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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2-1 適用本研究之品牌與品牌權益定義 

 

Kotler(2000)引用美國行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定

義，將品牌定義為：「一個名字、名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上述的組合。

用以指認識別單一或一群銷售者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令其有別於競爭者。」；

Aaker(1991)定義品牌為：「具備獨特性可供辨認的名稱或符號，可將銷售者所銷

售的產品或服務，提供鑑別或認同，並和其它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別。」。

上述兩個定義可以瞭解品牌能夠成為行銷活動中，將顧客差異化的行銷工具。  

另外，品牌本身亦能產生價值。Farquhar(1990)就認為「品牌是能使超過其

功能而增加價值的名稱、符號、設計或標誌」，其所具備的附加價值就形成了品

牌權益的基礎 Farquhar 再將品牌權益定義為「品牌賦予產品的附加價值」；

Kamakura and Russell(1993)則將品牌權益定義為「消費者在行銷反應上，因品

牌知識的差異所產生的不同效果」；Aaker(1991)則將品牌權益定義為「由一個品

牌、名稱與符號所連結的資產或負債，是由廠商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對顧客的價

值加減而成」，帶入了品牌權益可以為正值，亦可能為負值的概念。 

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n.d.)對品牌權益的定義為顧客、通路成員

與企業對相關或所屬的品牌所發生或表現的各項聯想與行為集合，此集合使該品

牌較無品牌時獲得較多的利潤或銷售量，亦比較其競爭者獲得長期、強大或差異

化的優勢。這樣的定義顯示形成品牌權益的基礎包含了廠商、競爭者與消費者三

方面的交互關係，同時也闡述了品牌權益包含了財務面與非財務面的的價值。 

LaForest and Saunders(1994)則將品牌的涵蓋範圍區分為公司品牌

(Corparate)、部門品牌(House)、家族品牌(Family)、單一品牌(Mono)、虛擬品

牌(Virtual)、與說明敘述(Description)六大類。顯示多種品牌及其品牌權益之

間，可能具備包含、延伸、加減或交互影響的關係。以 Toyota 在臺灣汽車市場

為例：其代理商和泰汽車可以視為其部門品牌，而 Lexus 可視為家庭品牌。亦即

一個品牌或品牌權益，可以是多個品牌或品牌權益的集合。 

在本研究中，基於臺灣汽車產業的特性，綜合上述的定義與看法，對品牌的

定義為「品牌是能使超過其功能而增加價值的名稱、符號、設計或是上述的多樣

化組合」。對品牌權益的定義為「由一個品牌、名稱與符號所連結的資產或負債，

是由廠商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或其它行銷努力、競爭者所應變採取的行銷努力以

及對顧客的價值加減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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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品牌權益的來源與效果 

 

許多學者提出對品牌權益或來源的看法主張。來源構成品牌權益的依據，構

面(Dimension)可以應用分析品牌權益由哪些要素集合構成。Keller(1998)主張

品牌權益來自於消費者對品牌有高度意識與熟悉度，並在記憶中存有強烈、有利

且獨特的聯想；品牌權益包括品牌知名度與品牌形象二大部分。此外，公司的行

銷組合亦可成為品牌權益的來源。例如產品策略會改變消費者的知覺品質、知覺

價值與使用經驗。 

Scrivastava and Shocker(1991)認為品牌權益包括品牌強度與品牌價值。

品牌強度係指消費者、通路成員與企業因為品牌而享有的持續且差異化的競爭優

勢；品牌價值則是指管理者影響品牌強度的能力而產生的財務結果。 

Aaker(1992)提出品牌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品牌忠誠度、其它專

屬資產等五項是為品牌權益的來源。Cobb-Walgren, Ruble, and Donthu(1995)

卻將其作為研究品牌權益的衡量構面。而洪順慶(民 90)認為這五項是品牌權益

的決定因素。不同學者就不同角度研究探討消費者的知覺行為，以及企業的行銷

活動，均與品牌權益相關。但對於品牌權益的來源與構面則有不同的解釋與看法。 

本研究認為品牌權益有投入與產出二個部分。投入的部分為品牌權益的來

源：企業的行銷組合與行銷努力是其主要來源。分析的構面是企業投入與品牌相

關的價值活動。若為了對照與衡量相關聯的品牌權益效果，品牌權益來源與品牌

權益效果也可以使用一組構面進行分析。另外，奧美廣告公司的創辦人 David 

Ogilvy(1983)認為品牌是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概念，而此種差異化概念的產生是由

消費者所促成，消費者也可以投入資源與努力，成為品牌權益創造過程中的主動

參與者，形成品牌權益的來源之一。Blackston(1992)亦認為品牌與消費者有共

創品牌權益的伙伴關係。觀察國內外的金龜車迷，車主族群主動組織俱樂部、交

誼活動、互相交流與傳送有關產品與品牌的訊息，是為一例。 

產出的部分為品牌權益的效果：與消費者的知覺、個性、態度、行為有關。

分析的構面入可由品牌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品牌忠誠度、其它專屬資

產等五項組合而成。 

投入與產出可能相關，卻不必然相關。亦即企業的某些行銷努力，不必然產

生一定的品牌權益效果。Keller(1993)即認為品牌權益是以消費者的知覺為基

礎，若消費者沒有產生知覺，則任何有關品牌權益的價值均不存在。又以其它專

屬品牌資產中常見的商標專利權為例：企業可能投入大量的資源發展新的企業識

別標誌，但在其它新興市場或第三世界國家遭到冒用、或是申請專利權失，則所

能創造的品牌權益效果為零；或以某電信服務公司為例：以有限的行銷預算聘請

尚未知名的演員拍攝廣告，結果出乎意料大受消費者認同歡迎，則其創造較大的

品牌權益效果。 

本研究依據前頁的論述闡釋品牌權益與價格溢酬的相互關係，並以品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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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品牌忠誠度、其它專屬資產等五項構面分析品牌權益

的效果與品牌權益的來源，歸納整理品牌權益的關聯程式如下。 

 

消費者願意支付

的最高價格 -

生產者可獲得的

超額利潤 - 一般同業利潤 - 生產者成本

分析構面
&

品牌權益的來

源

消費者的利

益

企業獲得的利

益

企業投入的活

動

品牌知覺 創造知名度 廣告

品牌被考慮 包裝

能產生其他聯想 建立品牌

熟悉－喜歡的連結 大量的促銷活動

物質／承諾的符號

知覺品質 購買的理由 良好的產品品質

差異或地位 產品的差異化

價格 快速反應顧客需求

通路人員的興趣 對通路的促進

品牌忠誠度 降低行銷成本 目標客戶的選擇

通路關係 顧客資料庫的建立

吸引新消費者 建立良好顧客關係

保證 鼓勵重複購買

有反應競爭威脅時間 發展支持品牌認同的行

銷活動

品牌聯想 幫助處理資訊 發展新產品線

差異或地位 服務新的市場

購買的理由 企業組織文化再造

創造正面態度及感受

專利權 良好組織管理

商標權 特殊的通路設計

圖2-1：品牌權益的關聯程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為可以降低搜尋

成本，所以願意支

付較高的價格

因為可以降低購買

錯誤的風險，所以

願意支付較高的價

格

因為不願意或不輕

易轉換至別的品牌

，所以願意支付較

高的價格

其他專屬品牌資

產

因為所需產品在市

場上具獨佔性，所

以必須支付較高的

價格

因為可以降低搜尋

成本，又有正面的

態度，所以願意支

付較高的價格

品牌權益 =
產業內對產品或服務的一般定價

品牌權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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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模型中，品牌權益的效果由消費者的利益與企業的利益組合而成。

消費者為了要自品牌中得到各項的利益：例如降低搜尋成本、降低購買風險等，

所以願意支付較高的溢酬(即為品牌的價格溢酬)，或是持續的重複地購買(品牌

忠誠度的效果)，或者是推薦他人購買(品牌市場佔有率的提升)…更嚴謹的說，

品牌的價格溢酬、品牌忠誠、該品牌市場佔有率提升等其實都是消費者為了得到

品牌相關利益所願意支付的「機會成本」。消費者放棄其它花錢的機會來支付品

牌溢酬，又放棄購買其它品牌商品的機會來購買該忠誠品牌…這些消費者的機會

成本，恰好就等於企業可以獲得的利益。因為企業可以獲得利益(例如利潤增加、

與顧客溝通成本降低等…)，所以就構成了企業持續投入增加品牌權益各項活動

的理由。依此邏輯推論，先依 Aaker(1992)的五個分析構面介紹品牌權益的效果

中的消費者利益與企業利益之內容如下： 

 

2-2-1 品牌知名度 

Keller(1993)認為品牌知名度的形成在消費者決策過程中具備關鍵的角

色，即使不存在品牌聯想，品牌知名度亦會影響消費者的考慮集合。對於低涉入

的產品，品牌知名度已足以驅動消費者發生購買行為。但對於例如汽車等高涉入

的產品，則必須另有品牌聯想的支持(Keller, 1998)。 

 

一、品牌知名度對於消費者的利益 

品牌知名度提供消費者熟悉的感覺，使消費者花費較少的時間成本考慮即形

成購買行為。Aaker(1992)認為品牌知名度提供實體承諾的訊號，消費者可能直

觀認為知名度越大的品牌，其品質越好，間接影響了知覺品質的形成。 

 

二、品牌知名度對於企業的利益 

(1) 品牌被考慮：具有品牌知名度的產品可成為消費者購買方案中所有

品牌集合的候選者。在現今消費者資訊過剩的環境中愈顯重要。考

慮購買的品牌集合是購買產品的第一步驟，此時對於品牌回憶度便

是決定是否在「考慮組合」(Consideration Set)的重點。並且研究

顯示品牌回憶度與品牌考慮集合相關，品牌知名度可影響關於品牌

考慮集合的決策，若品牌回憶度不高，則不會包括在購買時品牌考

慮的集合之內。 

(2) 能產生其他聯想：品牌名稱形成各種聯想的基準點。消費者依據品

牌名稱發展記憶網路，聯結則有關產品的屬性、利益與情感的訊息。

品牌認知是品牌溝通的第一步。當一個品牌名稱建立後，將產品屬

性與之聯結是件費時的工作，但品牌知名度可以建立品牌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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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於給予消費者某產品種類時，其使其回憶起該品牌，輕易的

將品牌與其產品屬性聯結，並且藉由資訊在品牌形象中品牌聯結的

力量，而影響消費者決策。 

(3) 熟悉－喜歡的連結：品牌知名度代表對品牌名稱所產生的偏好與熟

悉，這種品種熟悉在年輕多金的青少年消費族群，或是低涉入程度

的商品領域中，特別能驅動購買決策。品牌認知可以提供消費者對

於品牌的熟悉感，特別是針對低涉入的產品，熟悉感會影響消費者

的購買決策。研究顯示曝光與喜愛程度上有正面的關係，即使認知

的程度是相當微小的，重覆曝光也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喜愛程度。 

(4) 物質與承諾的符號：品牌知名度對消費者而言是種存在、承諾與實

際的信號。如果一個可被識別的品牌，經常在登廣告，通常消費者

會推測這家公司，是一家歷史悠久並且成功的品牌。這樣的效果在

通路成員間亦普遍的存在。故高知名度成為消費者對品牌認知其品

質是否良好的訊號。 

 

2-2-2 知覺品質 

 

雖然實際品質與知覺品質不同，但通常學者對於知覺品質的研究都是與實際

品質有關。Aaker (1991)即以一般衡量品質的方式來衡量知覺品質，分為有形產

品與無形服務的品質。Garvin (1987)提出的產品七構面來衡量，分別是：績效

(performance)、特性(features)、符合說明(conformance with 

specifications)、可靠性(reliability)、耐用性(durability)、服務性

(serviceability)與適合度及完成性(fit and finish)。而服務知覺品質是以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94)提出服務五構面來衡量，分別是：有形

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有能力的(competence)、敏感的

(responsiveness)與同理心(empathy)。Martin and Brown (1990) 原本將品牌

權益劃分為為知覺品質、知覺價值、形象、可靠度以及承諾五個構面，Lassar, 

Mittal, and Sharma (1995) 則進一步以功效（performance）來取代知覺品質。 

在影響因素方面，Cobb-Walgren, Ruble, and Donthu (1995)認為，廣告不

但可以造成心理面的區別，亦可以影響實體產品的知覺，且在其研究中，對於知

覺品質的衡量是採要求受訪者對該廣告描述其內容的方式，可見廣告對於知覺品

質的影響力。Lassar, Mittal, and Sharma (1995) 即認為行銷推廣能用以發展

上述的效果，由於此效果屬於產品知覺品質的衡量構面之一（Aaker, 1991），因

此，可以確定廣告與促銷等行銷推廣工具對於知覺品質的影響力。Aaker (1992) 

則提醒促銷對於品質下降的影響很難防範。產品的銷售管道與售後服務也影響消

費者的知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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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覺品質對於消費者的利益 

(1) 消費者對一個品牌品質的看法，往往影響他們對這個品牌其他

產品的認知。 

(2) 消費者知覺的產品品質需要企業整合多方面的資源來產生。 

(3) 知覺品質對於消費者形成購買的原因（Aaker 1992），這也是

Lassar, Mittal, and Sharma (1995) 將知覺品質列為知覺品

牌權益來源的因素。高的知覺品質使消費者在進行資訊蒐集與

方案評估時有所依據，因此，感受高的知覺品質即為顧客的購

買原因，久而久之，品牌忠誠度會因而形成，這也是知覺品質

在品牌忠誠度上的效果。 

 

二、知覺品質對於企業的利益 

(1) 提供消費者購買的理由：正面的品牌評價來自於產品的品質，有良好品

質的產品才能夠使消費者在記憶中有正面的評價。其中正面的評價包括

了消費者記憶中對品牌情感的反應：包括了對品牌的感覺，認知的評價：

即對於品牌的信仰，以及行為意圖：對品牌的習慣。所以產品的知覺品

質可以塑造正面的態度，並且影響消費者在選購產品時考慮集合，最終

提供消費者購買的理由，當消費者缺乏動機或能力去獲得產品資訊時，

則知覺品質便是提供了客觀的決定因素。 

(2) 差異化或塑造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產品進入成長期與成熟期，同質性

高的競爭者紛紛加入的階段，愈顯重要。知覺品質可提供消費者了解產

品的定位。 

(3) 較高的價格溢酬：顧客如能感受優異的品質，企業往往能獲得價格優勢，

帶來更高的利潤。知覺品質的優勢在於可向消費者索取較高的價格，較

高的價格可增加企業的利潤，並且可提供資源投資在品牌的活動上，例

如增加可提高品牌知名度或聯想的品牌活動，或是提供資源在知覺品質

上的加強。 

(4) 激發通路成員在決定其產品組合時的偏好與興趣：知覺品質亦可以使零

售商、配銷商或其它的通路成員獲得利益，因為通路成員的形象亦會被

產品的品質所影響，愈高品質的產品，會使得通路的形象愈佳。 

(5) 可以延伸利用到其他的產品。具有高知覺品質的強勢品牌其品牌延伸會

比弱勢品牌成功。 

 

2-2-3 品牌忠誠度 

 

Aaker (1991)認為這是品牌權益管理中，最為關鍵的活動。它表示在面對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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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提供更優越的產品特性、價格、與便利性時，消費者仍會選擇自己公司品牌，

則此品牌或是商標、標語中存在著可觀的價值，品牌忠誠也反應了在品牌做些改

變，或是在價格與產品特性上調整時，消費者轉換品牌的可能性。Day (1969)

認為品牌忠誠度應該具有兩個概念，分為別態度以及行為指標，而態度是品牌忠

誠行為的前因。就如同Aaker (1991)認為品牌忠誠具有層級的概念，而經由態度

而形成消費者的行為。品牌忠誠度可從兩方面討論，一是品牌態度Keller (1993)

認為品牌態度是聯結產品的屬性與利益的功能，態度對與產品相關的屬性以及經

驗性利益有關，也與非產品相關的屬性以及象徵性利益有關。就從他的定義中可

以了解，其認為態度是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重要的信仰，並且亦是對這些信仰

的評價判斷，態度包括了喜好與評斷，是消費者個人的感受。就Blackton (1992)

發展的品牌關係模式中，探討消費者與品牌間的關係，其將品牌分為客觀品牌與

主觀品牌，客觀品牌包括品牌聯想、形象與個性特質的集合，是指消費者對於品

牌一般的知覺；主觀品牌是消費者個人眼中的品牌為何，也包括品牌眼中的消費

者，主觀品牌是由消費者對於品牌的態度所反映出來的，品牌態度是描述形容品

牌對於個人的感受與知覺。所以品牌態度可包括具有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的

消費者。，二是購買行為。除了態度之外，品牌忠誠度亦有包括重覆的購買者，

就Aaker (1991)的定義，此類型的購買者是具有高度承諾的消費者，所以是品牌

忠誠的核心，而購買行為也是上述消費者知覺以及態度形成的結果。 

 

一、品牌忠誠度對於消費者的意涵 

可以降低消費者的搜尋成本。提供社群的認同與滿足感。另外，消費者對同

一品牌的知識蒐集較為充分時，也經常認為可以由企業或購買來源通路得到較佳

的交易條件。 

 

二、品牌忠誠度對於企業的利益 

(1) 減少行銷成本。成本的減少來自於吸引新顧客的成本遠高於維持舊顧客

的成本。可以減少廣告與其它行銷資源的投入。 

(2) 大量的忠誠顧客群，將對於競爭者形成進入障礙。 

(3) 忠誠顧客群也會對通路成員形成壓力，使企業得到較佳的通路合作對象

或關係。強勢品牌在與通路上談判時會獲得較佳的優勢，在上架費與空

間會有較大的空間。也就是「交易槓桿」。 

(4) 忠誠者的口碑，可以有效吸引新的消費者。當消費者在選擇產品時，會

因為避免購買的風險而選擇廣泛被大眾接受、成功的品牌。 

(5) 老顧客對品牌的忠誠，對新消費者而言，是另一種型態的產品與服務保

證。 

(6) 因為忠誠顧客群對企業的期待與信任，面對競爭威脅，可以爭取較多的

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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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品牌聯想 

 

Aaker (1991)認為品牌聯想是對品牌在記憶中任何事物的聯結。有較多的訊 

息溝通經驗、訊息的曝光，或是與其它事物聯結成網路，均會使品牌的聯結較強。 

這與Keller (1993)所提出的關聯網路記模式(associative network memory 

model)是相通的，其認為聯想是在記憶中其它資訊節點與品牌節點連結，包括了

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品牌聯想的強度是依據資訊如何傳遞予消費者的記憶中

(編碼)以及資訊如何維持成為品牌形象(儲存)，強度是指資訊接收在編碼的過程

中品質與數量的功能，亦即在編碼的過程中，資訊儲存愈久，則在記憶中的品牌

聯結愈強。 

 品牌聯想的類型，可歸納有與產品有關的聯想：產品範疇、屬性、品質、價

值、產品使用、來源國；與組織有關的聯想：組織屬性、區域性、國際化等；與

人有關的聯想：包括品牌個性、與消費者關係；與符號有關的聯想：包括視覺意

像、品牌天賦。品牌聯想的獨特性使品牌有不被模仿的競爭優勢或獨特的定位。

不具獨特的聯想，可能對其他競爭或完全無關的品牌產生聯想，產生品牌混淆，

造成行銷資源的浪費。而品牌聯想的強度提高品牌回想的機率，顯示資訊的量及

質相對關係。Aaker (1991)與 Keller (1993)與 Farquhar (1990)都將消費者對

品牌的態度併入品牌聯想中討論，因著品牌聯想是消費者知覺的形成，進而Aaker 

(1991)認為品牌聯想可以創造正面的品牌態度與感受，就如同 Farquhar (1990)

所說的，消費者對於品牌的聯結愈強，或是在記憶中對品牌的評價愈高，則此態

度會指引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知覺，並且進而影響其購買行為。而 Keller (1993)

認為品牌聯想的喜愛程度、強度與獨特性是區分品牌知識的構面。 

以製造來源國的影響為例，Han (1989)年提出了月暈效果（halo effect）

及彙總效果（summary effect）之概念。月暈效果乃假設消費者是從國家形象推

論產品品質，國家形象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態度，直接影響消費者對產品屬性

之信念，透過信念間接影響對產品的整體評價，所以模型假設為「國家形象→信

念→品牌態度」。彙總效果則是假設消費者會將產品訊息加入到國家形象中，國

家形象直接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態度，透過產品屬性，間接影響對產品的評價，

模型假設為「信念→國家形象→品牌態度」。其研究結果顯示當消費者對產品不

熟悉時，國家形象將扮演月暈效果，用以推論產品屬性，透過推論而來的信念，

間接影響品牌態度；當消費者對產品熟悉時，國家形象會變成一個構念，彙總成

對產品屬性的信念，直接影響品牌態度。 

 

一、品牌聯想對於消費者的意涵 

    主要是可以增加購買決策相關知識的速度與效率。消費者藉由來描述所需產

品或服務的特徵輪廓。篩選所需的功能性利益、經驗性利益與象徵性利益。而形

成的品牌態度，對品牌的整體評價，具備是否形成實際購買行為的關鍵門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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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聯想對於企業的利益 

(1) 幫助處理資訊。可以為顧客提供一個簡單的資料團，協助零碎資料被擷

取與進一步的處理。當資訊難以傳遞予消費者或是企業與消費者溝通費

用過高時，品牌聯想可提供對品牌整體的事實與說明，並且幫助消費者

對品牌事實的解釋與了解，品牌聯想亦會影響消費者對品牌資訊的回

憶，尤其是在做購買決時最為明顯。 

(2) 差異或特殊地位，造朝競爭者的進入障礙。品牌名稱的聯想扮演著區別

競爭對手品牌的角色，亦會為企業建立其競爭優勢，若一品牌在其產品

類別中，相對於競爭者有清楚的定位，則便使競爭對手難以攻擊。 

(3) 提供消費者顧客購買的理由。許多品牌聯想包括了產品的屬性與顧客利

益，而這些利益可能包括與產品屬性相關的功能性或經驗性利益，或是

與產品屬性非相關的象徵性利益，顧客利益提供了顧客購買的理由，這

也是購買決策與品牌忠誠的基礎。 

(4) 創造正面態度及感受。一些被消費者所喜愛的品牌聯想能夠成為轉移至

品牌上正面的態度。或是藉由使用經驗，品牌聯想亦會創造正面的感受。 

(5) 進行延伸的基礎。品牌聯想藉由創造品牌名稱與新產品的適合度以提供

品牌延伸的基礎。 

 

2-2-5 其他專屬資產 

 

是避免競爭者去侵蝕公司消費者的基礎與忠誠度。Aaker (1991)認為其它專

屬品牌資產，如專利權、商標、與通路商的關係等，可以為品牌建立無法取代的

競爭優勢。例如若競爭者想要使用類似的品牌名稱、象徵或是包裝，以混淆消費

者對於品牌的感受，則商標便可以保護品牌權益，或是獲得可觀的報酬。除此之

外，專利權可以避免與其它廠商直接競爭；藉由品牌其過去的績效表現，可以使

得通路經由品牌而有所控制，對通路成員的領袖權。這些競爭優勢均來自於Aaker 

所定義的專屬品牌資產，這些資產不易被模仿，並且使得公司的品牌與競爭對手

的品牌有所區別。 

 

2-2-6 顧客與品牌關係的進一步探討 

 

Blackston (1992) 認為消費者是品牌權益的合夥人。消費者對品牌的品牌

態度是由品牌的角度出發，而將品牌擬人化，強調品牌與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是

否良好，品牌關係即由此衍生。其思考重點在雙方向的互動關係。品牌關係是品

牌個性理念的合理延伸，Blackston 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個性關係與品牌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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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的關係具有類似的道理。David Ogilvy (1983) 則認為，產品就像人一樣，

也具有個性，而其形象就代表個性。Fqruqhar (1990) 則認為品牌個性可用以區

別產品，它就像人的個性一樣，每個人都具有差異性，品牌也是如此，關鍵就在

於如何能夠在品牌個性與消費者個性間的關係取得一致性，其所論及的一致性品

牌形象也包含這個道理。這種品牌態度、品牌個性或品牌關係均會影響到購買行

為，有時消費者未購買某一品牌不是因為品牌形象不佳，而是因為品牌態度有問

題。綜上所述，品牌關係為品牌個性與消費者個性的關係，此關係的良好維繫著

消費者是否產生正面的庇度與購買該品牌。 

方世榮(民 89)認為消費者會先將一組品牌列入考慮，稱為入圍集組(evoked 

set)，就是消費者心目中最偏好的幾個選擇。從這組品牌當中，消費者會更進一

步地做出評估，然後再進行最後的選擇。郭建中(民 89)認為會影響外在資訊尋

求範圍的，則是消費者對自我決策能力的信心程度。透過資訊收集的過程，消費

者亦同時知悉市場上競爭品牌及其特性。對於高涉入與高風險的商品，消費者會

擴大資訊尋求的範圍，並將更多的品牌列入考慮。消費者所能獲得品牌的全體組

合(total set)，而某一消費者僅熟悉其中一部份的品牌，稱為知曉組合

(awareness set)。該組合中只有幾個品牌能符合該消費者的最初購買標準，形

成考慮組合(consideration set)，當收集更多關於考慮組合內品牌。在此階段，

消費者使用較多的刪除法，也就是考慮品牌的負面因素，將不被考慮的品牌刪

除，被留下的少數品牌成為強勁的候選品牌，形成選擇組合(choice set)，在選

擇組合中在依照品牌的獨特利益排序比較為可接受的品牌做決策。 

消費者使用產品品質訊號的理由主要有：降低購買的風險、缺乏辨認產品品

質的能力、因為時間有限或可支配所得高，而採低度涉入、產品品質過度複雜、

或是品質資訊過剩，造成消費者抗拒等。而消費者容易被使用的訊號，除品牌以

外，還有產品名稱、廣告、外觀、零售商商聲譽、商店名、保證書、與售後服務

保證等。在講求服務效率與品質的趨勢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分際界線將愈來愈

不明顯。經濟活動的重心已由「物」轉移到「服務」。顧客滿意是現代企業經營

之關鍵，持續的吸引顧客並透過服務、品牌與價值建立顧客的長期重購行為，將

是企業獲取利潤的重要經營機能。顧客滿意、品牌權益與顧客終身價值三者之關

係，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有相當程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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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企業的作業觀點出發，在瞭解品牌權益的效果中的消費者利益與企業利益

內容之後，進而衡量品牌權益的效果中消費者的部分，具有其策略涵意：即是藉

由瞭解消費者願意為其品牌支付多少的機會成本，企業就可以評估其可以獲得其

多大的利益。茲就品牌權益的衡量，依據李威德(民 90)碩士論文中整理的內容為

基礎，增附新近內容，並以另一分析觀點進行探討。 
 

2-3 品牌權益的衡量方法 

 

李威德碩士論文將品牌權益的衡量區分為個人層次、總體層次與市場區隔層

次。個人層次包括了消費者知覺面、態度面與行為面；本研究新增企業層次的觀

點，衡量公司投入面與結果面，其主要目的為檢驗消費者的知覺或行為結果與該

品牌的公司投入面間的相關情形；總體與市場區隔層次則與品牌定位與市場佔有

率有關。在衡量方式方式上可區分為間接法與直接法兩大類，間接法可進一步分

為質化方式與量化方式，而直接法則可區分為相對法與絕對法兩種。 

間接衡量是以衡量品牌知識得知品牌權益的效果，因此必須衡量品牌有哪些

聯想性及各種聯想間的關係。可藉由測試品牌回想與品牌辨認來決定。有質化方

式與量化方式兩種技術可用來衡量品牌有哪些聯想。而聯想間的關係，可以比較

各種聯想的特性來衡量；或是直接問消費者聯想間的一致性、重複性或次聯想。 

直接衡量是衡量消費者對行銷活動的回應，亦即品牌知識的影響。一群是接

受有品牌的行銷組合，另一群是接受無品牌產品的相同行銷組合。比較兩群的影

響可提供那個品牌品牌知識的估計。 

衡量方式計有知覺面、態度面、行為面、公司財務面、整體模式等方式。每

位學者從不同的角度切入來進行品牌權益的衡量，使得品牌權益在實際計算時產

生不同的路徑。這些不同的構面雖有相關性存在，但卻各其優缺點及其適用之處。 

本研究則由企業行銷策略擬定的起點出發，採用先市場區隔層次、後個人層

次；先品牌權益之非財務效果、後財務效果；先絕對基礎、後相對基礎的順序，

整理品牌權益效果的各項衡量方式如下： 

 

2-3-1 與市場區隔相關的質化分析 

 

企業在擬定整體行銷策略的初期，必須進行 STP(Segmentation - 

Targeting – Position)的決策，而品牌定位策略亦包含在此階段的決策內容之

內。企業想要瞭解其要選擇進入的市場其顧客的特質為何，並藉以發展與顧客溝

通的後續策略。通常在這樣的階段，涉入的人員多為中階經理(Managerial Level)

與部分高階經理 (Executive Level)，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內容尚未詳細規劃，

行銷資源的投入與財務計畫內容也未確定。與品牌有關的策略重點是掌握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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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理念、想法與需求等特質，以作為選擇區隔市場的依據。這些特質的有

無與發展傾向的質化分析即有實用價值。至於進一步的量化分析則因企業的資源

尚未確定而較無意義。另外，當受訪者不願意或無法傳達其感覺、想法與態度時，

Aaker(1991)認為質化方式可以深度地瞭解探討消費者知覺面的行為。根據不同

的分類構面，可以進行品牌聯想之偏好度、強度與獨特性的探索。可用聯想評估

的比率來衡量品牌聯想的偏好度；可用聯想信念出現的比率來衡量其強度；亦可

與競爭比較聯想的特徵，並詢問消費者對於該品牌的獨特層面的考量，藉此衡量

品牌聯想的獨特性；比較跨消費者間的聯想類別，並詢問消費者有關聯想的條件

期望，以此來衡量品牌聯想特徵間的一致等等。此外，還可比較基本的品牌聯想

與次級聯想之特徵，並直接詢問消費者基於原始的品牌聯想會什麼樣的影響，藉

此衡量其次級聯想是否與原始聯想平衡。質化方式較不具架構性，常用的衡量技

術包括： 

 

(1) 網路分析： 

三個品牌為一組，受訪者必須在此選出其中與其他兩個不同的品

牌，最後將所有品牌的關係化成網狀圖。透過網路分析，可以明白哪些

品牌具有相同的聯想，哪些品牌較具有獨特性。 

 (2) 品牌個性分析： 

將品牌擬人化，詢問品牌在消費者的心中像什麼人物，具有哪種

個性。 

(3) 品牌關係分析： 

品牌關係為品牌個性理念的延伸，Blackston(1992)，

Fournier(1998)曾經論述品牌所採取的行動對品牌個性的影響，並提

出 11 種的消費者與品牌間的關聯因素。 

 (4) 投射技術： 

當消費者不能夠或不願意表達時，揭露其真實意見與感覺的

診斷工具，其中包括完成任務法與比較法兩種。測試者可透過這些方

法的解讀瞭解品牌的使用意像與使用者意像等非產品相關屬性的聯

想。 

(5) 自由聯想： 

為最簡單與最有用的品牌聯想衡量方式，不給予受訪者任何產品

類別或特殊提示。它可以提供較粗略的品牌聯想強度、偏好度與獨特

性。 

 

2-3-2 與區隔市場內相關的價值分析 

當企業的產品服務已經進入設定的區隔市場，企業必須開始評估各項行銷投

入的結果，牽涉的部門與人員已經進入作業層次(Operation Level)，評估決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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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效率，而非僅有效果，所以必須開始以量化的分析為基礎。但是在本層次階

段中，品牌權益帶來的主要是非直接財務的效果，其衡量方式有： 

 

(1) 市場佔有率：  

Kamakura, Wagner & Russell (1993)的研究發現，市場佔有率與品

牌價值有直接關係。Longman-Moran Analytics ( Lewis C.,1991)用集中

率(concentration)此一指標做為衡量品牌權益的方法之一，其認為廠商

若將行銷資源聚焦投入在擁有高市場佔有率之市場區隔的消費者，該

品牌的獲利率亦較高，所以利用一些營運績效指標可以估算出企業品

牌的價值。潘扶仁(民90)則引用美國汽車產業顧問公司Allison Fisher, 
Inc. 的漏斗理論(Purchase Funnel Profiles)，提出由品牌知名度、品牌形

象影響度、購買考量與購買意願等變數推導出市場佔有率估計值的模

型。 
Park and Srinivasan (1994)則是以市場佔有率溢酬與價格溢酬

來衡量品牌權益，並更進一步指出品牌購買順序對於計算市場佔有率

溢酬與價格溢酬有幫助，且在其研究中可看出市場佔有率溢酬與價格

溢酬的關係。 
(2) 消費強度與再購頻率： 

品牌忠誠度代表了消費者的行為面，亦可直接轉換為利潤。Park 

and Srinivasan (1994) 的多屬性偏好模式，乃是以個人層次、調查

的方法獲得對於一個品牌的整體偏好以及客觀的多屬性偏好水準來衡

量品牌權益，並依此計算市場佔有率溢酬與價格溢酬。Dyson, Farr, 

and Hollis (1996) 則以消費者忠誠度指數來衡量品牌權益，在其內

容中，諸如考慮組合、品牌大小、價格彈性乃至於價格溢酬、市場佔

有率溢酬，甚至公司的廣告與媒體、產品的類別都為其考慮因素。Aaker 

(1991) 認為品牌忠誠度由行為、滿意度、品牌偏好程度、消費者承諾

等指標來衡量。 

(3) 品牌槓桿與通路利益： 

在品牌槓桿方面，Farquhar (1990) 認為其基礎來自於強勢品牌

所具有的優勢，使得通路商更願意陳列該品牌於貨架上，間接使消費者

更容易在通路上接觸到或購買到。Gibson (1988)認為消費者所熟知的品

牌通常具有較低的上架費與較多上架的機會。因此，可推論上架費與上

架的可見度可作為品牌槓桿衡量的依據。Aaker 則提出以通路覆蓋率與

店面鋪貨比率與買得到該品牌的消費者比率來衡量的概念。 

 (4) 顧客滿意度： 

滿意度是對消費者是否忠於某個品牌的直接評估方式（Aaker, 

1996），而滿意度的問題可以針對前次的使用經驗，或是由消費者自行

定義使用經驗。美國的 JD Power 公司常年調查評估消費者購買新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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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滿意度，以及售後服務的滿意度。以超過 2,500 位車主的

反應為根據。銷售滿意度指數是根據六個要點來評鑑﹐按重要性排

列為：銷售人員、交車程序、交易條件、經銷商設備、交車時間及

書面作業。售後服務滿意度指數是根據七個要點來評鑑﹐依序為：

曾發生故障數、車主便利性、服務品質、準時完修交車、服務禮儀、

服務通知以及整體服務感受。 

 

2-3-3 企業層次的價值分析 

在本層次，企業關心的重點是與總體營收、年度利潤等與直接財務效果有關

的議題。其品牌權益衡量的結果，可以作為企業尋求或爭取更多外部資源的依

據，或是企業所有者評估經營者、高階經理人(Executive Level)工作績效的參考

之一。其衡量的基礎通常是企業的各個部門投入有關品牌活動的表現或預估的結

果，予以設定公式計算而得，因此其結算的品牌權益會出現絕對價值。其衡量方

式計有： 

 

(1) 商譽：  

為會計上的計算方式。公式為 ｛營業淨利 – (資產總值 x市場利

率)｝÷市場利率。一般公司在平常的財務報表製作上，並不列出商譽，

因此公司平時無法透過商譽了解品牌的價值。另外，其計算著重於公司

的獲利能力，並不能完全展現品牌在消費者面的價值。 

(2) 財務指標法： 

Mahajan, Rao, & Strviastava (1994)認為企業在認購或合併其

它企業時，可以用財務指標評估企業價值，而這些財務指標有收益、

稅前淨利.等。Smith (1988) 亦以財務的方式計算品牌的價值，公式

為V=I/r，其中V(value)是指品牌的價值，而I(net income)是指從品

牌來的淨收入，即收入扣除成本，r(capitalization rate)是指資本

率，即反應使用品牌並達到營利目標所帶來的企業、經濟、管理風險。

另外，許多會計人員利用經驗法則，推論市場價值大約是該品牌銷售

產品每年獲利的四到六倍，亦即品牌市價與淨利呈正比。 

(3) 重置成本法： 

Aaker(1991)將品牌權益視為重新打造該品牌的成本金額。 

(4) 市場法： 

將品牌權益視為擁有該品牌在未來所能得到的經濟效益之現值，

著重於金融市場上的反應。財務論者 Simon and Sullivan (1993)認為

股票市場會反應出對一個品牌的未來期望而調整其價格，可以公司在

品牌上的累積投資所增加的現金流量以及股票價格的變動來估計品牌

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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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益法： 

收益法是將未來的現金流量折現作為品牌權益的衡量基礎。這個方

式必須考慮到品牌強度及其對競爭環境的影響，亦須調整其製造成本來

反應產業的平均值而非以其實際成本來反應，因為高於或低於平均值乃

基於製造的效率之因而非品牌權益所造成。 

(6) Interbrand 的複權重計算法： 

Interbrand（http://www.interbrand.com）是知名的品牌權益顧問

公司。其提供較為全面性的財務面品牌權益衡量方式。Interbrand 使用

二階段的品牌價值評估技術。第一階段首先計算品牌利潤。Interbrand

建議以最近三年來的利潤平均數為依據。第二階段則接著以品牌強度進

行上述品牌利潤的調整。此品牌強度的七個構面為領導性、穩定性、市

場性、國際化程度、趨勢、資援助與保護，分別配與權數來加以計算。

再根據 Interbrand 自行設計的問卷所得出的結果求出品牌強度總分

後，接下來即進行品牌價值的計算。第二階段所計算出的品牌強度分數

用以作為第一階段品牌利潤的乘數，之後再進行調整。 

根據 Interbrand 的報告指出，品牌強度與品牌價值之間有一種常態

分配的關係，亦即兩者之間的關係可以用古典的Ｓ曲線加以呈現：當品

牌強度由新品牌或無知名度品牌進展到市場中的第三或第四名時，品牌

價值逐漸增加；當品牌強度由第三或第四名推展到市場中的前兩名時，

品牌價值則以指數效果增加；當品牌已成為知名的世界品牌時，則即使

市場佔有率提高，品牌價值亦不再增加。 

 

2-3-4 消費者層次的價值分析 

 主要的研究議題是消費者針對不同品牌所願意支付的價格溢酬。對於企業而

言，定價的高低與利潤直接相關，所以屬於有直接的財務效果的品牌權益衡量；

另外，研究的環境是消費者與各種產品服務共同存在的交易市場，因此與企業的

競爭者的交互關係密切，研究的重點通常為與競爭者的相對價值。即使使用虛擬

品牌或無品牌的概念來做參考指標。虛擬品牌或無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通常是

指無品牌權益效果，或是市面一般品牌的品牌權益平均值。因此依這樣的參考指

標進行的衡量衡量方式也是相對基礎。 

 關於消費者面的品牌權益與其相關變數的衡量，Keller(1998)以衡量消費者

的知覺面因素，比較兩者間的消費者知覺差異、偏好差異、選擇差異與價格敏感

度差距；陳振燧、洪順慶(民 88)發展出一套「顧客基礎品牌權益衡量量表」，將

品牌權益的效果區分為功能屬性基礎與非功能屬性基礎二個構面。該探討四個臺

灣知名品牌的量表透過文獻探討、自由聯想與實務訪問等實驗設計，經過二階段

的刪選，將衡量項目由 50 個屬性題目降為 19 個屬性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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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品牌權益衡量結果的表現方式上，價格溢酬可以用數值顯示，也可以用百

分比顯示，如表 2-1 所示： 
 
表 2-1：針對知名品牌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溢酬表 

對品牌的忠誠度 消費者願意支付高於競爭者的

價格百分比 

Coke 50% 

Tide 100% 

Lancome 100% 

Volvo 40% 

Heinz 100% 

Heineken 30% 

Northwest Airlines 20% 

Local Cleaners 30% 

American Express 50% 

Hertz 30% 

Pampers 50% 

Hyatt 20% 

Local Jiffy Lube 25% 

Honda 20% 

資料來源: Scott M. Davis, Brand Asset Management, 2000 

 
使用百分比顯示的優點，在於顯示品牌權益的價格溢酬與產品價格的正向關

係。以汽車產品為例，價格 300 萬的產品與 30 萬的產品其品牌價格溢酬不應使

用單一數值。但使用百分比顯示的缺點，則是品牌權益效果通常是購買決策眾多

影響因素之一，且依產品不同，各項因素的影響比例也隨之不同，以固定百分比

設定品牌權益效果並不恰當。例如價格 300 萬的汽車產品，使用者因為汽車的社

交彰顯身份功能，品牌影響權重大；30 萬的汽車產品，使用者較重視運輸的功

能，品牌影響權重小。另外，在消費者測試時，消費者的品牌權益評價通常亦符

合其購買交易習慣，以數值評價為基礎。綜合而言，較為理想的作法，應是設定

同類產品與合理的價格帶空間，將各品牌權益的價格溢酬以數值顯示；不同類產

品或不同的價格帶空間，將各品牌權益的價格溢酬應重新測量，再以新數值結果

表示。消費者層次的衡量方式計有： 

 (1) 價格敏感度測試： 

Swait, Erdem, Louviere & Dubelaar (1993)將價格做任意調整，

在實驗中測試消費者的接受度。以所得的均等價格來評估品牌權益，此

均等價格的概念雖可以代表價格敏感度，但是操作成本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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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品牌基礎相對法： 

固定行銷方案不變，檢視不同的品牌名稱所造成消費者回應的變

化。 

(3) 行銷基礎相對法： 

則為固定品牌名稱不變，檢視不同的行銷方案所造成的消費者回

應變化。 

 (4) Conjoint Analysis(聯合分析)： 

Keller(1998)結合上述兩者特性之技術，發展出種以調查為基礎

的多重價值技術，可使行銷者用以模擬品牌的消費者決策過程。其方式

為讓消費者在一預先設計的產品輪廓當中，去表達其偏好，並做出決

策，消費者必須在多個屬性中進行取捨，且通常品牌名稱亦為屬性之

一。此外，更可進一步進行品牌與價格的取捨測試。透過聯合分析，可

以了解到消費者對於屬性間的相對偏好大小，亦可了解消費者願意為此

屬性或此品牌名稱付出多少價格。也就是說，若將品牌名稱列為屬性來

進行聯合分析，即可得出因品牌不同所造成的價格溢酬。 

聯合分析的方式有衡量層次的優點。在個人層次的衡量上可將個

別消費者的標準差或平均數加總求得任何有興趣知道層次的優點，也可

避免要估計市場佔有率溢酬與價格溢酬的困難。 

本方式在衡量層次的缺點，在於無法完全涵蓋該品牌在所有消費

者心中所具有的屬性，僅能以大多數消費者所認同的屬為依據，因此，

會產生非實際的產品輪廓問題，致使在品牌權益的來源與衡量的結果上

會產生差距。 

另者，偏向消費者行為面的衡量多半是從消費者購買的偏好、選

擇、意願或是價格等議題出發。Cobb-Walgren, Ruble, & Donthu (1995) 

則以品牌偏好與購買意願來衡量品牌權益。 

 (5) 特定區隔市場品牌權益估計： 

Kamakura and Russell (1993)使用掃描器的資料來提供品牌權益

的三種衡量法－知覺價值、品牌支配率與無形價值，但調查的結果是區

隔層次的品牌權益估計，無法估計跨品牌間的權益差異。 

 (6) 剩餘法： 

將品牌權益視為去除實際產品屬性之後所剩餘的消費者偏好與選

擇，因此，必須在整體偏好當中，將屬於客觀的產品屬性偏好去除，以

計算品牌權益。Kamakura and Russell(1993)主張將短期廣告與促銷因

素刪除以求算品牌權益的估計值。  

(7) 品牌相對價格溢酬： 

Coppers(1999)衡量品牌權益的方式則是比較一個沒有品牌的產

品與有品牌產品所差異的價格溢酬。在價格溢酬方面，Berry(1988)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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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相同的產品使用不同的兩個品牌所帶來價格溢酬效果。Aaker(1991)

則提出針對價格溢酬的衡量方法： 

(i) 在市場中直接觀察不同品牌間的價格差異。 

(ii) 詢問顧客願意為產品的特點或屬性付出多少錢，可把品牌名稱列

為其中的屬性之一，Aaker 稱此為 dollarmetric scale 

(iii) 測試價格彈性，以不同的價格水準去獲取消費者的購買者偏好與

購買可能性。此方式的理論依據為，品牌權益高的品牌，價格若

有些許變動，則所產生的偏好或購買意願的變化應該不大。 

(iv) Trade-off analysis (亦譯為聯合分析)，計算針對某一屬性，

消費者願意花的金額。 

(8) 價值分析(VA)與價值工程(VE)技術的應用： 

本研究參考改良學者的作法與觀念，應用上述的技術作為測量品

牌權益相對價值的新方法。 

價值分析(Value Analysis，簡稱 VA)一詞最早在 1947 年由 Miles

所提出(賴士葆，民 84)，其原始意義在於：在維持產品功能一定的限制

條件下，透過零組件的成本分析與更換，可以達到降低成本的目的。若

是將價值分析的概念應用於工程方面，則稱為價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簡稱 VE)。而後，生產精密機械的業者將 VA 與 VE 技術應

用在競爭者分析的領域，在取得競爭者的產品後 使用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拆解，在設定競爭產品與己方產品的產品功能一

致的條件下，檢討各項零件成本的價格差異，整合計算出雙方產品在總

成本的差異。 

許多汽車廠商歷經生產者導向、銷售導向、顧客導向、再到行銷

導向的消費時代後，普遍認同日本豐田汽車前任社長大野耐一的觀念：

「價值(Value)和價格(Price)，不得混為一談。產品能用那樣的價格賣

出去，是表示顧客認為有那樣的價值。」，開始以己方產品的顧客端零

售價為基準，應用價值分析的技術，將競爭者產品與己方產品的機能屬

性調整成一致的水準。其中競爭者產品機能較己方多者，以消費者願意

支付的價格加以扣除，代表競爭者該機能屬性與乙方同，已無此配備；

競爭者產品機能較己方少者，以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予以加成，代表

競爭者該機能屬性與乙方同，已增加此配備。總和比較兩者售價 若競

爭者調整後總價值低於己方 則認為競爭者售價比己方更有競爭力；若

競爭者調整後總價值高於己方，則認為己方售價比競爭者更有競爭力。 

汽車業者經常遇到的行銷盲點：第一即為有部分廠牌的產品，其

價值分析後的售價遠高於己方品牌的產品，但銷售量卻仍然高於己方。

即是忽略了品牌權益的效果；第二個盲點，則是忽略了消費者會藉由與

經銷商的議價來反應真實的顧客評價。因此經銷商若有長期的促銷，或

穩定的價格折讓，此交易價格才是該產品的真實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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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則以消費者的真實交易價格為基礎，將品牌視為與其它產

品的功能屬性相同，消費者願意為功能屬性與品牌支付價格溢酬。當各

廠牌的同類產品，除品牌之外，所有功能屬性都完全相同，而經消費者

整體評價後的價值仍有差異的部份，則可推論為品牌權益的相對價值差

異。 

本衡量方法定名為「使用定型化 VA/VE 模組的聯合分析」，詳細的

操作作法則在第三章另有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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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品牌權益衡量方式的整理 

 

品牌權益衡量可以依據研究目標的不同可由個人層次、企業層次以及市場區

隔層次的觀點進行探討，品牌權益衡量的結果則是可以質化或量化的型式呈現， 

企業則更重視與品牌權益相關的財務效果。本研究以品牌衡量的層次與品牌衡量

效果為二大構面，整理各種品牌衡量方式所對應的構面空間位置。 

 
圖 2-2：品牌權益衡量系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1

 

2-3-6 品牌權益衡量方式的選擇 

 
品牌權益衡量方式的選擇，應依研究者的研究需要而定，亦即衡量方式均有

其效用與限制。舉目前在品牌權益顧問業界執牛耳的 Interbrand 公司 2002 年的

研究結果為例，該公司以絕對價值為基礎的品牌權益，計算公式涵蓋完備，在資

本市場以股票市場為主的美國地區，是投資人評估投資標的的工具之一，而企業

也可以運用品牌權益帶來股價最大化的效果。另外，在企業購併時，品牌權益也

可以視為交易的標的。但在資本市場以債權市場為特色的德國與日本，因為銀行

貸款是企業長期營運資金的主要來源，銀行會低估企業的價值以保障債權。在二

國的會計制度下，品牌權益或商譽在企業購併時並不能認列。 
再者，絕對價值品牌權益的流動性與變現能力也有疑問：例如 Ford 在全球

的品牌權益高於 Toyota，但顯然 Ford 無法將「多餘」的品牌權益移到福特六和

以勝過臺灣的 Toyota。而 Ford 在 2002 年約 20 億美金的品牌權益，也無法直接

分紅給員工、顧客或是申請銀行貸款。因此在經濟市場上，這樣的評估指標就沒

有貨幣價值。最後，是絕對值品牌權益的合理性：很難解釋 Ford 品牌由 2001 年

到 2002 年品牌權益憑空流失高達 10 億美金的意義…但若由相對的基礎來觀察，

解釋 Ford 品牌的競爭力 2002 年較 2001 年下降 32%的現象，便較為直觀容易。 
 
本研究採用消費者面、相對基礎的觀點衡量品牌權益，著重在其便利與實用

的特點。便利是指消費者經常在使用比較與 Trade-Off 的行為，所以觀察與測量

較為方便；實用則是指觀察或分析所得的相對價值結果，廠商可以運用在如訂

價、產品規劃等一般的行銷活動上，讓品牌不僅有策略功能，也可以是作業工具。

在第三章，將參考剩餘法、品牌相對價格溢酬理論，以及應用改良後之價值分析

(VA)與價值工程(VE)技術，擬定各項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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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全球性品牌的品牌權益值 

2002 Brand Name 2002 2001 Change in Parent Company 

Brand   Brand Value Brand Value Brand Value   

Rank   ($Mil.) ($Mil.) (%)   

1 COCA-COLA 69,637 68,945 1 Coca-Cola Company 

2 MICROSOFT  64,091   65,068   -2  Microsoft Corp. 

3 IBM  51,188   52,752   -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4 GE  41,311   42,396   -3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5 INTEL  30,861   34,665   -11  Intel Corp. 

6 NOKIA  29,970   35,035   -14  Nokia Corp. 

7 DISNEY  29,256   32,591   -10  Walt Disney Company 

8 MCDONALD'S  26,375   25,289   4  McDonald's Corp. 

9 MARLBORO  24,151   22,053   10  Philip Morris 

Companies Inc. 

10 MERCEDES  21,010   21,728   -3  DaimlerChrysler AG 

11 FORD  20,403   30,092   -32  Ford Motor Company 

12 TOYOTA  19,448   18,578   5  Toyota Motor Corp. 

18 HONDA  15,064   14,638   3  Honda Motor Company 

20 BMW  14,425   13,858   4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38 VOLKSWAGEN  7,209   7,338   -2  Volkswagen AG 

資料來源：Special Report, Business Week, data provided by Interbrand, Aug 2002. 

      

 

本章最後，為了敘述品牌權益完整的理論架構，特別提出下列觀察：在進行

品牌權益衡量之後，企業會將其可能得到、或已經得到的利益，與其在品牌權益

投入各項資源的成本來做比較，也就是評估其品牌管理的效果與效率。再由逆向

的企業總體觀點來看：完整的品牌管理的內容必須包含了行銷等各項資源的投

入，以及包含各層次的品牌權益衡量系統。本研究僅選取品牌權益的衡量系統中

「品牌相對價格溢酬」的部分，並以以臺灣的國產汽車廠牌為例，進行實證分析

討論。不過在建構該各式廠牌的品牌評價模式之前，必須對臺灣汽車產業的概況

與特殊的品牌活動進行瞭解。另外，研究結果中有部分與品牌權益的其它效果有

關。因該二部分與研究主題架構無直接關聯，故置於【附件一】與【附件二】，

謹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