出優質之商品與服務有關，而企業需能

推出優質商品與服務，再加上品牌之創意，商標才有據此成為品牌之可能，而一

旦商標成為品牌，對企業之商品又能回過頭來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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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讓商標成為品牌具有品牌價值，是需要企業於各環節價值活動上去

努力經營的，而如果企業本於價值活動所推出之產品及服務，讓鎖定之特定消費

者產生認同並願意購買，並讓消費者在使用經驗上感受良好，品牌，也於焉建立。

而品牌一旦建立，就像標籤一般，讓人看到產品或服務附著該標籤，就會連結到

該產品或服務具有之形象與價值，此等說明，可從奢侈性品牌上，印證一切。 

 

以本件併方取得被併方商標使用權能，亦同，若被併方之商標，不具品牌價

值，充其量，併方取得被併方商標使用權能，其實只是取得一個與其他企業產品

與服務之標識而已，而併方將被併方之商標附著於手機商品上，也不會讓消費者

增加認同抑或是有更加刺激購買慾望之功能。 

 

很多企業常說，品牌需要經營云云。其實，更為適切地說法，應該是企業做

好內外部價值活動之經營管理與風險控管，是品牌建立之前提，只要企業營運表

現優異，加上適度的品牌創意與廣告曝光，品牌自然可成為「反射利益」一同雞

犬升天，而品牌價值一旦建立後，後續也會有諸多延伸商業利益，可為企業帶來

其他更多有形/無形利益。 

 

附帶一提的是，雖然很多經營者不斷說要經營品牌，要朝向微笑曲線的另一

端邁進，但是卻從來沒有用心探討品牌建立之背後因素，此等企業因為「觀念錯

誤」，所以就常發生「打擊錯誤」，而將企業資源灑在不該投入之重點，以為可

以提升所謂「品牌價值」，此等企業主願意砸大錢作廣告及投入行銷公關活動，

甚至在重要場合增加曝光率，但是，倘若沒有表現良好的企業整體價值活動作為

背後支撐，甚至所見之企業活動與所推出之產品及服務，還會與廣告形象嚴重不

合，直扯企業後腿，此時，炫麗的廣告與行銷活動，反而只會帶給消費者「誇大

不實」、「欲蓋彌彰」感覺，而花錢廣告與行銷，反而帶來了強化企業負面印象

之效果，是以，倘若企業忽略品牌建立背後因素，而恁擲金錢於表面功夫上，以

為如此即可增加品牌價值，可說是主客易位、反客為主，廣告公關始終是無法彌

補商業模式之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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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本件整併案，併方取得被併方有限期之商標使用權後，此項權能取

得，不是真正有商業價值的地方，也不應是併方所設定之商業目標所在，而併方

取得被併方商標使用權能，也並不代表併方營收與形象，會旦夕提升。本件併方

取得被併方商標使用權能，其真正之用意，應該是在於，因被併方之商標具有品

牌價值，而品牌價值是建立在企業價值活動中，已如前述，所以，併方透過整併，

將被併方此等價值活動去無存菁融入併方體內後，據此讓併方更為蓬勃，而在品

牌操作，基於被併方品牌既有之價值，所以併方希望透過將商品附著被併方之商

標，產生移情作用。227

 

反言之，倘若併方將取得被併方商標使用權能本身，作為是整併之商業目

的，卻忽略了品牌建立因素之探討，以及於整併後將被併方奠基品牌價值之各環

節企業價值活動進行融合與整合，此類整併，恐怕又是一樁基於商標與品牌迷思

所產生之失誤。 

 

再，既然品牌價值是建立在企業各環節價值活動上，所以，品牌之價值，是

會隨著企業價值活動表現良劣而改變的，而且有時只要發生特定事件，就會引起

骨牌及漣漪效應。如同近來 SONY 電池起火事件，即導致 SONY 企業形象及品

牌價值大受打擊，所以經營品牌，顯然是要對企業每環節之價值活動如履薄冰

的，而且企業必須要有非常優秀的危機應變能力，否則只要發生一件危機，很可

能會將過去很多年的利潤都要吐出來，甚至還不夠賠，且品牌價值，也將伴隨滑

落，要再谷底翻身，甚至還會要投入比以往更多的資源才能復原。 

 

再，品牌既是從產品規劃到售後服務整體戰役，然要求每個環結活動盡善盡

美，是一項高標，有時 60 分，為搶佔商機，也可以先作，但須注意的事，要小

                                                 
227 倘若被併方之商標真具有品牌價值，其實在併方將被併方之商標附著於手機商品上，消費者

初期也許真有認同之產生（例如：倘若消費者印象中對於被併方手機技術能力信任度強，併方

將被併方之商標附著於手機之上，初期或可真正建立消費者之認同），但是，此等認同仍須建立

在未來整併雙方價值活動的真實整合互融，此等消費者認同才能真正延續，若被消費者拆穿，

併方只是將被併方之商標附著於手機商品上，但併方手機仍是「換湯不換藥」，其實長遠來看，

併方還是無法據此更佳蓬勃，而更遑論併方品牌價值之繼續提升了，所以，以本件整併案而言，

關鍵其實還是在如何將被併方 之價值活動去蕪存菁，並將菁華融入併方體內，併方始能結合此

等優勢，產生真實之商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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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避免讓特定脆弱之環節產生漣漪效應，意即是，因為該環節之過度脆弱，不但

沒有為企業加分也罷，反倒是倒貼一個大耳刮，此時此等脆落的價值活動環節，

會大幅抵銷企業於其他層面努力，所以各價值活動環節之經營，不能落差太大，

也不能有嚴重扯後腿的情況發生（比如說行銷與廣告表現不錯，但手機商品品質

卻非常糟糕，此時，行銷與廣告做得再好，也是枉然）。 

 

第二節 手機品牌價值建立因素 
                          

    品牌，有對消費者而言（又有稱消費者品牌），也有對企業而言228（有稱

企業品牌），且各產業別不同，品牌價值建立要素，亦有天壤之別。 

 

因本論文係探討手機產業，本節將討論手機品牌廠商（感動地對象是消費者）

其品牌價值建立之基礎因素何在。再，為配合案例探討，因於本件案例中，併方

取得被併方商標使用權能，意在提升自己成為全球前五大品牌，所以此節之探

討，係以大格局的全球品牌建立予以論述。 

 

   又，品牌價值229之建立，如前節所述，既是奠基於企業內/外部價值活動之各

環節表現良劣之上，而此等價值活動，左右著消費者對商品之信賴、喜愛、認同

與購買/續購意願，一旦產品獲得消費者喜愛，品牌價值也會逐步建立，所以，

品牌，只是企業價值活動表現之結果，而要建立「全球品牌」，應以建立商品或

服務成為「全球使用」為前提230。 

 

 
                                                 
228 參見記者趙凱期，報導標題「台積電高舉品牌＿改採TSMC License＿擴大產能外包＿泛台積

電集團儼然成形 TSMC Like恐走入歷史！」，電子時報頭版，日期：2006 年 1 月 11 日。 
229 本論文所謂之品牌價值，係指奠基於良好的企業價值活動而讓商標成為品牌之狀況，此與品

牌知名度有別，如諸多廠商擁有響亮之品牌知名度，但此不能作為導正有瑕疵的企業模式與行

為，濫用行銷費用只會讓思考不週企業加速滅亡。參見Scott Bedbury與Stephen Fenichell合著，「品

牌始終來自人性」，台北：商智文化，2003 年 4 月 25 日 1 版 9 刷，第 21 頁。 
230 諾基亞品牌執行副總裁安西‧凡喬基表示：「一切都與市場滲透率有關。大眾對手機之熟悉程

度越高，他們就越懂手機本身和延伸出來的服務，他們（指消費者）越懂，就越會使用。一旦

高達高滲透率，其他事情也會自然發生。」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

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119 頁。由上開說明亦可印證，建立全球品牌前提，

應以「全球使用」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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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品牌價值是相對的（意即是，某品牌在某消費者心中具有品牌價值，

不代表對另位消費者亦有品牌價值），而在品牌價值建立過程中，要讓品牌價值

提升，務需得讓消費者接觸與體會產品的經驗與機會，否則談品牌建立，是不切

實際的，至於決定消費者是否願意購買，還是與企業價值活動表現良窳不可分，

故企業價值活動可謂是塑造商標成為品牌之基礎，品牌建立，必與企業行為與商

品與服務之品質有關，沒有捷徑，且建立品牌價值提升的工作，也無法外包。 

 

回到本件整併案來看，今併方若擬以被併方之商標附著於未來手機商品上，

其實併方應先查核，被併方之商標，是否具有品牌價值，而既然品牌是奠基於企

業價值活動表現良窳，所以要查核品牌價值，即是對被併方企業價值活動進行檢

驗，如此才能有效評估併方手機商品附著被併方之品牌，是否能產生讓消費者覺

得「更佳美好」的感受。但如前所述，此等「更加美好」的感受，仍繫於併方是

否能將被併方企業價值活動與資源去蕪存菁，並將被併方的菁華融入併方組織且

形成產品與服務之差異（指相較於整併之前），品牌才能繼續維繫，並讓併方之

商品與服務更佳蓬勃，相應地也可提升併方品牌價值。是以，在整併案中，併方

評估被併方商標是否具有品牌價值，不宜也不應只是以特定鑑價機構所算出之具

體數字來看，除非此等機構之方法論是正確的。231

 

附帶一提的是，進行此等價值活動，非必定是企業自己來，企業可採核心能

力自己來，非核心部分，採委外方式操作（outsourcing）。此外，本節之探討，

係以手機品牌業者為主環伺發生的價值活動，固然手機產業，需由電信業者、服

務內容提供者、手機製造商等與手機產業相關業者共同形塑打造，但為論文聚

焦，僅以手機品牌業者之價值活動進行說明。 

 

至於併方檢視被併方品牌價值所奠基之被併方各種價值活動，茲表達如【圖

5-1】所示，並輔以相關文字說明於【表 5-1】。 
                                                 
231 諸多商標鑑價組織提出特定品牌之價值數額時，並無提出計算與公式，其背後考量因素之可

靠性，亦需併予評估。參見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2006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行，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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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手機品牌價值基礎示意圖 

 

【表 5-1】手機品牌價值建立因素說明 

 

NO 項  目 說  明 

1. 產品規劃與

行銷 

手機商品之蓬勃，其起點仍在於，能規劃出符

合特定市場消費族群需求與喜好並有正確定價

手機商品。消費者需求，永遠是主導手機規劃

與行銷策略之最高原則。 

 

故手機規劃之良窳，顯是成就市場、影響消費

者願意購買的要素，此外，手機產品亦需不斷

創新，才能維繫優勢。而在產品規劃部分，茲

進一步詳細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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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差異化 

 

    手機市場之區分，可從科技（手機 2G到 4G）、

區域（成熟市場與新興市場）、使用族群（企

業與個人，個人又可區分不同年齡、不同需求、

不同喜好、不同使用習慣232、不同消費能力、

不同客觀環境233）、價位（低/中/高階手機）

等，非常複雜234，如要讓手機全球銷售並主導

手機各品類市場，對各目標市場，勢必要有差

異化手機規劃與行銷策略能力235。 

 

需求決定市場，市場造就利潤，故如能洞燭需

求，甚至是創造需求（例如手機拍照功能、看

影片、說服消費者將使用行動內容功能之習

慣，從「聲音」轉換成「資料」236、行動電視

等），就有了創造市場與利潤的機會。所以手

機業者必須透過精確情蒐，掌握客觀環境，洞

燭消費需求，讓推出之手機商品，產生「一針

見血」感動，且能充分適應環境，而能判斷消

費者喜好與客觀環境，才可能規劃有意義的差

                                                 
232 奧美全球互動行銷公司執行長麥克溫摽表示：「在歐洲與與亞洲，簡訊在青少年間非常流行，

但在美國，可能比較少傳簡訊，所以市場發展狀況如何，未來趨勢如何，均需有能力掌握。參

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62
頁。 
233 手機有時為因應客觀環境，其設計也會相應進行調整，例如在印度，因為當地噪音問題嚴重，
且運輸線冗長，所以手機鈴聲必須是需要比較大聲的，以及需要防震性能佳，始能承受長途運
輸之顛簸。 
234 以中國市場為例，據調查顯示，其手機款式曾高達 803 種（701 種GSM、102 種CDMA），且

其人口文化多元、地理環境多變、語言與方言多類型，所以每個城市或每個區域，幾乎可說是

自成市場，其需求自然有其特殊性與差異化。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

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69 頁。 
235 以大陸手機市場為例，雖然大陸手機市場商機誘人，但不少日廠因為未能充分掌握消費者喜

好（策略為推出高階手機），反而慘遭滑鐵盧，目前均以相繼退出市場抑或是改變策略。參見記

者蔡韋羽，報導標題「金磚四國－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素描」，電子時報A11 版，日期：2006 年

5 月 23 日。 
236 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

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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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化設計。 

 

此外，在手機成熟市場中之年輕消費族群，較

強調個性化設計，手機也變成自我表達工具，

且手機設計也有朝向時尚化237發展（例如：強

調手機與衣著搭配、與奢侈性品牌業者設計手

機周邊如皮套238），故手機設計時，需注目於

特定目標市場差異化需求設計，始能刺激消費

族群購買意願。 

 

B‧效率化 

 

                                                                                                                                            
237 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一書第七章「手機是一種自我表達」，台北：商智文化，

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268 頁。 
238 參見網路報導乙則「萬元手機震撼登場＿三星B＆O聯袂演繹經典」，日期：2006 年 11 月 16

日，上網查詢日期：2006 年 12 月 16 日，網址為：

http://big5.enet.com.cn:82/gate/big5/www.enet.com.cn/article/2006/1116/A20061116293000.shtml
239 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34 頁。 
240 併方董事長亦表示，新產品延後一個季度，售價就相差一成以上，無法交貨，講好的客戶只
好跑去找競爭對手，三、四支重要的新款手機都耽擱了，是壓垮明基西門子手機的最後一根稻
草。參見記者陳雅蘭，報導標題「BenQ品牌種子＿化作春泥更護花」，經濟日報，報導日期：2006
年 12 月 15 日，上網查詢日期：同日，網址參見：http://udn.com/NEWS/FINANCE/FIN3/3648210.shtml。 

241 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270.頁。 
242 例如摩托羅拉所推出之RAZE系列手機，即以成功的外觀設計取勝。 
243 對於此部分之發展，併方董事長李焜燿先生表示，自有品牌方面，以後手機還是會以中高階

為主。參見記者陳雅蘭，報導標題「明基新五年計畫＿繼續作品牌」，經濟日報，報導日期：2006

年 12 月 15 日，上網查詢日期：同日，網址參見：http://udn.com/NEWS/FINANCE/FIN3/3648236.shtml。 
244 在低價手機市場部分，以 3G手機為例，因為利潤微薄甚至不敷成本，已導致有手機業者決定

退出GSM之「3G for All」標案。參見記者吳筱雯，報導標題「MOTO不玩超低價 3G手機＿華寶

大魚跑了」，工商時報A13 版，報導日期：2006 年 12 月 14 日。 
245 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100 頁。 
246 例如近來三星推出高端機型E918 正式上市，這款手機名稱為「serene」，又稱「黑鑽」。這隻手

機由三星和丹麥B&O（Bang&Olufsen）聯袂開發、研製兩年而成，奢侈品牌LV還為E918 量身定

制了精緻皮套，該手機具有創新設計和被評論為有“黑色幻影＂的氣質，得到《時代》等精英

雜誌的高度好評，並贏得頂級人士青睞，也在歐洲和北美地區掀起了熱潮，而在亞洲，阿聯酋、

卡達、科威特、巴林等 4 個國家的國王、王后等王族率先使用Serene手機，且在中國銷售時，還

開闢了直銷專線，與一般手機通路佈局大不相同。參見網路報導乙則「萬元手機震撼登場＿三

星B＆O聯袂演繹經典」，日期：2006 年 11 月 16 日，上網查詢日期：2006 年 12 月 16 日，網址為：

http://big5.enet.com.cn:82/gate/big5/www.enet.com.cn/article/2006/1116/A200611162930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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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出手機新機種，是刺激成熟市場換機潮之

動力，企業也可藉此快速提升營收239。 

速度，在產品生命週期短暫之手機產業中，將被

高度重視，因為時機喪失，要再後發制人，會難

上加難，且會非常容易墮入二、三線廠商，所以

贏家將通吃，輸家繼續玩下去只會輸得更多，輸

贏成敗之差異，將較過去明顯與劇烈。 

 

此外，無法迅速推出手機新商品，對企業而言，

也有成本費用問題，因為此時企業較無法快速透

過營收來支應成本費用，所以產品周轉率必須要

高，而周轉率高，牽涉企業活動的速度，如果速

度不夠快，不斷發生的成本及費用，有時是會拖

垮企業的240。 

 

C‧外觀設計 

 

手機外觀設計，在目前諸家廠商對於手機功能

項目已大同小異之情況下，外觀設計成為吸引

消費者購買之重要因素，而以諾基亞為例，該

公司在 2004 年，因沒趕上折疊機（Folder 

phone）之流行，即付出極大之代價241，此外，

手機業界不乏見到只要開發出一支成功的外觀

設計手機並可行銷諸多目標市場，即可享有極

大化商品利益，甚至讓公司從谷底翻身。242

     

D‧均霑不同市場243

 

    以目前幾大手機品牌廠商之發展來看，不論是

成熟市場的換機商機，新興市場初次購買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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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量，此等大廠，均會積極對於這些目標

市場攻城掠地，提高手機於潛力區域之滲透

率，並以全球目標市場營收，支撐企業未來持

續發展與創新，所以要成為全球手機品牌廠

商，需具對各品類手機市場244手機均霑的能

力，較有做大做強的機會。 

 

E‧服務創新趨勢 

    

在滲透率已幾近飽和之成熟市場中，刺激銷售之

重點將轉向服務創新，故在新手機規劃階段，需

注意服務創新之趨勢，並相應規劃手機之新功能

項目。 

 

此外，在行銷部分，行銷策略應在新產品規劃階段

即需提出，並與企業後續所有價值活動之環節互

動，行銷應走在銷售之前，行銷比銷售，更要重要

245，因為行銷策略不成功，銷售必也低迷。以下茲

從幾個面向加以進一步說明： 

 

A‧行銷驅動 

 

在手機成熟市場中，市場驅動之動力，早已由

科技驅動（目前手機功能項目已大同小異），

變成行銷驅動，銷售手機，早不脫離產品硬體

銷售的概念，反而走向銷售「解決問題的方案」

甚至是銷售表徵特定族群或身份地位與個性化

代表的商品246。 

 

B‧行銷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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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需對應不同的市場區隔，而有全然不同之策

行銷略，在行動市場全球化之趨勢下，企業欲於

全球市場發展，即需針對不同目標市場提出差異

化行銷策略，而且在一區域市場之成功，不代表

可以複製至其他區域市場，所以行銷，也必須「客

製化」。  

    

2. 技術發展與

創新 

關於手機技術之發展與創新，可從以下幾個面

向具體說明： 

 

A‧技術廣度與深度 

 

手機牽涉諸多無線通訊技術，有諸多標準、規

格、平台、系統、軟硬體、應用功能項目等。故

手機業者宜具研發功能，且發展時應兼具技術廣

度與深度。 

 

B‧技術持續創新 

 

企業需將技術持續創新，才能持續優勢下去，尤

其在技術之轉折點，是否願意創新，往往會造成

嚴重的影響。例如：在 1992 年時，無線通訊仍

以類比訊號為主，當時業界龍頭為摩托羅拉，但

隨著數位訊號之發展快速，摩托羅拉忽視此等技

術轉折點，加上既有投資於類比訊號之包袱（即

各種人員及設備之投資），造成諾基亞切入之契

機。247

                                                 
247 參見Dan Steinbock，「NOKIA！小國競爭者的策略轉折點」，台北：商智文化，2004 年 3 月 8 日

1 版第 6 刷，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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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技術，卻因各種因素不持續創新，則很

可能會被自己短程的殺手級商品所殺死，貽誤未

來更大商機。 

 

C‧技術與行銷互動 

 

技術基礎與創新固然重要，但徒有技術，不能

成就市場248，甚至過度技術本位，會讓企業誤

入歧途走不下去。技術必須透過與行銷之互

動，才能生成好的產品及服務，才可真正成就

營收，贏得市場。 

 

過度技術本位，是企業絆腳石，必須加以摒除，

尤其在手機這種極度需要貼近消費者需求的商

品（成熟市場之消費者，已具有靈敏的消費經

驗及充足之資訊），尤其需注意不可犯上技術

大頭症249，以免讓手機商品成為讓消費者只可

遠觀，而不可近親之商品。 

 

D‧全球研發資源吸納 

    

    伴隨手機市場全球化，於各區域市場吸納研發

                                                                                                                                            
248 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41 頁。 
249 90 年代末期，歐洲主要行動電話製造商與電信公司發展出簡稱WAP的「無線通訊協定」（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作為使用無線通訊開放式的國際標準，儘管有極佳之研發投 資，WAP基

本上是一種「有品牌的技術」，卻不是成熟的服務，過度強調技術的創新，在經驗豐富的消費者

所組成之飽和市場裡，注定失敗。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40 頁。 
250 以印度為例，摩托羅拉早於 1991 年即於印度設立研發中心，2005 年 8 月成立第四座研發中心，

擁有 3000 名軟體工程師，諾基亞亦於 2004 年 6 月在孟買設立CDMA研發中心。參見記者蔡韋羽，

報導標題「金磚四國－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素描」，電子時報A11 版，日期：2006 年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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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並於全球佈建研發資源，始能有助於商品

開發在地化。250

 

3. 開發設計 手機商品規劃成形具體後，繼之則是開發設

計，透過開發設計，始能將產品具體實現且有

形有神，茲將此部分從幾個面向來看： 

 

A‧人性化 

 

   經過數十年發展，電腦已成為消費者必備商品，

但隨著手機技術與功能之日益延伸，手機極有可

能取代電腦，能將消費者過去依靠電腦處理之事

務完全移轉到手機上，成為消費者貼身使用之商

品。 

 

   既然手機與消費者之距離與相處頻率只會日益

加深，於手機開發設計時，需注意人性化考量，

便於使用者操作，以順應手機即將成為所有通訊

之中樞與終端機之趨勢。 

 

B‧品質 

 

優質手機，是最好的宣傳廣告大使，更是影響消

費者續購意願的關鍵。 

 

手機設計開發，隨著無線通訊標準不斷推新，且

需求功能項目漸趨繁雜，從平台、系統、軟硬體

搭配、使用者介面、應用項目等，在設計上越具

挑戰，所以設計開發能力，是非常重要的，而手

機設計開發的基礎，仍以優秀研發工程人員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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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設計資源為基礎，以本論文之前所提到富士康

整併奇美通訊案，富士康即是以取得奇美通訊之

研發設計資源（尤其是人的部分）為目的之一，

而近來亦可見奇美通訊與富士康聯手搶下手機

品牌業者 Motorol 之 ODM 訂單資訊，顯見此等

整併，有其互補效益。 

 

C‧效率 

 

開發設計出優質手機，同時也要顧及開發時程及

效率，以讓產品能夠即時進入目標市場（Time to 

target market），而在手機生命汰換週期不會超

過 6 個月現實環境下，速度需與品質，需要取得

平衡與折衷。251    

 

4. 製造能力 製造，決定手機最終品質，此部分可分從幾個

面向來說明： 

 

A‧全球製造資源佈局 

 

手機品牌業者，如諾基亞，在製造部分，基於公

司特殊發展歷程，製造能力是該公司核心能力之

一252，該公司會隨全球化過程逐漸佈局當地製造

資源。253

                                                 
251併方董事長表示，剖析整併最大失敗原因，在於新產品未如期，雙方合併的時候，西門子的
平均銷售單價就比明基低，而且一支第三代行動通訊（3G）手機都沒有，一年來，明基重心幾
乎都放在 3G手機，而新產品一路延後上市，產品延遲一個季度，售價就相差一成以上，無法
交貨，講好的客戶只好跑去找競爭對手，三、四支重要的新款手機都耽擱了，是壓垮明基西門
子手機的最後一根稻草。參見記者陳雅蘭，報導標題「BenQ品牌種子＿化作春泥更護花」，經
濟日報，報導日期：2006 年 12 月 15 日，上網查詢日期：同日，網址參見：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3/3648210.shtml。 

252 參見Dan Steinbock，「NOKIA！小國競爭者的策略轉折點」，台北：商智文化，2004 年 3 月 8 日

1 版第 6 刷，第 51 頁。 
253 2006 年諾基亞斥資 1.5 億美元於印度南部清奈（Chennai）打造在印度之首作手機製造廠並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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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對手機品牌業者，製造非核心能力時，是否能

掌握全球優質（包括品質與效率與成本控制兼

顧）之製造資源，自然決定手機量產之品質與速

度與成本控制，所以全球優質製造資源之取得，

對製造並非核心能力之手機品牌業者而言，顯屬

重要。254

 

B‧多元量產 

 

    因為手機需求與品類多元，相應到製造能力

端，亦需具有多元手機商品製造資源。 

 

5. 通路銷售 手機通路具地域性，主要通路，包括電信業者、經

銷商、代理商、零售業者等。通路是產品進入市場

之管道，而手機銷售全球化，背後勢必伴隨全球通

路打通與佈局，但各目標市場之通路，需要因地制

宜。 

 

此部分茲進一步說明如下： 

 

A‧通路架構差異化 

 

尤其對於不熟悉市場之開拓時，了解目標市場

之通路結構，非常重要。 

 

                                                                                                                                            
式投產，預估將年產 2000 萬支中低階手機。參見記者蔡韋羽，報導標題「金磚四國－消費性電

子產品市場素描」，電子時報A11 版，日期：2006 年 5 月 23 日。 
254 以知名手機大廠於印度安排製造資源上，摩托羅拉均委由印度當地組裝廠生產低價手機，索

尼愛力信要求愛力信普天、Flextronics等代工廠在印度設廠。參見記者蔡韋羽，報導標題「金磚

四國－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素描」，電子時報A11 版，日期：2006 年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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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例，在 1979 年開始，全球手機製造

商透過出口、海外投資、分公司設立、研發中

心設立，提供中國大陸之手機發展助力。之後，

原本由諾基亞及摩托羅拉和西門子主導手機市

場，曾一度拱手讓給中國手機廠商，而探究其

原因，有學者認為，中國手機廠商之實力，不

是展現在技術面上，其實力是展現在生產效率

與成功的銷售通路佈局。 

 

由此可見，縱算是技術實力優良之手機品牌大

廠商，在面對新市場時，若對目標市場之通路

佈局不若當地廠商成功，反而可能變成輸家。

 

    因為各手機目標市場有其不同的通路結構與文

化，所以在進入各目標市場時，自需了解通路

結構與既有文化並以最有用的商業模式與方法

建立廣泛通路，才有贏的機會。 

 

B‧通路銷售能力 

 

手機業者必須將手機從生產一路護送安全通過

銷售通路到達消費者手上後，才有機會讓消費

者體驗商品價值，故通路銷售能力，品牌手機

業者也應予掌握。 

 

目前手機廠牌、機種、新功能項目，非常繁多

與複雜，除非消費者已有自主性喜好與購買決

定，否則終端通路之銷售能力，往往是消費者

決定購買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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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通路銷售能力之評估，應包括：實體店內

銷售人員之銷售技巧與服務品質、店面設計與

擺設、通路與供應商利潤結構（有無推薦手機

之誘因）、售後服務體系等。 

 

6. 物流配送 物流配送能力，牽涉到手機商品運輸到通路品質與

效率，此部分考驗著手機業者是否全球物流運籌能

力。 

 

7. 售後服務 手機售後服務，牽涉到快速地為消費者提供保固、

維修等服務，售後服務據點之廣佈與售後服務效

率，也常是消費者決定手機購買的因素。而售後服

務提供，需有好的流程與售後服務人力，才能達到

服務品質與服務效率最佳化。 

 

8. 廣告 關於廣告，茲從以下之角度加以說明： 

 

A‧工具性 

 

廣告與公關活動，需定位成確認產品「已存在事

實」的工具（如手機品質、設計、售後服務），

廣告與公關，其功能只在確認與強化。 

 

企業對廣告與公關之期待，不應是建立想將不存

在的價值創造出來的功能。廣告與公關，仍須奠

基在良好的企業價值活動表現之上，此應為工

具，不是目的，定位上，只是加速器，而廣告效

益之彰顯，只有在企業有好的商品及商業模式支

撐下，才會看的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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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品牌知名度 

 

透過廣告與公關，或許能創造出商標知名度，但

是要讓商標變成品牌，並具品牌價值與優勢，絕

對不能只靠廣告與公關，品牌知名度與品牌價

值，是不能劃上等號的，而如前所述，品牌知名

度無法填補企業活動與獲利模式之瑕疵。 

 

 

除上開所述與品牌價值建立之企業相關價值活動外，手機業者亦需有好的商

業模式、於各價值活動上創新能力，且具管理能力與危機應變能力，各環節也需

具備人才與資源，且還要有對的策略255、好的資訊網絡、企業文化之形塑、優

良財務結構及全球化競爭能力。 

 

在全球化競爭部分，因為手機市場全球化趨勢，早已成形，全球化競爭，

有時早已不是願不願意，而是非得全球化才能生存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國內市

場為淺碟型之企業。而只有全球化競爭，才能讓品牌全球化。 

 

此外，全球化的另一層意義在於，諸多全球知名手機廠商深知，高銷售量

以及規模經濟，256可降低單位生產成本，所以站在此角度，如何持續提升全球

市佔及各目標市場滲透率，即為成手機業者之目標257。終歸一句，手機產品必

須要可以滲透到各個市場，為各類消費者接觸與使用，將企業營收全球化，企

業才有更多資源做更大之發展，商標也才相隨而有機會躍升為全球之知名品牌。 

 

                                                 
255 以諾基亞為例，該公司於技術轉折點時，利用與外在環境相悖的策略，創造新的競爭優勢部

分，可以明瞭對的策略，亦造就了諾基亞崛起的機會。參見Dan Steinbock，「NOKIA！小國競爭

者的策略轉折點」，台北：商智文化，2004 年 3 月 8 日 1 版第 6 刷，第七章「市場形成策略」。 
256  
257 在提升市佔之手法上，業者會透過各品類手機之設計及透過與電信業者間之「市場滲透性定

價」（Penetration Pricing）來提升市佔。參見Dan Steinbock，「30 億眼睛在行動」，台北：商智文

化，2006 年 8 月 31 日 1 版第 1 刷，第 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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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諸項手機品牌廠商之價值活動，應可作為一整併案中，併方查核

被併方手機品牌價值之查核面向，而在併方謹慎評估被併方商標是否具有品牌

價值之前，併方不宜貿然將被併方之商標附著於手機商品上，因為萬一被併方

之商標不僅無品牌價值甚至還有負面形象時，併方手機商品，也許反而會被拖

累。 

 

 
  

第三節  被併方價值活動整合融合 
 
    如前所述，被併方價值活動，為奠基被併方品牌價值之基礎，故要將被併

方品牌價值真實融入併方體內，而非只是短暫給予消費者視覺印象的話（指僅將

被併方之品牌附著於併方手機商品上）抑或追求短暫之全球市佔效果258，併方

即需將被併方之價值活動去蕪存菁後，與併方之價值活動進行整合與融合才行，

否則被併方品牌價值之承接，也將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整合與融合雙方價值活動之方法，首先，併方應對被併方價值活動之基礎事

實清楚掌握，併方才可能進行後續相應規劃，本節擬就被併方價值活動之整合融

合作業進行說明。 

 

    附帶一提的是，在併方整併被併方價值活動資源時，究竟如何攫取被併方可

用並篩掉無用且徒費成本活動，重點還是在於，併方的需求在哪裡，而決定併方

需求與應配置之商業資源時，其實，其背後又是本於併方所設定之目標市場何

在？然後，併方要成功搶佔目標市場，需要哪些核心能力？ 

 

    此外，在整併過程中，併方目標既是設定藉由被併方商業資源之取得讓自己

壯大，併方於整併過程中，理應成為主導方，過度溫情可能讓整併雙方陷入多頭

                                                 
258 明基整併西門子當下，明基將是全球第四大手機品牌，僅次於諾基亞、摩托羅拉與三星，此

外在俄羅斯和南美，將分別變成市佔第一與第二之龍頭品牌。參見張殿文，「BenQ一百天革命」，

數位時代，第 110 期，2005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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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車之紊亂，但也要注意不能產生反感，再來，所有整合行動，均應於雙方所簽

訂之併購中鉅細靡遺地詳細寫出，如此才可能有效執行。259

 

一、產品規劃與行銷 

 
   此部分的探討，仍應以市場角度加以分析，因為所有產品規劃與行銷，其

實都本於滿足或創造特定目標市場之需求而來，而脫離市場需求的產品規劃與行

銷，也只能叫好，無法叫座。 

 

（一）重疊市場    

     
   重疊市場，是指整併前，整併雙方均鎖定開發之目標市場。既然，整併雙方

之目標市場有所重疊，雙方在產品規劃與行銷上，可能會有互補與衝突的地方。 

 

    併方於進行此部分價值活動整合時，首先應快速了解被併方商品行銷規劃，

此部分需與被併方與產品行銷規劃作業相關人員進行深入了解，而於了解過程

中，除發掘被併方新產品行銷規劃藍圖外，並可同步對被併方行銷人員素質有所

掌握，以對未來行銷團隊的打散與重新組合，取得資訊預作準備。 

 

      再來，取得源自被併方產品行銷規劃之靈感與啟發後，併方應將外來與既

有的概念整合與加值，並快速地提出新商品規劃，整併作業固然需要時間，但併

方應要小心也不可讓競爭對手趁虛而入，因為，手機市場之需求，是不容許等待，

也不會留情的，所以，併方在「整理門戶」同時，也應特別注意。     
 

    又，併方於進行此部分價值活動整合時，如有發現雙方之商品行銷規劃有衝

突之處，併方需主動決策，如此才可避免僵持，且避免新產品難產。 

 

（二）非重疊市場 

                                                 
259 參見江逸之，報導標題「巨人搶佔小孩肩頭－併購！病垢？」，遠見雜誌，2005 年 6 月號，

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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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重疊市場，係指被併方於整併前所規劃之目標市場，但是併方並不涉足

（背後原因可能是併方本身即計畫排除此等市場開拓，抑或是雖有企圖但有客觀

不能之狀態）。 

 

      若被併方鎖定之目標市場，為併方設定放棄或不予開發之市場，此時，併

方應明確告知被併方之行銷規劃作業人員，以免企業資源繼續投注在併方根本不

在意的市場。反之，若被併方經營之目標市場，亦是併方所企圖之市場，併方宜

儘速蒐集歷來被併方商品於此等目標市場之評價以及市場情報蒐集，以對被併方

之行銷計畫加值與調整。 

 

二、技術發展與創新 

 

    被併方既有之產業地位，是從代工起家，而且從前幾章所分析之併方專利佈

局，與併方對於手機上重要軟硬體均需透過授權與外購取得以觀，併方並無傾注

資源於手機關鍵技術之研發上，故倘若被併方在此部分基礎扎根較深，透過整

併，也許可以補足併方所欠缺，縮點學習曲線。而關於被併方研發資源之深入與

掌握，可從幾個角度加以查核： 

 

（一）人的部分： 

       

      首先併方應具體掌握被併方於各地所有研發人力資源（包括於企業內部或

是全球研發中心研發人員），且併方應同步派遣優秀的研發人員深入學習與掌

握。再來，對於掌握技術之關鍵研發人員，併方應盡力留用，甚至在整併前就要

於契約中設計相應之機制避免重要研發成員於整併後流失260，如此才能有效固

樁，也對整合作業能否順利進行有重要之干係。 
                                                 

260 明基整併西門子後，產品開發靠明基網通事業群總經理陳盛穩在台德兩地當空中飛人監督，
並委由老西門子Jochen Eickholt負責帶領德國研發團隊並開發通路。明基於今年四月初完成分
工，由陳盛穩負責亞太、Jochen Eickholt主掌歐洲，然而這位被賦予重任的德國幹部卻旋即在五
月一日跳槽回到西門子母公司，出任家用與辦公用無線電話部門執行長，研發整合失敗的問題
終於浮上檯面。參見蔡靚萱著，標題「通路、研發、文化是明基最大問題，300 億台幣的教訓」，
財訊月刊第 296 期，上網查詢日期：2007 年 1 月 2 日，參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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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的部分：                                                                     

       

      併方應掌握與研發有關之所有事物、資源及基礎設施，包括研發日誌以及

所有設備、系統、資料庫、平台之內容與操作，併方應該都要能掌握，併才可了

解資源繼續投入之方向及必要性。 

 

（三）流程部分： 

       

      關於研發流程、技術智權化流程等一切被併方標準作業程序，併方亦應具

體掌握。 

 

又，併方於整併過程中，去蕪存菁之過程是免不了的，而在此等整併過程，

併方能否找到專家與高手的幫助，是非常關鍵的，如此才可避免只是外行人看熱

鬧，避免投入時間卻又一無所獲。 

 

三、開發設計 

 

    在開發設計部分，此部分能力之關鍵仍是在人身上，所以併方宜儘速掌握被

併方與開發設計有關之人力、物力及流程，而與上述同，關鍵人員，併方應盡力

留用，如此才能算是掌握到開發設計最有價值的資源。 

 

     此外，開發設計能力，是手機產業發展之關鍵，因為目前驅動手機市場的

動力已經不在是科技創新，而是服務與行銷之創新，且在手機必將成為多功能用

途之終端機及所有通訊中樞之趨勢下，手機功能只會更加複雜，此時，在手機上

整合各種應用功能之開發設計能力，將是非常關鍵的能力。 

 

                                                                                                                                            
http://marketing.chinatimes.com/ItemDetailPage/MainContent/05MediaContent.aspx?MMMediaType=Wealt
hMG&MMContentNoID=3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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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造能力與物流配送 

 

   在製造能力部分，併方應於掌握被併方全球現有之製造資源，考慮到成本、

市場等因素後，逐步調整供應鏈、生產據點、製程，甚至考慮放棄此塊較為低利

潤的價值活動，委由他人製造均可考慮261。在商品之製成後之物流配送，併方

亦可因應製造據點之配置，重新架構全球物流體系以求成本最適化。 

 

五、通路整合 

 

    手機品牌廠商銷售手機商品，有幾個主要之客戶通路：包括電信業者、經銷

商、代理商抑或是網路銷售平台。針對各區域之各種通路，併方應儘速掌握關鍵

業務成員，且應避免此等人員之流失，並藉由此等業務人員所提供之資訊，掌握

通路文化、交易模式、利潤結構、商品競爭之優勢與劣勢及相關契約關係之移轉

等，如有與併方既有通路重疊之通路資源，併方亦可進行整合。 

     

六、售後服務 

     

    對被併方既有之售後服務義務，併方應先掌握售後服務義務內容，繼之，關

於售後服務之據點、人力資源、流程及服務平台，併方亦應儘速了解，並與既有

併方之售後服務體系進行整合。 

 
第四節  單一品牌與雙品牌策略 

 

    以本件整併案之架構來看，被併方是以資產及業務移轉之架構進行，被併方

承諾退出手機市場，併方也透過收購，取得被併方之手機事業營運資源，固然整

併過程中，兩家企業會需要時間磨合，但假設磨合有效成功，理論上，併方取得

被併方商業資源後，應可創造出至少等於或大於目前現有商業效益，且此等整併

才算有其價值。 

                                                 
261 參見記者黃共鈿，報導標題「品牌為百年大業－要不屈不撓、前仆後繼持續發展」，電子時報

A11 版，2007 年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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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併方與被併方兩家公司之營運資源整併外，關於未來併方對於手機商

品之商標/品牌操作，併方可採幾種組合模式： 

 

一、消滅掉被併方商標，商品全部以併方商標現身； 

二、繼續使用被併方之商標，併方商標不並列； 

三、另創新商標，雙方既有商標均不採； 

四、採取雙品牌模式，將併方與被併方商標並列。 

 

而在上開幾種組合中，第二項比較不足採，因為此種方法無法累積併方品牌

價值，而倒頭來，反而是為被併方作嫁，並不值得，至於第三種模式，需要把整

併雙方既有之品牌價值重新位移到一個陌生的新商標身上，成本會比較高，故除

非既有品牌創意嚴重不足，否則此種模式不應採行。 

 

在本件整併案中，併方自從整併被併方後所推出之手機，多以被併方單一品

牌操作，也有以雙品牌『BENQ-SIEMENS』模式操作262，以併方單一品牌推出

商品已不復見，而如上所述，以被併方單一品牌操作，此種策略恐需進一步評估，

以免投注資源為被併方品牌作嫁。 

 

此外，在以被併方單一品牌操作之模式下，因為併方透過整併，取得的是『有

限期』的商標使用權能，既然是有限期，姑不論以被併方單一商標操作之疑慮，

已如前述，但面臨到未來商標使用權能屆期後，如果併方商標於目標市場曝光率

零或低，併方應如何繼續操作？而既有於目標市場之商業利益及所累積之品牌價

值應如何繼續移轉附身在新商標上？併方宜有對應之策。 

 

至於在雙品牌策略部分，既然併方取得的是『有限期』的商標使用權能，已

如前述，雙品牌操作固有其商業效益，但是此時併方亦需一併思考，如何在商標

使用期限內，將併方品牌成功凸顯而達到縱算是未來將被併方商標抽離後，亦不

                                                 
262 上網查詢日期：2006 年 12 月 19 日，參見網站：

http://www.benq-siemens.com/cds/frontdoor/0,2241,tw_zh_0_130311_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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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動搖既有於目標市場之商業利益及所累積之品牌價值？此部分問題，併方宜相

應思考。 

 

至於對於被併方品牌價值，宜進行下列事項之評估，併方不宜單以若干品牌

鑑價單位所出具之數字作為依憑，除非此等鑑價機構有正確的方法論： 

 

一、區分各目標市場個別評估品牌價值263； 

二、找出品牌價值奠基因素並於整併後繼續維持甚至更佳蓬勃264； 

三、找出品牌價值負面因素並設法消除； 

四、確認併方價值活動與被併方價值活動是否有衝突點； 

五、對價值活動衝突點265進行折衷或抉擇。 

     

附帶一提的是，在本件整併案中，因被併方公司成立歷史悠久，外界與併方

經管階層均認為，此百年品牌，當然有其價值，然而，此種想法，在評估品牌價

值時，不是正確的觀點，固然被併方之商標，因為被併方公司之成立經營有年，

有其一定知名度，然而，承前所述，品牌價值與品牌知名度，不能劃上等號，品

牌價值的建立，是奠基於企業進行諸項價值活動之表現良窳，不是奠基在企業成

立之年限長久，更何況，品牌價值本有諸多變數，隨著企業價值活動變化，品牌

價值也會變化，所以所謂百年企業，不當然意味其品牌即有較高價值，將兩者混

為一談，則會有做出錯誤決策之可能。 

                                                 
263 因為行動市場全球化，且因應不同消費族群廠商亦會有多品類手機機種推出，而被併方於各
目標市場之企業活動表現與成果，可能亦有天壤之別。以本件整併案為例，被併方於歐洲及南
美市場表現與市佔較佳，但卻於中國此等新興亞洲市場中節節敗退，由此即可明瞭，而相應於
市場之表現，被併方之品牌，於各目標市場中，應有其不同之價值。而被併方之品牌價值，既
是本於各目標市場之不同而有所歧異（所以品牌價值是具相對性的），所以，在併方評估被併
方之品牌價值時，即應區分各市場之不同分別看待，甚至被併方在某些市場之手機銷售成果不
佳時，其是否還存有品牌之價值，併方可能在評估階段，都要仔細地驗證。此外，在品牌之操
作上，以手機產業來看，是罕見地可將低中高價位之手機同時以單一品牌操作而無須建立副品
牌也有不會有嚴重互相干擾商品銷售抑或是因為銷售低階手機後會產生對高階機種品牌價值淡
化之問題，是以，既然品牌在手機產業中，有此等特殊之情況，所以，在評估品牌價值時，宜
細緻地區隔被併方不同目標市場加以評估（此部分即需與被併方行銷人員了解商品與目標市場
之對應）。 

264 在品牌價值之奠基因素部分，併方應整體查核，奠基被併方於該市場之品牌價值其企業價值
活動之狀態，並發掘此等價值活動，與併方既有之價值活動抑或是於擬開發目標市場之進軍 策
略，如有互補之處，被併方之價值活動即應設法與既有之併方價值活動進行整合融合並據此更
佳蓬勃。 

265 如奠基被併方品牌價值之企業價值活動，與併方既有之價值活動抑或是於擬開發市場之進軍 
策略，如有衝突之處，併方也應進行折衷，甚至進行某程度的抉擇與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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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回到論文之最前頭，併方於 2005 年 6 月 7 日所發佈之重大訊息中266，該

重大訊息中表示，併方收購被併方，將使併方自有品牌BenQ躍升為全球第四大

手機品牌。 

 

然而，須知，在整併之起點，雙方結合全球市佔，併方固然可以「暫時性」

地表態自己是全球第四大手機品牌，但透過本節探討可知，真正提升併方品牌價

值之重點，絕對不在於只是讓手機商品上秀出被併方之品牌而已，重點是在於併

方是否可以透過整併活動，快速補足併方不足商業資源，讓被併方有價值的企業

活動，確實整合與融入，以讓併方手機商品品質與價值予以提升，讓目標市場消

費者對併方手機商品更具信心與認同，如此併方品牌價值才有提升機會，甚至在

脫離被併方之品牌之後，也能自立自強。  
 

                                                 
266 參見論文第一章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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