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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MetStyle 的問題剖析與策略建議 

 
 

第一節  面臨問題剖析 
 

跨界結盟並非容易的事，要將各種策略執行成功，必須靠有效的

執行力，同時對於各種潛藏的危機及問題仔細分析與重視，以下是有

關 MetStyle 可能面臨問題的剖析。 

 

一、 市場行銷通路面臨的問題:  

外在市場行銷方面，最嚴重的危機是傳統的 IT 通路都是以一般

所謂的規格及包裝導向。因為過去 IT 產業已儼然被技術主導，因為

技術規格通常比任何其他重點都要被討論，但也因技術的快速發展，

半導體的演進已經快到，人類相當可以控制所謂技術的發展。也就是

大廠將技術的演進，已牢牢的掌握住，對一般中小企業，能表現在技

術上的不同也越來越少，所以外觀內容創意成為商業模式的主要角

色，但是不要忘記，品牌最後的表演舞台仍是通路。 

跨界的新品牌在通路會碰到的問題，一般 IT 通路商都知道要創新

要以應用為主導的消費時代，但如果認真觀察，不管在 3C 或網購，

所有的 IT 產品類別仍以功能為架位擺設的依據；在網購，3C 產品也

是以科技類別來分類。這樣的通路特性在短期的未來很難改變，因此

可見的未來，當資金行銷預算有限的情況之下，很難表現出 MetStyle 

時尚的品牌語言。 

舉例子來說，MetStyle 的包包設計都相當時尚，不設計功能性的

包裝來遮住個別產品的設計，也因包包及其周邊的設計非常時尚前

衛，一般 3C 賣場如果沒有專區給品牌的故事及形象表達出來，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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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讓消費者特別及不同感。但要在充滿規格導向的賣場，要通路商給

予一個新的品牌不同呈現方式，具相當的難度。而且如果在 IT 的市

場裡太突顯時尚設計，會被一些專業的使用者，歸類為譁眾取寵，要

將品牌的時尚表現出來又不落俗套，正是 MetStyle 在通路的上會遇到

嚴重的問題。同時時尚為導向的買者並不常到 IT 3C 通路，因此這樣

的嚐試也給原來 3C 的通路很大的考驗，必須要注意`如何結合其他通

路曝光的能力吸引來真正的消費者，也是 MetStyle 操作通路行銷得方

式時要注意到的方式及效果。 

通路方面，因為 MetStyle 品牌是一種跨界設計及時尚的品牌，在

不同通路出現時，其品牌形象要一致也相當不容易。一般而言，品牌

所選的通路也定位了品牌的市場階層， 當 MetStyle 定位是一 IT 時

尚品牌時，又要以 IT 為定位，須要將不同的產品線按市場區隔。例

如 MetStyle 有中階及低階產品，也定位 MetStyle 在高級 Shopping 

Mall 有高階的產品，在一般 IT 通路有接近學生族群的產品，不同通

路，不能對產品引起誤導，來造成對品牌的傷害。 有些人對品牌上架

的區域相當主觀，也認為只有上高階通路才是高階產品，雖然現在新

的網購改變了這樣的觀念，所以不管在哪一個通路，要維持一致品牌

形象才是重要的課題。 

 

二、產品發展面臨的問題 

MetStyle 產品策略，在上述的產品策略已提到，要先找到清礎的

市場區隔，在進入大眾化市場，這樣的產品策略雖很符合藍海策略，

但面臨幾個考驗。以跨越鴻溝的理論來看產品週期，任何一個新創品

牌或事業都要找到一個被遺忘不被照顧好的族群，這個時候就會因話

題造成一些早期使用者勇於嘗試，找到市場區隔。MetStyle 要以偏女

性訴求來做話題，或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人注意到科技品的外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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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好看。到了成長期，也就是被注意到了以後，其他的品牌也會不斷

加入，當此產品觀念被更多人注意到，要如何找到另一波的產品及市

場策略來進入成長期？MetStyle 在早期是受使用者接受 ，之後要如何

以更具特點的設計面對後進入市場的競爭對手？是一種挑戰。 

因在一開始是較時尚女用的設計，當設計為主軸時，包包的形狀

被限制一定的強度及款式、尺寸，不同市場的包型及款式有相當的不

同點，要能設計出符合全世界市場的產品並不容易。例如包包形式與

尺寸，歐美要較簡單且尺寸大的包包，過於時尚或應用太多時尚元素，

本來就不是歐美消費者的習性。即便是在時尚界，同一品牌，不同市

場也有不同包款，雖然當年度的包型及設計主題相同，但仍要注意不

同市場的需求，電腦相關周邊產品因硬體本身已經決定了相當的尺

寸，因此可發揮的空間也相當有限。但要顧及不同市場區隔，設計團

隊要考慮的相關參數，也要靠經驗累積出來。例如歐美人電腦的主要

尺寸為 15”, 而亞洲的女性， 均用 14” 或  12”， 設計的某些元素並

不適合做各種不同尺寸，做小可以作大便顯得不可愛或質感不好，因

此設計的團隊與業務團隊要相當緊密的討論及配合，設計團隊對包包

的某一系列要能包含各種不同的市場需求，也是相當的挑戰。 

在要跨越鴻溝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策略，幾乎決定了一品牌是否可

以佔住一席之地的成長力道及相關的延續話題。鴻溝要過，品牌延續

需有相當好的產品策略來支持。 MetStyle 的女性偏中性，是否可以在

所謂的季節系列中每一次包款找到一個共同的系列感及品牌的象徵，

是產品策略中最困難也最大的危機。隨時尚資訊變動的因素會帶來不

同的設計元素， 要如何確定引用這些元素仍可以不破壞專業級實用需

求，以下的例子也可以是一個好好的教訓。 

2006 年 MetStyle 因時尚元素強調段帶有一點女性的編織，因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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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系列的浪漫包款，紫色的緞帶風。這樣的包款及顏色，在通路

商以歐美與東南亞就形成完全不同的評價，甚至定義此系列為女性

系列中的年輕女孩系列，電視對某些市場並不認為是女孩系列，澳

洲就認為此一系列為熟女系列，一點也不像年輕系列。Met-Style 一

個新品牌要堅持本身的產品架構，也不容易，通常通路商或是其採

購的主觀意識決定了這個產品線的生死。以品牌的操作方式，業者

通常希望要有所堅持自己的產品及品牌的策略，但坦白說堅持與

否，形成與市場的一種拉拒戰，不容易得到想要的結果。新的品牌

有很多的現實面要兼顧，因此這些與代理商及通路之間就產品及價

格定位的溝通，形成最重要的挑戰。 

進入成熟期且跨越了鴻溝，要延續話題就要正確的把產品線拉大，

不能只有前面區隔市場用的小眾市場產品，MetStyle 的中性的基本款

就是這樣的設計，不斷要能拉對的橫向產品線也能成為主流市場的品

牌。特殊市場的品牌是一種前段的手段，當進入鴻溝，且要持續成功，

主流市場的產品更顯重要，MetStyle 的中性多功能的基本款，是否可

以造成持續的話題，是產品策略主要的危機。 

 

三、内在的組織問題:  

（一）組織文化的衝突 

這是一個相對於總公司完全不同的團隊，尤其在台灣產業，多半

母公司都有作 ODM 的包袱，老闆及整個團隊對品牌並無概念，當其

事業不小且還在剛起步時， 很多公司是以獨立事業部運作，但仍須依

循中央之預算控制及人事規章。以總公司規範執行管理，這種情形往

往造成人才取得不易，MetStyle 就遇到這樣的現實面。一般有財力的

公司有心要做品牌，但仍不能破釜沉舟將組織規劃清礎，仍須與其他

單位共用相當多的資源，管理上造成新團隊與舊團隊的衝突，也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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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價值的衝突。 

（二）資源不足時的權衡 

以 OEM/ODM 為主的組織，與以品牌為主的組織，其核心價值是

不同的，其實最重要的仍是老闆的態度，組織的向心力，一個創新事

業不當，依賴總公司的資源來創造完全不同的新事業。需要有老闆的

支持，主事者的擔當，組員的絕對向心力，但這些元素在要組織新團

隊及剛開始運作時都不容易形成。如該品牌所選的主要產品需用到總

公司的研發及技術團隊，往往無法得到快速的支持，雖然中小企業的

老闆也知道要規劃出人力，但當其他主要的專案主導公司的營運時，

仍不容易形成共識於如何管理資源。資源的管理對一個中小企業來

說，等於是整個公司的管理，資源應用的對，公司既能保住目前的生

意也能對未來投資。品牌的投資，常無法立竿見影，無法堅持，或無

法支配對的資源來持續原有的策略，其實是目前台灣中小型資訊周邊

公司要走品牌之路共同的問題。 

（三）知識管理的平台不易建立 

中小企業的知識管理平台不易建立，對母公司而言，一個品牌在

還未真正成功之前，要花費及培養團隊的能力就已經相當花時間金

錢。不同於 ODM/OEM 事業，要操盤的舵手，較依賴公司的資源，

且因案子本身仍以技術導向，客戶的關係及其他營運，依此類別商業

的各項隱性的知識較不多，無須擔心核心價值是否能留在公司。但品

牌的整體戰很重要，要經歷組織戰且整合出可行的運作模式非常複

雜，品牌事業並不是花錢便可以打造起來，從草創到真正成功，有太

多的核心價值與知識管理，總公司若無洞悉此價值的重要性，通常會

造成團隊不穩，而無法延續。 

而從本身團隊來說，雖然有一開始就做好知識管理的架構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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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但畢竟隱性知識及創新為主的生意型態很難在一開始就絕對執行

此架構，功效可能也有限，不同文化的衝擊在品牌的事業是從裏到外

都會有的，設計者及執行者似乎存在一種絕對的對立立場，有一種先

天就有的不平衡狀況，主觀意識強，也是這樣的團隊成員最常遇到的

問題。這一種既不能稱純專業型組織，也不是功能型組織，主事者的

管理及溝通能力是重要的成功要素，最高主導單位的包容及耐心，二

階主管應有的宏觀及學習態度，這些都將主宰團隊管理的成功因素。

其實對一個周邊時尚品牌，並未存在絕對的成功模式，在團隊中，誰

都不能說自己的看法及想法絕對正確，每一個人都要有聆聽及學習的

能力，剛愎自用將損害團隊的利益。 

 

(四). 新品牌知名度的建立非容易之事: 

 

新品牌在要運作品牌的行銷時要相當好的策劃及執行細度，因為品牌

的定位及如何找到好的爆發點，也能持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MetStyle 

的品牌定位是以城市遊走的年輕族群，要如何把這一個議題利用不同

的行銷手法表現出來是相當的考驗，也不太容易。 

 

  第二節  針對可能問題提出市場行銷與產品策略 
 
一、行銷通路及策略的問題解決方案：初期找出利基市場在進入主要

戰場更要發展多元市場： 
  
(一) 採用藍海策略, Niche Market  

藍海策略就是找出一產業中的利基市場(Niche Market), 而 

MetStyle 就是在現在電腦包或是在電腦的周邊品牌中找到一個未被照

顧到的一群消費者。基本尚未被照顧到的市場一定要從幾個市場的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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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MetStyle Blue Ocean   
數來分析，用藍海策略的方式分析 MetStyle 市場定位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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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多元, Multi-channels :   

市場多元是要讓通路商可以因代理使品牌而進入非純 IT 的通

路，像高級書店、百貨公司及禮品市場。因社會的資訊爆炸，消費群

在不同的市場有越來越混合的狀態，所以對代理商而言目前的 IT 產

品如不能加上一些時尚風格，也只能在原有的市場拼價格，圖 5-1 可

看出，一般目前的電腦周邊或包包品牌均是專注於 IT 市場，而 

MetStyle 可以提供跨市場的機會，因為它不只是一個電腦包的品牌而

已。 

所謂市場通路多元化: 通路對一個品牌是相當重要的，MetStyle 要

定義清礎要走的通路，對一個新的 IT fashion 品牌來說，難度比定義

產品要高，要定義何種通路是對的，要先將到底有哪些通路定義清楚:   

1.直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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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尚界也有人說是旗艦概念店，通常一個好的品牌如要有好的

品牌形象，開概念店是相當普遍且比需要的。直營店可以將整個品牌

的故事，品牌象徵，產品要訴說的語言完整的表達出來，不再受一般

的通路左右或有限的期展示空間。當然開概念店也有相當的風險，因

此通常品牌會在有更多不同的通路產生，且知名度也有一些時才會考

慮概念店。 

2.經銷商 

這個通路是較傳統的行銷方式，要將各地的當地通路商好好的串

聯起來將品牌知名度打入不同的市場，且深入該市場的核心，也需要

有這些代理經銷商來一起將品牌做大。台灣在過去都做 ODM 為主時

一直都不是相當了解如何找通路商及經銷商，來共同為一好的品牌打

市場，這些年終於有更多的品牌音產品及多年的努力，也真正的找到

品牌的立足點。經銷商與品牌是相輔的共生關係；對經銷商而言，做

已成名的品牌，大部分所有的品牌形象及市場定位都已經有規模也已

經被規劃清礎，代理經銷商都是依照原廠的要求推銷產品，也只能不

斷為達到預定的成績目標而努力；大部分的知名品牌對代理經銷商，

不盡然有忠誠度，越知名的品牌，越會找一個以上的代理商，通常會

造成經銷商削價競爭，而導致代理商無利潤而放棄代理。所以代理商

也開始在尋找新品牌，且要慢慢培植新的品牌讓自己與品牌擁有者有

更緊密且相依賴的關係。經銷的通路有一般零售市場、企業專案市場、

大批發市場、大型量販市場、與高檔精品百貨市場等。 

3.網路行銷 

這是一個最近幾十年才發生的新型商業行為，但對新一代的人來

說，網購已成為最重要的消費行為，網路的無遠弗屆，讓新的品牌也

有更多的機會與成功的因素。對新品牌來說，網購儼然成為時代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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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更成為一個有機會成名的最好捷徑。當然網購的成名也很容易來

去匆匆，當產品或品牌的成功不夠有深度時，不能將品牌的延續性加

強，所以要談網購，重要的是如何成功的因素不能太膚淺，要有強而

明顯的品牌形象，才能在網路世界中一炮而紅，也能持續效益。 

當操作品牌的市場通路時，通常如同產品一樣要對族群部落加以

分析，且找到要注重的消費群，產品價格與設計的特性都要相當的以

消費群考慮，通路也同樣有消費群考慮，這些都是連動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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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MetStyle 行銷通路的可能問題: 

 

 

 

 

 

 

 

 

 

 

 

 

 

實體 3C 通路：優點 時尚通路：優點 

銷售點密度高，便利 
專業性，服務佳 
較接近大眾，有親和力 

品牌形象高價位高 
較容易有話題被注意到 
商品陳列及表現的舞台較恰當

對有品牌概念的產品較易表現一般大眾電子科技生活所需時

惠消費的場所  
 

時尚通路：缺點 

擺設以功能技術為主無生活時

尚應用觀念 
市場定位較不易拉抬品牌價值 
功能為主的行銷，不易拉攏不

同族群的客戶 
 

實體 3C 通路：缺點 
上架的成本高 
競爭激烈，以時尚為主軸很難

找到正確的區隔 
季節的操作方式風險高 
 
 

MetStyle 的通路問題可能解決方案: 

 

 

 

 

 

 

 

 

 

 

 

 

實體 3C 通路： 

銷售點密度高，便利 
專業性，服務佳 
較接近大眾，有親和力 
造成通路的密度且讓方便性成

為未來消費成長的動力 

發展高階產品與當地的藝術家

合作，進入高檔 shopping 藝

術家藝品的市場，以提昇品牌

的價值 
 
 

虛擬網路： 

跨越不同消費族群造成話題且

持續連結品牌的故事及消費族

群，也要相對在十上媒體與網

購出現造成接 IT 實體業務的

可能性 

形象店的通路： 合併的通路：實體與虛擬 

 

將商品網路及實體化的共同促

銷，管理好價格，及產品線，

消費者可藉由網路瞭解新品牌

的故事，更可以藉由實體通路

真正經驗產品的品質，或相反

的由實體德經驗再到網購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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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行銷的不同階段來解釋行銷的多元化: 

1.上架(Placement)  

上架也就是市場佔有率，在品牌行銷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上

架銷售，也有人說上架的方式有很多的不同，不過不外乎於兩種方向，

密度或精度為主，要質也要量，當要成功推出品牌效益，既要量也要

質。當不能同時選擇這些要素時，要如何達到正確的上架，通路要選

擇正確，要針對想推廣的消費群作對的廣度及密度的鋪貨，不同的市

場通路的屬性不盡相同，但邏輯是相同的，只是選擇的問題。MetStyle 

目前在不同市場的廣度或精度也存在不同的策略，MetStyle 既是一個 

Metropolitan brand ，不管要質或要量，著重在世界級城市的訴求是不

變的，要將主要的大城市鋪貨上架，就會因當地代理商的通路及能力

不同，有不同的鋪貨方式。例如香港及新加坡與台灣就有些不同:  

(1).香港及新加坡 

這兩個城市均有些相同的特點，區域的重要性都很大，因位於國

際轉運的樞紐，雖就量而言不是很大，但如以品牌知名度效益而言，

反而是相當重要的市場。所以 MetStyle 在這兩個市場就不能以量或密

度為主軸，而是以形象就一些重要的市場通路，就產品及品牌的知名

度為主要的目的。所以在這兩個地區的上架策略就是要以質重於量，

因為很多的國際品牌都因在這個地區有知名度以後才能逐漸發展到其

他地區，這一地區的投資效益不能用單純的銷售額來看，這樣的策略

與台灣就不一樣。 

(2)台灣與日本 

 

就這兩個市場而言，因通路的多樣化較完整，需要更多的密度來

拓展鋪貨的廣度及密度。而這些不同的通路也大大增加機會讓買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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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通路知道品牌，可以任意選擇方式及地區方便的購買埋產品，

就台灣而言，鋪貨策略就與上面的小城市不同，要廣度加上密度。市

場通路屬性不同就會產生不同的效應，一個品牌雖然定位不能不同，

但上架及鋪貨操作就會又有些不同。 

2.通路行銷(Channel Marketing)  

當鋪貨的效益展開來之後，接下來重要的是要做推與拉(Push and 

Pull) 的功課，行銷便是代理商及品牌要合作如何讓品牌的市場運作拉

出效益幫助銷售。鋪貨只是上架，消費者不會主動知道此新品牌的故

事，會只是因為看到喜歡該產品而購買，這樣銷售產品只能算鋪貨賣

商品，不是品牌的銷售，因此要透過行銷、廣告、促銷活動，讓消費

者認識 MetStyle ，知道品牌的故事而喜歡產品。買商品會因為買了不

再有新鮮感，但如果要消費者成為品牌的追隨者就要有不斷的行銷活

動，為了拉攏新的客戶，適時推出新理念的設計對既有的客戶加強觀

念。 

當鋪貨的點開始展開來，通路的行銷就顯得相當有時效性的需

要，尤其是這樣一個跨業(Cross over)為主軸的品牌，沒有通路行銷的

加持，要展開品牌的知名度就相當的困難。但要做一個好的通路行銷

策略要針對消費者購買的決策過程做一個相當好的認知，才能確定所

定義出來的行銷相對於消費者的決策過程是恰到好處。 

3.品牌行銷(Brand Marketing) 

通路的行銷與品牌的行銷是一體兩面，雖然品牌行銷較屬於公司

整體考量，但當一個新品牌要開始打開品牌的形象時，主要的問題都

來自於預算與效益的評估。對一個新品牌來說，品牌的形象要靠恰到

好處的投資及效益分析，但這樣的評估往往不容易清礎。 MetStyle 仍

要走原始的 IT 通路為起始點，常常會有要在何種場合或媒體需要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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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考量，這也決定了如何讓一個重時尚的品牌在對的品牌行銷策略

下成功的打開知名度。 MetStyle 的策略一開始就要與當地的代理商合

作，且必須要確定前面兩個步驟，都已經開始且有正確的方式在執行，

此時才能針對當地的需要配合代理商的行銷活動一起做品牌的促銷活

動。MetStyle 的主要品牌形象來自於其網站的 Metropolitan City 裡所

要表達的都會時尚生活，且國際城市視野的感覺，品牌方面不應是說

哪裡的品牌，要表達的是一個有世界觀的品牌；結合了世界各地的設

計師，傳達不同城市的特色到其他城市。這樣的品牌操作也不同於其

他的歐美品牌，要為亞洲的品牌說不同的故事，不同的故事不強調在

何處製造或設計。目前時尚品牌不斷的運用亞洲的設計師，那種非 

Made in Italy 的一成不變的品牌操作，已不再是現在的趨勢。亞洲有

很好的設計師，如何把歐美與亞洲的特色結合起來，是 MetStyle  的

品牌策略及定位。 

4.當地特色及品牌共享利益的可能: 利益共享的平台: 

對各地本地的代理商來說，代理品牌及擁有品牌是相當有不同的

意義，大品牌與代理商或通路商有時相當互相依賴也對立的，當品牌

大時，彼此的忠誠度也形成很大的不同。要建立一品牌要與通路或代

理商共同建立共同利益，而 MetStyle 可以讓代理商有機會共同擁有

此品牌，當 MetStyle 成為一個大會旅者的共同話題，就會有很多的機

會能將當地的文化設計，風格在這一個品牌的平台上發展，這也是取

名 Metropolitan Style 的原因。 

 

二、產品策略問題解決方案：以女性出發，找到愛個性化不同於一般

品牌的年輕族群，找到品牌的產品特徵才是重點: 

(一) 消費者多元，從女性出發到中性的年輕人 

MetStyle 有對女性消費者做一族群的分析，一般目前的電腦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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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忽視女性的消費者的需求，女性不逛電腦市場，女性不是不懂電腦，

也需要被照顧到，而追求時尚且重風格的現代人，既也是科技的重裝

備者，同時也渴望風格，而這樣的人在目前的電腦周邊品牌，都無法

這顧到。MetStyle 要讓消費者有可能因不同的產品風格，要對不同消

費者，且也甚至要對同消費者多元的需求都要盡量照顧到。這樣的定

位及策略完全不同於目前 Belkin、Targus、 Elecom 的作法。 

(二) 樣式多元 

這個策略與定位也是在尋求差異性，並不是要多元到無自己中心

的設計風格及特色，上述的品牌，也有開始要照顧女性或多元的消費

者，但因品牌本身的包袱，實很難完全設計出脫離其品牌風格的產品。

如一級品牌 Tumi 所做的女用系列，仍舊無法擺脫其原有的風格，並

不是大品牌不能設計新風格，MetStyle 的關鍵機會在於是新品牌無包

袱，可以大膽的走更新且前衛的創意，而造成風潮。 

 

(三) 應用面的設計 

這是其他電腦包較重視的一環，MetStyle 相反的在這個只重耐用

充斥的電腦包品牌中，因較不強調此一部份的功能比較，已脫離紅海。 

現今的一般新的時尚品牌也很難弄清楚科技使用的重點及規格。 

 

(四) 生活風格的設計 

這是目前 IT  產業爭相要加入的因子，只是要做的好並不容易，

所以在 Belkin 、Targus、Elecom 要強調風格仍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就是 MetStyle 需提早做出好的生活個性設計的品牌形象好時機。因一

開始就較重風格的設計，較容易抓住差異化而讓客戶看到此新的品牌。 

(五) 增加衝動購買率的產品策略 

當要一開始針對上述女性的消費者時設計產品或創立品牌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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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 25-35 歲的消費習慣中強到一個衝動購買率，這是只有很多人是

因產品本身的設計、風格、顏色，而衝動就購買下這一產品，主要是

對產品的設計語言產生共鳴，此一共鳴造成的衝動購買在品牌的策略

也有不同的操作，其他品牌較不使用這一區塊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過去 

IT 非為一種衝動購買率高的產業，因價格較貴，消費者通常不會衝動

購買，總要貨比三家，因此在品牌形象上，不容易操作此一參數。但 

MetStyle 的品牌決定不只走規格導向，就要以不斷創造設計共鳴為一

開始差異化的因素之ㄧ。 

 

三、產品開發綜合解決方案: 
 

MetStyle 先期採差異化策略，以偏女性化產品造成差異化，但是一

般女性可能較不去 IT 通路，因此需要連接網購及網路行銷，讓消費

者可從網路得知此商品，然後到 IT 通路感覺實體的商品，可以在通

路購買或回到網購消費。MetStyle 品牌形象要靠本身的網站及網購的

話題展開來，進而要提升品牌形像時，需要經由高檔的產品線，聯合

當地的藝術家推出限量品，在藝術家作品藝廊銷售。其次，讓高檔的

產品線能進高檔購物中心，這樣的策略，不僅能照顧大眾的消費能力，

又能結合當地藝術，鞏固品牌價值以及 Met-style 城市特質的意義。 

 圖 5-2 圖顯示女性一般較不去 IT 通路因此銷售量無法作出，虛擬

與時尚文具通路則無此問題，因此一開始 MetStyle 產品偏重女性，必

須採用多種通路並行策略，將品牌知名度打開。長期產品開發策略仍

須開發大眾中性產品，在各種通路皆可作出銷售量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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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MetStyle t 產品策略的可能問題: 

 

 

解決: 快速擴充到

偏中性

問題: Niche 
Market 量有限

時尚或文

具通路  

 

 
虛擬通路 

 

 

 
IT 通路 

 
女性 偏女中性 大眾中性  

 

 

 

 
第三節 針對組織問題可採取的組織策略與知識管理 

 
 

創新事業除產品行銷策略外，更要能成功的執行所有的策略。最

重要的是要有對的團隊，然而要有對的團隊，對 MetStyle 而言，全然

不同於一般 IT 品牌周邊產品。 

 

一、技術與創意人力的整合 

品牌的成功，組織必須有相當完整的組織與知識的管理，MetStyle 

必須面對的是過去所有組織管理中較複雜的管理課題，它關連到組織

行為中，跨界且不同屬性的人要如何工作在一起，以藝術設計及創意

為本的人，如何在仍需要組織效率且講數字管理的專業環境中仍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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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人的管理是一件課題，產品的管理更是不同，MetStyle 所做的

管理不是一般的 IT 產品，規格及品質較容易數位化，設計及相當類

比化的電腦包，舒適為主的周邊產品，生產多不用數位為本的觀念。

要如何管理品質及產品專案，生產到物料的控管，這些看似簡單，但

卻相當繁瑣且複雜，對一直以 IT 與資訊 ODM 為主的團隊，產生

了相當大的挑戰。 

當資訊產業以設計、生產、ODM 為主的時代，組織的能耐大部分

以理性的外顯知識為主，資訊業所有的設計生產均可以產生作業指導

書，而要記錄傳承這些知識，不是相當困難的事，要強調的是要不要

做知識的管理，建立架構而已。當創新事業尤其是品牌的事業，很多

的知識及組織能耐不再是單純的數位化或是外顯的知識為主，很多都

已經是內隱的知識，要如何轉換成外顯的管理？成為管理項目主要的

課題。 

以 MetStyle 的三大組織主軸中，要能不斷的將需要修正的策略或

執行方法對業務及代理商宣導，仍要不失品牌精神，最重要的是主要

成員的溝通。MetStyle 的產品線已悄悄的由女性到更中性， 這些看似

改變但策略中仍繼續視狀況修正的過程，需要讓業務行銷真正了解其

背後潛藏的意義。MetStyle 的團隊混合了專長差異很大的不同人才，

對這些不同的修正過程要達成共識，要靠好的溝通平台，更需要團隊

有共創事業的心態，是業主的決策果斷力，也是該產品可以繼續堅持

的原因。 

 

 二、強化知識管理 

組織的管理主要是建立組織的相關核心價值及能耐，針對的其實

就是內隱及外顯的知識如何管理及交換。 MetStyle 品牌的團隊中有幾

個相關的外顯及內隱的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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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內隱的知識 

品牌的企劃設計對品牌的價值，設計及品牌計畫本來就比較是一

種內隱知識的累積，這些包括對美的鑑賞力，對時尚的敏感，對市場

的轉變狀態都要有一種敏銳的能力，內隱知識是一種可以訓練的能

力，在 MetStyle 已建立一種共同學習的平台，藉由讀書會專討論，不

斷藉由團隊較有鑑賞力的人力給予其他組員相同的影響，每週要對所

有時尚議題進行討論，更要隨時交換彼此對市場變換的心得，將這些

資訊全載我們的知識庫中，這樣簡單的知識管理，MetStyle 從一開始

就在做。 

 （二）外顯的知識 

品牌的操作是一種需要財務上相當嚴謹的運作，因此在運用好的

系統管理才能確定從草創到業務蒸蒸日上時，不致於導致成長問題或

紅字倒閉。品牌需要時間經營，要面臨的不定因素相當多，除有系統

的數字管理，更要有好的團隊紀律訓練。MetStyle 團隊有守紀律的人，

也有只要空間不按按牌理出牌的人，因此管理必須要透過明確的

SOP，及系統制度來讓大家說相同的話。 

 （三）知識轉換的方式與階段 

以知識的四種轉換方式及五個階段來解說， MetStyle 有不同的知

識的轉換方式與階段。要如何形成一個知識管理的平台，一個品牌的

知識管理仍是一個跨界品牌如何組織及建立好的團隊的重要過程。 

以新年度的新產品線 Urban Revolution 為例， MetStyle 終於透過

這樣的知識轉換的過程，形成了團隊新產品開發的架構及組織的默

契，更從中建立了 MetStyle 重要的品牌及產品特徵。 

 1.第一階段共同化(分享內隱知識) 

要建立一個品牌產品中特徵，首先要將組織中較了解設計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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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及一般的團隊的人員組織在一起，將品牌故事特質及原始的

設計概念分享給大家理解，再經由這樣的分享引起大家的腦力激盪，

例如包括以下概念：  

(1)何謂城市語言? (Metropolitan Language) 

(2)何謂時尚科技?  

(3)何謂異業結盟? 有何案例? 

(4)何謂品牌價值？品牌識別？ 

(5)何謂跨界品牌？  

(6)現代品牌的新形操作方式?  

 2.第二階段外化(創造觀念) 

要問什麼是 MetStyle 品牌的產品中最想表達的產品精神，也許現

在表達的並不完整，然而透過經經驗分享以後，可以得到一些腦力激

盪及經驗分享的成果，包括以下的概念： 

(1)MetStyle 是一個城市與城市旅者的舞台。 

(2)MetStyle 是一種逃離科技奴隸的時尚品味的個人風格。 

(3)MetStyle 需要用途多變的應用及不同時尚的搭配。 

(4)MetStyle 要有舒適的使用感。 

(5)市場的時尚資訊：如 2007 超尺寸大包為主流、包中包 袋內袋

是一種流行、輕巧的材料當道、多用多工變成主軸。 

 3.第三階段內化（確認觀念） 

透過以上的觀念創造中，可以找出確認且共同的觀念及價值，這

些的觀念才能再往下發展成原型的設計理念及方向。觀念如下： 

(1)MetStyle 要一個多工多樣且符合不同場合搭配的電腦多用包。 

(2)MetStyle 要創造旅行者資訊應用的統合專用包。 

(3)MetStyle 要創造一個可搭配不同穿著的多用電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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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etStyle 要創造一個多用袋內袋的多用觀念變成品牌的特徵。 

這樣的觀念確定過程已將不同的組員之間內隱及外顯的知識轉變

成實際對品牌有力的產品企劃原型。 

 4.第四階段結合（建立原型） 

MetStyle 靠這樣的觀念確定創造了設計團隊清礎的藍圖，而創造

出一個新型的旅行時尚電腦包系列，這個新的旅行電腦包系列，結合

從小的 Organizer 到電腦包，這項創舉是將身上的旅行護照小包可以

掛在電腦包上增加功能，且到了旅遊地，可以將外包拿下當身上的時

尚小包，可以當護照及小錢包隨身包，MetStyle 的 Organizer 系列也可

以將各種的商業用名片、筆等與電腦內袋結合一起，這樣的多種功能，

又可將外帶拆下來穿在身上或掛回電腦包上做裝飾及應用，這樣的原

形已獲得整個團隊的認同。 

 5.第五階段跨層次的知識擴展 

MetStyle 是城市跨城市的品牌，它的每一個創新的過程，產品就

有了品牌語言的知識，這樣的知識需要跨層次，發展到所有的代理商

及下游供應商，讓他們都有機會知道品牌意義，更爭相引起話題而導

致更多的商業連結。 

(1)Organizer 放電腦及其他商業用工具，既可放進自己的一般包， 

也可以搭載電腦外包，是客戶增加不同通路的利器。 

(2)Urban Revolution 有三種外包款---橫、直、側背三種，也同時設

計了三個外帶的夾克，這個夾克拆下來均可以穿在身上或掛在其他包

的應用，這個系列為 MetStyle 找到所有觀念傳達信念。 

有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做跨界品牌的團隊管理，知識的轉換要

有一個好的模式及團隊，MetStyle 確有用這樣的方式在累積品牌語言

及組員對品牌的向心力，更確定任何一個創新的設計是所有人員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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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轉換的結合。 

管理一個靠創意發展的公司及團隊，這樣的內化轉換結合，讓不

同特質的團員可以獲得創意的薰陶，也讓這些創意能夠真正的執行且

獲得從供應商、團隊、到客戶市場的支持。創意須系統化的管理，要

讓系統化的管理組織動員，且可以將品牌價值推向知識管理的平台，

是跨界品牌的管理要素。 

未來的管理因跨界，讓不同業界的人可以有共同的平台做創意，

是科技時尚品牌成功的關鍵因素。MetStyle 歸納出的模式可提供這樣

的管理團隊成功應用不同國家且不同行業的人在科技時尚領域作一個

亞洲出發的品牌。亞洲有最完整的製造與供應鏈的專業，現在亞洲更

有最頂尖的設計師，須要的是有前瞻的企業家共襄盛舉。 

MetStyle 可以利用組織知識的內隱外顯轉換，來建立Ａ型團隊的共

通平台(圖 5-3A)。一邊為科技人力(technocraft)，另一邊為藝術家

(artist)，共同面對困難具挑戰的任務，以設計良好且公開的平台，可以

結合不同的知識資本；也可以利用這個平台建立好的品牌核心價質，

以及形成團隊默契。前述知識轉換的五階段與四種轉換方式，MetStyle

可以運用這樣的知識，來建立平台創造出產品及品牌特徵的新產品

線。MetStyle 可以利用知識平台(圖 5-3B)，讓組織成員分享何謂美感

時尚與年度時尚趨勢(內隱知識)；接著進行腦力激盪的品牌價質觀念的

建立；再接著將激盪出的機會與價質予以產品化，即將觀念設計應用

於新產品，再將產品觀念行銷出去給外部的夥伴，成為跨層次的知識

擴展(外顯知識)。這樣的知識轉換過程，可以建立 MetStyle 的組織核

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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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A) 知識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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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針對品牌的行銷可採取的策略與執行計劃 

 
一、品牌知名度的兩面刃的問題: 

當新品牌的出現常是有兩面刃的現象，因為推銷現成的大品牌，

要花的力氣，較小，但對彼此的忠誠度較難困難，當品牌大就已經自

動行銷，代理商的意義實在不大，要代理商用努力推一新的品牌，要

相當的決心，所以對代理商而言，不管是大品牌或銷品牌都有兩面刃

的狀況。 

總之找到這些定位與藍海，就是要確定 MetStyle 是否有所定義些

特定的議題成為差異化的指標。 

行銷管理學中有提及，消費者購買決策有五個主要的階段：問題

確認、資訊蒐集、方案評估、購買決策、購後行為。MetStyle 的產品

及通路的策略針對這五個階段來檢查，就能看出是否有好的機會成

功，以及是否對不同的階段皆好好掌握。 

(一)階段一---問題的確定 

現在周邊電腦包的品牌有何問題？什麼是現在消費者的問題？什

麼是消費者要解決的問題？其實所謂早期電腦包的市場，因為筆記電

腦買得起的多是商業人士，過去的筆記型電腦也較大，所以相對的重

且昂貴，因此早期要做電腦包主要的議題在保護及耐用，因為買得起

的人相對的也較重視以上這兩種功用。過去並沒有偏女性或年輕族

群，但當科技進步，科技帶來行動科技的普及，行動科技也帶來兩種

結果，一是行動科技的消費群擴大化，一般女性及年輕人的加入；二

是行動科技的產品價格更趨大眾化，體積也縮小，攜帶更輕便。所以

當行動科技產品變成日用品時，要如何讓消費者攜帶得舒適且有造

型，便是 MetStyle 品牌的定位及價值。行動品本身也越來越時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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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不可能會希望帶著一個不搭配自己造型的包包，當現在的消費者

越來越重科技時尚的語言，許多過去不攜帶行動科技產品的消費者，

近來因時尚語言的加入，也開始喜歡攜帶科技產品，更多消費者甚至

要用科技產品表達一種個性化的語言。 

(二)階段二---資訊蒐集 

從公眾或個人的資訊來源，MetStyle 必須選擇對的廣告媒體，資

訊時尚的品牌要如何在硬梆梆的資訊通路中有可以表演的舞台，但又

不能全然算時尚的品牌。這種狀況讓通路選擇及行銷策略變得有別於

一般的品牌較單一性，MetStyle 必須多樣的且互相交錯的應用。利用

時尚的設計能上得了時尚的媒體，也要能在 IT  的通路有相當的曝

光，這樣才能互相輝映達到效果，另外要應用較不屬商業的組織如設

計會、博物館、配合當地的文化藝術創作，來將 MetStyle 城市文化的

語言來帶動非純 IT 通路的語言，這才是想要的消費族群。因仍身為 

IT 品牌，但走的又是一種較時尚前衛的策略，要如何跨領域的找到時

尚科技平台來做宣傳，才不至於找不到對的主軸，而導致都不適合的

狀況。要讓想找到電腦包的在哪裡有這樣的資訊可循？要有時尚感的

電腦包該不該在純 IT 媒體？較重時尚的人會在哪裡找電腦包資訊？

資訊的蒐集的議題，MetStyle 要能包含的較廣也完整。這樣才能讓消

費者在資訊搜尋成本降低。品牌的資訊蒐集成本在早期要推品牌時相

當重要，時尚科技，要時尚也要科技，跨界表達的語言畢竟不容易，

如何用對的資訊平台，引起話題仍要又相對的市場便利的通路讓消費

者容易購買。 MetStyle 要透過 internet 擴大跨族群的消費者的注意，

但也要讓一般消費者到 IT 實體商店也看得到摸得到。 

(三)階段三與四---方案評估及決策過程 

產品本身的賣點是這個階段的重點，當然品牌的價值也是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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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決策過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MetStyle 的產品策略已經作出了一個不

同於一般電腦周邊品牌的策略，重視設計及舒適感，要以時尚的觀點

做電腦行動科技包包，因此當大家只比規格及耐用度時，要強調時尚

與舒適，在中高價位中可相對得到物超所值的設計感科技產品，因此

當消費者要找一個不同於在買電腦時就送的包包時，MetStyle 定位相

當的明確，方案評估時就很容意注意到 MetStyle。要表達的是一種旅

行者國際觀，旅行者的多樣需求，旅行者城市與城市之間共同與不同

的語言。當品牌不斷能找出相當貼近消費者的話題及設計，消費者的

決策過程中，就較容易找到不斷相對應的故事而建立品牌的終忠誠愛

用者。MetStyle 以品牌的創意及產品的區隔來面對消費者的評估及決

策過程，任何產品都不能顧及所有的消費族群，因此一開始找到 Focus 

group 是品牌成功的要素，這也是 MetStyle 要在一開始較重女性到中

性，且鎖定 25-35 歲的消費族群。差異化仍是容易被看到的重點。 

(四)階段五---購後行為 

要成功做好一個新品牌，購後行為是需注意的部份，品牌在行銷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購後行為做得好，可以造成很多的口碑，也可以

造成所謂的 Cute 。現在網路資訊發達，消費者的口耳相傳，是一種

最好的行銷工具，售後行為中有幾項 MetStyle 可以加強的，MetStyle 

從購買的消費群中要找到一些不只對產品認同，也能對該品牌故事有

更多的興趣，而對該品牌造就更多的話題；可以將此一話題利用成為

龍捲風暴的起風點，或是在另一種理論保齡球球道中，MetStyle 要利

用售後行為及 Cute 的維繫做第一或第二根保齡球，在造就全倒的條

件。任何一個新創且較創意的事業，找到第一個保齡球成功的影響其

他的保齡球，因此要能讓早期的消費者當有效的保齡球，例如舉辦  

MetStyle Cute 的聚會，培養會員的聚集讓 Focus Group 能成為好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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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點。 

品牌的操作及行銷也包括了如何發展品牌的行銷，周邊產品或品

牌的形象規劃，以及完整的 CI 操作。這些仍要回到網站，MetStyle 創

立了這樣的網站，網站中有相當多的人物及圖像均是原創，這些圖像

都可以來作為操作品牌的重要腳色，這些角色漸漸的不會只是在網站

上，還會在未來漸漸的變成為贈品及下一代發展產品的形式。例如圖

形有都會女子、有相當重設計感的年輕男孩、有抽根煙且具時尚感看

起來相當幹練的女子等，要將這些人物更具體化，變成代言人；再將

這些代言人漸漸放在所有產品的吊卡與包裝，甚至為這些圖形取名

子，因為其不同特色；再把這些特色運用到一些贈品，贈品可以應用

這些圖像及人物。 

行銷大師 Kotler 的一般行銷理論中提到要注意 4P(Price、Place、 

Promotion、Product)， 但在新一代的修正版中有更貼近新經濟創新市

場的方法，所謂 CCDVTP ( Create、Communicate、Deliver、Target 、

Profit)，創造新的溝通方式以傳遞品牌的價值，然後在針對目標市場行

銷進而獲利，過去的 4P 注重在產品價格通路策略，然而新的修正是

將行銷加上了行銷溝通的時代所要面對的不同挑戰。 

MetStyle 要能發展出更多的行銷管道， 利用網路的無所不在，網

路的爆發力來發展保齡球道的可能。MetStyle 有得到 IF 大獎的網站

設計，有相當可以發展的人物及設計，要特別重視這樣的特質，將網

路及所謂的行銷溝通語言好好的策畫執行。 

網路行銷也興起另一種行銷，一般稱 Blog 行銷，形成網路行銷的

新武器，當然就 MetStyle 而言，要造成網路 Blog 行銷，要將所有可

提供討論並造成風氣的因素匯集起來。在 MetStyle 只有當地的台灣族

群時，可以只把台灣市場的民情與時代話題加入 MetStyle 的網頁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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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寫真，先造成一股當地族群的話題；再將各地的話題傳送到不同

城市與不同城市的族群交流。世界已經是平的，網路真的可以讓無名

小卒一夕成名，要看我們可以如何運用自己的特質及現代的科技與變

化，搭載這樣的新世代語言，一定可以做出一番成果。 

綜合以上所有的行銷手法，有幾個 MetStyle 歸納出來相當重要的

品牌行銷重點： 

1.MetStyle 的品牌故事 : 城市與城市的連結旅行者的時尚科技

夥伴。 

2.MetStyle 的信念 : 讓人穿戴科技更有時尚及舒適感。 

3.MetStyle 的口號 : we offer stylish and comfort digital life style 

4.MetStyle 的圖像 : 大都會的男女，匆忙中尋找逃離科技奴隸的

另一個空間，要給現代城市與城市間的旅者有一個貼近自己又脫離現

實的想像空間。 

MetStyle 沒有完全相同的對手，但也有步伐後進者， MetStyle 品

牌故事及發展的張力要依職能讓品牌追隨者有不斷的驚喜，不僅在產

品上，更要在故事及各城市的發展中找到不同但相似的元素搭起世界

的橋樑。 

MetStyle 是否可以成為 IT 界時尚周邊品牌的領導者，要能不斷

創新且持續維持品牌的價值。這些因素是一個品牌要成功的關鍵評估

因素，也是須要 MetStyle 不斷省思檢討的。 

總之通路分為實體，過去的 IT 產品都透過傳統的代理商、經銷商

到通路，對 MetStyle 品牌來說有好有壞。一般實體通路有方便、專業

及親和力高的服務等好處；當 MetStyle 仍定義為 IT 時尚品牌，而非

時尚 IT 品牌時，仍要先進駐主要的 IT 通路，為第一階段的上市策

略。實體的上架，風險及付出的成本較高，MetStyle 的策略，要先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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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亞洲市場，降低成本及風險，將此區格市場的 IT 通路為上架策略。

電腦周邊要走時尚語言，在 IT 通路較容易表現差異性；在時尚的市

場則看不到主軸。MetStyle 因走的是特殊區格市場，先以女性及偏中

性為主，遇到一般 IT 通路，無法有好的舞台表現差異化產品的設計。

因此 MetStyle 可以提出交差不同通路，及通路行銷的模式，來將客戶

的資訊搜集成本降低；一開始就將品牌產品部份的行銷，利用實體的

廣度搭載與虛擬造成的深度，來拉出一個銷售網，達成市場行銷的可

能性。簡單說， 在 PChome 的網購帶來的效益，不要單純以網購為

準，也要有與實體通路結合，一推一拉造成保零球道的第一與二根柱

子。總之跨界要有交差使用媒體通路的能力，也要有運作得宜的執行

者。 

 
 

 

第五節 IT 周邊導入美學時尚的關鍵成功因素 
 

MetStyle 個案雖尚未達到成功，惟經過以上的問提與策略分析，

仍可以為 IT 周邊結合美學時尚的品牌應如何邁向成功，找出一些關

鍵因素如次： 

 一、作好資源整合 

資訊周邊品牌先以亞洲出發應可大有可為，而要跨界的架構及遠

景，要從上游到下游的垂直整合，利益共享才有更大的舞台及成功的

機會。 

學生認為亞洲有最好的平台執行一個新的科技時尚品牌，設計創

意以台灣為首，東南亞、韓國、日本、香港這些地區走在時尚尖端，

及不斷發展的區域性文化創意，都是可以發展的元素。亞洲文化因人

文、地理、氣候產生非常不同的面向，而這些面向因近來的亞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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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讓這些文化創意人有了自己的舞台發揮，也讓西方社會得到一

股新鮮的空氣。當我們不斷將此創造力幫國際品牌出力時，新的經濟

發展模式，讓新品牌的空間有了新的詮釋方法，消費者的喜好也發展

出不同於過去的趨勢。這個以亞洲文化為起點的時代，是台灣廠商的

好機會應予以把握。在下游的製造及物流系統，亞洲有全世界最完整

的製造體系，全世界的周邊產品，幾乎百分之 99 都出自於這個區域，

成本考量與上下游的便利性，技術及經驗的累積，台灣廠商無道理不

能連結資源，完成這個夢想。 

 

 二、落實跨界合作 

 跨界合作的可行性已趨成熟，市場的發展前景及空間可期。當時

尚品牌已席捲全亞洲的消費者，而資訊科技的時尚化也已是不可獲缺

的趨勢。歐美市場對這個趨勢，也遇到無法真正整合跨界合作的實際

執行問題；而亞洲的文化及人情味、中小企業的彈性及關係化的社會

資本，則讓這個跨界合作的可能性提高。跨界的人才聚集，因關係資

本的建立，往往可以讓不考慮有真正實質利益為首的合作可以成型。

彼此互相加持的模式，讓新起的品牌可以有機會展露頭腳。也可以因

跨界合作的模式，讓商業模式不斷創新。 

 

 三、先從亞洲品牌開始 

 品牌國際化的能力及方便性增加，亞洲勢力抬頭，歸因於市場的

經濟起飛，同時造就好雄厚的消費基礎，鼓勵新興市場的品牌提升，

也讓這樣的蓬勃發展讓國際注意到。廠商推出新的品牌，要以自己最

熟悉的市場切入，千萬不可捨近求遠；因此亞洲的周邊品牌，要先在

開發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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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多元行銷通路 

跨界的因素，帶來新的銷售通路模式，要利用這樣的議題創造出

藍海，再接著進攻大眾市場。新興的市場整合帶給我們不同的機會，

這些機會也帶給我們新的省思，從供應商到客戶，如何透過整合，可

以真正的做出成功的模式。但是新的市場機會所摻雜的實際操面，不

確定因素相當的高，跨界雖說是一種機會，但要如何操作出一個真正

的成功模式，需做好通路整合。 

過去所謂 IT 通路與非 IT 通路完全不相關，漸漸的這些不相關的

狀況，因為科技更普及化，而可以混在一起，作為一個新的品牌，要

觀察這樣的變化，及徹底的了解這樣的趨勢，並能搭上新的趨勢而造

就出新的商業模式，現今的通路，已開始有混合的情狀，書店開在購

物中心，IT 產品也在購物中心販賣，大賣場也開始經營 3C 產品。科

技無所不在，不再是有錢人的專利，越貼近大眾，生活時尚的重要性

就越大，銷售的通路就越多元化，整合性賣場的崛起，大賣場的興起，

改變人類消費的習慣，地區性的零售店的方便性，漸漸被大賣場及購

物中心取代。這些改變，每一個市場的狀況不盡相同，新品牌的通路

選定，要與每一個代理商做深入的瞭解且要有隨時反映市場狀況的應

變能力，甚至有時，不同的市場通路的運作在不同的階段不盡相同。

例如美國及歐洲市場，不一定適合從大的賣場切入，亞洲市場，卻要

切入主要賣場，不能用過去做一般品牌的經驗來運作。品牌團隊須針

對其策略與代理商訂出完整且互相認同的計畫，但當實際運作時，如

有不同的狀況，要與上下游，機動的做出一些必要的調整，不能以品

牌的大帽子，或規範限制其修正及發展的方向。同時要隨時檢驗與原

始的品牌定位及價值仍然相符，不致於因修正而完全失去方向。 

 

 五、交叉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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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行銷如何利用不同工具的交叉運作達到效果，前一章已針對

市場行銷可能遇到的問題提出策略；要強調的重點是，新的周邊品牌

要運用有限資源及金錢，要注意運用交叉行銷所創造出的成效。要認

知上架的通路，不是市場行銷唯一的戰場，實體的通路及虛擬的社群

如何結合；要結合這些不同的通路且交叉運用其最有益於品牌的因

素，才能將投入及產出推上最有效的方式。簡單來說，何時使用實體，

何時用虛擬通路，如何使用其通路相關的行銷手法，每一個品牌都不

能完全複製其他的相關競爭對手。因此需要靠代理商及通路商共同計

畫出好的執行方案來做正確的執行，這樣的執行中常會有，邊作邊修

正的狀況，彈性中仍不離主軸。 

品牌行銷如何做跨界的操作，不同的通路對品牌的行銷運作有不

同的方式，實體通路注重直接的品牌形象，較重廣告。虛擬通路，不

注重大型廣告，靠消費者的口碑造成龍捲風，形象直營店又為時尚產

業所通用，因此，何時做哪一種方式，需要品牌的策略來計畫及執行。

資訊周邊產品做品牌行銷時，較不適合投入大筆資金進駐實體商圈做

形象廣告，應將市場的上架行銷作為一種上架裝飾。當品牌形象做好，

及上架行銷的階段做對作好時，且產品及口碑慢慢出來時，再將品牌

的行銷利用虛擬市場的行銷工具打開來， 而此時消費者的社群及品牌

形象管理要比實體通路更小心且專注的維護，否則容易造成反行銷的

結果。概念店應做成品牌行銷的投資，不能光以單點的營收來看，要

將慨念點的形成與當地的代理商做深入的討論，否則很難達成共識。 

 

 六、運用產品策略 

產品策略對新的時尚周邊品牌初期是最重要的一環，沒有好的產品

策略，有再好的行銷也不容易成功，產品策略應考量以下幾個問題： 

（一）如何找到一炮而紅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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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T 周邊產品，因科技的技術不容易找到 Killer 級的應用，要一

炮而紅，要靠一些相當反傳統的應用。而這些反傳統或非連續性的創

新點子容易叫好卻不叫座，或落入非主流的市場；因此要用特定市場

區隔的產品來造成藍海，可以做為一開始的切入點也容易引起部分的

早期消費者的注意。一個未被照顧好的區隔市場，要如何策劃出絕對

精準的產品才是初期產品策略要找出的答案。特定市場不能太小，要

確有其市場存在，且已經在往上發展的時點，這樣才能確定成為藍海，

也能很快的成為主流市場的價值。 

（二）如何確定初期的產品能在原始的銷售通路有好的表現舞台? 

資訊周邊產品比較反傳統的創新，常因太不一樣而無法進主流市

場，因進入市場的成本太高， 例如夾式的藍芽耳機在一開始時無法成

為主流市場，因耳掛式才是一般大品牌的策略。未照顧一般亞洲人的

臉型及女性及使用習慣，不美觀，不好帶，多是存在的問題，當 iTek 

堅持推出吊掛式藍芽耳機就是確定有這樣的市場，且確信這樣的市場

存在，更重要的事找到可以為其發揮的亞洲市場為主要戰場，且不走 

ODM ，直接走品牌從鄉村包圍城市的作法就是一種對的策略。但鄉

村仍需要確定不會降低品牌價值的問題，反傳統的周邊往往可以在非

主戰場先嘗試，再向大戰場進軍，因此此時的產品策略要能同時符合

品牌價值，更要有符合所選市場的行銷手法，讓新品牌有所正面發展

的機會。 

（三）何謂品牌的產品特徵? 

 一開就做，或慢慢形成? 品牌特徵一定要在產品設計上發展出

來，周邊產品多半是某一種應用，如同前例，吊掛式藍芽耳機，就是

一種應用的特徵也成該品牌的產品特徵。應回答的問題是一新品牌因

一種突發奇想的應用可否真的開發出完整的產品系列，且這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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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殊應用可有延續性，品牌最怕因某一個產品的應用而起，卻找不

到品牌故事性。IT 周邊品牌找不到一個亞洲的成功案例，大部分就是

因為這個問題，應用的特徵不能保證品牌的延續特徵。即使是時尚品

牌也開始對 Timeless 特徵開始不再熱中，產品的特徵應隨時間及大環

境修正，不能再一成不變，有時甚至要因引起話題而造成不同的特徵，

這些產品的操作策略要有與品牌價值及故事更完整的架構，不能因一

個技術而作一品牌，也不能因一個應用而做一個品牌。 

（四）延續的話題為何? 

 周邊產業在延續話題更困難，因為周邊的技術革新速度不快，也

常被系統級軟體本身限制住，所以要找到延續話題及特徵談何容易，

建議周邊產業要將所發展產品特徵先以品牌的故事性為主軸，慢慢尋

找出來，當找出產品的特徵時一定要有品牌故事相呼應，而這樣的產

品特徵需要能創造出完整的產品系列，新的產品系列要能延續這樣的

特徵，並連結品牌故事或價值不斷能發展新產品系列。前面的吊掛式

藍芽耳機必須要找到 iTek 的品牌故事，如果是藍芽的行動專家，方

便且美觀時尚，成為其品牌價值。系列產品應以此主軸發展不同美感

設計的吊掛方式，或方便舒適性，來延續其品牌的價值，不能只因吊

掛這個話題來做品牌的象徵。 

 

 七、充分授權與支持 

周邊新品牌遇到組織的問題也可分為總體的公司層面，及該事業

部本身團隊成員管理的問題。首先必須了解周邊產業，通常不太能找

到一流的人才，且共用的資源相當多，一人多工也是常有的事，要在

原始的團隊中找出一個相當份量的主導者，如果沒有董事會或是大老

板的堅持，幾乎無法有相當重量級的人物願意跳出原始的框架來執

行。主導者必須有公司絕對的授權，也能動用相當的組織資源，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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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老闆的信任，這些在中小企業中都是不容易作到的。知易行難，

通常是要經歷一些的公司危機才能痛下決心，很少周邊公司要做品牌

是在一種有計劃發展，且有足夠的財力及資源堅持下所形成的計畫及

執行。 專注的團隊、充足的資金、絕對的授權，主事者得到公司的完

全信任，給予空間及時間讓其發展，堅持到底，是必要的。 

 

 八、整合不同人才 

品牌團隊人力重要的是如何招募不同於原來的 IT 的 ODM 業界

的人才，放棄已經有其他成名品牌加持的光環，而加入一個充滿未知

數未來的新品牌；或者要招募根本不是 IT 業界的設計企劃團隊，這

些都是招募人才會遇到的問題，要找出可以讓人才揮灑的理由及未

來，非 IT 人一直不願意承認 IT 業界的爆發力及魅力，好像 IT 業界

的人永遠不懂真正的品牌價值，或如何操作，而非 IT 業界的人又不

懂真正 IT 通路市場的操作成功因素，然而彼此都有意願跨入其他領

域，只是找不到好的平台開始，這才是周邊產業建立品牌人才建立無

法成熟的原因。IT 及 非 IT 人的共同遠景要規劃出清楚藍圖，這些

都是共識的產生過程 組織的核心主管要有內化轉換內隱知識的能

力，中階幹部要有互相學習的包容，高階主事者要有讓員工有空間，

因為品牌操作沒有成功的絕對值，要有好的團隊需要培養，不是高薪

挖角可以輕易形成，團隊的默契也要共同創造出來，也不會有個人英

雄。透過好也相當開放的管理平台，讓不同的文化能包容彼此也為相

同的目標努力，是管理這樣的團隊之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