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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MetＳtyle 與其他品牌的比較分析 

 

第一節  電腦包市場分析 

 

一、電腦周邊品牌的市場定位 

目前全世界電腦周邊品牌可以分為以下的不同層次： 

（一）一級品牌 

一級品牌均為國際品牌，如 Logitec、Mirosoft 等大多是電腦周邊

品牌，另外日本也有一些知名的品牌也是一級的，Elecome、 Sanwa 

Supply 等。這些品牌都已經在市場上多年且已經相當知名，也對產品

的品質及價格相當堅持，不管在外觀或鄉的技術應用的領先，多半敢

嘗試新的科技發展，在 IDC report 中這些知名品牌通常佔市場高達

49-60% 的占有率，尤其是周邊產品，因價格不高，顧客要買都要買大

牌子，所以這些一級品牌均佔了很大的市場，產值在周邊都小於系統

相當多，且汰換率也不高，在周邊產品非主流時，品牌是一直都難被

取代。 

 

（二）二級品牌的亞洲品牌 

包含亞洲當地的地頭蛇品牌，以生產及技術為主要輸出國的台

灣，也出了一些二線的周邊品牌，KYE, Acton, 等，其實這些公司也是

從ＯＤＭ起家，為分散風險開始投入品牌的經營，但通常當二線品牌

在全世界其他地區銷售時都是搭一級品牌的便車，通常是因價格低於

一級品牌 10-15%，而能佔住一些市場。此外在每一個國家也有一些當

地的品牌，價格約如 KYE 等品牌，產品都來自台灣廠商，因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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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地色彩，也與當地的地緣及生意管道很緊密，較容易進入市場，

也因知道當地市場的品味及生活型態，較知道如何打品牌形象。資訊

周邊產業以 ODM 為主，要有一個好的品牌，經營不易，產品科技的

變動太快，外觀要的設計不斷要有新鮮感，讓已設計生產為主的廠商

非常難應付。要能生存就已經很辛苦，更難有多餘的機會做品牌的夢。 

低價的 No brand 市場，因周邊的市場，產品無太大的技術問題，

當一些相當成熟的產品上市假以時日，要做出同樣功能的產品等於是

一種仿冒的動作，所以多年來低價的中國產品充斥周邊產品的市場，

這樣的產品價格大致是一級品牌的一半。 

 

二、電腦包與 IT 產品的生產差異 

（一） 低科技：電腦包產品設計較少的高科技，也不需要通過如

FCC、CE 、或 UL 等驗證，發展新產品的步驟可以很直接

的，設計師完成了原始設計後，送至工廠樣品是進行第一

版的取樣，設計師選擇材料等製程樣品，工廠與設計師經

過四五次的修正後即可做成最終產品。 

（二） 設計差異與價值：包包是時尚產品，可以因設計價值與產

品品質而有額外價值，消費者的選擇係考慮時尚、設計風

格、價格等因素。多數 IT 產品則是因為晶片安置功能與生

產技術都是標準化的，因此是以價格取勝。 

（三） 品質管控：品質與功能可以很準確的在工廠被檢驗出，而

多數電子產品的元素與製造瑕疵在品管控制過程是較不容

易被發現的，當新軟體版本上市時即須要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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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包市場分析 

以電腦包而言，有分為過去幾年的寡佔市場及現在的百家爭鳴的

不同市場現象。過去當筆記型電腦普及率還不夠大時，電腦包多半是

附贈的，不太有人會特別去買電腦包，只有在美國有兩大品牌在超過

八年前因本身就是周邊品牌也因筆記型電腦的普及加入了電腦包的產

品系列，也因旅行者需要小型的筆記型周邊的需求增加，造就了兩大

品牌在電腦包的地位。Targus 與 Belkin 這兩大品牌因其他周邊已具盛

名，因有品牌效益才讓其電腦包也屬高檔的產品。這兩個品牌在早期

均是屬高檔的電腦包，之後也有一些較低檔的品牌，如 Caselogic 與 

Lowe Pro。 

除有品牌知名度高的產品外，因電腦包為標準配備，所以如不是

高價的品牌就是非常低價的贈品市場。但近兩年來，電腦包及旅行者

周邊商用產品大行其道，有相當多過去並沒有做電腦包的品牌都進來

做電腦包的產品，所以市場的品牌有更多品牌加入，因此電腦包的品

牌市場產生很大的變化，分析如次： 

（一）一級的世界品牌 

如 Tumi、Vitorix、Wanger 與 Samsonite 等，他們都是做旅行箱出

身或高級公事包的品牌，因為電腦應用的重要，也讓他們注意到這個

市場，這一類的電腦包，都以高價來行銷，一般不是給中產階級購買

的，這類的品牌平均的電腦包價格為 USD300-500 ，有時會與世界知

名的 Fashion 品牌一樣的定位。 

（二）一般的電腦包品牌， 

除以上從周邊品牌來的 Targus,、Belkin 、 Elecom 等外，更有漸

漸想加一點設計感的義大利品牌 Tucano，以 ODM 國際大廠出身的台

灣品牌 Sumdex，這些均訂在 USD 100 左右的價位，這個價位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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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易進入也最普遍的市場，但這些電腦包仍以男性設計為主，較重

耐用，公事專用。 

因此在這些既不好看又不便宜的市場中，出現了 Crumpler 、Golla 

等澳洲及北歐的設計感電腦包品牌。其價位仍多半也在這同一等級，

USD100 左右，但這些品牌不以電腦包為唯一產品線，大部份進軍多

種的影音行動產品的小包，且以時尚設計為主，學生認為這是 

Met-Style 的主要競爭對手。 

另外一些過去屬運動或年輕人系列的運動外出品牌也開始進入移

動數位影音的小包及電腦包系列，如 Jasport 等。這些品牌價位仍較

上述低一些，做數位科技的包包仍嫌不夠經驗。 

 

四、電腦包市場的潛力 

時尚科技品牌近年來在較不以科技為主題的產品中， 電腦及數位

包，筆記電腦的周邊相關產品則是相當熱門的話題，時尚科技產品電

腦包的未來市場的展趨勢。鄉間生活時尚感成為近來所有的一級運動

品牌投入最多的產品方向，年輕人已確定開始將運動，出遊，科技應

用，這樣的趨勢使一個新的品牌可有空間發展多功能的應用包包，這

樣更讓產品的多元性較容易展開來。 

電腦袋的成長，IDC 報告指出， 筆記型電腦的未來四年的年平均

成長率會是 21% GAGR，而过去筆記型電腦也出現均配有包包，近來

因筆記型電腦的競爭， 所有的的筆記型電腦的趨勢可能會不再附包

包，而改由用戶自行購置。所有的資料顯示，會另外買電腦包的，100

個筆記型電腦買主就有 68 個人會買包包來裝電腦，可見此市場的成

長力道有多大。加上多功能的影音科技，通訊用的行動工具，ipod, PDA, 

Blackberry 等都有無窮的市場，要此一市場耕耘好就已是商機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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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價市場， Lowe Pro , Case Logic 為這個市場的主要品

牌，然而該品牌不以與這樣的區隔市場來競爭，因為這兩個品牌產品

低價，無設計感，均為黑色，以應用及價格為導向的品牌。 

另有所謂的高階市場，該品牌認為自行車及鄉間生活時尚的品牌

為主要的競爭對手， Manhattan Portage, Timbuk2, Chorme and 

Reload。同時也面對除外的一般用品牌，North Face, Jansport, 

Patagonia, Eagle Creek, Timberland. 在電腦包競爭者有 Swiss 

Army, Targus, Brethaven , Incase。 同時一些高品牌價值的旅行箱

品牌也是可能的競爭對手。 

在時尚科技品牌中，在所有的市場均不斷提到時尚元素應用時，

也看見大廠牌不斷投入金錢人力為求趕上這一波的時代潮流。 

 

 

第二節 Crumpler 品牌( Youth Fashion Brand) 

 

這是一個於近兩年中新崛起的年輕品牌，此品牌是市面上新興的

一個結合時尚與生活科技應用的品牌。Crumpler 的主要品牌的是針對

全世界經銷及零售店提供了一個超想像的設計及時尚的包包用品。尤

其針對這些需要特殊造形不想跟著大牌子走的一些雅痞族，此品牌提

供了一個新的視覺產品，包括特殊的商標設計。 

Crumpler 主要設計一系列的包包，要給生活用者能不只用來裝

數位時代的科技產品，也同時給予了時尚感， 此品牌不只是高品質也

能因其獨特設計及突出的商標讓人有完全不同的感動，當過去科技用

的包是這樣的不受重視，而現在人們越來越需要不同，這給了這樣的

產品具一新品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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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簡介、產品與通路 

1995 年由設計師 Mr. Stuart Crumpler 為了一個快遞公司

設計一個包包，但因設計不適合，因本身的設計感討好及幽默感，這

家公司開始將此依設計在澳洲自創品牌包包。在 1999年終於開啟了

專賣店，專賣店引起非常大的迴響，營業額竄升，因此引起其他地區

經銷商的注意，該品牌在 2001 進入了美國相機的包包市場，接著在 

紐約的自營店開始營運，成為第一個海外的旗艦店，一直到 2006年 ， 

全世界有超過 30 個國家有代理商，13 個直營旗艦店， 直接進到 

Apple 店後，這個品牌的象徵意義更大。 

該公司產品主要有時尚電腦袋，相機袋，一般生活包，相關周邊

產品。該公司的 13 個全球的旗艦店分布在，澳洲有 8 個，美國有 2

個，新加坡有 2 個，馬來西亞一個。也同時透過經銷商，不管是自己，

或是透過其他經銷商，也有網路購物的通道。目前有 13 個國家有經

銷商點或是網路買賣。 

 二、業績 

該公司一直都是蠻賺錢的，平均毛利率都是 35%， 2005 營業額

為 6.6 百萬美金，營業淨利是 1.9 百萬美金， 2006 預估業績為 

11.4 百萬美金，營業淨利為 3.4 百萬美金，2007 預估 18.7 百

萬美金， 5.6 百萬美金的淨利。其中靈魂人物便是這個叫 Mr. 

McGee 的財務長兼市場及業務及一身的人。 

電腦包，照相機用包，一般生活用包，其他周邊，以上的四個種

類營業額比重為:電腦包 29%(2004,2005), 照相機用包 24%，一

般生活用包 36%，其他周邊 11%。 

 

 三、產品的美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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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包 

電腦包系列是該公司近年來成長最快速的一部份，其中又分三種

系列，一般侧背包、後背包、側面後背包，以及電腦保護內袋。其中

後背包提供了學生及外出的電腦族一種全新的電腦時尚包產品受到非

常大的迴響。第一次有人設計電腦包給非商業用人士，這個回響給了

市場一個全新的概念，電腦包不再是黑黑的公事包。而其中的電腦保

護內袋更給了電腦不同的穿衣服的機會，一般電腦要放在非專用電腦

包中最不能顧慮到的就是保護問題，電腦內袋給了電腦穿衣服的機

會，讓一般人可以用自己的包包來裝電腦不用擔心保護問題。 

 （二）相機包 

該公司的相機包提供了兩個市場的使用，專業的記者等需帶著相

當多的配件，需要依專業不同的相機包。以前的相機包較傳統，不時

尚，現在專業人士需要更多的配件，也需要時尚好看，因此相機包讓

專業人士出門有更完整的包包來裝其專業的裝配，後背包又可提供同

時放相機及電腦，對很多攝影的人已需要積體電路同時用，因此需要

更完備的包包來裝備齊所有的用具，這樣的設計也得到相當好的市場

反應。 

 （三）時尚包 

該公司一般用時尚包，主要是給側背，後背等外出時或出門過夜

時用，這類的一般包包很多，但是該品牌因不同的設計，且注意到一

些放相機及 MP3 等數位影音的放置，或行動通訊用品，非常針對年

輕人出外及時尚的需求。 

（四）其他應用包 

其他周邊商品使指小的應用小包，主要設計給放小的數位影音及

眼鏡，零錢等小包，小包的設計可以與外包形成一系列的時尚外型，



 

P. 54 

更添加整體設計感的小包，也時使用上多了相當多的方便性。 

（五）未來新產品規劃 

該公司計畫推出較低價的大量市場包，不掛上該品牌但由該品牌

設計師操刀，為符合一些低階市場，讓銷售管道有更多的產品達到市

場佔有率。 

該公司亦計畫推出高階的皮製包系列，目前產品偏向非高級材料

製品，要走入更不同的消費群必須要出皮質類的東西， 也想要出皮質

好的小錢包等。為更具時尚應要出一些較季節性的產品以迎合所謂時

尚包的訴求。 

另外一個未進入的種類為時尚運動包， 該公司計畫設計一系列專

為某些設計為導向的運動包。另外該公司更相信，以他們的設計能力

可生產一系列的其他周邊商品或家居商品，如衣服、褲子、襪子等都

是可以預期的產品線。 

  

 四、該公司的核心價值與優勢 

該品牌強調外出與時尚感的設計，幾乎用自家的設計師，也強調

對包包的成本及品質的最佳搭配是設計時最重要的技巧，該品牌擁有

內部設計師也開始著重生產的品質及成本，要能通吃這麼多的包包市

場，如何將設計，生產的最佳成本效能發展出來，是該品牌的核心價

值之一。  

該公司定位品牌為高檔品牌，以品質及應用設計感等均設定為高

檔品牌。應用本身的設計，時尚感的與眾不同，其較特別品牌商標更

是突顯其與眾不同的调性，這樣的差異化是其追尋者較難突破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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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Everki 品牌（ＩＴ Brand） 

  
 Everki 公司是一個筆記型電腦與數位周邊產品製造商，總公司設為

香港；專業於設計生產與行銷數位時尚周邊產品，其產品強調設計風

格、特徵、可靠性與競爭性等特色。其數位時尚產品主要為各式樣的

筆記型電腦包、箱子與其他相關產品，在 2005 年 10 月正式上市。到

2006 年第一季已有 26 萬美元的營收。 

 該公司以提供消費者獨特的款式、可信賴的品質與合理的價格產

品，並以良好的市場行銷網絡，讓此新品牌進入全球的通路。該公司

確信可以透過專業的管理與溝通技能，降低生產與營運成本，並利用

進步的市場與網路行銷策略，擴展市場。 

  

  一、產品種類 

 該品牌目前共有 49 種產品，分成五大類： 

(一) 核心(Core)：傳統形式與標準顏色針對商務與較保守的使用者。 

(二) 精英(Elite)：特製的材質與款式依原核心設計，但使用皮質與

其他較昂貴的材料，對象在高價位的消費者。 

(三) 邊緣(Edge)：年輕的款式與時髦的顏色對象是年輕的顧客。 

(四) 附件(Extra)：配合包包的附件。 

(五) 功能(Function)：特別設計的產品如防水的 iPod 包，相機包等。 

 

二、生產優勢 

 該公司以原有電子技術為基礎，生產部門具有的優勢如次： 

（一） 夥伴關係：該公司與位於中國大陸規模大與先進的皮包工

廠有良好夥伴關係，工廠具有發展新產品的技術，同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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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品管，以及安全的送貨。該公司可以在工廠直接取樣，

並與大陸當地的材料供應商訂有結盟關係，可以及時提供

各種原料。 

（二） 生產資源：在東筦的生產具有完全的供應鏈，從拉鍊、釦

子、布料等，皆能隨時輕易獲得，以利生產。 

（三） 經驗：該公司具有長期以亞洲為生產，過程中隨時配合西

方的設計與質料規格做調整的經驗，因此知道那些成本可

以節儉，那些費用必須花費。 

（四） 地點：該公司的採購與研發部門設在台灣，可以迅速的找

到經銷商與樣品，也可以使用國語管理工廠的生產、包裝

與品管。該公司可以與原料供應商包括塑膠與化學製造商

研發更新的材質，以改善產品及增加價值。可以從亞洲到

全世界有很好的及時供應網，台灣有長期的外貿經驗，也

很容易找到專業人才。 

（五） 設計與發展：該公司有能力引進設計、新材質與生產技術

來降低產品成本，目前該公司產品主要的材料是尼龍、釦

子、拉鍊等，來自不同的供應商。當銷量增大後，該公司

將開發對於釦子、鎖等專屬技術，利用自己的設計結合製

造商的設計團隊發展新的有創意的產品，他們也將利用最

新高科技材料與生產技術發展護墊、硬體、與外殼等材料。 

 

三、行銷優勢 

 （一）經驗：該公司有全球銷售與市場經驗的團隊，包括美國與

歐洲市場的通路行銷經驗與直接到零售商的聯繫管道。該團隊對於市

場策略相當有概念，也熟悉各種行銷方法，包括網路、電子信箱、傳

統產品目錄、廣告信等。品牌的行銷需要有市場資源以及銷售材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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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包括專業的包裝、高品質的圖像等補助材料，該公司正全力以

赴的在宣傳此新品牌。 

 （二）技術知識：該公司可以自行發展與管理的自己的網路基礎

資源，而不需假手第三者。 

 （三）設計：該公司有自己的設計團隊，從產品到包裝等皆自行

設計。 

  

 四、市場策略 

 該公司認為許多歐美經銷商並無足夠資源發展自己當地的品牌，

也不可能完全配合當地顧客需求，因此必須尋求亞洲的夥伴，具有設

計、發展與生產產品的能力，包括提供補助市場材料與網路資訊。該

公司有信心建立全球品牌，讓各地經銷商加盟，加盟的好處包括： 

（一） 專屬的國際商品行銷資源 

（二） 具競爭性的價格 

（三） 擁有市場與促銷計畫與材料 

（四） 有支持與訂貨過程的架構 

（五） 完整的產品訓練 

（六） 專屬的國際夥伴支持網絡 

該公司的策略於與當地經銷商建立堅固的合夥關係，經銷商不需

要發展自己當地的品牌，只要專心於行銷產品市場。藉由競爭性的價

格、品管控制、品牌的發展，該公司有信心很快可以策略性的擴張外

國市場。 

 

 

第四節 METSTYLE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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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Style 是一個新的時尚科技周邊品牌，其品牌與產品定位、行

銷策略等，分析如次。 

 

一、品牌的遠景 

MetStyle 品牌名稱來自 Metropolitan Style ，該品牌的遠景要創造

一個品牌為滿足舒適及時尚的數位生活，特別是為一群較重時尚生活

大都會中，女性的旅行者。 

為何稱 Metropolitan style ? 大都會風格，因為城市與城市之間連

結，地球不再是圓的，地球是平的，真正帶給人們的意義是，距離短

了，旅行的人越來越多，城市之間的競爭或合作才是未來的趨勢，都

會與都會之間的連結，要敘說著什麼樣相關的故事。Internet 將人類的

距離拉到零時差零距離，人們不再認為屬於哪一國人，當一年有一半

以上在不同城市生活發生不同故事，而都會的品味將深深的連結著這

群旅行者，曼谷的紫紅不斷受巴黎人青睞，日本的櫻花被世界級的 LV 

集團應用於包包上，世界無距離。這群旅者更能融入不同的文化中的

大都會，因此當你走在曼谷、台北、巴黎、東京，就不再有那麼大的

差別，因為時尚生活品味的語言很快的散布所有的大都市，形成所謂

的都會品味。 

所謂都會品味，也訴說著一種流行但必須是相當個性化的，因個

人需求在相同的流行趨勢中表現自我的風格，這樣的風格、美學、經

濟，形成了 Met-Style 的品牌遠景。就是要的是要為一群都會旅行者

能形成一個能著重舒適，時尚設計感的數位生活，而真正更遠大的遠

景是要為各城市造就出一個共同的平台，連結不同都會的藝術創作，

新銳設計師，能讓新的創意透過  MetStyle 的產品能將不同都會的故

事精神敘說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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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的價值 

對母公司 J 公司： 

而言這是一個完全新的事業及產品線，為了要建立不同的核心價值，

以原來母公司是以生產及研發為主，過去建立的是主要以技術生產的

核心能力建立。但對品牌代理與通路管理，母公司均無任何經驗，要

建立品牌價值，產品開發通路尋找，都是一個非常不同的方向，但對

這些新的價值，主要為公司整體留下來的是一個長遠的品牌價值，當

然最重要的是，在為公司創造下一個高利潤的事業，品牌的開發是要

很長遠的堅持。MetStyle 在擁有母公司，一個上市公司財務支持下，

能有堅持走下去的能力。 

對母公司而言，過去十年的 ODM 經驗中創立了所謂 IT 人的商

業模式，何謂 IT 人的商業模式： 

a. 組織戰 

b. 速度 

c. 規模經濟，上游到下游的整合能力 

d. 市場的滲透能力，產品差異化及創新的膽識 

而非 IT 的商業模式:  

a. 個人主義 

b. 慢工出細活較個性化 

c. 精品化 

d. 市場均為特定市場區隔分明 

簡單來說這些都是平台的觀念，資訊的價值重複的能力，資訊界

發展事業較傳統產業不同，可以以不同的效率及觀念攻佔市場，傳統

產業的分數位行為往往不能抵擋資訊業界的速度及積極的態度。對 J 

公司而言，在 ODM 時期所累積下來的核心競爭能力，要如何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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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能量進入整合，因為數位的價值終就到最後，唯一的成功便是

規模，大者恆大，終究會掉到红海哩，MetStyle 要能再利用其在 IT 周

邊業界的多年ＯＤＭ經驗，且利用原來ＩＴ的商業模式及價值，再導

入完全不同的創意產業人的創意，將其真正的核心價值建立出來。規

模經濟下才能真正有一片屬於自己的藍海。 

對要加入的客戶及當地的通路代理而言： 

要建立一個共同利益的平台，這也是 Met-Style 想建立的一個共有的

品牌，何謂互相共有的品牌，是一個全世界代理商共有的品牌，多年

來母公一直有一些通路商的客戶，都有一些想法，大家都要建立品牌，

但靠一個市場，靠一個當地的通路商要有能力建立品牌，是非常困難

的。通路商最容易的賣的仍是歐美大廠，但較無保障，通路商要有大

品牌，又苦於無保障，利潤也低，所以要能夠賣自有的品牌。但如果

沒有一個聯盟來拱一個品牌，也只有賣大品牌的命運。 

対加入的通路商而言 Met-Style 想要給所有的通路夥伴們能共同

來用各自都會的文化藝術來建立同一個品牌的價值，這樣亞洲可以有

機會擁有一個自己的品牌，通路商有一個具未來性的時尚科技品牌，

在它目前的產品線中形成一個新的且具未來性的品牌及產品線。通路

商要在目前的生意並無機會創立所謂未來的生活品味的產品，但他們

需要較長遠性的產品，進入到不同的通路而不會只是電腦通路。 

對亞洲的創意人而言：MetStyle 要創立一個亞洲的時尚周邊品

牌，提供所有通路商一個平台來共同為此一新時尚科技品牌來創造永

恆的價值。要為母公司創造一品牌及所有相關的核心競爭力，要以時

尚美學及科技跨界成功的結合，來把次品牌建立成永恆的價值。也要

透過ＩＴ界的規模經濟及效率，能讓更多的亞洲創意人躍上ＩＴ的國

際舞台，讓這個充滿機會的亞洲舞台能真正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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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再被國際大廠壟斷的是長期讓大家共享的利益。 

 

三、市場的定位 

 

MetＳtyle 真正的市場定位是以較高品質及設計感，重時尚且瞄準

需不斷變換造型的 25-35 歲中性偏女性的消費群，可以不斷因造型的

需求及場合不同購置不同的電腦包，定價接近中價位的 Tucano 與 

Crumpler 產品。該公司策略是不因太高的定位，而讓品牌不能普及。 

1. 超熟女（35 歲 以上）的市場 

屬經濟獨立，能買得起名牌包，對品味已有較挑剔的要求，家庭

生活較穩定，孩子大一些了，較沒有奶粉尿布的煩惱，有時間選擇，

超理性的消費者對價格反而不太在意，只在乎品質及獨特，有自己的

風格，簡單說這個族群不容易討好，這個族群的消費者是理性消費者，

較難建立品牌信任。 

2.熟男女(20-35 歲) 的市場 

剛結婚，孩子還小，已有少許的經濟基礎，或不婚族，對時尚開

始有更多的渴望，想要多一點變形，再面對尿布奶瓶以外的一種逃脫，

對價格較敏感，較容易喜新厭舊，想要如何給自己一些驚喜，不想要

只有一種生活的面向。MetStyle 想要討好這一個剛出社會到中階主管

的女性的消費者，她們有消費能力，但不能太貴，不是一定要名牌，

但要求要有獨特且設計感。 

3.年輕人(15-18 歲)的市場  

較不懂自己要什麼，只會跟著潮流，較需低價且重外表的產品，

市場非完全不好，一開始定位在此對品牌很危險。 

MetStyle 的定位就是針對都會中偏女性的電腦使用者，創造出依

完整的外出專用電腦數位科技用包，也完整的要提供所有旅行時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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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腦，及其他用品的混用包包，外表非電腦包，但有電腦包的功能。

也要有女士混合使用的小包，要能設計出好應用的內部空間，讓所有

的用品都有對的擺放位置，也顧到了時尚感。主要顧客以 20-35 歲為

主，不以太高級的定位為主軸是讓一般大眾的消費者都消費得起，當

然也以中高檔為主要訴求，讓花不起高級名牌的一般大眾也能跟著時

尚的趨勢走，在科技應用中有風格的奢求。 

 
 四、產品的定位 

 

MetStyle 是一個現代都會穿梭者的品牌，從產品的面向來看，要

傳達的品牌精神就在兩個主軸：數位生活時尚(Style )與舒適輕鬆風格

(Comfort)。 

在選擇品牌名稱時，要找出品牌的精神，又要同時找出相對產品

的架構，常因無法對應正確而不斷從頭來，Metropolitan style 所要表

達的語言就是大都會男女所要追求的各種面向及裝扮所要的科技時尚

感，而舒適風格則是讓成為科技奴隸的人們，知道如何能享受舒適輕

鬆的感覺。 這樣的定調造就了 MetStyle 的網站，當人點進 MetStyle 

網站時，會很清楚的感受到，都會、舒適、輕鬆與時尚，而這樣的主

軸要選擇產品時卻也經歷一些峰迴路轉。 

MetStyle 的母(J)公司為一電腦周邊的製造商，係 ODM/OEM 知名

的技術製造的上市公司，照理說， 一般的 IT 公司要做一個品牌，一

定會選擇原始公司所熟悉技術的產品以便發揮。但對母公司而言因太

深入也了解周邊產業的狀態，實在很難找到差異化的市場及產品定

位，不管是做滑鼠、鍵盤、介面連結等周邊產品， 當一級品牌有 Logitec, 

Microsoft  等品牌，二級也有美日品牌， 如 Targus、Elecome 要從這

些品牌脫穎而出找到藍海，就策略上實在蠻難的。因此 J 公司選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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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連續性邏輯，來找出符合時尚科技及舒適輕鬆風格的產品架構，

而不從技術為考量，這樣的思考磨實在是一種 Disruptive 的創新，也

相對的風險較大。 

如何兼顧時尚科技與舒適輕鬆風格，J 公司最後做了個重大的決

定，不做任何有技術內裝的產品，也就是說沒有任何  PCBA 存在的

產品，何謂沒有 PCBA 的產品，就是不做有任何須要利用電子相關技

術研發出來的產品，不需要實驗驗證，不須經複雜的安規或測試例如

一般的周邊產品，老鼠，鍵盤，相機等，這樣的決定，主要考量兩個

因素:  

（一）創新技術的困難 

因多年來 J 公司不斷在周邊的 ODM/OEM 專案中經歷相當競爭

的市場，愈瞭解周邊產品的細節、趨勢與技術本身的進入門檻也低，

要因設計外觀而增加多少附加價值已相當不容易，而因解決方案已決

定了大多數的成本及技術架構，外觀也會被牽制無法發展較創新的方

式，就如同滑鼠，鍵盤，要完全跳脫目前的技術規範有所石破天驚的

設計，相當不容易。 

（二）要發展生活品味， 

要讓產品有時尚感，最主要有與使用者密切的相關，尤其是品味

的相關， 選擇非 PCBA 內建產品，就可以無限想像空間，顏色，外

觀處理都有者較大的想像機會，人類因科技帶來 的奴隸感，需要一些

釋放，如果我們除因技術所需的周邊以外能在其他穿戴或舒適的議題

下設計出一些既實用又時尚的產品，可以讓科技生活有一些抒發的感

受，這是 MetStyle 在發展產品的過程中最想表達的意義。 

 

五、產品的種類---Style 及 Comfort 

（一）Style : 電腦資訊應用專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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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述所提及的各種電腦包的品牌可清楚是廠商的電腦包，因

應用為起源，所以目前為止，均以耐用於旅行為主軸。MetStyle 在發

展品牌的過程中，找到了一個不被照顧好的市場，時尚應用電腦包， 一

開始沒企圖要先針對女性， 因為市場上，好看且符合女用的電腦包可

以說未曾出現過，女性在生活工作上所要扮演的多重腳色也不曾被注

意過。多數人可能認為女性是非常小的市場，其實不然，女性買時尚

的包非依需要為因素，而是因搭配不同衣服場合、心情、用法，都會

需要不同的包，因此如果男人一個電腦包或公事包用 3 至 5 年，女人

一年就可買 3 至 5 個不同的包來用。 

目前女性不管大廠牌或小牌子的包，頂多有所謂的公事包，但說

到公事包，仍較死板的設計，想想要找到搭配一般時尚包的電腦包，

不太容易，且女性要的還不只是要電腦包，通常當要上班或出差時要

用的大大小小的小包也要能被好好的整理。所以能在一開始將女性的

需求照顧好也算是一塊相當清礎的藍海。但是否 MetStyle 要只針對女

包，其實不然，要為一新品牌找出差異化的產品，女性電腦包是一個

好的開始，也要有較中性的電腦包及電子產品萬用包。這一系列的產

品組合就是找出差異化的重點。 

1.季節性產品: (Seasonal Collection) 

此產品線較針對女性也是 MetStyle 的創舉，是要不同於上述一些

知名的電腦包品牌所做的差異化，幾乎不會有電腦 IT 品牌會為季節

設計產品，要突顯這個創舉，MetStyle 特別也做出了不同年齡的季節

性女電腦包。 

2.年輕族群 

特別設計給 18-25 歲的女性用，產品的特色充滿了衝動購買的因

子，所有設計重點在複合當季時上元素，讓這個年紀的女性不用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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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包也可以有當季時尚元素的電腦包，並且我們的設計部會只限制於

用在上班上課，我們也讓年輕人有了不同的選擇，當要裝書或電腦上

學上班時可用，要出去逛街遊玩時也不失時尚感，不需要位包包而回

家更換配件，可以讓電腦包變成百變萬用包。因季節性，單價部會太

高， 用的材質也造大膽，顏色較具變化，配合年輕人的多變個性，使

其覺得跟著 MetStyle 走就等於跟著流行走，也不必花大錢。 

3. OL 及較著重創意的上班族： 

特別設計給 18-25 歲的女性用，產品的特色是一種叫穩重，且也

符合了都會女子的職場需求，這一系列的產品需要較耐看好的設計，

且材質必須是有一些質感的，這個年齡的女子，有一些經濟基礎，也

都買得起一些好的明牌包，當需要一些好的時尚電腦包來搭配名牌包

時，確實要有好的且較沉穩的設計，MetStyle 要給這些事業有一些成

就，也懂得品味的都會實業婦女，在主管，母親，妻子，這多重角色

之間，也有一些可以逃避或轉換的空間，價位也屬中等，更增加了這

些女子可多些預算隨季節或場合來購買，女子要的絕對專業的形象，

但也仍需要設計感或內裝較狂野的掙脫感。太多責任擔當要面對，要

有專業的外表，也渴望完全不同的內部設計，這就是熟女所需要的對

立即逃脫現實的想像空間。 

4. Basic Collection: 據 MetStyle 象徵的基本款： 

基本款這個系列就要追求較中性且大方，並無季節性感覺的產

品，有很多品牌在所謂基本款中創造出品牌忠誠度高的客戶，也對品

牌本身也有品牌加值的意義。MetStyle 的基本款，目前主要是有中性

的 2005 Catwalk，該款是要年輕人為主軸，用不同種但簡單顏色來達

到青春簡單的生活。用的材質也比較天然的帆布就如同年輕品牌 

O”start 布鞋的感覺一樣。基本款中當然也要有給男士或中性使用的黑



 

P. 66 

包包，即使是中性使用，Met-style 仍然堅持設計感，我們要讓初出社

會的年輕男孩還有這麼不同的選擇。2007 年 MetStyle 要在基本款上

上建立出品牌的識別設計 ，Signature 這是一種品牌的識別特徵，這

樣的設計要找出將來看到此特徵就想到  MetStyle。這並不是件容易的

事。2007 年 Met-style 試著要把旅行、多用，一帶兩用的觀念加入基

本款，材質也需要符合舒適及輕便。 

5. Organizer:  

這是一種更大膽也創新的嘗試，針對商業旅行所需的各種不同的

應用所設計的多用途整理包，可針對旅行時的方便，空間整理，且對

數位科技用品，如 PDA, notebook, cell phone 等有更好也方便用的特

性下所設計的產品，現在的人旅行更多， 所需的空間更多，要的混合

性功能更多，這樣的產品也仍不曾存在 IT  市場中，只有一些文具類

的產品有這樣的類似產品，仍不夠符合 IT 的產品所需要的應用。這

是在 IT 產業中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通常  IT 產業不會依設計換產

品，而是依技術的演進增減產品，MetStyle 要用不同的設計及時尚做

主軸來作產品的生命週期，是一種非常不同的視覺感官效果，也為 IT 

產業帶來絕對的時尚感產品，到目前為止，尚無這樣做的品牌，這也

呼應了為什麼 MetStyle 不做有技術導向的產品。在庫存及通路管理也

較不容易有問題。不會因換得太快而賣不掉，這樣的產品組合也會是

要針對不同的通路來做的。當一個品牌要跨通路作時，要有不同的產

品區隔，價位調性都會因為通路的不同而產生不同。通路的行銷手法

也在改變，要針對族群，針對通路來分開不同的類別。這樣的產品規

劃，更讓原來已經有 IT 通路的進口商可以擁有產品及武器去進攻不

同通路的機會。 

 

（二）Comfort:  科技應用舒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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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Style 除了 style 也另有一個主軸-舒適，當人們不斷要作為科

技奴隸時，可曾想過要把科技應用增加更多的舒適感，這就是 MetStyle  

另一個主要範圍 “舒適＂。所謂舒適市就是要設計產品讓我們的科技

應用更有貼近人性且減低科技硬梆梆感覺的產品。滑鼠墊、手挽墊、

鍵盤墊等都是這類的可能產品。MetStyle 的 Makuro 就是這樣想法下的

產品。最薄的滑鼠墊，加上時尚的 MetStyle 設計感的表面，讓這樣的

滑鼠墊貼近人性。滑鼠墊看似不重要的科技產品，但是它竟是這樣的

讓人覺得舒適且想要購買來墊在每天工作的桌上，舒適且賞心悅目，

這就是 MetStyle 要帶給人的感受，因此這一個區塊的產品，因效果相

當好，MetStyle 計畫持續推出更多的產品，來加強 MetStyle 所強調的

擺脫科技奴隸的號召。要將這類的產品設計出來，完全不是 IT 感的

想法是較容易達成的，這樣的產品也容易懂而撼動人心，更適合作年

輕人對此品牌了解的基礎。 

舒適感在 MetStyle 還有其他兩種產品，Notebook Screen protector 

與 Screen cleaning， 保護及清潔也是 comfort 的一體兩面產品，要美

要有型要清潔，且要保護，MetStyle 要述說 Style 與 comfort ， 而清

潔及保護便是必要的。人們要有擦拭 notebook 的紙巾、有保護的貼

紙，這些無 PCBA 的產品，著實為 IT 產業注入完全不同的數位生活

應用。 

在這個感性且慢活的消費時代，規格已不是唯一要強調的賣點，

就連包裝及吊卡，MetStyle 也要與眾不同，當一般 IT 產品賣的是規

格，而品牌的建立辨識都要靠包裝，包裝在所有  IT 的產業變得很重

要，這樣的銷售通稱為 Box moving business 。包裝吊卡上都是規格，

比規格變得很重要，產品本身的美感也不見得重要，MetStyle 在各種

不同的產品上設計不同的年輕化與也是吊卡變成門卡、書籤，吊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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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種俏皮的話及 MetStyle 的原始設計圖騰，這些 MetStyle 的可愛

人物變成了書籤門卡的插畫，讓硬梆梆的規格卡有了不同的生命。 

MetStyle 要反傳統造就不同的銷售產品語言，不要只賣規格包裝，

要把時尚的銷售方式做出來，這樣產品就不會只有  IT 語言也加入了

設計感及時尚語言。這些反傳統 IT 銷售的設計都是在為了要在競爭

激烈的 IT 產品的品牌中找到ㄧ個差異化，不是意味 MetStyle 是注重

表面的設計感產品，它重視細節，尤其是設計及 IT 應用的細節，材

料的細節，這些細節都在敘說品牌的精神，內隱的細節需要時間，外

顯的特質需要清楚且易懂的表達，要反傳統才能被看見，等看見了也

要讓消費者感到細節，IT 產業在設計及產品，因太重規格，而較難有

人做出細膩的好產品，細膩需要文化及美感，品質的底層鑑賞力，台

灣的設計團隊已有國際級的鑑賞力，只是不能用原 IT 的設計師，但

仍要加入 IT 應用的特質，這更是一件不容易做的產品，增加了 

MetStyle 成功後的後進者的難度。 

MetStyle 不是女性品牌，在產品的類別中， 似乎 MetStyle 較重女

性的種類及設計，這也是一種尋求差異化的策略，女性族群在  IT 業

界一直被認為市場很小，因此要注意女性擁有的消費立及經濟主導

力，女性也是品牌的忠實擁護及追求者，Met-style 要找到差異化，對

一個品牌來說，重要的差異點可以贏得新的注意，Met-style 在 2007 年

要件從女性走到中性，多工多用，但仍不出時尚 IT 主軸。這樣的產

品策略可以幫助找出初期的差異化，再爭取時間找到產品的代表性特

徵，一個新品牌的產品終究要找出自己的特徵，尤其是產品如果能做

出一個好的特徵，就已經能讓品牌的特色表達出來。 

 
 六、行銷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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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Style 的行銷有一些確實是相當不同的地方，再一次提到 

MetStyle  的品牌故事裡最重要的就是城市與城市的連結，更重要的是

城市的主題文化要可以融入 MetStyle 。 MetStyle 與台灣當代藝術

美術館的合作便是一種增廣的行銷工作，當代藝術美術館新開張要找

一個好的會員贈禮，贈禮的企劃由蜻蜓負責，而 MetStyle 提供電腦

包，也共同將一位剛冒出頭的藝術家作品設計在電腦包上，電腦包不

賣只送給登記的會員，得到的效果相當的不同。MetStyle 不是一個普

通的電腦包品牌，將生活藝術美學都融入科技當中，這樣品牌定位會

更有價值，這樣的行銷也是一個相當好的例子，透過各地不同的當地

城市特色而表達出在地的風貌。透過 MetStyle 的城市與城市的觀念，

讓不同的程式語言有交流的機會，更讓不同的程式藝術家有互相學習

的機會。這樣的創舉在所謂美學經濟已運用到科技產品中，這樣的平

台及世界觀的行銷方式，是一種新的創舉。 

通路行銷的重要意義在為品牌找到表演的舞台，MetStyle  在定義

品牌故事時就有完全不同的行銷觀念，也給了這個品牌新的行銷舞

台，一改過去的其他品牌的單一獨特性，MetStyle 在尋找一個更廣的

舞台，也讓此品牌有更多的機會，藉由更多的設計師及各地風情讓城

市與城市的特色可以連結起來，也帶動城市世界化的夢想。 

MetStyle 第一個上的區域就是 3C 超市（燦坤），就燦坤而言有超

過 150 個點遍及全台灣，加上網購與進入 Apple shop , 更可以因進入

書店，而等同進入百貨圈。 

2006 年 MetStyle 得到德國 iF 設計大獎的網站，做了一個印有 

MetStyle 網站的電腦內袋，這些都會是一種不斷創新的嘗試，MetStyle

也準備舉辦網站發起人物命名的活動，並接著要將這些有名子的人物

編成一些故事在網路流傳，引起年輕人的想像及討論。新的品牌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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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創意的品牌操作，舊有的思維不能滿足新一代的年輕人或都會女子

的共鳴，要利用最有效且更創意的方式來推廣品牌價值，品牌的推廣

要有不斷想像，不同的元素才能不斷引起話題，當然也要因為這樣的

想法，傳達品牌持續的話題。 

MetStyle 一開始推出主要是女包，Met-style 不是只有做女性產

品，只是要有一個不同點切入，通路代理商也覺得這樣的方式切入是

對的。要如何讓這樣的策略奏效，達到展區隔市場的目的，同時也必

須了解到畢竟仍在 IT 通路 ，MetStyle 會面臨大眾普遍的需求，適時

調整策略是必要的。在上市若干個月過後，MetStyle 有針對女性的設

計電腦包，但在中長期而言，要如何用所有原來的架構來解說在著重

女性的主軸同時，也會做更多讓大眾市場接受的中性偏設計感的包包

呢？ 當這樣的藍海區隔出新品牌的話題，也讓機會產生，然而 2007

年以後的中心包即基本款的品牌特徵才是這個事業中的龍捲風暴。 

另外市場方面，MetStyle 也要以亞洲出發，發展出亞洲設計的創

意空間，再攻進歐美市場，來達到國際知名。以亞洲母市場為主有幾

個原因： 

(一)亞洲已成為設計的重鎮，即使國際的品牌也相繼的欣賞中用亞

洲的設計，亞洲的小品牌有要上國際的機會，已相當明顯，歐美的大

品牌，在文化及傳統的包袱下，已相當的渴求新的創意，這是亞洲出

發品牌的機會。 

(二)市場的熟晰度較高，品味較容易抓到，雖然市場小，但品牌的

邊際效益較高，好操作。 

(三)有相當多的新興市場，未被大品牌攻佔，淺力十足。 

(四)電腦包的亞洲市場隨筆記型電腦的成長相同，以東南亞為例，

每年的成長力是 15-25%，不只筆記型電腦，且包含了其他行動數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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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成長，帶動人類要有好的包作為行動數位生活好的配件。 

(五)亞洲的成名較容易被發覺躍上國際舞台。 

 

 七、組織人力 

MetStyle 的團隊主要包含兩大部門，一是組織中的技術人力 

(Technocrats) ，除研發外也包含業務、財務行政、專案控管、生管，

這些團隊除生產採外包方式外，其餘都是用母公司或是大陸公司的人

力，這些人力多半是 IT 產業出身，非常清礎系統流程制度的，對這

些人來說，紀律時效是其工作主要的準則，通常管理這類的組員要的

便是組織章程、作業指導書。建立階段性的工作指標，訂好工作目標，

就依目標來執行。 

MetStyle 的另一組人力係完全不同於前一組人的，所謂創意團隊，

在組織學中，這一類的團隊稱為 Artist ，組織管理中便提到，要管理

這一類的創意專業人才，最重要的要給相當明確的方向，但也同時要

給相當的空間供其揮灑，作為主管的人不是在管理而是在當一個 

facilitator 。所謂 facilitator 要為這一組人創造或建立一個對的創意空

間，更要把方向及目標設立清礎，讓創意團隊不會脫離主題，Artist 不

喜歡被管理，要的就是清礎的方向，再來就是敢於嘗試的企業主管對

相當大膽的創新原意，在可以掌控的危機中仍可以嘗試。創意仍需被

規範，如何建立一個清礎的平台來讓創意有相同的方向，且紀錄在平

台上。 

在 MetStyle 創意團隊中，主要有三個部份：產品規劃及創意小組、

專案管理小組、品牌形象及市場行銷的管理。 

 （一）產品企劃創意小組 

產品企劃創意小組主要負責 MetStyle 產品的所有的細節，內部有

自己的設計師，也要用外界的設計師，內部的設計師要負責確定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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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產品線、主題、產品的特徵，在確定以後也能夠與外面的設計師

創造出相同主軸但不同的產品。創意小組的人要不斷觀察時尚趨勢中

的元素，確認當年的色系。要做時尚元素相關的產品對時尚的趨勢不

能不隨時注意，稍不注意就有可能犯相當明顯且不容許犯的錯誤，因

此產品經理不會一直在埋頭設計，他必須不斷觀察趨勢、看展與逛市

場，不一定要在公司才能做出好的設計。管理這一組人，是否在公司

上班或在公司待多久不重要，重要的是要如何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產

品能上市，設計團隊最不能掌握的便是時間表，或是在設計時對已訂

好的方向及規格無法遵循，定期的檢討及組員的腦力激盪是很重要

的，主軸主題雖不能變，但當組員的腦力激盪發生好的點子時，就造

就了產品更有創意的生命。創意的團隊要隨時保持愉快且寧靜的空間

思考，MetStyle 創意團隊雖然還沒有一個屬於創意人的寧靜空間，但

可以讓隨時離開公司到任何地方做腦裡激盪，這就是創意人要有的空

間。 

 （二）專案管理小組 

專案管理小組主要是承接創意小組的產品設計及打樣轉移到量產

的過程，這個小組的工作是相當重要，要對產品企劃設計小組，也要

面對業務小組的客戶首次訂單，更要面對各種突發的狀況，又要聯繫

各組的人員，最重要的是要能統合所有的資訊，不能讓上市的時間拖

過了客戶換季的時段。這個小組的成員要有幾個特點，溝通能力要強，

跨部門協調要非常好，又要有處理突發狀況的能力，要能面對時間壓

力在上市與品牌形象及質量的堅持下如何做選擇。專案控管也需要一

個相當準確的平台，因此平台等於給各部門一個共通的平台來溝通及

檢討，業務部門更需這個平台來了解狀況。一個品牌的年度產品從規

劃到實際做出來，會經歷相當多的過程是不在預料中的，專案管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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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要如何將這些不容易及時，但又必須讓大家知道的資訊透明化，

成為管理這一小組主要的課題。MetStyle  產品線主要以非 IT 元件內

涵的周邊產品為主，在上述所言的類比狀況多於數位資訊時，這裡也

包含了相當多的內隱能耐如何轉換成外顯，也是要探討的。專案管理

中更要將每一個新的產品線生產過程中的各種問題狀況，也是一種內

隱知識的累積。對一個品牌來說，產品的設計感及最後量產出的品質，

是否符合原始的企劃， Met-style 團隊要累積的核心價值；簡單來說專

案管理是管理所有產品及品牌過程中的經驗累積及記錄工作團隊核心

能力的平台，知識資本的建立在團隊的默契及未來品牌的鑑價時都是

重要的資訊，也是一種無形資產。 

這樣的知識及專案管理平台可以為所謂 A 型團隊，一邊是重速度 

IT 人及另一邊則是傳統產業或創意的人，無依可溝通的平台，很難成

就共識，另外要做品牌，商業模式是相當完整的一個供應鏈，從設計

到製造，銷售到收費者，一路到底，對品牌及通路的人來說，往往硬

體的銷售似乎較容易達成，但要確定售後服務，品質等所無形發生的

費用，常常不被預估到，因此當品牌要全世界銷售時，如何建立管理

的平台才能確定完整且有效率的管理平台，傳統及創意產業中，知識

及管理平台不易架構，因此當產業的供應鍊拉長時，管理的重要就更

禿顯出來，且要能讓不太懂的數位知識管理的團隊懂得運用平台來工

作也要更多的溝通及宣導，這樣的工作平台管理成為成功的關鍵因素。 

賺品牌的附加價值，要靠創意，要確定品牌運籌的機器可以成宰成長

及業務成長的過程，要確定工作及知識平台的建立，且要越早越好。

才能有組織運作的過程中找出一個對本身作有利的方式及計算方式。 

 （三）品牌形象與市場行銷小組 

業務及市場行銷的管理，如果前兩組人馬是較感性的，而行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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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是較理性的一群，管理  Met-style 業務行銷團隊最困難的如何建

立可執行的成功模式，現在的新市場行銷可分為實體與虛擬。實體行

銷的模式放到虛擬的世界不可行，而虛擬的世界要來做實體的行銷也

不可行；因此當團隊要將某種成功模式複製或整理出來給其他市場，

其實並不容易。MetStyle 是一完全結合跨界，時尚科技及跨通路的新

生意型態，其實沒有完全一樣的模式可以複製。因此在進行中不斷修

正，錯中學習也是一種可能且非常有需要的過程。當業務主管尚未建

立一種成功典範時，很難將其交給一般業務作；這樣的多變化，即因

區域不同而產生的執行方法不同，會造成業務團隊的迷失。 Met-style 

授權管理區域的代理商及如何讓業務行銷能真正連結的通路代理商，

做很多的銷售及行銷的工作。畢竟這是一個新的品牌，當操作的手法

及過程仍在試驗及修正中，如何讓業務團隊不迷失主軸，堅持理念，

但也要顧到現實的操作面，這些過程成為 MetStyle 業務行銷團隊管理

的一大考驗。 

 

對 J 公司而言簡單來說就是要管理 IT 人及非 IT 的創意人： 

何謂 IT 人模式： 

e. 組織戰重團隊紀律 

f. 速度專案管理效率 

g. 智識較為外顯 

h. 容易靠系統管理 

而非 IT 人的模式:  

e. 個人主義 

f. 慢工出細活較個性化 

g. 精品化，無專案控管 

h. 無法劃一規範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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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這樣的差異才能針對好的人才給予相當對的方式，不至於造

成組織的衝突及不協調。 

 

 

                  第五節  比較分析 

一、 目前市場各產品的比較 

（一）專業電腦包  

Belkin 與 Targus 這兩個 IT 市場中的品牌因不只是電腦包，也有

其他周邊，因此在電腦包的策略中有較集中的作法，它們的品牌價值

也比較在 IT 市場中稱霸。因此在包包的產品策略中不會有其他的一

般非 IT 用的包包系列。產品也較不走時尚路線，也不強調時尚，用

的行銷語言大部分是耐用且應用面的強調。 

（二）時尚的年輕品牌:  

Crumpler 與 Golla 這兩個為專為包包或時尚設計的數位應用的包

包品牌有很多不同的包包系列，它們也自許非專業 IT 包，因此在產品

策略上有相當多的不同產品線它們的產品現有分為 Messenger 、Back 

pack、little gear 、Computer bag 與 Hand bag，這樣的產品組合較像一

個時尚的品牌，在 IT 市場中不太有這樣大膽的作法，要走時尚為主

要方向又要有專業耐用，這兩個方面的專業及核心競爭能力是不太相

同的。尤其是產品的核心能力的養成相關於品牌的形象，因此一個品

牌不太會鋌而走險同時強調這兩個面向的專業。 

（三）旅行專業品牌:  

Tumi 與 Samsonite 為旅行用品的專業品牌發展出來電腦包系列品

牌，因旅行的人會帶電腦是一個快速成長的市場，使這些品牌都發展

出電腦包，可說是從公事包發展出來的系列。這些品牌的產品語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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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仍以專業耐用為主，雖然近來也看到它們朝向更多的時尚設計，但

其專業形象的訴求及其高價位的市場定位，相當限制其市場的形象，

因此這類的高級品牌仍會以旅行的方便性為導向，更會以旅行的各種

需求為產品的種類。 

 

二、 Crumpler、Everki、與 MetStyle 的綜合比較 

綜合前三節對於 Crumpler、Everki 與 MetStyle 的介紹，在此就三

者進行比較分析如次： 

 

（一） 公司本業： IT professional vs. IT fashion and Fashion IT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探討 IT 與時尚美學的跨界合作意義，因此特

別以上述三種不同本業出發點的公司型態，來突顯 IT 新品牌要如何

成功的跨界於時尚美學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顯示出不同的三種本業

出發點的電腦時尚品牌的不同作法。 

Everki 是一家由一級電腦包品牌 Targus 出來的員工建立的電腦

包品牌，仍走其原來 IT 專業路線，本研究將之歸類為 IT Professional，

同時以為這樣一個新的品牌如完全無不同於過去的市場行銷策略，可

以一時成功，但持續的品牌效益仍需評量。 

Crumpler 屬於非 IT 產業，創辦人係設計師，故其產品偏重固有皮

包設計的特色，較缺乏 IT 產業的科技實用面考慮；該公司的創立以個

人色彩的設計為主軸，產品也並不以 IT 為主軸，但仍想要因設計感來

達到與 IT 產業不同的特色，而又可攻佔 IT 的市場。本研究將這一類

本業出發的品牌，稱為 Fashion IT 包。 

MetStyle 係傳統 IT 產業 J 公司另行投資的一個子公司推出的電腦包

品牌，該子公司結合一批設計藝術人才，加上原先在 IT 產業的技術、

市場與行銷人才，希望以 IT 為基礎走向時尚產業，因此本研究將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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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為 IT Fashion。 

品牌的本業出發點是相當重要，以下將以五力來品牌的定位來分

析三種的異同及優缺點： 

1. IT Professional                              

純 IT 專業品牌，如 Everki 專業電腦包重耐用，不在意設計感美

學，本研究認為，以市場資訊分析，這個市場雖成長，但要推出一個

電腦周邊的新品牌，不論從哪一個五力的角度（圖 4-1），都不建議用

純 IT 規格來出發，要對抗五力的各項因素，不易找到好的策略對抗

競爭。 

 （1）同業對抗強度：弱 

IＴ專業電腦包，要找出差異化非常不容易。事實上不只電腦包，

所有的周邊產品，以規格耐用為主的潮流，已不符合面對競爭，

因此當要面對同業競爭時價格變成唯一的策略。 

 （2）供應者的議價能力：大 

供應商因面對相同的客戶多，且因用料及成本結構較透明，且無

法找到好的議價空間，且因皮包的廠商屬傳統產業，因季節或材

料成本的增加，對客戶會無預警的漲價，而這是很難商議的。 

 （3）新進者的威脅：大  

新的ＩＴ品牌如只針對規格，差異不大的情況下，新進者很容易

用價格進攻市場，即無法對抗競爭者的威脅。通常這樣的品牌，

容易因關係而有生意，也容易被取代，品牌定位無發突出。 

 （4）購買者的議價能力：大  

新的ＩＴ品牌，當客戶是以規格為主，因選擇較多，議價空間變

大，周邊的規格很難突出，皮包的可取代性較大，因此購買者的

忠誠度較難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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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替代品的威脅：大 

不管是先進者或後進者，威脅均存在，這一類的品牌，佔有率是

唯一的策略，越快越好。因為很難在短時間可以建立品牌差異，

因此替代品威脅很大，且不容易脫離這種的威脅，純ＩＴ的品牌

操作更不適合中小企業加入戰局。 

 

 

圖 4-1  IT Professional 的五力分析 

 
新進者的威脅：大 

 

 
同業對抗強度: 弱 

 

 

 供應者的議價能力：大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大

 

 

 
替代品的威脅：大 

 

 2. Fashion IT 

Crumpler 是一以特定的設計圖騰所發展出來的包包，設計師個人

的風格較重；所謂以設計師的特定圖騰或款式闖出一個風潮，是以時

尚為主軸的品牌，常出現的狀況是出名快也退燒快。本研究試圖以五

力分析如圖 4-2。 

 （1）同業對抗強度：中 

以時尚為主軸時，因特定的設計風格可以擄獲時尚界一時的風

潮，當一時的風潮出現時，同業的時尚包包業者，有可能做出一

些相同的產品；不過，如設計師特定的風格，被消費者喜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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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不容易取代，因此也有一定程度的對抗強度。但因時尚產業

出身，對電腦包的產業不熟，對電腦包的功能較不懂，對抗電腦

產業的競爭者時則顯得較弱，因此本研究認為同業對抗強度是相

對中等。 

 2.供應者的議價能力：小 

因是屬個人設計風格，一旦造成風潮，供應者的議價能力變小。

又因品牌掌握市場，願意做的工廠到處是，而品牌者就有多的選

擇，因此供應者議價能力較小。 

 3.新進者的威脅：大  

時尙界一有風潮作 IT 包，所有品牌都會跟進，選擇便多，造成大

家都以為 IT 包好做，其實不然。除原有時尚的品牌加入，其他如 

Everki 的新電腦專業包加入，威脅很大。 

 4.購買者的議價能力：小  

Crumpler 特殊的人物設計，讓喜歡的人，尤其是年輕人，一旦喜

歡，議價空間變小，且喜歡而買到的滿足感也是不容質疑的。 

 5.替代品的威脅：大  

各種不同的新品牌不斷出新，單一的品牌設計風格讓人不容易池

久，因此替代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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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Fashion IT 的五力分析 

 

 
新進者的威脅：大 

 

 
同業對抗強度: 中  

 

 

 

 

 供應者的議價能力：小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小

 

 

 

 
替代品的威脅：大  

 

 

3.IT Fashion  

Ｍet-Style 是一以城市為主軸，ＩＴ應用為起始，要從資訊應用加

上時尚及城市文化創意為主軸的全球品牌，因為有著對 IT 應用及市

場訊的熟悉，也能掌握一群對時尚及操作非 IT 品牌有經驗的人才，此

品牌要找出完全不同於其他品牌的定位及創新的方式，來找到ㄧ片藍

海，這類品牌的五力分析如圖 4-3。 

 1.同業對抗強度：中 

同業如只是 IT 同業，因大部分的人仍在原本的團隊脫不出原始資

訊界的邏輯思考；Met-style 應用原始的核心競爭能力，加上融合時

尚美學的創新，並且利用上下整合的力量將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合

作精神注入品牌的價值，而使消費者有不斷的驚喜與共鳴。因此

同業的對抗強度應只有中度。 

 2.供應者的議價能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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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品牌的操作，在初期，當市場佔有率起來前，品牌對供應

商的議價能力較弱，Met-style 在初期仍要面對這樣的問題，無法

避免。MetStyle 的已採取的策略是給供應商ㄧ個共同的遠景，當這

策略奏效時，同時品牌的市場漸起，供應商議價空間將漸小。 

 3.新進者的威脅：小 

IT 時尙雖不是ㄧ種全新的嘗試，但要整合完全不同兩種團隊是ㄧ

個很大的挑戰，因此對新進者而言門檻較高。美與力結合不是一

件容易複製的商業模式，其中內隱的知識大於外顯的。 

 4.購買者的議價能力：中 

Met-style 為新品牌，並不打算走低價路線，但也希望以不同的產

品以及不同的價位來滿足不同消費族群；要有完全不同的產品

線，設計能力及材料選擇要相當的小心，一旦購買者喜歡，議價

空間即縮小。 

 5.替代品的威脅：中 
專業的 IT 時尙包，替代品有相當多元的選擇，原始的電腦專用

包，旅行業者的品牌，時尚品牌，看起來似乎替代品很多，但真

正的 IT 時尚包，要達到的是既有專業也成功容入美學時尙，因此

目前的替代品威脅只能算是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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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IT Fashion 的五力分析 

 

 新進者的威脅：小 

 

 
同業對抗強度: 中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中

替代品的威脅：中 

 

 

 
供應者的議價能力：小 

 

 

 

 

 

 

 （二）品牌定位 

以上三種品牌的比較異同分析如次： 

 1.相同點 

（1）市場發展：三者皆發現數位生活市場的起飛，且應該加

強市場商品的發展。 

（2）消費者狀況：三者皆注意到年輕族群及商業人士成為主

要消費者，並對該消費族群進行開發，因此產品有年輕化的趨

勢。 

（3）市場通路：三個品牌都是著跨越原始通路，到不同的通

路行銷。 

（4）產品的發展：三者皆橫向發展多方面的數位生活應用，

從小附件到大的皮包應用，涵蓋各式各樣的數位應用生活需

求，且講求方便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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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異點  

 Crumpler 係以創辦人姓作為品牌名，Everki 以原公司名為品牌名；

MetStyle 則是另創非常具有內涵的品牌名。MetStyle 以筆記型電腦包

具有的特性，即屬於不同都會型的生活風格，相當具有創意與吸引力。 

（三）產品策略 

 Crumpler 的產品包含所有款式的電腦包，銷售對象包含各種不同

的消費群；更推出相機包、時尚包與應用產品等，產品策略為全方位

佔有市場。Everki 的產品以一般商務人士為主，走的是較傳統保守的

設計，也提供年輕人產品與附件等。MetStyle 的初期產品鎖定銷售對

象在女性消費者為主，大膽的希望創造藍海策略，照顧這群較被忽視

的消費族群；未來再進一步的全面發展產品。三者比較如圖 4-4 到 4-6。 

1. Fashion 出發的 Crumpler 品牌產品策略，較重廣度，包含

各式的一般外包、電腦包、旅行包、運動包、滑雪包、照

像包等。 

 

圖 4-4 Fashion IT 產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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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T 出身的 Fashion 品牌，如 Met-style 採取在專業包廣度上造就

時尚的產品策略，初期以中性與女性產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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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IT Fashion 的產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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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T Professional 品牌 Everki 包以專業度為產品分法，主要為商業包、

後背包、休閒包與旅行包等。 

 

圖 4-6 IT Professional 產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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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銷策略 

 三家公司皆利用經銷商、通路與網路等各式行銷管道爭取銷售業

績，其中 Everki 行銷通路不在時尚文具，產品適合一般中性大眾，其

市場如圖 4-7 斜線所示。Crumpler 以直營旗艦店、時尚文具通路及一

般的購物商場，未在 IT 通路鋪貨，如圖 4-8 所示，其產品適合男女大

眾，斜線部份代表其市場。Met-style 的行銷策略最為靈活，包含上架

到傳統 IT 賣場與非 IT 的書店、禮品店與百貨公司。並結合當地藝術

活動，進行促銷與打響品牌的活動。初期產品偏女性，已開始往中性

大眾發展，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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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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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分析，可以發現時尚風格資訊新品牌的推出，各公司皆面臨

了跨足 IT 產業與非 IT 產業的市場地位模糊，以及技術與藝術人力資

源整合等問題。如何整合不同的跨業資源創造公司價值與品牌價值，

須要有良好的知識溝通與管理平台。又市場的定位影響到行銷策略，

行銷策略更影響到產品策略，找出品牌的核心價值與藍海策略應是創

造業績的不二法門，MetStyle 在三家公司中似乎更為靈活的運用了行

銷策略、知識管理與品牌策略。 

 
(五)成本的分析： 

 
1.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此部分主要是要討論產品及品牌的外顯效益及對買家產生的成本

尤其是當本業出身為 IT 品牌，時尚品牌，及 IT 時尚的外顯效益成本

之狀態 

(1)IT 出身的品牌，外線效益成本較低，因為即使是新品牌，因主

打是以 IT 電腦包為主軸，對消費者是相當容易了解而懂得如何在需

要的時候努力且可以找到所需的產品。 

(2)Fashion 品牌跨界出電腦及數位產品的品牌，外顯效益成本較

高，即使品牌知名度高，但 Fashion 品牌要跨界做 IT 的包包，讓消

費者會需要付出的外顯成本太高。數位行動裝置，所需要的包包仍較

偏功能性，設計感是最近才被注意的話題。因此如以 Fashion 為品牌

出發，要被注意到的成本要付出的相當高。 

(3)IT + Fashion 仍要以 IT 的功能使用為主，要在 IT 產業中讓

人注意到仍以 IT 的品牌為出發點，因此對消費者來說，外顯的成本

較低，但因是以創意為主的外觀設計，要讓人一目了然，在外顯成本

上仍可能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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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蒐集成本 

此成本最重要其實是在說明消費者買商品的行為再加上如何找尋

市場定位。前段學生已指出，IT 產業的時尚元素加入在資訊蒐集成本

上是較高的，以三種出身的品牌來看資訊蒐集成本： 

(1)IT 專業包，資訊蒐集成本不高，因在資訊產業，筆規格較為普

遍，但當要比設計及創意時往往資訊蒐集成本變高，這是以當消費者

要找具設計感的時尚行動科技產品，長不知要在時尚設計區還是 IT 

區，往往時尚區的產品推銷員不懂科技，而懂科技的不懂時尚元素，

造成資訊蒐集成本高。但當消費者以應用位導向時，IT 專業包的資訊

蒐集成本變低。 

(2)Fashion 品牌加入 IT 包: 資訊蒐集成本不管是從科技用或是

從時尚設計都不容易又相當容易貫通設計及科技應用的資訊可查詢。

通常這一類的品牌只是插花式的初一些科技應用的包包，但專業度較

難有足夠的資訊提供研究。 

(3)IT fashion ， 在提供了相當科技應用專業度時也同時加入了

時尚創意的點子，因跨領域也加入創意文化，在資訊的散撥較廣也蠻

密，這樣大大降低了資訊蒐集成本。 

3.道德危機成本 

此項成本主要說明消費者滿意的危機成本。尤其是要做品牌，當要

顧及時尚風格，又要顧及消費者對產品本身的各項應用的滿意時，要

多方討好實在不容易。 

(1)IT 專業包：當市場已被計有的品牌佔據時，要同樣以規格取勝

要降低道德危機成本在 IT 為主也就是說用規格為主要賣點不容易有

低的道德危機成本。 

(2)Fashion IT： 道德危機成本，在以大的包包品牌，本身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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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設計不容輕估，但當時高階主管要搞懂，為什麼作一個電腦包有

超過 50 個不同的大小的電腦及驗證就一點也不覺得要說服專業度很

難以原始的時尚業界相比。 

(3)IT Fashion: IT 出身的品牌，有了瞭解科技本質的應用與需要

再加入文化創意的實際執行，這樣的道德危機成本會降低，且當依此

可以進入 Non IT 時也不至於有被質疑專業度的問題，當有技巧的加

入設計創意時尚時不至於產升其他的道德危機成本。 

 

5.專屬陷入成本 

此一成本主要是說明產品如何建立專屬資產而讓轉換成本加大，更

簡單說便是一種認同及專屬的感覺風格。當品牌談到專屬陷入，就相

當兩面刃：  

(1)IT 專業品牌：規格為主的專屬陷入成本在 IT 已規格為導向的

專屬陷入成本相當的高，但其實如果不以高科技為品牌的核心價值，

這個假設就不存在，因此 MetStyle 不願意以 IT 科技技術規格為主

軸就是要降低僅以科技技術成為專屬陷入。 

(2)Fashion IT 品牌：專屬陷入在品牌的愛用者有相當高的成本，

但目前因時尚設計有趨於年輕化的趨勢，因此設計的趨勢是多變的，

因此專屬陷入成本不高。 

(3)IT Fashion 包，在冷冰冰的科技世界中有了設計創意的產品及

品牌，要給科技應用及創意設計最好的結合，專屬陷入的成本增加也

造就了他人的進入門檻，跨業的時尚科技品牌可建立專屬陷入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