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研究文獻與回顧 

 

 

第一節.   品牌權益 

 

  品牌權益(Brand Equity)的觀念已經發展很久，到目前都還受到行銷學界的重視

與應用。在本研究中也是品牌權益來衡量產品要素品牌策略的效益，因此筆者將

品牌權益的定義與來源以及衡量方式做一個整理。 

 

一、 品牌權益(Brand Equity)之定義 

 

  一個成功的品牌能夠位公司創造出突出且持久的獲利能力，品牌也因此是公司

的一項重要資產 (Dysonl, Farr & Hollis, 1996; Patta & Katsanis, 1995)。品牌可以

是名稱、符號、設計、標誌、或是以上的綜合使用，同時可以強化產品本身功能

性以外的價值(Farquar , 1990 ; Kotler, 1991; Moore, 1993)。 

 

  根據過去文獻(Aker, 1991;Biel, 1992; Farquhar, 1990; Lassar, Mittal,1995)對於品

牌權益的整理與歸納，可以將品牌權益定義成：一項產品除了自己本身品質或功

能或娛樂所提供的價值，因為使用品牌後，產品在消費者心中增加(或減少)的額



外價值，這樣的效果稱之為「品牌權益」。 

 

二、 品牌權益之來源 

 

綜合過去學者的研究可以歸納出底下兩種品牌權益來源： 

 

【一】主觀的品牌知覺 

 

Keller(1993)認為品牌權益主要來自於消費者的主觀品牌知覺。具體來說就

是，因為消費者本身對於品牌有一定的認知與知識，因此消費者會將對其品牌差

異的知覺，進而表現在實際的行為上，而這種因為品牌差異而造成的現象就是品

牌權益。大部分學者對於品牌權益的來源，看法大多數都是屬於這一類型：知覺

品質、知覺價值、知覺績效、品牌形象、品牌個性、品牌聯想、信任度、品牌情

感等(Aker, 1991; Biel, 1992; Blackston, 1995; Farr & Hollis, 1996; Keller, 1993; 

Owen, 1993) 

 

  Aker(1991)進而提出更完整的想法，他將品牌權益的來源同時兼顧消費者知覺

面與行為面。Aker認為品牌權益的來源為以下五點：品牌知名度、品牌聯想、

知覺品質、品牌忠誠度、其他專屬資產。其中特別在於品牌忠誠度屬於消費者行



為面，Aker認為品牌忠誠度是品牌權益的來源，同時也是品牌權益造成的結果，

其中具有回饋關係。 

 

【二】客觀的品牌資源 

 

  除了第一部分提到的品牌主觀的知覺之外，有少數的學者認為客觀的市場因素

也可以產生品牌權益。例如：廣告知名度、產品品類、媒體投資、獲利能力等。 

(Aker, 1991; Cobb-Walgren, et al, 1995; Owen, 1993) 

 

  根據上述的部份，我們可以說，品牌權益主要來自於主觀的消費者品牌認知，

在配合上客觀的品牌資源輔佐。 

 

三、 品牌權益的衡量 

   

  在品質權益的衡量上，也如同之前的研究文獻，已經有眾多學者在此領域作深

入的探討，由於探討的目的不同的時候，所得到的衡量方式也就不同。不過歸納

大部分的著作，我們可以將品牌權益的衡量方式分為「財務面」與「顧客面」。

（Cobb-Walgren, et al,1995; Keller, 993; Krishnan, 1996; Park & Srinivasan, 1994; 

Pitta & Katasanis, 1995）財務面屬於相對客觀的考量方式，而顧客面屬於比較主



觀的考量方式，在顧客面裡又分成「知覺面」與「行為面」（Cobb-Walgren, et al,1995; 

Blackston, 1995）。因此，以下就依據財務面、顧客知覺面、顧客行為面這三點來

討論。 

 

【一】財務面的品牌權益衡量 

 

  1980 年，品牌策略風行，因此如何計算品牌價值變成一項重要的議題

（Farquhar,1990; Krishnan, 1996）。Farquhar(1990)認為，可以從銷售量、價格溢

價、市場占有率等，各種品牌所帶來的現金增量來衡量品牌價值。Mahajan, et 

al(1994)建議財務比例、資產管理特性、與市場特性三個變數衡量品牌價值。不

過本研究並不著重於財務的品牌權益衡量。 

 

【二】顧客知覺面的品牌權益衡量 

 

  Keller(1993)將顧客知覺面的品牌權益衡量稱之為間接衡量法，也就是針對品

牌權益的來源來衡量。根據過去的文獻，大多數的學者都是以此角度來衡量品牌

權益。其中的衡量指標有很多種：品牌聯想、品牌喜好度、品牌熟析度、品牌形

象、品牌品質知覺等等(Blackston, 1996; Lassar, Mittal, 1995; Moore, 1993; Owen, 

1993)。 



  由於單獨使用某一指標只能衡量品牌權益某一部份，或是某一種特質，因此品

牌權益的衡量必須採用多種衡量指標，才能相對得到較全面性的品牌權益(Keller, 

1993)。以上這些指標，是屬於品牌權益質化的構面，也是就是屬於建立品牌權

益的方法也同時是品牌權益衡量的指標(Blackston, 1995)。 

 

【三】顧客行為面的品牌權益衡量 

 

  Keller(1993)將顧客行為面的品牌權益衡量稱之為直接衡量法，也就是針對消

費者因品牌認知而以發出的行為進行衡量。其衡量指標包括：品牌偏好、購買意

願、品牌忠誠度、支付最高價格、品牌信心指數等等(Biel, 1992; Blackston, 1995; 

Cobb-Walgren et al, 1995)。以上這些指標，是屬於品牌權益量化的構面，也是就

是屬於建立品牌權益結果的指標(Blackston, 1995)。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以顧客知覺面的「品質知覺」、「喜好程度」與行為面、「購

買意願」、「支付最高價格」的一共四個部份來進行衡量品牌權益的效益。 

   

 

 

 



第二節.    品牌延伸策略 

 

 

一、 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的定義 

 

  經由品牌權益的觀念普遍發展之後，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策略已經是一

種普遍性的行銷手段，品牌延伸主要的意涵就是將一個已存在的品牌沿用在新的

產品上(Aaker and Keller, 1990; Tauber, 1981)。我們可以從 Tanber(1981)的矩陣觀

念來解釋品牌延伸的定義： 

 

圖 2.1：企業成長矩陣(Tauber, Edward M.1981. Brand Franchise Extensions, 

Business Horizons, Vol.24 (2):36-41) 

 

                              產品類別  

 新 原有 

新 新產品 側翼產品 

原有 品牌延伸 產品線延伸 

   

 品牌名稱 

 

 

 



  除了以上的企業矩陣之外，Tauber(1988)也更深入的定義了品牌延伸的七種方

式： 

 

（一）將原產品變更形式 

 

（二）沿用原產品之特殊性質 

 

（三）開發互補產品 

 

（四）以原客戶為主體再發展 

 

（五）以核心能力為基礎發展其他範疇 

 

（六）以該品牌之屬性為基礎延伸 

 

（七）以該品牌之地位為延伸基礎 

 

 

 



二、 品牌延伸的利益 

 

  根據 Tauber(1988)的說法，品牌延伸有以下的利益： 

 

1. 善用原產品資產： 當原有產品已經具備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以及 

顧客忠誠度等資產，一但成功的轉移至延伸產品上，能使消費者加速認識與

了解延伸產品的相關知識(Aker, 1990; Farquhar, 1990; Keller, 1993)。 

 

2.  擴大原品牌銷售： 延伸產品的產生造成了原品牌的曝光率，同時也可以強 

   化對原品牌的聯想，因此進而鞏固品牌且擴大市場，使原品牌銷售量增加 

   (Aker, 1990; Farquhar, 1990; Keller, 1993)。 

 

3. 減少延伸產品的上市費用： 當原品牌已經具備強勢的基礎，也夠協助延伸 

   品牌爭取通路以及貨架空間(Aker & Keller, 1990)，且綜效的產生將提高廣告  

   效率 Tauber(1988)。 

 

4. 降低延伸產品的失敗風險： 由於原品牌的利益與市場利基已經受到認同， 

   品上有助於降低延伸產品的失敗風險 Tauber(1988)。 

 



  然而 Ries & Trout(1986)卻認為品牌延伸的利益只是短暫的現象。即使延伸品牌

藉助了原品牌的資源而快速的獲得知名度、熟悉度、銷售量等等，但是這些利益

會在短時間內消失，因為從定位的角度來討論，延伸產品只是原品牌的附屬品，

並沒有在消費者心中建立特殊的定位，所以造成其品牌資產不能持久。 

 

三、 品牌延伸的運用 

 

  經由上述的結果，我們可以了解在某些情況下，品牌策略確實有其各綜效，而

在業界也可以看到對於品牌策略的運用。底下是 Laforet & Saunders(1994)從英國

前二十大的供應商中隨機選起 400個品牌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在研究這些品牌的

企業名稱與各產品品牌之間的交互關係。其中一共歸納出六點： 

 

 

                   企業品牌策略： 直接以企業名稱當為產品品牌。 

企業品牌導向 

                   部門品牌策略： 以企業中某部門名稱最為品牌名稱。當企 

                   業多角化經營後，產品範疇變大，單一企業名稱不敷使用， 

                   便使用適合部門名稱。 

                



                   個別品牌策略：指各產品有自己的專屬品牌名稱，且不刻                

                   意突顯企業名稱。 

產品品牌導向 

                   獨自品牌策略：指各產品有自己的專屬品牌名稱，且完全                

                   不顯露企業名稱。 

 

                   雙重品牌策略： 指個別產品品牌之外，再加上企業名稱、 

                   部門名稱、或家族品牌，且雙重品牌具有相當的重要地位。 

混合品牌導向 

                   背書是品牌策略：同樣是個別產品品牌之外，再加上企業 

                   名稱、部門名稱、或家族品牌，但是個別產品品牌的重要 

                   性遠勝過搭配之品牌。 

 

  由以上的結果 Laforet & Saunders(1994)發現，超過半數的企業(52%)採用混合

式的品牌導向，而在研究企業之中至少 95%有一項產品採用混合式品牌導向。所

以廣義來說，品牌延伸策略確實在企業界是廣泛被使用的策略(Laforet & 

Saunders, 1994. Managing Brand Portfolios: How the leaders do it,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pp.64-76”)。進一步來說，從混合式品牌導向來看，廣義上

除了輔合品牌延伸策略的優勢，更引申出所謂「品牌聯盟策略」的觀念。 



第三節.    品牌聯盟 

 

 

一、 品牌聯盟(Brand  Alliance)的定義 

 

  對於品牌聯盟(Brand  Alliance)的定義，學者們提出一些看法。Guiltinan(1987)

指出，品牌聯盟是包含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品牌同時參與市場行銷活動。Shocker et 

al(1994)對於品牌聯盟定義為：某企業為了增加自身產品之利益與效益，經由其

他企業授權，利用其他廠商品牌名稱所組成之聯合品牌進行之行銷手法。 (1994)

認為，只要是兩個或是兩個以上的品牌整合而成之行銷手法，就可以稱為品牌聯

盟策略。 

 

  Simonin & Ruth(1998)則延續 Rao & Ruekert的想法，結合兩個或是兩個以上的

品牌或是產品或其他專有性資產，則構成聯盟關係。且品牌聯盟型是包含： 

組合產品(bundled product)、整合性產品組合(integrated product)、組合成分品牌

(component product)、複合品牌延伸(composite brand extensions)、以及聯合促銷

(joint sales promotion)。 

 

 



  在現在的市場中想要生存甚至是成長，品牌的策略逐漸轉向品牌聯盟的方式，

就如上述所討論之，就是將兩個品牌融合在一個產品之中在市場上行銷。

Spethmann and Benezra(1994)品牌聯盟策略包含：共有品牌策略

(co-branding)，例如：Braun/Oral-B electric toothbrushes。複合品牌策略(composite 

branding)，例如：Special K frozen waffles by Eggo。產品要素品牌策略(ingredient 

branding )，例如： Kellogg's Pop-Tarts with Smucker's preserves。品牌聯盟

策略自 1990年起，每年成長 40%的比例。主要原因是行銷人員認為品牌聯盟策

略可以提供產品品質的信息給消費者，以此來提高顧客喜好度、市場佔有率與零

售價格。 

 

  而本研究想探討的就是品牌聯盟內之中，比較新穎的產品要素品牌策略。 

 

 

二、 品牌聯盟的外溢效果 

 

  Simonin & Ruth(1998)以汽車以及微電腦廠商為研究對象，探討品牌聯盟後發

現，消費者對於聯盟前後的品牌態度具有正相關性，具體來說，消費者若對於其

聯盟前品牌認知不佳，則會影響到消費者對聯盟後品牌認知。產品可藉由多樣性

的品牌結合，進而創造出與原品牌不同的差異，可增加其目標市場的銷售額、客



源、通路、以及減少通路成本。另外類似的研究，Venkatesh and Mahajan (1997)

以模型探討，產品的價格與品牌聯盟策略的關係。研究中發現，不同的品牌聯盟

方式可以影響產品的價格水準、總營收、毛利率。 

 

  品牌聯盟策略在上述的正面效益之中，也有可能對於聯盟之品牌造成負面的影

響。例如：Dell電腦與 Intel處理器的聯盟，卻發現 Intel處理器設計有瑕疵，造

成 Dell電腦的損失(Fisher, 1994)。因此，品牌聯盟策略也隱含著，可能將產品

塑造成沒有市場，或者不被市場接受的可能性。由上述的情況，我們知道行銷人

員必須考量品牌聯盟策略的正面效益與可能帶來的負面效果，並且確定正面的效

益會大於聯盟策略的不確定性或風險(Park et al., 1996; Rao and Ruekert, 1994; 

Rao et al., 1997; Simonin and Ruth, 1998)。 

 

  另外，對本研究很重要的一項觀念來自於，Rao et al(1999)以經濟資訊學的角

度來探討品牌聯盟，在研究中發現，在品牌聯盟策略下，當一項產品的品質可見

度比較差的時候，可以透過品牌聯盟搭配品質能見度高的高品質品牌，進而提升

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 

 

  由上述各文獻可以得知，已經有許多文獻探討出品牌聯盟策略的正面效益，但

是對於「產品要素品牌策略」的部份探討都不深入，並且針對產品要素品牌策略



可能造成負面效果或者無效果的情況，相對來說，探討的文獻也比較少。這也是

本篇研究要討論的部份。 

 

 

 

 

 

 

 

 

 

 

 

 

 

 

 

 

 



第四節.    產品要素品牌策略 

 

 

一、 產品要素品牌(Ingredient branding )策略的定義 

 

  探討關於市場上企業或是產品合作關係的文獻已經非常多了，但是針對「產品

要素品牌策略」的部分還是相對比較新的。  

 

  「產品要素品牌策略」也是屬於「品牌聯盟」的一部分，簡單來說，就是將一

個產品的構成要素品牌，加入到產品的品牌之中(Michael S. McCarthy,  Donald G. 

Norris, 1999)。 

 

二、 產品要素品牌策略的發展 

 

  Norris (1992)在研究中定義出「產品要素品牌策略」的部份正面效益，包括：

更有效率的行銷、更容易打入通路、和更高的產品邊際利益。另外，Rao and 

Ruekert (1994)在研究中指出「產品要素品牌策略」可以作為消費者產品品質的指

標，進而提升其「品牌權益」中的顧客面知覺。但是以上的學者，並沒有將其概

念以數據實證。 



  近幾年探討「產品要素品牌策略」中，學者 Levin et al. (1996)研究發現，將知

名要素品牌加入主產品品牌中(無討論主品牌性質)，消費者的偏好度(product 

evaluation)會大於將不知名要素品牌與主產品品牌結合。此外，學者Vaidyanathan 

et al. (1999)在研究中發現，將知名品牌加入到虛擬的自創實驗品牌，與無聯合單

純的虛擬品牌比較，前者因為「品牌聯盟策略」的因素，提升了產品認知度與品

質知覺。於 Park et al. (1996)的研究中，複合品牌策略(composite brand extension)

比傳統的品牌延伸策略更能夠引起消費者的正面反應，例如: 巧克力蛋糕

「Godiva cake mix by Slim-Fast」的效果比「Godiva cake」來的好。上述的研究

提供了重要的觀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論是哪一個研究，要素品牌或是主要

產品品牌上都有一個是虛構的，也就是其研究範圍不是完全使用目前市場已存在

之品牌。 

 

  Rao et al. (1997)在研究中探討，「品牌聯盟策略」是否可以使消費者注意到，

原產品品牌的某些原本可能被忽略或是未被注意到的品質知覺。研究指出，「品

牌聯盟策略」對於在市場上屬於未被注意或者是被定義成一般品質的產品，產生

較大的影響力，使之提升產品的品質知覺。  

 

  以上所談到的部份，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論：「產品素品牌策略」確實在某些

情況可以提升品牌權益。除此之外，這些研究還提供了一個重要值得探討的議



題，就是使用「品牌聯盟策略」或是「產品要素品牌策略」，在知名的要素品牌

與原產品品牌結合時，在什麼情況下，可以提升產品的品牌權益使其大於原產品

品牌獨自存在的時候。 

 

三、產品要素品牌策略的小結與本研究 

 

綜合上述的文獻，我們可以得到很多關於品牌聯盟或是產品品牌要素策略，對

於消費者的效果與其他重要的觀點。底下整理出對本研究重要的觀念： 

 

 產品要素品牌策略可以提供消費者品質指標，進而提升其品牌權益。 

 在產品要素品牌策略中，搭配知名的要素品牌效果會大於不知名要素品牌。 

 產品要素品牌策略的使用提升消費者對產品的品質知覺。 

 產品要素品牌策略對於在市場上，研究結果可以推論一般品質或易被忽略的

產品有比較顯著的效果。 

 

不過，在之前研究中對於一個基本且關鍵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探討：對於現

在已存在在市場上的品牌，品牌要素策略是否能夠提升其產品之品牌權益，進而

增加在市場上的競爭力。因此，在本篇研究裡將會檢測：將已存在的知名要素品

牌，搭配已存在且品質高低不同的原產品品牌，來討論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