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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個案描述 

第一節 黑松公司 

 一、企業簡介 

黑松公司創立於 1925年，原名為「進馨商會」。1936年改為「進馨汽水無

限公司」。1946年更名為「進馨汽水有限公司」。1969年變更組織及名稱為「黑

松飲料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再更名為「黑松股份有限公司」迄今。主要業務

係從事各項飲料品之生產銷售，99%以上為內銷，產品項目包括碳酸飲料、茶類

飲料、咖啡飲料、果汁飲料、運動補給飲料、天霖純水等產品近百種，且自 1996

年起進口銷售威士忌、白蘭地、葡萄酒及金門高粱等酒類產品，2001年 4月起

正式跨入乳製品事業領域。 

黑松公司目前存在於市面上的品牌有黑松、黑松沙士、黑松汽水、吉利果汽

水、就是茶、歐香、韋恩、畢德麥雅、綠洲、FIN、C＆C(高維他命 C飲料)、LGG

優酪乳、貝里威士忌、天霖純水等共計 14個品牌，各品牌推出的時間如表 4-1-1

所示。目前的營收比重為：碳酸類 54.21%、咖啡飲料 10.01%、茶類飲料 9.58%、

果汁飲料 8.65%、其他 17.57%。 

受訪者之ㄧ「張智鈞」先生現職為黑松公司行銷企劃室課長，受訪者之二「林

鶴城」先生則為副課長。以下內容所述之用詞「黑松」代表個別品牌，「黑松公

司」則代表所有黑松公司推出的品牌。 

 

表 4-1-1 黑松公司品牌年表 

順序 品牌 上市時間 

1 黑松汽水 1951 

2 黑松沙士 1950 

3 綠洲 1970 

4 吉利果 1976 

5 歐香咖啡 1985 

6 黑松運動飲料、烏龍茶等 1985 

7 天霖純水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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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韋恩咖啡 1993 

9 C&C 高維他命 C 飲料 1996 

10 貝里威士忌 1997 

11 畢德麥雅咖啡 1997 

12 LGG優酪乳 2001 

13 FIN 2002 

14 就是茶 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成長策略 

黑松公司創立八十年來的成長策略可分為四個階段敘述之，分別是以黑松汽

水深耕市場的「密集式之市場滲透階段」(1931~1950)；專注於碳酸類別的「密

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Ⅰ」(1950~1970)；擴大到多個產品類別的「密集式之產品

開發階段Ⅱ」(1970~迄今)；開始到大陸設廠的「密集式之市場開發階段」(2003~

迄今)。整理如表 4-1-2所示。 

 

1.密集式之市場滲透成長策略(1931~1950) 

 從 1931推出黑松汽水至 1950年這段期間，黑松公司僅以黑松汽水此單一產

品深耕台灣的碳酸飲料市場。 

 

2.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Ⅰ(1950~1970) 

從 1950年推出黑松沙士至 1970年這段期間，黑松公司專注於深耕碳酸類市

場，陸續推出黑松沙士(1950年)、吉利果(1976年)等碳酸飲料。 

 

3.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Ⅱ(1970~迄今) 

黑松公司於 1970年開始生產碳酸類別以外的產品，陸續推出綠洲果汁飲料

(1970年)、歐香咖啡、黑松運動飲料(1985年)、黑松烏龍茶、薑母茶(1988年)、

天霖純水(1991年)、黑松 100%純果汁、黑松蜂蜜冬瓜茶、韋恩咖啡(1993年)、

C&C 高維他命 C 飲料(1996年)、畢德麥雅咖啡(1997)、LGG優酪乳(2001)、

FIN(2002)、就是茶(2003)，以這麼多的品牌來和其他同業競爭一年高達 470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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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市場。 

另外自 1996 年起黑松公司為順應消費者需求，開始從國外引進啤酒、梅酒、

紅葡萄酒、威士忌等酒類產品。更於 1997 年推出自有酒類品牌貝里威士忌。酒

類的推出背景可由張課長的訪談內容獲悉。 

林副課長：民國七十九年開放酒進口後，整個酒類市場的消費情況就改變

了，又隨著國民所得增加，消費者希望可以在餐廳喝到高級的酒，當酒在台灣蓬

勃發展時，黑松卻沒有酒，反觀其他同業則採取代理的方式因應，他們和餐廳提

說我可以給你不同的酒，還可以提供飲料，慢慢地侵蝕了黑松的市場，所以為了

要阻絕競爭對手進入餐飲通路，黑松在民國八十六年一月正式成立部門經營酒

類。 

貝里威士忌的誕生是因為黑松秉持要有自己的根，要有自己的品牌(貝里是

找國外代工的，且是餐廳通路的獨家經銷)，所以貝里有投入行銷資源、廣告，

貝里是黑松目前唯一存活較久的酒類品牌。其它的像是葡萄酒，其品牌是國外

的，但行銷則是我們在做，依循的也是市場潮流與趨勢，和飲料發展的策略如出

一轍。 

於此其間黑松公司還有透過代理銷售國外品牌的方式，來達到銷售額成長的

目標，諸如 1989 年與美國樂倍公司(Dr. Pepper/7-Up)簽約產銷樂倍飲料，1997

年與雀巢公司簽約產銷山塔力佳咖啡；2002年更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推出可果

美果蔬汁，又 2003年也與寶僑家品策略聯盟，簽訂經銷商合約，取得品客洋芋

片台灣地區總經銷商權，經銷 Pringles 洋芋片，積極經營休閒食品市場。 

黑松與其他企業合作的理由可從張課長的訪談內容得知，主要是考量藉由外

力進入一個新產品領域，其成功機率相較於黑松自己從頭來會高得多。 

張課長：樂倍飲料(Dr. Pepper)的行銷、經銷都是黑松來著手，而品客、山

塔利加都只是單純經銷-看上黑松綿密的經銷網路。承接樂倍的行銷是為了進入

可樂市場使然，當時可樂的品類在台灣很強勢，有評估到底適不適合自己推出一

個品牌，除了考量資源外，也有考量有沒有辦法被消費者認同，因為可樂一向被

認為是舶來品，所以後來決定和全球第三大的 Dr. Pepper合作，和 LGG一樣取

得生產、技術配方的授權。但這第三大其實和前二大差距很遠，只有 3%的市佔

率。由於樂倍的口味不被消費者接受，所以業績不佳就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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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密集式之市場開發成長策略(2003~迄今) 

黑松公司於 2003年 1月開始到大陸投資設廠，並成立黑松食品(蘇州)有限

公司。黑松公司在 2004年的年報中指出，大陸飲料市場在 2005年可望達到 1

億元人民幣目標，相較去年(2004年)的 2500 萬人民幣約有 4倍成長，主要在於

今年(2005年)將積極擴增通路並將市場版圖從既有的江蘇、上海一帶延伸至浙江

及安徽。另外張課長也說明了黑松到大陸的主要理由是看中市場潛力，為了要繼

續成長，當然得去大陸設廠。 

張課長：會擴展到大陸，是因為大家都去，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市場。黑松等

到合法後才進軍大陸，是後進者，所以居劣勢，即使知道前人是怎麼失敗，但目

前仍辛苦耕耘著，在大陸各類產品都有，以生產為主，目前沒有和人合作。 

 而目前在中國大陸推出的品牌有五個，分別是黑松沙士、黑松真茶、黑松纖

果汁、黑松乳果、黑松 FIN深海健康補給飲料，其中黑松乳果僅在大陸推出，

是專為兒童所設計內含奶粉與果汁的產品。此外可發現各產品類別均是冠上黑松

的品牌名稱推出於市面上，並且以迥異於國內的包裝設計呈現於消費者面前，最

大的差異點在於每項產品包裝上均大大地展露黑松字樣，亦即黑松與 FIN、真

茶、乳果、纖果汁的字體大小是一樣的，但在國內黑松與 FIN字體的比例則為

1:6，足以可見黑松在二岸的品牌組合策略是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的。 

  

表 4-1-2黑松公司之成長策略整理表 

階段 企業成長策略 內容摘要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階段

(1931~1950) 
以黑松汽水此單一品牌深耕市場 

2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Ⅰ

(1950~1970) 
專注於碳酸飲料市場，推出黑松沙士、吉利

果等二個品牌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Ⅱ

(1970~迄今) 

擴大到多個產品類別包括果汁、咖啡、茶、

運動飲料、包裝水等，推出的品牌有綠洲、

歐香、天霖純水、韋恩、C&C、貝里、畢德

麥雅、LGG、FIN、就是茶等十個品牌 

4 
密集式之市場開發階段

(2003~迄今) 

開始到大陸設廠拓展事業版圖，推出的品牌

有黑松沙士、黑松真茶、黑松纖果汁、黑松

乳果、黑松 FIN 深海健康補給飲料等五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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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策略 

(一)品牌組合的結構 

根據 Aaker(2004)的分類，可以三種形式探討擁有多個品牌之企業的品牌組

合架構，分別是品牌層級樹型圖、品牌群組、品牌網絡，詳述如下。 

 

1 .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圖 4-1-1黑松的品牌層級樹型圖之水平面來看，黑松公司目前共有黑松、

黑松汽水、黑松沙士、就是茶、LGG、韋恩咖啡、歐香咖啡、畢德麥雅咖啡、吉

利果、FIN、貝里威士忌、C＆C、綠洲、天霖純水等十四個品牌。其中以企業品

牌黑松命名的產品類別最多，包括碳酸類(可樂)、果汁、茶、運動飲料、優酪乳

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黑松沙士、黑松汽水都算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品牌，而非附

掛在企業品牌下的產品類別，且從黑松汽水到黑松沙士不算是水平延伸，因為沙

士和汽水都同樣屬於碳酸類，可由黑松行銷課長張智鈞的訪談內容隱約得以佐

證： 

張課長：每個品牌在設計上都有一套規範，但黑松品牌的產品除外，說仔細

點是黑松汽水、黑松沙士以外的黑松品牌除外，亦即碳酸類以外的品牌除外(黑

松汽水、黑松沙士仍有一套視覺呈現規範)。 

而從垂直面來看黑松的品牌層級樹可發現除黑松汽水外，每個品牌均有進行

產品線延伸，表示進入個別產品市場所需要的品項大多在三種以上，致使所形成

的品牌層級樹相當廣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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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黑松公司之品牌層級樹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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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群組 

綜觀黑松公司的眾多飲料品牌，本研究發現可以下列九種方式來區分黑松公

司的品牌組合架構，由於以黑松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別多達八項，所以「黑松」

橫跨多個品牌群組。 

 

碳酸飲料：黑松沙士、黑松汽水、吉利果汽水 

茶類飲料：就是茶、黑松(綠茶、紅茶、麥茶等) 

咖啡飲料：歐香、韋恩、畢德麥雅 

果汁飲料：綠洲、黑松(蘆筍汁、柳橙汁、葡萄汁、蘋果汁等) 

機能飲料：FIN、C＆C(高維他命 C飲料) 

運動飲料：黑松(運動飲料 sports) 

酒 類：貝里威士忌、馬諦氏威士忌、軒尼詩干邑白蘭地、文森玫瑰紅酒 

乳 製 品：LGG優酪乳、黑松美天(低脂高鈣優酪乳) 

包裝水類：天霖純水 

 

 其中碳酸類的吉利果是黑松公司推出的第三個碳酸汽水品牌，和黑松汽水、

黑松沙士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吉利果是加味汽水，類似蘋果西打和可口可樂的芬達

汽水，所以和黑松汽水、黑松沙士並不會造成互搶目標客群的現象。 

 而推出 FIN健康補給飲料也由於產品利益點不同-等滲透壓 vs.高維他命 C，

所以也沒有和 C＆C造成相互競爭的情況。 

 咖啡類的三個品牌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藉由品牌定位來避免相互競爭的情況

發生，像是畢德麥雅講求精緻感，韋恩強調就是夠份量，歐香則是悠閒的歐式風

情。 

 

3 .品牌網絡 

圖 4-1-2為黑松的品牌網絡圖，由於黑松汽水與黑松沙士二個品牌均以黑松

命名，因此本研究視為與黑松的連結程度最強；而就是茶、LGG、FIN、天霖純

水等四個品牌，由於包裝上均於正面展露黑松的 LOGO，亦即黑松扮演這些品牌

的強力背書角色，與之連結程度為次強，又黑松沙士近年來的一系列廣告均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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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樂團(FIR)為代言人，廣告內容的「我要飛」歌曲特別讓人印象深刻，所以黑

松沙士與飛兒樂團的連結程度也相當強烈。  

 另外畢德麥雅、歐香、韋恩、綠洲、C＆C、貝里威士忌等六個品牌，均只

在包裝背面的製造商部分展露黑松的圖樣，所以本研究歸類其與黑松為第三強的

連結程度，亦即黑松僅為這些品牌扮演隱約背書的角色。 

 

 
 

 

(二)角色扮演與資源分配 

主品牌有黑松、黑松汽水、黑松沙士、綠洲、畢德麥雅、韋恩、就是茶、FIN

等七個，因為這些品牌對消費者而言均是產品的主要參考指標，且清楚地讓消費

者直接聯想到某一產品類別，依序分別是碳酸飲料、汽水、沙士、果汁、咖啡、

咖啡、茶、運動飲料。 

企業品牌的角色當推黑松所有；至於推動性品牌的角色理論上應該非黑松莫

屬，但根據張課長的訪談內容表示，由於黑松與「老」、「碳酸類」的品牌聯想過

於強烈，致使當推出其他品類的品牌時，黑松發揮推動者功能的比重不高，反而

退居淺顯背書者的角色。 

黑松 

就是茶 

韋恩 

FIN 
貝里 

LGG 

黑松汽水 

綠洲 

天霖純水 

吉利果 C＆C 

畢德麥雅 

歐香 

黑松沙士 飛兒

圖 4-1-2 黑松公司之品牌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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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課長：各品牌的產品包裝上均有展露出黑松綠色有框框的 LOGO，或是黑

松二字。在消費者的認知裡，黑松是老牌子，代表喝了絕對不會有問題，也就是

說黑松賦予消費者信心。在二十年前或許有加分效果，但現在應該沒有了，因為

大品牌很多，消費者不會因為是黑松的品牌而購買之，黑松只有附加價值。之前

是黑松出的就有信賴感，但現在則是「韋恩」好喝，又是黑松出的，就更放心了，

反而是倒過來的情況。又品牌個性比較鮮明的產品，像是韋恩，若展露黑松

LOGO，則未必有加分效果，因為黑松給人感覺的就是碳酸類。 

而較特別的是根據張課長表示，若欲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補足產品線對抗競

爭者威脅，又輔以最少的資源投入，則最佳做法就是以黑松品牌推出新產品，因

此基於黑松品牌也發揮防禦與補強的功能，所以亦同時扮演側翼品牌的角色。 

張課長：其實除了咖啡類別沒有黑松的品牌外，每一個品類都有黑松品牌的

產品，所以想要跟上流行、趨勢，就用黑松的品牌推出新品類，因為不可能讓單

一品牌(例如「就是茶」)底下充滿所有(茶的)口味，這樣做很可能會讓此單一品

牌受損，而且另一方面經銷商也不可能只要求單一品牌的品項，所以黑松的做法

就是流行什麼飲料，就冠上黑松品牌推出新產品，用以加快反應速度。 

而副品牌或敘述語的角色可從品牌層級樹裡的產品線延伸部分得知，例如

FIN的「深海/AMINO健康補給飲料」、黑松沙士的「ICE」「Sweetie」、LGG的

「胺基酸新配方」、韋恩的「美式特調」等均是發揮此種功能。 

黑松公司目前的策略性品牌為畢德麥雅、韋恩、就是茶、FIN等四個品牌，

雖然咖啡的市場規模成長率低，但由於畢德麥雅與韋恩均未成為領導品牌，所以

是黑松公司目前全力培育的品牌，另外就是茶與 FIN則是市場趨勢所在，所以也

是資源投入的重點所在，可由 2004年 7月 11日大紀元報的報導內容與張課長的

訪談內容窺一究竟。 

大紀元：積極爭取冷藏咖啡市場龍頭地位的黑松，一直以專業、堅持冰釀工

法為訴求推出的畢德麥雅咖啡，今年再推出畢德麥雅冰釀咖啡「黃金曼特寧風味」

的策略應戰，針對上班族訴求”Let’s have a break” 的概念，企圖擴大市場佔有

率，除了加緊新產品推出外，更大手筆計畫投入 2000萬元廣告預算強打新產品。 

黑松公司期望在新產品助陣下，明年在冷藏咖啡市場佔有率能從目前的 3％提升

至 5％以上，進一步挑戰統一的龍頭地位。 

張課長：目前健康補給、茶則是市場趨勢所在，所以會加強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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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扮演金牛品牌為主要利潤來源的則是碳酸類的黑松汽水、黑松沙士，以及

果汁類的綠洲，據張課長表示前者因為是黑松公司最具代表性的商品，所以營業

額最高，後者則是因為利潤高，所以亦為主要收入來源。 

林副課長：金牛產品要維持不墜，碳酸類就屬於這種角色，特別是黑松沙士，

線上、線下行銷均有投入資源；至於綠洲果汁雖然只有走線下行銷，但這二類(碳

酸、果汁)都是收入的主要來源，綠洲果汁更是利潤來源，雖然綠洲果汁的營收

額並沒有很多。 

另外如果就綠洲果汁推出時的背景分析之，則其擔綱的是側翼品牌的角色，

因為推出綠洲的用意就在於要對抗另一強勢果汁品牌香吉士，以保護黑松在餐飲

市場的領導地位。 

林副課長：綠洲的競爭對手是香吉士，早期辦桌(婚禮宴客)都是喝汽水，但

後來由於消費者所得提高，開始出現喝果汁的需求，香吉士有抓到這波趨勢，同

時黑松也推出芭樂汁應戰，後來雙方戰成勢均力敵。所以推出綠洲其背後的原因

有很多，像是通路保衛戰、趨勢掌握都是。 

 

進一步仔細分析黑松公司的品牌組合會發現，除了黑松汽水、黑松沙士外的

各個品牌，在推出時都是以側翼品牌的形式問世，扮演對抗競爭的角色，之後才

變成策略性品牌或金牛品牌。 

林副課長：我們一直有在統計品類的趨勢，包括內部銷售表現、市場表現、

國外市場的趨勢，和其他品類相較下，茶的成長相當快，那時黑松不僅沒有茶的

品牌也沒有茶的品類，但基於趨勢，無論如何都要去卡位，所以推出「就是茶」；

黑松公司雖然是品類的 follower，但為了要與小瓶裝的伯朗咖啡有所區隔，於是

推出大罐裝的韋恩咖啡；會進入酒類領域，主要是餐飲通路端反映說若沒有酒

類，則顧客會流失，黑松基於對經銷商要提供完整服務(並保護他們)的理念下，

決定推出酒類產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阻絕競爭對手進入餐飲通路使然，而貝

里威士忌的誕生是因為黑松秉持要有自己的根，所以要有自己的品牌，於是找國

外酒廠代工生產，獨家經銷於餐廳通路；至於吉利果則是因為當時有蘋果西打等

產品，站在流行與防禦的角度，再加上我們的邏輯是別人有(的產品)你不可以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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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以創造了吉利果；另外推出 LGG優酪乳則是看中這個市場是因為乳品是

人的基本需求之一，若不介入則在飲料版圖上就缺了一塊。 

 

而黑松公司分配資源至各品牌的準則，主要是考量各品牌未來的市場發展潛

力，包括前景與成長性，二者缺一不可。另外也會考慮是否為本身核心優勢得以

發揮的市場。 

張課長：資源分配的準則主要是看是否為市場有前景的品類，像茶、FIN等

成長很快的品類，資源就投入較多，但像是咖啡雖然有前景，但沒什麼成長性，

因為喝咖啡的就是那些人，也不會多，所以資源分配就不會太多。至於乳品類我

們的競爭對手都是超級大廠(味全、統一、光泉)，和他們競爭很辛苦，所以資源

分配也不會很高。 

總地來說，黑松公司資源分配的重點在金牛品牌(碳酸、果汁)和有市場前景

(茶、機能飲料)的品牌，又茶類市場是碳酸的二倍大，所以資源會放更點。至於

吉利果最近會捲土重來，是因為市場掀起一股復古風，但黑松企業不會對吉利果

投入資源，因為吉利果的市場有限，因此沒有廣告預算，現階段只靠品牌印象在

行銷，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回收（所以也不算是金牛的角色），黑松可樂的策略也

是如此。 

 

而同屬咖啡類的歐香，雖然仍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但仍面臨被砍掉的命

運，為一拋棄品牌(discard)，根據張課長表示，歐香咖啡的市場表現不佳起因於

黑松的行銷策略失敗，但由於還有剩餘價值，所以採行慢慢地讓歐香在市面上消

失的做法。  

張課長：之前每年都有投入行銷資源於歐香咖啡，但連年投入資源後發現市

場佔有率並沒有成長，考量資源不可能無限投入於一個很穩定但又沒什麼成長的

品牌，這樣會增加負擔，因為還有其他品牌要投入，再加上競爭對手(伯朗)又很

強，所以決定要給歐香一個行銷策略的轉變，這是一個大膽的賭注，轉的好就上

來，轉的差就糟了，結果證明歐香轉過頭，所以失敗了。 

 

至於黑松公司整體的品牌差異者則為黑松沙士，可從目前市面上的包裝均以

黑松沙士的暗紅色為基調推論而得，亦即就消費者觀點而言，沙士就該是暗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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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而這認知便是黑松沙士教育出來的，再加上雖然現階段還是有相當多廠商

推出沙士產品，但仍只有黑松沙士是沙士品類的代表性品牌。 

另外再進一步細看各個品牌會發現，大部分的品牌也都有其各自的品牌差異

者，如 FIN的「等滲透壓」、畢德麥雅的「冰釀」都是以技術面(ingredient)來構

成、韋恩的「真的夠份量」則是以特質(feature)來形成品牌差異者。 

黑松企業網站：FIN深海健康補給飲料經食品研究所檢測，滲透壓值為

300mOsm / kg，最接近人體體液，是台灣第一瓶等滲透壓的飲料。 

大紀元報 2004年 7月 11日報導內容：黑松協理范鋒明表示，畢德麥雅以獨

家冰釀工法無菌充填，堅持使用 2倍原豆，在攝氏 14度冷水中，耗費 18小時

精萃，完美呈現咖啡豆的原始香氣及甜味。 

林副課長：韋恩最先推出大罐，強調大瓶才夠味，因為要做出市場區隔、產

品區隔，那時只有伯朗的小瓶裝，所以韋恩吸引到相當多的年輕族群，現在（統

一）曼仕德也跟進了。 

 

至於黑松公司活化品牌的做法則有黑松沙士推出 ICE口味改成銀藍色包

裝、推出 Sweetie口味主打 Slogan「想不到的新味道！」、黑松文物館的開幕、

舉辦黑松沙士 2005全國街頭籃球聯賽、以及除畢德麥雅外所有品牌均參與的「全

民攻迪」抽獎活動(暢飲黑松 進攻香港迪士尼樂園！)。而個別品牌的品牌活化

者則有韋恩贊助衛視電影台的「韋恩咖啡夏日電影院」；還有綠洲果汁的「綠洲

辦桌廣場」；以及吉利果捲土重來，推出新穎的黃金奇異果口味。 

黑松企業網站：包裝設計已經維持了數十年不變的黑松沙士，為了品牌的永

續經營，特別請來國際知名設計公司 D＆G公司，重新設計了國際版黑松沙士

ICE，不但口感特別清涼順口外，包裝更採用全新的彩帶商標，並添加太王及旋

風標誌，而它突破的銀藍色幫裝，更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大紀元報 2005年 4月 10日新聞報導內容：台灣本土老字號飲料公司黑松食

品八十歲了！昨天舉辦「一步一腳印 黑松慶 80」感恩嘉年華活動… 

黑松企業網站：吉利果以繽紛的顏色及構圖重新包裝，將品牌年輕化，讓四、

五年級生重新回味，也讓六到八年級生，嘗試不同以往的新風味。同時也顛覆了

傳統的加味碳酸口味，推出「黃金奇異果」口味。 

黑松公司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如表 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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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黑松公司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 

策略性品牌 畢德麥雅、韋恩、就是茶、FIN  

金牛品牌 黑松汽水、黑松沙士、綠洲 

側翼品牌 1. 防禦-黑松、綠洲(推出時)、吉利果(推出時) 
2. 補齊產品線-貝里威士忌、LGG 

品牌活化者 

1.黑松沙士的 ICE銀藍色包裝、Sweetie的「想 
不到的新味道！」(產品構面) 

2.黑松文物館(產品) 
3.黑松沙士 2005全國街頭籃球聯賽(贊助構面) 
4.「全民攻迪」抽獎活動(促銷構面) 
5.韋恩咖啡夏日電影院(贊助構面) 
6.綠洲辦桌廣場(方案計畫構面) 
7.吉利果的黃金奇異果口味(產品) 

品

牌

組

合

的

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黑松、黑松汽水、黑松沙士、綠洲、畢德麥雅、

韋恩、就是茶、FIN 
背書品牌 黑松 

副品牌 
1.FIN的「深海/AMINO健康補給飲料」 
2.黑松沙士的「ICE」、「Sweetie」 
3.韋恩的「美式特調」、「特濃」 
4.吉利果的「黃金奇異果」 

敘述語 
1. LGG的「胺基酸新配方」 
2. C&C 的「高維他命 C 飲料」 
3. 韋恩的「二倍咖啡因」 

品牌差異者 
1. FIN的「等滲透壓」(技術構面) 
2. 畢德麥雅的「冰釀」(技術構面) 
3. 韋恩的「真的夠份量」(特質構面) 

產

品

定

義

的

角

色 

推動者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品牌組合視覺圖像設計 

從表 4-1-4可看出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縱使

產品線延伸至多種口味，仍可一眼就辨認出同屬一系列產品。張課長對此有說明

黑松公司的一套做法： 

張課長：每個品牌在設計上都有一套視覺規範，但黑松品牌的產品除外，說

仔細點是黑松汽水、黑松沙士以外的黑松品牌除外；另外有打廣告的產品一定都

有品牌視覺規範，沒打廣告的產品大部分都沒有品牌視覺規範，而且長秒數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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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結尾部分都會有黑松專屬音樂出現。 

 

另外綜觀表 4-1-4黑松全系列產品的包裝設計圖，可發現除了黑松沙士與黑

松汽水因為共用同樣的包裝設計，能明顯的看出與黑松的關係外，其餘各品牌都

無法從包裝上一眼就看出與黑松的關係。 

 

黑松 LOGO出現的位置有二，正面或是製造商部分，以較小字形出現在正

面的品牌有 FIN、就是茶、LGG優酪乳、天霖純水，意謂黑松除了發揮背書者

的功能外亦扮演推動者的角色；而黑松 LOGO出現在側面製造商部分的品牌則

有畢德麥雅、歐香、韋恩、C＆C、綠洲、貝里威士忌，代表黑松僅扮演背書者

的角色。張課長也說明了黑松是如何考量黑松 LOGO出現的位置與大小： 

張課長：雖然黑松有企業識別文字的規範，但品牌牽涉到各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不可能在流行的品牌產品上展露老氣的字樣於正前方，因此會調整黑松

LOGO出現的位置、大小；製造廠部分一定會展露出來，因為黑松的產品一定要

有黑松的字樣出現 

  

而值得一提的是黑松沙士為了讓包裝外觀有年輕活力的感覺，特別於推出 600ml

的保特瓶裝時，換上以彩帶為基調的設計，接著更進一步於推出 ICE新口味時，

一反傳統紅色調，大幅度變更為藍色包裝，張課長為這樣的改變做了說明： 

張課長：黑松沙士 ICE的藍色包裝是要讓消費者很明顯知道這是很不一樣

的東西，黑松沙士原本的識別系統是紅色，推出藍色要讓消費者分辨，這(ICE)

是新的東西。 

 

表 4-1-4 黑松公司之品牌視覺圖像設計 

品牌 LOGO 包裝設計 

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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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松汽水 
 

 

黑松沙士  
  

吉利果 
 

 

就是茶 
 

 

畢德麥雅 
 

 

韋恩 
 

 

歐香 
 

 

綠洲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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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霖純水 
 

 

C&C 
  

LGG 
 

 

貝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範圍 

配合黑松的品牌層級樹型圖、品牌群組與其發展歷程可發現，雖然都是在飲

料產業裡，但橫跨的品類有碳酸類、果汁類、咖啡類、包裝水類、酒類、乳酸類、

茶類、機能類等，而且直至目前黑松尚未進行垂直向上延伸，亦即沒有推出高價

品牌，也沒有垂直向下延伸推出平價品牌。但從黑松品牌橫跨多個品牌群組的結

果呈現來看，可發現黑松品牌有進行水平延伸，從最早的碳酸類，水平延伸到果

汁類、茶類、運動飲料、優酪乳等。 

另外當黑松為具有推動性角色的主品牌時，其品牌範圍為以黑松為品牌名稱

的各項品類，還有黑松汽水與黑松沙士；當其為強勢的背書品牌時，品牌範圍則

包括就是茶、LGG優酪乳與 FIN；而當黑松是隱約的背書品牌時，其品牌涵蓋

的範圍有畢德麥雅、韋恩、歐香、綠洲、C＆C、貝里威士忌。整理如表 4-1-5所

示，第二欄為黑松的品牌識別，結合品牌識別與黑松所扮演的角色，可衍生出第

四欄值得探討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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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黑松公司品牌範圍表 

黑松為… 品牌識別 品牌範圍 議題 

具有推動性角色

的主品牌 
值得信賴的

專業飲料商

黑松果汁類、茶類、

運動飲料類、黑松汽

水、黑松沙士 

除碳酸類外，無一強

勢品牌(產品)。 

強勢的背書品牌 同上 就是茶、LGG優酪
乳、FIN 

如何善用黑松的品

牌權益呢？ 

隱約背書品牌 同上 
畢德麥雅、韋恩、歐

香、綠洲、C＆C、貝
里威士忌 

以黑松來為個別品

牌背書是利或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又黑松刪除績效不佳品牌的做法已順應時代潮流而有很大的轉變，從早期慢

慢地折舊剩餘價值到今時今日以快刀斬亂麻的形式結束一品牌的經營。 

林副課長：已經收掉的品牌像是有鮮泡 1221和近乎收掉的歐香咖啡，雖然

在一般通路上看不到歐香，但它還是有在做產品線延伸(蜂蜜奶茶)，因為在某些

年齡層，歐香還是有很高的知名度，黑松之前 close一個品牌的做法會是慢慢讓

它消失，直到剩餘價值為零時，才讓它從市面上徹底消失。但現在則是迅速停掉，

像是鮮泡 1221，全力注入資源後，看不到成效，就知道消費者不接受，做不起

來，於是馬上收掉。 

 

而黑松公司對品牌延伸的考量除了因應市場變化外，更會評估個別品牌是否

具有延伸性。像是綠洲果汁的產品線延伸與 FIN健康補給飲料在未來不會進行水

平延伸，均是此番考量的結果。 

林副課長：推出蔓越莓等洋化口味的考量有二點，一是餐廳點是黑松很重要

的獨賣通路，所以會針對具延伸性的口味著力，近年來為求洋化、現代感，所以

推出創新的口味；二是因為現在去餐廳吃飯的已不再都是老人，年輕人也很多，

要創造時髦感所以推出洋化的口味。 

雖然 FIN的品牌知名度與市場表現都相當好，但水是很大宗的市場，FIN

中間在走自己特別的路，等滲透壓的特性很難延伸到其他品類，所以沒有水平延

伸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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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牌權益的衡量 

本研究探討品牌權益的目的在於檢視形成一品牌組合時，企業品牌(corporate)

諸如王品、味全、黑松、花王、郭元益、豐田等，是否為構成品牌組合現貌的關

鍵影響因素。所以此部分將以分析企業品牌之品牌權益對現有品牌組合內各品牌

的影響效果為主。 

以下將就品牌權益的四個組成分項來探討單「黑松」的品牌權益，對黑松公

司的品牌組合策略有什麼影響。 

 

1.品牌知名度 

由於黑松公司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專業飲料廠商，創立至今(2005)已長達八

十年，且已連續二年(2004~2005)榮獲突破雜誌台灣區理想品牌排行榜碳酸飲料

類第二名，其明星商品黑松汽水、黑松沙士更是不分年齡層均耳熟能詳的飲料；

又黑松公司於今年四月所舉辦的八十週年慶祝活動，以及為籌畫多時的黑松歷史

文物館揭幕，莫不成為各家新聞媒體的報導重點，在在均證明了黑松公司的品牌

知名物相當高。 

中央社(2005年 4月 9日)黑松公司今天在星光熠熠下歡慶 80 週年慶，總經

理張道榕期望多角化經營腳步加快，除了食品本業外，將跨足連鎖餐飲市場以擴

大營運規模。 

自由時報(2005年 4月 10日)新聞標題：黑松一步一腳印 慶 80歲。 

新聞內容：台灣本土老字號飲料公司黑松食品八十歲了！昨天舉辦「一步一

腳印、黑松慶 80」感恩日嘉年華活動，黑松董事長張道炷和總經理張道榕兄弟

倆率領經營團隊掀開明星商品黑松沙士瓶蓋，宣示將朝多角化和國際化發展，寫

下黑松另一個八十年的記錄。 

 

2.品牌忠誠度 

 據張課長的訪談內容表示，由於飲料產業的競爭者相當多，導致飲料產品的

供給遠大於需求，不論是碳酸類、果汁類、茶類均如此，而形成此現象的另一個

原因在於消費型態的大幅轉變，不斷嘗試新產品成為目標客群的一種常模行為，

所以就一般飲料廠商而言，品牌忠誠度都不高，黑松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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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課長：目前的市場狀況是供給過多，消費型態轉變、資訊流通高，以及善

變的 TA。產品獨特性佳的產品/品牌能在貨架上存活較久，即使賣的再差都不會

下架。又通路也不再只是賣好賣的商品而已，各種產品/品牌都要具備才行，因

為消費者喜歡有選擇性。 

 

3.品牌聯想 

由張課長的訪談內容可知，黑松品牌讓消費者最先想到的就是「碳酸飲料」，  

其次則有「傳統」、「保守」、「老字號」、「值得信賴」、「品質有保證」等聯想。 

張課長：黑松給人感覺的就是碳酸類、偏保守的感覺，而且台灣電通的調查

也是這樣顯示，在消費者的認知裡黑松是老牌子賦予消費者信賴感。 

 

4.知覺品質 

能以長達八十年歷史在台灣飲料業屹立不搖足可證明其品質相當受到消費

者信賴。又連續二年(2004~2005)獲得突破雜誌台灣區理想品牌排行榜碳酸飲料

類第二名更可證明消費者對其知覺品質的評價相當高。而「值得信賴」的品牌聯

想也意謂著黑松碳酸飲料的品質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總結黑松公司的品牌權益可發現，雖然黑松擁有高品牌知名度、與極佳的品

質認知，但由於黑松的品牌聯想與「碳酸飲料」的連結程度過於強烈，不利於其

他產品類別諸如果汁、咖啡、茶、乳品、運動飲料等的發展，促使黑松公司在這

些產品類別裡必須以新的品牌來經營，才能提高成功的機率，亦導致黑松對其品

牌組合策略而言僅扮演背書者的角色，從未刻意強調這些都是黑松的品牌，目前

僅以廣告尾語(tagline)的形式，以及將 LOGO展露在包裝角落的方式為各個別品

牌背書。黑松公司之品牌權益表現整理如表 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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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黑松公司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知名度 高，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飲料製造廠商 

品牌忠誠度 普通，業界常態使然 

品牌聯想 碳酸飲料、傳統、保守、老字號、值得信賴、品質有保證 

知覺品質 
佳，連續二年(2004~2005)榮獲突破雜誌台灣區理想品牌排行榜

碳酸飲料類第二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據張課長表示黑松公司採取多品牌策略的主要理由可分內外部因素來分

析，外部因素是為了要滿足經銷商需求，以及追求市場成長機會，而內部因素則

是要有完整的產品線。 

張課長：因為每個飲料品類都有機會，所以若以飲料為核心，將不會有哪一

個品類缺席，較早推出的是碳酸、咖啡類別，LGG優酪乳是近幾年才設立的，

每推出一個品類/品牌都有評估過市場，而為了讓經銷商能生存，什麼都能賣，

所以要推出很多不同的品類，像是現在流行茶，就要讓黑松的經銷商有茶可賣。 

所以黑松公司會在同一個產品類別裡推出二個以上不同定位、不同訴求、不

同目標客層的品牌，像是咖啡類就有訴求精緻的畢德麥雅，強調二倍咖啡因特濃

的韋恩；以及碳酸類在推出添加果汁口味的吉利果後，更進一步在 2001年特別

針對青少年喜歡品嚐新鮮與眾不同產品的特性推出「鮮泡 1221」(註1)。 

張課長：鮮泡 1222推出目的是要跳脫碳酸以外新的碳酸概念，是一個品牌，

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從消費者角度來看，小孩子喜歡這種東西(類似 Qoo)，紅和

綠的飲料顏色。 

亦即黑松公司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之一為順應市場趨勢，不斷推出新品牌、

                                                 
1 註：據張課長表示由於鮮泡 1221過於前衛，超出消費者所能接受的限度，所以在 2001年底就
撤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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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relevance)。 

目標之二即為達成產品的明確性(clarity)，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

的市場定位，諸如韋恩咖啡是以「大罐夠份量」見長，FIN是「等滲透壓健康補

給飲料」等。 

目標之三即為在各個產品類別裡打造一強勢品牌，提升黑松公司的整體競爭

力，據中央社 2005年 4月 10日的報導內容指出，黑松公司碳酸類飲料的市場佔

有率高達 30%，亦即黑松沙士、黑松汽水已可算是市場的前幾大領先品牌，且未

來的目標就是要在二年內成為領導品牌。另外也寄望與日本合作的新技術引進

後，能在果汁類培養出一個領導品牌。  

中央社 2005年 4月 9日：總經理張道榕在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黑松目前

碳酸飲料仍佔有 55% 的營收比重，台灣市場佔有率約為 30%，今年期望藉由

多口味新產品擴大市場佔有率，並在 2 年內挑戰 35% 的市佔率，拉近與可口

可樂 (38% )的距離。另外，果汁系列產品將會是黑松明年度的主攻項目，目前

已取得日本廠商技術授權，引進具健康概念產品，張道榕透露，此次與日本合引

進的是原料也是技術，首波將運用在飲料產品上，預計以健康食品級飲料搶佔蔬

果汁市場。  

 目標之四即為創造綜效，據張課長表示，黑松公司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綿密的

「專屬經銷網絡」，早在黑松汽水的時代就已和經銷商建立起深厚的合作關係，

所以多品牌的優勢之一即為共用資源，藉以創造經銷網絡的綜效。 

張課長：嚴密的經銷網路是黑松很重要的競爭優勢。黑松的通路有百分之八

九十採專屬經銷商制度，是黑松維持根本利潤的基礎所在，這些經銷商只向黑松

進貨，全省有六十幾家，我們相當保護經銷商，因為他們成功是我們成功的第一

步，所以有些經銷商都已經是第二代、第三代在經營了。 

目標之五即為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黑松公司選擇在差異性頗大的產品類別

-酒類，裡推出新品牌-貝里威士忌，除了滿足經銷商的需求外，亦是作為黑松公

司未來繼續成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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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六即為發揮品牌權益，可由黑松以其企業品牌名稱推出多種口味的果

汁、茶等產品，推論其就是要善用具高知名度的黑松品牌，來達到快速取得消費

者信賴創造收益的目的。黑松公司之品牌組合目標追求整理如表 4-1-7所示。 

而整體品牌組合促略之做法整理如表 4-1-8所示。 

 

表 4-1-7黑松公司之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優先順序 目標追求 內容摘要 

1 
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 

為順應市場趨勢，滿足外部顧客包

括經銷商與最終消費者的需求，所

以不斷推出新品牌、新產品。 

2 達成產品的明確性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

市場定位。 

3 打造強勢品牌 
在各個類別均擁有至少一個強勢品

牌，藉以提升黑松公司的整體競爭

力。 

4 創造綜效 善用綿密的「專屬經銷網絡」。 

5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1. 推出酒類新品牌-貝里，創造未來 
  的成長平台。 
2. 黑松品牌水平延伸至果汁、茶、 
  運動飲料等產品類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77 - 

表 4-1-8黑松公司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水平面可觀察到黑松公司目前共有十四個品牌，其

中以企業品牌黑松命名的產品類別最多。 
從垂直面可觀察到除黑松汽水外，每個品牌均有進行

產品線延伸。 

品牌群組 以九種方式來區分，由於以黑松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

別多達八項，所以「黑松」橫跨多個品牌群組。 

品

牌

組

合

結

構 
品牌網絡 

1. 連結程度最強的是「黑松汽水與黑松沙士」 
2. 連結程度次強的是「就是茶、LGG、FIN、天霖 
純水」 

3. 連結程度第三強的是「畢德麥雅、歐香、韋恩、 
綠洲、C＆C、貝里威士忌」 

策略性品牌 畢德麥雅、韋恩、就是茶、FIN 

金牛品牌 黑松汽水、黑松沙士、綠洲 

側翼品牌 
1. 防禦-黑松、綠洲(推出時)、吉利果(推出時) 
2. 補齊產品線-貝里威士忌、LGG 

品牌活化者 

1.黑松沙士的 ICE銀藍色包裝、Sweetie的「想不到的
新味道！」(產品構面) 
2.黑松文物館(產品構面) 
3.黑松沙士 2005全國街頭籃球聯賽(贊助構面) 
4.「全民攻迪」抽獎活動(促銷構面) 
5.韋恩咖啡夏日電影院(贊助構面) 
6.綠洲辦桌廣場(方案計畫構面) 
7.吉利果的黃金奇異果口味(產品) 

組

合

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黑松、黑松汽水、黑松沙士、綠洲、畢德麥雅、韋恩、

FIN、就是茶 
背書品牌 黑松 

副品牌 

1. FIN的「深海/AMINO健康補給飲料」 
2. 黑松沙士的「ICE」、「Sweetie」 
3. 韋恩的「美式特調」、「特濃」 
4. 吉利果的「黃金奇異果」 

敘述語 
1. LGG的「胺基酸新配方」 
2. C&C 的「高維他命 C 飲料」 
3. 韋恩的「二倍咖啡因」 

產

品

定

義

角

色 

品牌差異者 
1. FIN的「等滲透壓」(技術構面) 
2. 畢德麥雅的「冰釀」(技術構面) 
3. 韋恩的「真的夠份量」(特質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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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者 無 

視覺圖樣設計 

1.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
2.單一品牌會以不同的顏色來呈現產品線延伸的結果
3.黑松LOGO出現的位置有二，正面或是製造商部分。
4.除了黑松沙士與黑松汽水外，其餘各品牌均無法從
包裝上直接看出與黑松的關係。 

品牌範圍 

黑松公司橫跨的品類有碳酸類、果汁類、咖啡類、包

裝水類、酒類、乳酸類、茶類、機能類等。 
直至目前黑松尚未進行垂直延伸，而水平延伸僅表現

在「黑松」品牌。 

維持與消費者

的相關性 
為順應市場趨勢，滿足外部顧客包括經銷商與最終消

費者的需求，所以不斷推出新品牌、新產品。 

達成產品的明

確性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市場定位。 

打造強勢品牌 
在各個類別均擁有至少一個強勢品牌，藉以提升黑松

公司的整體競爭力。 

創造綜效 善用綿密的「專屬經銷網絡」。 

品
牌
組
合
之
目
標
追
求
優
先
順
序 

槓桿運用品牌

資產 

1. 推出酒類新品牌-貝里，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 
2. 黑松品牌水平延伸至果汁、茶、運動飲料等產品類
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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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味全公司 

一、企業簡介 

味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53年 9月 2日，公司剛開始的名稱為「和

泰化學工業公司」經營味精生產事業。1954年第一次增資後更名為「味全食品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956年跨入「醬油事業」，1957年始開拓「醬菜事業」，又

當時台灣的經濟開始快速成長，國人漸漸負擔得起較昂貴的鮮乳，輔以政府亦鼓

勵發展酪農業，味全公司於焉在 1960年投入乳品事業的行業；而近年來由於國

內吹起一股健康食品風潮，產業規模高達 400億，且產品毛利高，味全公司於是

在 2000年時，將其原本隸屬於中央研究所的生技中心獨立成一事業部-味全生物

科技中心，並投入上千萬元的行銷預算，傾全力朝健康保健食品發展，為味全公

司未來的發展主力所在。 

目前味全公司的組織劃分為乳飲事業部、方便食品事業部、生技中心、鮮食

事業部、台灣康師傅公司、中央研究所、埔心牧場等事業單位，營收比重為乳品

47.07%、方便食品 27.16%、飲料 15.25%、營養品 6.72%、其他 3.81%。亦即乳

飲事業部的營收比重佔整體超過六成(60.85億)，又味全集團董事長魏應充表示

冷藏食品仍將是公司核心主力產品，所以選定乳飲事業部為本研究之個案探討對

象。 

由於本個案著重於味全之乳飲事業部的品牌組合策略，因此將只針對乳飲產

品著墨。目前味全的乳飲事業部包括下述品牌：味全、每日 C、36法郎、貝納

頌、林鳳營、多采多姿、雪の優格、清露新茶、北海道奶茶、自然果力、Action

運動飲料、LCA506活菌發酵乳等共 12個品牌。各品牌推出的時間如表 4-2-1所

示。 

受訪者之一「張教華」先生現職為味全公司副總經理，是資深的品牌經理人，

服務於味全長達 20多年的時間。受訪者之二「林進興」先生現職為味全公司方

便食品事業部之資深協理。以下內容撰寫之用詞「味全」代表個別品牌，「味全

公司」代表所有味全公司推出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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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味全公司品牌年表 

順序 品牌 上市時間 
1 味全奶粉 1960 
2 味全鮮乳 1977 
3 味全鮮果汁 1979 
4 林鳳營鮮乳 1994 
5 多采多姿 1999 
6 36法郎 1999 
7 每日 C純果汁 1999 
 雪の優格 2000 
8 北海道奶茶 2001 
9 LCA506活菌發酵乳 2002 
10 貝納頌 2003 
11 自然果力  2003 
12 清露新茶 2004 
13 Action 2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成長策略 

由於本個案專注於探討味全公司之乳飲事業部，因此也將針對乳飲各品牌探

討其成長策略。味全乳飲事業部的成長策略可分為四個階段敘述之，由於策略具

有延續性，致使時間多有重疊，因此本研究以關鍵成長點為成長階段的區分標

準。分別是以乳品類深耕市場的「密集式之市場滲透階段」(1960~1979)；開始

整合下游配送系統與上游製罐廠的「整合式成長階段」(1977~1989)；開始跨足

其他飲料類別的「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Ⅰ」(1979~迄今)；改變行銷策略方向

的「密集式產品開發階段Ⅱ」(1994~迄今)；開始到大陸設廠的「密集式之市場

開發階段」(2002~迄今)。 

1.密集式之市場滲透成長策略(1960~1979) 

味全公司跨足乳品事業的開端始於 1960年，藉由合併味全乳業股份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乳業部，此階段可分成二部曲來描述其乳品類的成長過程。首部曲

為其致力於奶粉品類的發展，像是在 1963年興建奶粉工廠、1967年興建豆乳粉

工廠，發展嬰幼兒食品事業，品牌名稱皆為「味全奶粉」；次部曲則致力於鮮乳

品類的發展，於 1977年推出新產品-樂利包乳製品，品牌名稱為「味全鮮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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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式成長策略(1977~1989) 

由於味全公司的產品類別相當廣，基於整體營運考量於焉開始進行整合策

略，向前整合的做法包括在 1986年設立松青超市，負責銷售各類商品，1986年

設立康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味全產品的物流服務，1989年成立丸久超市，

負責經營各類農產品、雜貨、罐頭食品之銷售業務；向後整合的具體作為則是在

1977年併購製版包材印刷業的欣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鐵罐、瓶蓋等馬口

鐵製品與塑膠製品的加工製造業務。 

上述的整合策略雖然是基於味全整體事業而逐漸發展而成，但均與乳飲事業

有關，因此本研究將其視為乳飲事業部在成長過程中的整合策略。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Ⅰ(1979~迄今) 

此階段味全公司開始推出非乳品類的新產品，第一波出擊為 1979年上市的

味全鮮果汁，並於 1984年開始代理優仕罐裝咖啡(UCC)在台之銷售業務，接著

於 1997年推出鋁箔包之味全桂花酸梅湯、味全桂圓紅棗茶，1999年推出多采多

姿、36法郎，2002年推出 LCA506活菌發酵乳，2003年推出味全醇奶布丁，2004

年推出清露新茶；此階段除了全力發展非乳品類產品外，因為此時期的核心產品

-味全鮮乳的表現差強人意，所以另一方面也同時進行策略的調整，進入第三階

段。 

 

4.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Ⅱ(1994~迄今) 

此階段味全公司致力於高價位產品的發展，陸續推出林鳳營鮮乳、每日 C

純果汁、貝納頌等，此做法起源於 1989年至 1992年其間，由於味全鮮乳的市佔

率不斷下降，透過市場調查後發現消費者對高品質鮮乳的需求未被滿足，所以決

定改走高價位高品質路線，在 1994年推出林鳳營鮮乳，由於市場反應良好，證

明秉持高品質定位的高價策略是可行的，味全公司遂再接再厲於 1999年推出每

日 C純果汁，2003年推出喝的極品-貝納頌，以及自然果力， 2005年推出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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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飲料，據張副總表示，這會是味全乳飲事業未來的主要策略方向。 

張副總：找出一條大有可為的路後就堅持走下去，消費者願意買高價的產品

背後一定有原因，是一股非常強烈且深刻的驅動力。我們會告訴消費者價值何

在，另外走高價高品質的路還能獲得「競爭免疫力」我們不需要去漟殺價競爭這

渾水。 

5.密集式市場開發成長策略(2002~迄今) 

味全公司之乳飲事業部於 2002年開始採行市場擴張的成長策略，由於每日

C在台灣相當成功，因此成為第一個進軍海外市場(上海)的味全公司飲料品牌，

目前在大陸 100%果汁的市佔率高達 95%，而第二波跨上國際舞台的則是味全優

酪乳，據味全董事長魏應充在 2004年 5月接受大紀元報採訪表示，未來十年在

大陸冷藏市場的遠景以及規劃大致底定，咖啡以及其他乳製品將陸續登陸。由此

可知市場擴張策略將是味全未來的主要成長策略。表 4-2-2為黑松公司之成長策

略整理表。 

表 4-2-2 味全公司之成長策略整理表 

階段 企業成長策略 內容摘要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

(1960~1979) 

1. 致力於奶粉品類的發展，品牌名稱皆為「味
全奶粉」 

2. 致力於鮮乳品類的發展，品牌名稱為「味全
鮮乳」 

2 整合式成長策略

(1977~1989) 

1. 向前整合設立松青超市、康國行銷、丸久超
市。 

2. 向後整合併購製版包材印刷業的欣全實業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Ⅰ

(1979~迄今) 

1. 開始推出非乳品類的新產品，包括鮮果汁、
酸梅湯、紅棗茶，品牌名稱皆為「味全」 

2. 代理優仕罐裝咖啡(UCC)在台之銷售業務 
3. 推出多采多姿、36法郎、北海道奶茶、 

LCA506、清露新茶等五個品牌 

4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Ⅱ

(1994~迄今) 

改變行銷策略方向，致力於高價位產品的發

展，推出林鳳營鮮乳、每日 C純果汁、貝納
頌咖啡、雪の優格、自然果力、Action運動
飲料等六個品牌 

5 
密集式之市場開發策略

(2002~迄今) 
開始到大陸設廠拓展事業版圖，推出的品牌

有每日 C、味全優酪乳二個品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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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策略 

(一)品牌組合結構 

1 .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圖 4-2-1味全公司的品牌層級樹之水平面來看，味全公司的乳飲事業部共

有味全(奶粉、鮮果汁、鮮乳、優酪乳、點心)、多采多姿、林鳳營、每日 C、貝

納頌、36法郎、雪之優格、自然果力、北海道奶茶、LCA506活菌發酵乳、Action

運動飲料、清露新茶等十二個品牌。 

每日 C 品牌最早推出柳橙原汁、葡萄原汁、葡萄柚原汁等三個主流口味，

由於市場反應佳，從而進行產品線延伸，推出地中海紅橙汁、櫻桃橙汁、橙柚汁、

黑森林櫻桃莓汁等四個口味，可從林協理的訪談內容中獲得每日 C 進行產品線

延伸的策略構思。 

林協理：每日 C 純果汁是市場的領導品牌，之所以能成為領導品牌就是因

為它能引領市場，持續去擴大這整個市場規模，它才會最終獲利最多，所以不斷

推出新口味；又飲料產業最大的特性是消費者比較年輕，一定會想嘗試新的口

味，所以就必須在主流口味外去延伸一些新的東西。  

林鳳營於 1994年推出全脂鮮乳後，為因應市場低熱量潮流，遂於 1996年 4

月推出脫脂高鈣鮮乳，接著再於 1997年 3月推出低脂鮮乳，迄今有三個鮮乳品

項，是謂產品線延伸。可從林協理的訪談內容中獲知林鳳營鮮乳的推出背景。 

林協理：乳品是我們很重要的事業，味全鮮乳曾經是領導品牌，後來變成光

泉最大我們第二，我們既然是希望在乳品市場繼續經營，總就必須要有策略，策

略不外乎幾個，一個是說我怎麼樣創造出一個新的品類，可是鮮奶就是鮮奶嘛，

你又不能添加什麼東西，所以只能在自然純淨的鮮奶市場裡競爭，基於我們有技

術能力、生產能力，我們能做到品質更好，於是決定往高附加價值走，亦即透過

產品力強的優勢，往高單價走，因為絕對有一群喜歡享受高品質鮮乳的消費者，

他們覺得值得，願意多花 20塊錢，去買林鳳營而不是去買中價位的鮮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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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鳳營鮮乳之後我們又重回市場第一的領導地位。  

 

林鳳營品牌接著在 2001 年時進行水平延伸，推出林鳳營原味優酪乳，之後

更進一步產品線延伸至草莓與無糖口味，從張副總的訪談內容可得知當時推出林

鳳營優酪乳的背景是因為在消費者認知裡，鮮乳和優酪乳是屬於同一個品類，所

以不受林鳳營鮮乳之濃純香品牌定位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可從味全林協理的訪

談內容中可整理獲得由於林鳳營的品牌知名度、忠誠度、知覺品質相當高，所以

才會有水平延伸的策略產生。 

張副總：林鳳營的定位雖然很明確但相當緊，以致於能延伸的空間很小，會

延伸至優酪乳是因為在消費者的廣義認知裡，這二者(牛奶＆優酪乳)是同一個類

別，具有一致性，所以才會進行水平延伸。 

林協理：林鳳營鮮奶之所以可以去談從鮮奶變成優酪乳，就是因為它資產權

益大嘛！延伸林鳳營鮮奶「濃、醇、香」的品牌資產，上市一個也是比較強調濃

純、香的林鳳營優酪乳。  

目前乳飲事業部以味全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別有奶粉、鮮乳、調味乳、ABLS

優酪乳、醇奶布丁、雞蛋布丁、鮮果汁、優格等八項。味全從奶粉起家，陸續推

出調味乳、鮮乳，由於原料均相同只是呈現的形式不同，所以仍歸類為產品線延

伸，之後推出原料成分差異性較大的鮮果汁、優酪乳、優格、布丁是謂水平延伸，

又每個類別下也有進行產品線延伸，諸如鮮果汁的口味有蘋果汁、柳橙汁、葡萄

汁等，ABLS優酪乳有原味、草莓、蘆薈、脫脂低熱量、脫脂高鈣等口味。多采

多姿、自然果力、北海道奶茶貝納頌、36法郎、Action均亦有從事產品線延伸，

推出不同口味。所以從垂直面來看味全公司的品牌層級樹型圖可發現每個品牌均

有進行產品線延伸，表示進入個別產品市場所需要的品項大多在三種以上，所以

整個味全乳飲事業部的品牌層級樹相當廣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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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味全公司品牌層級樹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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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群組 

綜觀味全公司的眾多乳飲品牌，本研究發現可以下列八種方式來區分味全乳

飲事業部的品牌組合架構，由於以味全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別多達四項，所以「味

全」橫跨多個品牌群組。 

果汁類：每日 C、味全鮮果汁、自然果力 

乳酸類：LCA506活菌發酵乳、多采多姿、林鳳營優酪乳、味全 ABLS優酪乳、      

  味全優格、雪之優格 

奶茶類：北海道奶茶 

茶類：清露新茶 

咖啡類：貝納頌、36法郎 

運動飲料類：Action 

乳品類：林鳳營鮮奶、味全鮮奶、味全奶粉、味全調味乳 

布丁類：味全醇奶布丁、味全雞蛋布丁 

 其中雖然單一類別有超過二個品牌，但由於價位和定位的明顯區隔，所以沒

有造成消費者混淆的現象，例如同屬果汁類的每日 C以 100%純果汁為訴求，自

然果力則以喝得到果粒為產品利益點，味全鮮果汁則是以平價取勝。 

 

3 .品牌網絡 

圖 4-2-2為味全的品牌網絡圖，由於林鳳營、多采多姿、雪の優格的包裝上

均於正面大大地展露味全的 LOGO，因此本研究視為與味全的連結程度最強，亦

即味全扮演這些品牌的強力背書角色，又林鳳營的一系列廣告均以張艾嘉為代言

人，廣告內容的牛奶鬍特別讓人印象深刻，所以林鳳營與張艾嘉的連結程度也相

當強烈，由其 2003年 6月 27日對外的公關宣傳稿內容可滋佐證。 

公關稿：「林鳳營高品質鮮乳藉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艾嘉的代言~『喝一口就知

道的濃香』是消費者眾所皆知的 Slogan」「林鳳營鮮乳/優酪乳長期以來使用張艾

嘉為產品代言，廣告中張艾嘉喝了鮮乳/優酪乳後，在嘴邊留下的牛奶鬍，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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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消費大眾印象深刻，更與 Got Milk的概念不謀而合…」。 

 而每日 C、貝納頌、36法郎、LCA506活菌發酵乳、北海道奶茶、清露新茶

等六個品牌，均只在包裝背面的製造商部分展露味全的圖樣，所以本研究歸類其

與味全為次強的連結程度，亦即味全僅為這些品牌扮演隱約背書的角色。 

 至於自然果力和 2005年新推出的 Action運動飲料，此二者與味全的連結程

度則是歸類為第三個等級，其原因有二： 同樣僅在包裝上的製造商部分展露味

全圖樣 就連電視廣告也毫無展露與味全任何相關的訊息，所以連結程度最低，

味全為其背書的色彩更顯淡薄，可由味全的回函內容得證。 

回函內容：自然果力與 Action運動飲料的廣告未提及「味全」，是因為這兩

支產品目標消費群比較偏年輕化的關係：味全給人的品牌印象較保守，跟品牌個

性相抵觸。 

至於松青超市、丸久超市、埔心農場、康國行銷則鮮少有人知道都是屬於味

全的企業版圖，所以連結程度也最低。

 

 

味全 

36法郎 

貝納頌 

每日 C 
Action 

自然果力 

多采多姿 
雪の優格 

北海道奶茶 
LCA506

松青超市 
丸久超市 

清露新茶 

埔心農場 

林鳳營 張艾嘉
康國行銷 

圖 4-2-2 味全公司之品牌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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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扮演與資源分配 

主品牌有味全、每日 C、林鳳營、貝納頌等四個，因為這些品牌對消費者而

言均是產品的主要參考指標，且清楚地讓消費者直接聯想到某一產品類別，依序

分別是飲料、100%果汁、牛奶、咖啡。 

企業品牌的角色當推味全所有；而由於所有個別品牌均於包裝正面之左上角

或背面製造商部分展露「味全」的字樣或 LOGO，所以味全也扮演背書品牌的角

色。而「味全」在發揮推動者角色的功能時，也與同為飲料大廠的黑松公司有類

似的情況發產生，亦即味全之於其它個別品牌並無明顯發揮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

的功能，換言之，消費者在購買貝納頌、Action運動飲料或自然果力時，是否為

味全的品牌似乎不影響消費者最終購買決定，所以味全公司無明顯推動者角色存

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味全 ABLS優酪乳」可看出「ABLS優酪乳」為副品

牌，用以將主品牌(味全)延伸至一個新市場區隔。LCA506活菌發酵乳也有異曲

同工之妙，「活菌發酵乳」為敘述性字眼(descriptor)，純粹對產品(LCA506)加以

敘述其內含成分。 

又林協理指出只要以有無廣告播出，即可判斷目前味全全力培育的策略性品

牌為何，以及大量現金流量來源的金牛品牌為何。 

林協理：其實可以很簡單地看過去二年或最近這一年有沒有廣告投資，就可

以判斷哪個品牌是味全乳飲事業部未來的明星產品，哪個品牌是有持續投資的金

牛產品。有些品牌可能過去有投資，但後來改變，例如多采多姿，現在沒有看到

電視廣告就代表它不是未來長期培育的一個重點。 

截至 2005年 6月的廣告量統計資料顯示味全乳飲事業部眾多品牌中，以

Action運動飲料的廣告量最多，自然果力次之，貝納頌再次之，接著依序為林鳳

營、每日 C，但味全鮮乳/ABLS優酪乳/醇奶布丁/鮮果汁、多采多姿、北海道奶

茶、雪の優格、36法郎、LCA506活菌發酵乳等六個品牌則已許久不曾有電視廣

告播出。所以根據林協理的說法，可得知味全乳飲事業部目前扮演金牛角色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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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鳳營、每日 C」，此二者主要用已產生資源投入傾全力培育的策略性品牌-

「Action運動飲料、自然果力、貝納頌」。此番推論也可藉由味全公司 2004年年

報獲得佐證： 

2004年年報：今年( 2005)將持續提升核心品牌的業績與利潤(林鳳營、每日

C、IG高鮮)及培養營收 3億元以上的品牌(貝納頌、自然果力、健康益生、味全

生技)與強化常溫飲料的發展。 

而由於味全橫跨的品類相當廣泛，因此不易產生品牌差異者或品牌活化者，

但進一步細看乳飲事業部各個品牌則有相當明顯的品牌差異者，像是林鳳營的

「濃、純、香」，每日 C的「100%新鮮、自然、好喝」，貝納頌的「喝的極品」，

36法郎的「手中的咖啡館」等四個均是以特質(feature)這個構面來和其他競爭者

形成顯著差異，同時也創造了產品利益點的溝通方式，並提升和消費者之間的相

關性(relevance)，是謂品牌差異者。 

至於品牌活化者可由二個層面探討之。一是就整個味全乳飲事業部而言，不

斷推出新產品類別的品牌就是一種注入活力的做法，每一個新推出的品牌都是品

牌活化者；但另一方面可觀察到味全現階段漸趨採行獨立的多品牌策略，亦即「味

全」的企業品牌愈來愈退居幕後扮演背書者角色，所以從消費者端觀之，當多數

人都未察覺這些品牌均隸屬於味全時，這些新推出的品牌活化的色彩就會稍淡。 

另一個層面是從各個乳飲品牌來定義品牌活化者。經檢視與味全乳飲品牌相

關的所有資料可發現除了多采多姿、北海道奶茶等非主力品牌外，其餘品牌也都

以產品線延伸的模式不斷推出新品項來為品牌注入活力，像是每日 C除了鞏固

主流口味「柳橙汁」外，會隨著市場消費趨勢推出新口味，諸如富含花青素的「黑

森林櫻桃莓」即為每日 C的品牌活化者。自然果力推出「百香果口味」、貝納頌

推出「經典香榭歐蕾」、味全醇奶布丁推出「黑芝麻與紅豆」口味亦為類似做法。 

另外，貝納頌剛上市時曾經和生活工廠(Working House)辦過大規模的集截角

送心型抱枕的活動；還有林鳳營也舉辦冬季熱飲抽獎活動，以及在電影綠巨人浩

克上映期間與之策略聯盟，推出有綠巨人包裝的林鳳營鮮乳，均是以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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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ed promotional activities)的形式來為品牌注入活力，此外代言人張艾嘉也是

林鳳營的品牌活化者。 

雖然同樣為咖啡品類，但 36法郎就不是味全乳飲事業部未來的發展重心，

由張副總的一席話可得知，品牌定位清晰與否會是決定這個品牌未來發展性高低

的關鍵因素。 

張副總：36法郎的品牌定位為「手中的咖啡館」，但定位不是很明確，所以

目前不是味全的主力強打品牌。 

而據林協理表示「味全鮮果汁」在乳飲事業部的定位為利潤低、貢獻低但有

規模經濟效益的品類，稱不上是金牛品牌，資源分配也相當少。若欲依據 Aaker

的品牌組合角色分類會發現沒有適切的角色足以形容之，但符合 Sam Hill(2005)

所提出品牌能發揮的八個功能之士兵(soldier)角色，其特徵為對企業的貢獻度普

通、現有的牽引力普通、未來的成長潛力普通，但卻是每個企業所必備且必須維

持存續的品牌。  

林協理：目前非 100%果汁的市場非常大，可分為常溫與冷藏，常溫的市場

更大，所以味全鮮果汁扮演有業績貢獻的角色。又飲料屬於比較衝動性購買的消

費行為，再加上味全鮮果汁是傳統的樂利包類別，單價較低，若沒有達到規模經

濟，成本會上升，利潤會更低，所以味全鮮果汁有存在的必要。但它沒有什麼大

的成長，因為非常低單價，有一群非常習慣的人在喝，所以有基本市場存在。 

相對比較沒有投入資源於味全鮮果汁，因為如果不是處於一個高利潤貢獻的

市場，從產品組合、品類組合的觀點來看，它就不會是一個金牛品牌。但從品牌

的角度、從事業經營的角度上來看，它只要有貢獻，就不會那麼快把它處理掉。

除非說再過個三、五十年，整個傳統性的消費行為改變後，這些品類才會不存在。  

 又為了對抗市場上的領導品牌，味全推出北海道奶茶(vs.統一麥香奶茶)、

LCA506活菌發酵乳(vs.養樂多)、味全醇奶布丁/雞蛋布丁(vs.統一雞蛋布丁)、味

全原榨柳丁汁(vs.義美、光泉的 100%原榨柳橙汁)等均是以側翼品牌的形式操作

之，此外推出低價味全優格用以保護並拉抬高價的雪の優格也是側翼品牌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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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上述內容可發現，味全公司多以「味全」的品牌名稱推出新產品，一方面

攻擊領導品牌，或保護高價品牌，另一方面也填補自身產品線不足之處，防止受

到其他競爭對手的攻擊。 

而 2004年推出的清露新茶(樂利包)也是側翼品牌的做法，因為味全在茶類

市場的表現一直不佳，之前也曾推出過「抹茶賞」(樂利包)，但短時間內就從市

面上消失，再加上雖然是新產品上市，但除了配合超商推出折扣外，毫無任何媒

體宣傳，所以露新茶只是味全乳飲事業部的一個短打品牌，主要用意為使產品線

完整。 

回函內容：清露新茶是在去年六月上市的新品，但是因為定位未符合消費群
需求，因此上市並未成功。但是茶飲料的確是味全目前積極進入的策略品類。  
 

表 4-2-3味全公司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 
策略性品牌 Action運動飲料、自然果力、貝納頌 

金牛品牌 林鳳營、每日 C 

側翼品牌 

1. 防禦攻擊-味全 
2. 補齊產品線-北海道奶茶、LCA506活菌發酵 
乳、味全布丁、清露新茶 

3. 保衛高價品牌-味全優格、味全原榨柳丁汁 

品牌活化者 
1. 林鳳營的「冬季熱飲抽獎活動」、綠巨人浩克 
新包裝(促銷構面) 

2. 林鳳營的代言人「張艾嘉」(人物構面) 

品

牌

組

合

的

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味全、每日 C、林鳳營、貝納頌 

背書品牌 味全 

副品牌 
1. 味全的「ABLS優酪乳」「醇奶布丁」 
2. 每日 C的「柳橙汁」 
3. 貝納頌的「焦糖瑪琪朵」 

敘述語 1 LCA506的「活菌發酵乳」 
2.北海道奶茶的「精緻嚴選」 

品牌差異者 

1.林鳳營的「濃、純、香」(特質構面) 
2.每日 C的「100%新鮮、自然、好喝」(特質) 
3.貝納頌的「喝的極品」(特質構面) 
4.36法郎的「手中的咖啡館」(特質構面)  

產

品

定

義

的

角

色 

推動者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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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視覺圖像設計 

從表 4-2-4可看出每個品牌都有其一套視覺圖像設計標準，同一個品牌會以

不同的顏色來呈現產品線延伸的結果，但仍然在固定的基調圖樣下，像是味全乳

品均以乳滴狀做為包裝的底色，輔以黃色、綠色等來表示不同的口味。 

 

綜觀之，除了正面包裝上有明顯出現味全 LOGO的林鳳營、醇奶布丁、多

采多姿、雪の優格等，可清楚地知道都是味全公司的品牌外，其餘品牌均無法與

味全公司有直接快速的聯想，而是否要明顯地展露味全 LOGO其背後考量的因

素可從林協理的訪談中得知，關鍵就在於這是不是一個要獨立經營的品牌。 

 

林協理：味全本身五個燈的 CIS有標準化呈現形式，不管是用在品牌上面，

或者是用在書面的內部報告上，我們都有詳細的規範，諸如 LOGO應該以什麼

樣的顏色或是大小來呈現等。既然味全這個企業品牌有助於其他品牌，味全

LOGO就會被要求適度地放在產品包裝或是廣告方面。 

 

只不過有些全新的品牌，是不需要跟味全有有正面的直接連結關係，味全可

以變成 endorser，像是油品類就推出「健康廚房」品牌，而不是「味全健康廚房」，

但消費者會從包裝上的製造商部分知道健康廚房是味全公司出的，亦即味全容許

獨立經營的品牌，不用與味全直接掛勾。另外所有的品牌它本身也有很清楚的

CIS，像是包裝、廣告都有一定的基調。 

 

又更進一步分析同屬咖啡類的貝納頌和 36法郎，以及同屬乳品類的林鳳營

和味全鮮奶，不僅在包裝上有很大的差異，就連配色、圖樣等也相當不同，再次

呼應受訪者所述：「雖然品類相同，但區隔相當明確，所以不會造成消費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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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味全公司之品牌視覺圖像設計 

品牌 LOGO 包裝設計 

味全   

味全鮮乳/
調味乳 

 
 

味全鮮果

汁 
 

 

每日 C 
 

 

林鳳營 
 

 

貝納頌 
 

 

36法郎  

 

LCA506
活菌發酵

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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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の優格 
 

 

北海道奶

茶  
 

清露新茶 

 

自然果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範圍 

首先搭配圖 4-2-1的品牌層級樹型圖可看出味全乳飲事業部的品牌範圍相當

廣，雖然都在同一個事業別，但若進一步細分之可觀察到飲料方面就有乳品類、

果汁類、咖啡類、優酪乳類、茶類，而點心方面則有布丁類、優格類。又大部分

的類別裡都有二個以上的品牌存在著，輔以乳飲事業部的發展歷程分析之，可發

現會以多品牌的形貌呈現，均為垂直向上延伸的做法，像是乳品類從中價位的味

全到高價位的林鳳營，咖啡類從 36 法郎到貝納頌，果汁類從味全鮮果汁到每日

C，優酪乳類從味全 ABLS優酪乳到林鳳營優酪乳等均是相同的做法。此外更可

發現而當進行垂直向上延伸時，會傾向讓主品牌(味全)僅在包裝上的製造商部分

出現，成為隱約背書的角色。 

 而唯一的水平延伸做法即為林鳳營從鮮乳類到優酪乳類，反觀味全從鮮乳至

ABLS優酪乳則不在此列，其理由可由林協理的訪談內容獲悉，因為味全鮮乳沒

有像林鳳營鮮乳有如此強的品牌權益，足以推出能移植消費者信賴感的優酪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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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林協理：味全 ABLS優酪乳和林鳳營優酪乳的品牌定位不同，因此就有不同

的舞台，林鳳營優酪乳是從林鳳營鮮乳延伸出來的，但味全 ABLS優酪乳就和味

全鮮乳沒有直接關係，雖然還是和味全這個企業品牌相關，不過沒有明顯的策略

操作，因為我們並不強調它是立基於味全鮮乳的基礎。 

味全乳飲事業部的品牌延伸準則也可從林協理與張副總的訪談內容中得一

清楚瞭解，像是產品線延伸的考量包括外部有無市場規模足以支持，內部研發技

術能否配合以及市場表現如何；垂直向上延伸的主因是附加價值高的考量： 

林協理：去延伸新的、附加價值較高的東西，或做些口味性的延伸，但不見

得所有口味都能做，譬如說奇異果、西瓜為什麼沒有擺進來，就是因為生產考量，

我們判斷市場不夠大，所以就不會生產。另外會進行口味的產品線延伸代表必定

已先掌控了主流口味，像是每日 C在百分百純果汁的市場佔有率已達到 70%以

上，所以能不斷推出新口味。 

張副總：貝納頌目前的市佔率為 41％左右，會延伸至奶茶類(皇家奶茶)是因

為貝納頌的品牌定位-喝的極品，相當廣，可延伸的空間很大，所以推出皇家奶

茶。 

當味全為具有推動性角色的主品牌時，其品牌範圍為以味全為品牌名稱的各

項品類；當其為強勢的背書品牌時，品牌範圍則包括林鳳營、多采多姿、雪之優

格；而當味全是隱約的背書品牌時，其品牌涵蓋的範圍則有每日 C、貝納頌、36

法郎、自然果力、Action運動飲料、清露新茶、LCA活菌發酵乳、北海道奶茶。

整理如表 4-2-5所示，第二欄為味全的品牌識別，結合品牌識別與味全所扮演的

角色，可衍生出第四欄值得探討的相關議題。 

表 4-2-5味全公司之品牌範圍 

當味全為… 品牌識別 產品/品牌範圍 議題 

具有推動性角色

的主品牌 
品嚐生命中

所有美好 

味全鮮乳/ABLS優酪乳/
醇奶/雞蛋布丁、奶粉、
優格 

似乎缺乏了一強

勢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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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的背書品牌 同上 
林鳳營、多采多姿、雪の

優格 
強勢背書的效益

發揮似乎不大 

隱約的背書品牌 同上 

每日 C、貝納頌、36法
郎、自然果力、Action運
動飲料、清露新茶、LCA
活菌發酵乳、北海道奶茶

以味全來為個別

品牌背書是利或

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權益的衡量 

以下就品牌權益的四個組成分項來探討單單「味全」的品牌權益，對味全乳

飲事業部品牌組合策略的影響。 

1.品牌知名度 

由於味全公司創立至今(2005)已長達五十二年，不論是飲料、醬菜、調味品、

棒球隊(味全龍)都有味全的名字，可說十足地存在台灣人每個生活角落，所以品

牌知名度相當高。 

2.品牌聯想 

味全總經理蘇守斌在 2005年 5月 18日的東方企業家新聞網指出味全會讓消

費者聯想到傳統、保守、品質可以信賴。 

 東方企業家新聞網：研究過味全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印象，主要是傳統、保守、

品質可以信賴，如果要花新台幣 100元來維持舊形象，跟要花 100元來建立新形

象，我們決定用新品牌來打。 

3.品牌忠誠度 

 類推黑松公司的品牌忠誠度表現，同屬於飲料產業的味全應該也不會太高。 

4.知覺品質 

「值得信賴」的品牌聯想也意謂著味全的品質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總結味全公司的品牌權益可發現，雖然味全擁有高品牌知名度、與極佳的品

質認知，但由於味全的品牌聯想與「傳統、保守」的連結程度過於強烈，不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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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品類別諸如果汁、咖啡、茶、乳品、運動飲料等的發展，促使味全公司在

這些產品類別裡必須以新的品牌來經營，才能提高成功的機率，亦導致味全對其

品牌組合策略而言僅扮演背書者的角色，從未刻意強調這些都是味全的品牌，目

前僅以將 LOGO展露在包裝角落的方式為各個別品牌背書。 

表 4-2-6 味全公司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知名度 高，為台灣歷史悠久的調味品、醬菜、飲料製造廠商 

品牌忠誠度 普通，業界常態使然 

品牌聯想 傳統、保守、 

知覺品質 佳，品牌聯想有「品質可以信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品牌組合策略之目標追求 

由集團董事長魏應充於 2004年 10月 14日接受經濟日報訪談的新聞內容可

得知，味全集團發展品牌組合策略所追求的目標之一為打造強勢品牌，預計在五

年內培養出十個市場領導品牌。 

經濟日報：「2008年將培養十大品牌，每支品牌營業額至少 5億元，希望十

年後味全的品牌價值，要跟康師傅看齊。」 

根據味全公司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已在市場上成為領導品牌的計有林鳳營

(鮮奶)、每日 C (純果汁)、自然果力(冷藏稀釋果汁)、貝納頌(冷藏咖啡市場)等四

個品牌。但林鳳營優酪乳則在市場上僅排名第四；貝納頌在整體咖啡市場名列第

二；其它品牌的表現狀況為：36法郎是整體咖啡市場的第五品牌，LCA506活菌

發酵乳目前在市場上排名第四；多采多姿則在乳酸飲料市場上排名第三。 

 

而同樣地可從 2004年 10月 14日經濟日報的報導內容窺得味全公司採取多

個主品牌策略的理由之一即是為了要順應市場趨勢，所以不斷推出新品牌、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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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relevance)。 

經濟日報：「味全下一階段會以建立品牌價值為重點，味全以乳品起家，冷

藏及常溫、調味都是專長，未來會運用既有優勢，朝冷藏及方便食品發展，目標

是成為全方位的食品公司。」 

 

所以味全公司會在同一個產品類別裡推出二個以上不同定位、不同訴求、不

同目標客層的品牌，像是鮮奶類就有強調濃純香的高價味林鳳營，以及中價位的

味全鮮乳；還有咖啡類有訴求喝的極品之貝納頌，以及強調手中的咖啡館之 36

法郎。 

目標之三即為達成產品的明確性(clarity)，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

的市場定位，諸如貝納頌咖啡是以「喝的極品」見長，每日 C是「100%新鮮自

然」的純果汁、林鳳營是強調「濃純香」的高品質鮮乳等。 

目標之四即為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為了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所以推出新品

牌「味全生技中心」；另外味全品牌水平延伸至多個產品類別，諸如果汁、茶、

布丁、優格等，亦為槓桿運用味全品牌資產之具體作為，力求藉由具高知名度的

味全品牌，來達到快速取得消費者信賴創造收益的目的。 

創造綜效當然也是味全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因為都是飲料的品項，所以所有的軟

硬體資源均可共用，藉以共同分攤成本。表 4-2-7為味全公司之品牌組合策略的

目標追求整理。而表 4-2-8則為味全公司乳飲事業部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表 4-2-7味全公司之品牌組合目標追求整理 
優先順序 目標追求 內容摘要 

1 打造強勢品牌 
2008年將培養十大品牌，每支品牌
營業額至少 5億元，希望十年後味
全的品牌價值，要跟康師傅看齊。 

2 
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relevance)。 
為順應市場趨勢，滿足顧客的需

求，所以不斷推出新品牌、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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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達成產品的明確性

(clarity)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

市場定位。 

4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3. 推出味全生技中心，創造未來的 
成長平台。 

4. 味全品牌水平延伸至果汁、茶、 
  布丁、優格等產品類別。 

5 創造綜效 善用既有各項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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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味全公司乳飲事業部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層級樹

型圖 

1. 從水平面可觀察到味全公司目前共有十二個品牌，其
中以企業品牌味全命名的產品類別最多。 

2. 從垂直面可觀察到每個品牌均有進行產品線延伸。 

品牌群組 以八種方式來區分，由於以味全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別

多達四項，所以「味全」橫跨多個品牌群組。 
品牌組

合的結

構 

品牌網絡 

1.連結程度最強的是「林鳳營、多采多姿、雪の優格」

2.連結程度次強的是「每日 C、貝納頌、36法郎、 
LCA506活菌發酵乳、北海道奶茶、清露新茶」 

3.連結程度第三強的是「自然果力、Action、松青超市、
丸久超市、埔心農場」 

策略性品牌 Action運動飲料、自然果力、貝納頌 

金牛品牌 林鳳營、每日 C 

側翼品牌 

1.防禦與攻擊-味全 
2.補齊產品線-北海道奶茶、LCA506活菌發酵乳、味 
全布丁、清露新茶 

3.保衛高價品牌-味全優格、味全原榨柳丁汁 

品牌活化者 
1. 林鳳營的「冬季熱飲抽獎活動」、綠巨人浩克新包裝

(促銷構面) 
2. 林鳳營的代言人「張艾嘉」(人物構面) 

組合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味全、每日 C、林鳳營、貝納頌 
背書品牌 味全 
副品牌 1. 味全的「ABLS優酪乳」「醇奶布丁」 

2. 每日 C的「柳橙汁」 
3. 貝納頌的「焦糖瑪琪朵」 

敘述語 1. LCA506的「活菌發酵乳」 
2. 北海道奶茶的「精緻嚴選」 

品牌差異者 1. 林鳳營的「濃、純、香」(特質構面) 
2. 每日 C的「100%新鮮、自然、好喝」(特質構面) 
3. 貝納頌的「喝的極品」(特質構面) 
4. 36法郎的「手中的咖啡館」(特質構面)  

產品定

義角色 

推動者 無 

視覺圖樣設計 

1.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 
2.單一品牌會以不同的顏色來呈現產品線延伸的結果 
3.單味全品牌就因產品類別不同而有多套視覺設計 
4.味全 LOGO出現的位置有二，正面或是製造商部分。
5.各個別品牌均無法從構圖設計上直接察覺與味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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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品牌範圍 

1. 味全公司橫跨的品類有乳品類、果汁類、咖啡類、 
優酪乳類、茶類，布丁類、優格類等 

2. 垂直向上延伸：乳品類的味全到林鳳營，咖啡類的 
36法郎到貝納頌，果汁類的味全鮮果汁到每日 C， 
優酪乳類的味全 ABLS優酪乳到林鳳營優酪乳 

3. 水平延伸：林鳳營從鮮乳類到優酪乳類 

打造強勢品

牌 
2008年將培養十大品牌，每支品牌營業額至少 5億元，
希望十年後味全的品牌價值，要跟康師傅看齊。 

維持與消費

者的相關性

(relevance)。 

為順應市場趨勢，滿足顧客的需求，所以不斷推出新品

牌、新產品。 

達成產品的

明確性

(clarity)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市場定位。 

槓桿運用品

牌資產 

1. 推出味全生技中心，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 
2. 味全品牌水平延伸至果汁、茶、布丁、優格等產品類
別。 

品牌組

合之目

標追求

優先順

序 

創造綜效 善用既有各項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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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王品集團 

 一、企業簡介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在台中創立王品台塑牛排，發

展至今轄有七個品牌，分別是王品台塑牛排、A+數學中心、西堤、PORTER HOUSE、

陶板屋、原燒、聚。各品牌推出的時間如表 4-3-1所示。其中除 A+數學中心為補

教業，是基於內部員工欲創業的考量而設立外，其他六個事業部均為餐飲品牌，

但 PORTER HOUSE 目前僅設有單一據點於美國的比佛利山莊，尚未引進國內。另

外，王品集團目前還有金氏世界記錄的認證業務。 

王品集團在 2004 年的營業額為 21.4 億，其中王品台塑牛排佔 7.09 億，西

堤佔 7.13 億，而陶板屋為 5.23 億，其他(原燒/聚/上海王品/美國 PORTER HOUSE)

佔 1.95 億。2005 年預計營收可達到 32 億。整個集團在餐飲方面目前的經營模

式均為直營店，在國內總共有 38 個據點，其中王品台塑牛排有 11 家，西堤有

13 家，陶板屋有 8家，原燒有 2家，聚有 4家；而在國外總共有 7個據點，分

別是美國的 1家 PORTER HOUSE，與大陸的 6家王品台塑牛排。 

受訪者高端訓先生為王品集團之行銷總監，服務於王品集團已逾 3年，以下

引述其訪談內容以「高總監」代表之。又內容撰寫時，所述之用詞「王品」代表

個別品牌，「王品集團」代表所有王品集團推出的品牌。 

表 4-3-1 王品集團品牌年表 

順序 品牌 上市時間 

1 王品台塑牛排() 1993 

2 西堤 2001/6 

3 PORTER HOUSE 2001/7 

4 陶板屋 2002 

5 A+數學中心 2003 

6 原燒 2004/9 

7 聚 2004/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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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品集團之成長策略 

王品集團創立十三年來的成長策略可分為四個階段敘述之，分別是跨足娛樂

業、餐飲業的多角化階段(1992~1996)；以王品台塑牛排深耕市場的「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階段」(1996~2001)；擴大到多個產品類別的「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

(2001~迄今)；開始到大陸設據點的「密集式之市場開發階段」(2004~迄今)。 

 

1.多角化之集中式與複合式成長策略(1992~1996) 

王品集團發展的第一個品牌為 1992 年推出的ㄅㄧㄅㄧ樂園，首創國內騎鴕

鳥的娛樂風潮，當年營業額就超過一億，但第二年由於消費者失去新鮮感，使營

業額驟降百分之五十，戴勝益董事長為求能繼續創造利潤，於是改採行多角化的

成長策略，包括集中式多角化與複合式多角化，前者的做法為推出大非洲野生動

物園，希冀利用娛樂產業的共通技術與共通市場來吸引新的顧客群。而在複合式

多角化方面則是推出與原有技術、產品或市場毫無關連的餐飲品牌，包括王品台

塑牛排、全國牛排、外蒙古全羊大餐餐廳、一品肉粽連鎖店，以及開設金氏世界

博物館。 

 

2.密集式之市場滲透成長策略(1996~2001) 

王品集團發展至 1996 年時，旗下最具競爭力的王品台塑牛排已在國內設立

7個據點，但由於王品集團缺乏上軌道的管理制度，各個事業處分別進行標準化

作業，極度缺乏效率，致使王品台塑牛排的展店速度出現疲態。因此戴勝益思考

「到底王品集團要聚焦還是要繼續經營多個不同型態的餐廳類別？」經中常會

(由協理以上高階主管組成的集體決策中心)不斷討論後，決定聚焦於最具競爭力

的王品台塑牛排，於是在一年內陸續處理掉其它還賺錢的事業，金氏世界博物館

也結束，只保留金氏記錄認證業務。從 1996 年至 2001 年推出西堤牛排前的這段

期間，王品集團改採單品牌策略，聚焦於王品台塑牛排的經營，全國展店至 11

家，並且為了塑造高級的形象，不僅詳述其牛排的細部做法，例如「以特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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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佐料醃浸兩天兩夜，接著慢火燒烤一個半小時，再以高溫 120 度的瓷盤盛

裝」，由此可見其相當積極地營造「獨特、用心、精緻餐飲」的品牌印象。同時

也以精準的數字來描述各類食材，例如蔬菜棒沙拉的蔬菜皆為筆直的 17 公分，

藉以創造出王品台塑牛排的餐飲是具有可衡量性的科學化專業感，讓消費者對其

產生信賴感，進而成為忠誠顧客。此時期王品集團全心全意經營王品台塑牛排，

故歸類其成長方式為以現有產品深耕現有市場的密集式市場滲透策略。 

 

3.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2001~迄今) 

2001 年是王品集團關鍵的一年，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形成王品集團在發

展歷程中的最大轉捩點-從單品牌到多品牌策略。2001 年台灣出現三十年來首度

經濟負成長，造成許多餐廳業者走上歇業一途，對屬於高級(高價)西餐的王品台

塑牛排而言，營業額自然受到不小的衝擊，再加上單一餐廳發展有極限，且當時

台灣的高價餐飲消費市場已趨於飽和，所以為求企業繼續成長，王品集團雙管齊

下，一方面於 2001 年 6 月決定在美國市場開設高級牛排館-PORTER HOUSE，但由

於美國人對於台塑牛排的中式全熟口味並不感興趣，所以更改主菜為非全熟的紅

屋牛排，此舉:仍於餐飲產業推出全新的產品，其成長方式可歸類為密集式的產

品開發策略。 

另一方面則在國內提出所謂的「醒獅團計畫」用以勾勒出企業未來的發展願

景-「不斷創新成長的生命力，擴大事業版圖，成為餐飲王國」。亦即透過移植王

品台塑牛排的經營管理模式至新品牌的方式，來達到每年推出二個餐飲品牌的目

的，預計在 2030年時會有 50個品牌在市場上，未來全球將會有一萬家店，每年

營業額可達 4000億元，藉此擴大王品集團在整個餐飲產業的市場佔有率。 

在這樣的願景下，王品集團在現有的餐飲事業裡，開始複製王品台塑牛排的

經營模式至其他新品牌。於 2001 年 7 月推出迥異於王品台塑(中式牛排)的西式

牛排「西堤」，接著於 2002 年 5 月推出融合西式與日式的和風創作料理「陶板屋」，

更於 2004年相繼推出燒烤類的「原燒」和火鍋類的「聚」，王品集團陸續推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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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來耕耘同一餐飲產業的方式，是謂密集式的產品開發成長策略。又據高總監

表示王品集團將在 2005 年 7 月推出壽司料理「ikki」，以及在 2005 年 8 月推出

大阪燒料理「夏慕尼」。 

改採多品牌策略後，2003 年的集團營收成長率為 77％，達 17 億 7 千萬元，

平均獲利率超過 22％，稅前盈餘達 3億 9千餘萬元（未含海外事業獲利部分）；

2004年的總營收額則達到 21億 4千萬元，預計 2005年將達到 32億元。 

表 4-3-2為整理王品集團在執行醒獅團計畫的一套共用準則。 

表 4-3-2：王品集團之醒獅團計畫執行準則 

項目 內容 

核心產品 建立吃的文化，強化生存優勢 

競爭優勢 客觀的定位，差異化的優越性、焦點深耕 

競爭者分析 先作 SWOT 分析，不做殺價競爭 

人事管理 幹部與員工 1：1，有員工分紅、入股制度 

財務策略 一五一方程式 

目標客層 王品台塑牛排 30～45 歲，其餘 20～35 歲 

產品策略 每個品牌每季都需更新菜色 

定價策略 中、高價位皆有 

促銷策略 沒有折扣，只有買禮券送贈品 

通路策略 海內為共計 45 家直營店，尚無加盟連鎖店 

資料來源：2005 年 5 月份 Winner 雜誌 

 

4.密集式市場開發成長策略(2004~迄今) 

當王品台塑牛排與西堤在台灣站穩腳步後，此二個品牌就分別於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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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展店至上海，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目前王品台塑牛排在大陸已有 6個據點分別

位於上海、北京、蘇州、深圳。亦即王品集團此時的成長策略有二種：國內的產

品開發策略，以及開拓中國大陸的市場開發策略。表 4-3-3 為王品集團之成長策

略整理表。 

表 4-3-3王品集團之成長策略整理表 

階段 企業成長策略 內容摘要 

1 多角化之成長策略

(1992~1996) 

1.集中式-ㄅㄧㄅㄧ樂園、大非洲野生動物園 
2.複合式-王品台塑牛排、全國牛排、外蒙古
全羊大餐餐廳、一品肉粽連鎖店、金氏世界

博物館。 

2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

(1996~2001) 

聚焦於最具競爭力的王品台塑牛排，全國展

店至 11家，積極地營造「獨特、用心、精緻
餐飲」的品牌印象。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

(1996~2001) 

開始複製王品台塑牛排的經營模式，擴大到

多個產品類別包括西式牛排「西堤」，和風創

作料理「陶板屋」，燒烤類的「原燒」和火鍋

類的「聚」等 4個品牌 

4 密集式之市場開發策略

(2004~迄今) 
王品台塑牛排與西堤分別於 2004、2005 年展

店至上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品牌組合策略 

(一)品牌組合結構 

1.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水平面觀之，王品集團共有王品台塑牛排、西堤、陶板屋、PORTER 

HOUSE、聚、原燒、A＋數學中心、金氏世界記錄認證中心等八個品牌，由於各

品牌均沒有進行產品線延伸或水平延伸、垂直延伸，所以從整個集團的品牌層級

樹型圖只有一層而已，如圖 4-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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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群組(brand grouping) 

綜觀王品集團的眾多餐飲品牌，本研究發現可以下列三種方式來區分王品集

團的品牌組合架構。至於 A＋數學中心與金氏世界記錄認證中心，據王品集團行

銷總監高端訓所表示，這二個品牌不論是現階段或未來均非王品集團的主力經營

對象，甚至已在考慮是否要刪除這二個品牌，所以從這部分起就不納入這二個品

牌來分析。 

A.食物類別 

  牛排類：王品台塑牛排、西堤、陶板屋、PORTER HOUSE 

  火鍋類：聚 

  燒烤類：原燒 

B.飲食文化 

  日式：聚、原燒 

  西式：王品台塑牛排、西堤、PORTER HOUSE 

  結合西式與日式：陶板屋 

C.價格 

  高價(1000元以上)：王品台塑牛排、PORTER HOUSE 

中(400~600元)：原燒、聚、陶板屋、西堤 

 

若依循王品集團之醒獅團計畫的發展脈絡可得知，未來不論是在食物類別或是

飲食文化，甚至是價格區間，都將不斷有新的品牌問世，使得每個品牌群集愈來

愈豐富。 

 

王品集

團 

王品台塑

牛排 

PORTER 
HOUSE 

西堤牛排 陶板屋 A+數學

中心 

原燒 聚 

圖 4-3-1 王品集團之品牌層級樹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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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網絡(brand network) 

 可從圖 4-3-2的品牌網絡圖清楚地一眼看出與王品集團有關的各個品牌，連

結線的二端代表有關連的品牌，連結線的粗細代表彼此的緊密度。像是與王品集

團連結線最粗的王品台塑牛排代表連結程度最高，而連結程度次高的包括西堤、

陶板屋、原燒、聚等；依此類推，再來是 A＋數學中心和 PORTER HOUSE，連

結程度最低的是金氏世界紀錄認證，因此以最細線表示。 

 王品集團之名出現於 2003年 2月，是以其旗下第一個餐飲品牌-王品台塑牛

排命名，所以可歸結王品台塑牛排與王品集團的連結程度最高；而與王品集團的

連結程度歸類於次高的西堤、陶板屋、原燒、聚等，則是資訊流通愈發透明化的

結果，隨著消費者從各管道所接觸到的資訊愈來愈多的情況下，慢慢地逐漸知道

市面上的這些餐飲品牌都是隸屬於王品集團旗下的一員。 

可從下述新聞稿窺一端倪：2002 年 1 月 10 日經濟日報的報導內容：「由王

品台塑牛排經營團隊開發的西堤牛排…」；2004年 2月 3日經濟日報的新聞標題：

「王品集團再添二新品牌 3 月開設燒肉餐廳 7 月進軍火鍋 將首次佈局東台

灣」；2004年 6月 23日中國時報的新聞內容：『已經從台塑牛排跨族評價的習題

牛排、陶板屋的王品，再度出招推出專業燒肉-原燒，以潔白的海芋為店裡的吉

祥花…』；2004年 6月 23經濟日報的新聞內容：「王品餐飲集團會員經營有一套，

陶板屋總經理王國雄，找來網路世代員工『小陶子』與消費者互動…」；2004年

10月 16日中國時報的新聞內容：『聚是王品集團的最新力作…』。 

 歸類 A+數學中心與 PORTER HOUSE和王品集團的連結關係為第三個層級

的依據可由 2002年五月份(NO. 187)錢雜誌(Money)報導內容：「去年中，王品集

團除了西堤的開幕外，旗下的另一個品牌 PORTER HOUSE BISTRO也在美國洛

杉磯的比佛利山莊正式營業，將王品餐飲王國的觸角延伸到國際…」：以及 2004

年 2月 3日經濟日報的新聞內容「王品集團目前旗下有王品台塑牛排、西堤牛排、

陶板屋和 A+數學中心…」看出報導內容僅略微提及王品集團的成員有 A+數學中

心，不僅完全沒提到 PORTER HOUSE，後文也沒有對其多所著墨，又本研究針

對 PORTER HOUSE找尋次級資料時發現，與之相關的資訊相當少，所以判斷就

消費端觀之，A+數學中心與 PORTER HOUSE和王品集團的連結程度相當低。 

 而歸類「金氏世界紀錄」與王品集團的連結程度最低的原因則是來自於王品

集團行銷總監高端訓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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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總監：以後王品的多角化會聚焦在餐飲業，不會去跨到其他產業，因為我

們經營餐飲業已經有感覺了，對這個行業成功模式的瞭解，金氏世界記錄沒有花

我們很多時間，所以還留著，平常也沒事，我們只是見證，我們覺得沒必要去讓

消費者知道他和王品的關係。 

從各類與王品集團相關的新聞稿、公關稿中，像是Winner雜誌 2005年 5月

份的專訪標題為「戴勝益 善用一五一方程式」，工商時報 2004年 10月 23日的新聞

標題「成全別人 造就自己 戴勝益的成功之道」，遠見雜誌 2004年 7月號專訪標

題「王品集團董事長 戴勝益 鼓勵創業 成長不息」等，可整理獲得另一個也在

品牌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集團董事長戴勝益。 

雖然每個品牌都理所當然地和戴勝益董事長有密切關係，但從消費者認知這

端觀之，就明顯地有親疏之分，甚至有很多消費者根本不知道戴勝益是何許人。

但本研究僅就媒體資訊的揭露內容來分析王品集團之各品牌關連程度，不論是各

類型的新聞稿、公關稿、廣宣稿等，在介紹戴勝益時，均是以「王品集團董事長」

稱呼之，因此可推論戴勝益和王品台塑牛排的關係最為密切，所以在品牌網絡圖

中以粗黑線表示之。 

又戴勝益和其他餐飲品牌之間雖然還是有關連，但緊密度就稍低，各品牌是

透過「王品」再與戴勝益產生連結，因此與戴勝益的連結程度不若王品台塑牛排

強，可從聯合新聞網 93年 4月 24日的新聞內容「王品集團旗下走日本精緻雅食

路線的陶板屋新和風料理，正式進軍台南」看出文章內容僅提及王品集團，而未

對戴勝益和陶板屋有直接連結的著墨；另外即使有直接的連結也僅止於新品牌剛

推出時的造勢活動，例如 93年 9月 21日的自由時報圖片說明文「搶攻每年高達

300億的火鍋市場，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與旗下第五個新事業體『聚』火鍋總

經理李森斌，特地變身為北海道漁夫並坐上高空雲梯車示範採收長度可達 12 公

尺的北海道昆布，為集團進軍火鍋市場揭開序幕」，因此以次粗黑線表示二者的

關係。 

但之後的媒體資訊揭露均只強調王品，像是 93年 11月 3日的聯合新聞網報

導內容「王品集團進軍火鍋式的首件作品『聚』，就相中日高昆布作主角，推出

北海道昆布鍋」，就又回到以王品做為媒介和戴勝益取得間接連結的模式。此外，

從媒體的資訊揭露內容中，不僅是戴勝益甚少和 A＋數學中心、金氏世界紀錄認

證」、PORTER HOUSE等有任何連結，就連王品集團相關的新聞稿、公關稿也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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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未曾提及這三個品牌，因此本研究不將戴勝益與之連結。 

再者由各品牌的 LOGO、對外的宣傳資料、公關稿、以及媒體的新聞稿，諸

如經濟日報 2003 年 8 月 12 日的新聞內容：『最近在餐飲市場頗受注目的陶板

屋，不但顛覆日本料理，推出新和風料理，在口味、視覺、價位上更有創新的

作為』；2004 年 4 月 29 日聯合晚報的新聞內容：『王品餐飲連鎖集團最近誕生

了全新的品項-原燒優質原味燒肉，食材選擇…』；民生報 2004年 11月 13日的

報導內容：『王品牛排進軍火鍋市場的首件作品『聚』，就相中日高昆布做主角，

推出北海道昆布鍋』，均可看出陶板屋之於和風料理、聚之於北海道昆布鍋，以

及優質原味燒肉之於原燒幾乎劃上等號，所以用最粗的連結線來表示二者的關

係。  

 

王品集團 戴勝益 原燒 

A+數學
中心 

陶板屋

POTER
HOUSE

金飾世

界記錄

西堤 

聚 

王品台

塑牛排

優質原

味燒肉

北海道

昆布鍋 

和風創

作料理 

圖 4-3-2 王品集團之品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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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品牌之角色扮演與資源分配 

主品牌(master brand)有王品、西堤、陶板屋、聚、原燒等五個，因為這些

品牌對消費者而言均是產品的主要參考指標，且清楚地讓消費者直接聯想到某一

產品類別，依序分別是牛排、牛排、和風創作料理、火鍋、燒肉。 

企業品牌的角色當推王品所有，而背書品牌則為「王品」，據高總監表示王

品集團刻意讓每個品牌都保持距離，目的是要讓每個品牌都有其獨立的精神。不

讓各品牌與王品集團的連結程度太高，彼此間只是維持一種淺顯的背書關係，意

即「王品」扮演背書品牌(endorser brand)的角色。 

高總監：我們認為強調每個品牌是由王品帶出來的好處是可以很快成功，但

新品牌卻不是真正被消費者所認同的，如果一個品牌從零到一都是由自己建立起

來的，消費者對品牌個性、品牌內涵甚至是對產品的認同度才會高。但若是因為

喜歡母品牌而移情至新品牌，則品牌力會相當薄弱。所以就連公司內部給媒體的

新聞稿都不會讓王品和各品牌的連結程度太過於緊密，因為黏太緊反而會使品牌

個性不鮮明，品牌資產不紮實。 

 

因此在這樣的經營理念下：凸顯各品牌的特色，王品僅扮演隱約背書者的角

色，不期望消費者是因為王品的名氣才走進店內，亦即整個集團沒有所謂的推動

者角色(driver roles)，可從高總監的回答得到驗證。 

高總監：因為不是企業品牌或品牌傘的模式，是各自獨立的品牌，所以推動

者的角色並不明顯。 

由「王品台塑牛排」、「聚北海道昆布鍋」、「原燒優質原味燒肉」、「陶板屋和風創作料理」可

看出「台塑牛排」、「北海道昆布鍋」、「優質原味燒肉」、「和風創作料理」為具聯

合推動功能的副品牌，亦即「王品」和「台塑牛排」都會影響消費者的選購決定。 

另外高總監也在王品集團的資源分配方面，提出他們的一套做法，只要是新

推出的品牌，都會挹注近乎一半的資源全力培育之，因為每一個新推出的品牌都

是定位為策略性品牌；而已站穩市場地位的品牌，則是投入足以維持營運的行銷

資源即可。 

高總監：理想的資源分配策略為一個品牌出來後，我們注入全部（其實是一

個比率啦！挹注更多的精力，會有百分之五十的時間挹注在新品牌，剩下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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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再分給現有的品牌）的資源讓它成功，在第一年就要成功，我們現在有六個

品牌，我的時間不會均分為六分之一，這樣是很沒策略的作法，縱使沒有新品牌

的推出也不會是平均分配時間、資源，要有重點的管理，因為品牌一定有新有舊，

有強有弱，像是王品已經達到一定的資產，縱使我們現在不去經營它，它自己也

會動，在企業裡算是金牛的角色，所以王品在 2003年推出四個活動後，現在就

只做 maintain 的工作，不定期召開幾次記者會而已，花的力氣很少，大概只有

百分之十在做王品，陶板屋和西堤現在也很穩，算是金牛的角色了，西堤賺得錢

還比王品多，聚和原燒就是策略性角色。 

所以王品台塑牛排、西堤、陶板屋等三個品牌，由於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品

牌資產，亦即現階段知名度相當高、且已有一群忠實的顧客，就算不再挹注資金

或資源，也能有相當高的收益，對整個王品集團而言是扮演金牛的角色(cash cow 

brands)，資源分配方面，據王品行銷總監所述，現階段大概只有各編列百分之

十的資源投入於這三個品牌。反觀新推出的「聚」和「原燒」就都是策略性品牌

(strategic brands)，目前約有高達百分之五十的資源投入於此二品牌，是王品集團

目前全力培育的重點所在。據王品行銷總監所述，今年(2005)即將推出的鐵板燒

與純正日本料理也都會是策略性品牌，亦即每年新推出的品牌都將扮演策略性角

色。 

雖然王品集團旗下有八個品牌，但對消費者而言，提及王品集團最先想到的

仍然會是王品台塑牛排，而想到王品台塑牛排率先躍入腦海與浮上眼簾的就是那

塊帶骨的台塑牛排，每到王品用餐必定會指明就是要台塑牛排。更甚者台塑牛排

已成為王品集團的企業象徵，因此可說王品集團的品牌差異者 (brand 

differentiator)就是已成招牌的「台塑牛排」。 

若再進一步從特質(feature)、服務(service)、科技(ingredient)、活動(program)

四個構面來分析各個餐飲品牌，可以發現王品集團大都以「特質」這個面向來構

成品牌差異者。從 LOGO 上就可窺一究竟，以「特質」來擔綱品牌差異者的角

色除了王品的「台塑牛排」外，還有陶板屋的「和風創作料理」，讓人聽到陶板

屋就想到和風創作料理，以及聚的「北海道昆布鍋」，二者幾乎完全聯想在一起，

就連原燒的「原味燒肉」也是如出一轍的做法；唯一的例外為「西堤」不僅從

LOGO上看不出能代表其品牌差異者的特點，就連產品內容相較於其他同等級品

牌也檢視不出明顯差異，所以單就西堤而言，是沒有品牌差異者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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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品牌活化者(branded energizer)則可從三個金牛品牌：王品台塑牛排、西

堤、陶板屋的行銷策略做法歸類而得，由於金牛品牌已存在市場上有一段時間，

為了不斷替單一品牌注入活力，王品集團有一套一體適用的做法，亦即藉由不定

期舉辦與品牌密切連結的「活動」來促成之。像是 2003 年王品台塑牛排的「您

送十朵玫瑰，我請千元饗宴」，2004年陶板屋的「您穿紫色衣服，我請陶板饗宴」；

還有透過舉辦具公益性質的活動來吸引消費者和媒體的目光，諸如 2005年 1月

陶板屋的「一人一書到蘭嶼，創作料理款待你」，2005年 4月西堤的「義賣舊餐

具，招待新套餐」等，都是王品集團為各個品牌注入活力的做法，是謂各品牌的

品牌活化者。 

王品集團目前的品牌聯盟對象包括第一銀行、荷蘭銀行、台新銀行、中國信

託、安信信用卡、遠傳電信、雅芳、資生堂、讀者文摘、世界展望會、康健人壽

等，以上所述企業均是以「優惠券」的模式和王品集團旗下各品牌建立合作關係，

合作的內容如表二所示，但彼此間沒有共同品牌(co-brand)的推出，王品集團行

銷總監高端訓對品牌聯盟的看法為： 

高總監：因為品牌知名度打出來後，就有很多企業主動找上門，我們有篩選

過，之前只有跟銀行合作，現在較多元化，所以還有跟化妝品產業(資生堂、雅

芳)以及世界展望會、康健人壽、讀者文摘等合作。  

異業結盟的實際作法是把優惠卷印在合作企業的行發刊物上，評估效益時，

發現對雙方的營運面都有很大的助益，因為對方的客戶可能對原燒、聚等王品集

團的新品牌不是那麼熟悉，所以透過刊物上的優惠券來提升原燒、聚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對合作企業而言，最大的助益在於提供客人「吃」的優惠，舉例來說，

由於既有化妝品業者的發行刊物上幾乎都沒有提供吃的優惠，所以和餐飲業合作

是化妝品產業的創舉，致使在眾多異業結盟關係裡，餐飲和化妝品合作是效果最

好的組合。 

又從防禦的觀點來檢視王品集團各品牌的次級資料，會發現「西堤」是扮演

側異品牌(flanker brand)的角色，亦即西堤為了保護王品台塑牛排因運而生的中低

價品牌，可從新聞稿中整理王品集團對外的發言得證。 

經濟日報 2002年 1月 10日：「西堤牛排總經理李森斌說，當初會在台塑牛

排之外開發第二個牛排套餐品牌，主要是王品台塑牛排屬高價位，在市場不景氣

中，發展遇到瓶頸，然後從市場調查中，選定消費者可以接受的 350 元~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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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位，再根據以往的經驗和資源，開發出西堤牛排的經營模式。」 

錢雜誌(Money)2002 年 5 月份：「在西堤籌備之初，先從市場調查著手，將

主力消費族群定位在 25 歲~40 歲的白領階級，然後才開始研發和包裝產品及塑

造店面的裝潢氣氛。由於西堤是王品集團旗下的新品牌，王品本身就以台塑牛排

聞名，西堤既然要以牛排作為主要產品，就得和王品牛排有所區隔。」所以可看

出王品集團推出西堤牛排，此做法的最主要用意有二方面的考量，對外因應環境

變遷-高價牛排市場萎縮，中價牛排興起；對內則是不僅要補強只有中式牛排而

無西式牛排的缺口，更可藉由推出西堤來擴大牛排的消費顧客層，長遠來看，將

發揮促使消費者從西堤到王品的跳板功能，所以西堤可謂扮演保護王品台塑牛排

的側翼品牌角色。 

表 4-3-4王品集團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 

策略性品牌 聚、原燒 

金牛品牌 王品台塑牛排、西堤、陶板屋 

側翼品牌 西堤(推出時) 

品牌活化者 

1.王品的「您送十朵玫瑰，我請千元饗宴」(促 
銷構面) 

2.陶板屋的「您穿紫色衣服，我請陶板饗宴」(促 
銷構面) 

3.陶板屋的「一人一書到蘭嶼，創作料理款待你」 
(贊助構面) 

4.西堤的「義賣舊餐具，招待新套餐」(促銷) 

品

牌

組

合

的

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王品、西堤、陶板屋、聚、原燒 

背書品牌 王品 

副品牌 

1.王品的「台塑牛排」 
2.聚的「北海道昆布鍋」 
3原燒的「優質原味燒肉」 
4.陶板屋的「和風創作料理」 

敘述語 A+的「數學中心」 

品牌差異者 

1. 王品的「台塑牛排」 
2. 陶板屋的「和風創作料理」 
3. 聚的「北海道昆布鍋」 
4. 原燒的「原味燒肉」 

產

品

定

義

的

角

色 

推動者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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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視覺圖像設計 

從表 4-3-5可看出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設計基調與配色，如王品就

是正紅色，陶板屋就是紫色，聚就是橘色，原燒就是綠色，另外為秉持各品牌的

獨立性，每個餐飲品牌除 PORTER HOUSE外，也都有其各自代表的花卉。整理

如表 4-3-5所示，所以單就王品集團各品牌的視覺圖像設計來看，是無法發覺其

彼此間的關連性。 

表 4-3-5 王品集團之品牌視覺圖像設計 

品牌 LOGO 代表色 代表花卉 

王品台塑牛排  紅色 玫瑰 

PORTER HOUSE  無 無 

西堤  紅白綠相間色 太陽花 

陶板屋  紫色 薰衣草 

原燒  綠色 海芋 

聚  橘色 天堂鳥 

 

 
（四）品牌範圍 

配合王品集團的品牌層級樹與其發展歷程可發覺，王品集團所橫跨的產業有

飲食業與補教業，整體觀之可發現有進行垂直延伸，但卻沒有進行水平延伸。從

高價的王品台塑牛排到中價的西堤牛排明顯為向下垂直延伸之代表，而從王品台

塑牛排到更高價的 PORTER HOUSE則為向下延伸的典範。 

當王品為具有推動性角色的主品牌時，其品牌範圍僅有王品台塑牛排；當其

為強勢的背書品牌時，品牌範圍則包括西堤、陶板屋、原燒、聚；而當王品是隱

約的背書品牌時，其品牌涵蓋的範圍則有西堤、陶板屋、原燒、聚。整理如表

4-3-6所示，第二欄為王品的品牌識別，結合品牌識別與王品所扮演的角色，可

衍生出第四欄值得探討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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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王品集團之品牌範圍 

當王品為… 品牌識別 品牌範圍 議題 

具有推動性角色

的主品牌 

款待心中

重要的人 
王品台塑牛排 

強勢品牌似乎有效運

用程度不足。 

強勢的背書品牌 同上 西堤、陶板屋、原燒、聚 

如何善用王品的品牌

權益優勢至個別品牌

呢？ 

隱約的背書品牌 同上 
PORTER HOUSE、A+數學中

心、金氏世界記錄認證 

為差異性甚大的產品

類別背書有無其必要

性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權益之衡量 

1.品牌知名度 

由 2004 年的 EICP 的調查顯示王品台塑牛排高居餐飲業印象良好品牌的第

七名，可知其品牌知名度相當高，但王品不滿於此，目前不斷地藉由品牌聯盟的

方式，希冀更進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合作對象諸如資生堂、雅芳、世界展望會、

遠傳電信、中國信託等。 

2.品牌忠誠度 

據高總監表示王品集團目前沒有外聘專業的調查公司來進行品牌權益的評

估，但有內部的一套評估方法，王品集團的各個品牌都有消費者的意見卡，意見

卡的回收率佔來客率的五成，品牌忠誠度的調查題目諸如「請問這是您最近半年

第幾次來用餐？請問你會不會介紹朋友來？」，因為具有忠誠度才會頻繁來用餐

並介紹朋友來，而調查結果顯示，每一個品牌都有高達 95%~98%的消費者填會

介紹朋友來，所以推測王品有相當高的品牌忠誠度。 

 

3.品牌聯想 

 據高總監表示，之前會來王品消費的顧客多是慕「台塑牛排」之名而來，可

推論王品讓人率先聯想到的就是牛排產品，此外也有服務好、高級、貴等形容詞。 

高總監：現在去王品的人衝著品牌的人較產品的人多，早期來王品多衝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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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牛排來，這三年來相當明顯已轉成是因為品牌而來，為什麼敢這樣說呢？因為

若是到現在都還是衝著台塑牛排(產品)而來，那麼王品就年不會像現在業績一直

成長了。 

 

4.所感受到的品質 

由王品台塑牛排榮獲 2004 年天下雜誌六大服務業品質大調查之連鎖餐飲類

第一名可知消費者對王品的知覺品質評價相當高。 

 

總結王品台塑牛排的品牌權益可發現，雖然王品擁有高品牌知名度、與極佳

的品質認知，但由於王品的品牌聯想與「牛排」的連結程度過於強烈，不利於其

他產品類別諸如日式料理、火鍋、燒肉等的發展，促使王品集團在這些產品類別

裡必須以新的品牌來經營，才能提高成功的機率，亦導致王品對其品牌組合策略

而言僅扮演背書者的角色，從未刻意強調這些都是黑松王品的品牌，目前僅以上

市發表會，或官方網站相互連結的方式為各個別品牌背書。表 4-3-7為王品集團

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表 4-3-7 王品集團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知名度 高，EICP顯示王品台塑牛排高居餐飲業印象良好品牌的第七名

品牌忠誠度 高，每一個品牌都有高達 95%~98%的消費者填會介紹朋友來 

品牌聯想 牛排、服務好、高級、貴 

知覺品質 佳，天下雜誌六大服務業品質大調查之連鎖餐飲類第一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可由醒獅團計畫窺得王品集團之品牌組合策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標即為「打造

多個強勢品牌」，醒獅團計畫的內容如下：每頭獅(各品牌)各自在共同的舞台(餐

飲)上跳躍、吸引目光，創造更多的人群圍觀，每一年開設二個類別的餐廳(新品

牌)，走多品牌路線，所有的餐廳都將複製王品台塑牛排發展的成功經驗，打算

在 2030年之前，創造出三十個品牌、一萬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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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創造更多利潤，擴大更高市場佔有率外，不斷地推出新品牌的主要用意

就在於為王品集團的品牌與人員二方面注入活力(energy)，由高總監的一段話可

得知： 

醒獅團計畫的目標除了版圖愈來愈大外，企業的經營就是要把版圖做大，讓

每一個人都有發揮的空間，這個水是個活水，不只是不斷注入活水，連裡面都是

活的，如果企業不成長，那所有的人不都窩在裡面，要讓人才有發展的空間，這

就是活水。 

舉例來說，當創了一個品牌時(聚)，這家店(西堤)的店長就調去做聚，西堤

就升了一個店長，主任變副店長，在這邊工作充滿的前景與希望，因為他(員工)

知道很快就可以升遷，大概一年半就可以升店長，這就是會動的活水，如果一直

維持十家店，就十個店長，十年後還是十個店長。但我們這樣做，店長變區經理，

很活，產生企業的良性循環，這是外部看不到的，構建了一個欣欣向榮很團結的

團隊，每開一家店都會有這種效果，每開一個品牌，效果就加乘，因為每開一個

品牌就多一個總經理和副總經理、區經理、店長。 

 

多品牌策略同時也維持王品集團和消費者的相關性(relevance)，讓王品集團

始終落於消費者的購買選擇考慮範圍中，當其有一項飲食消費計畫時，不論金額

多少，不論想吃的食物類別為何，王品集團的各個品牌都會是其考慮的飲食地點

之一。 

又共用人力資源、網路會員，以及透過集體議價、聯合採購的方式，降低採

購成本更是綜效(synergy)發揮的表現。再加上每個品牌都有鮮明的定位與個性呈

現，對消費者而言自然不會造成混淆，讓品牌明確性(clarity)展露無遺。 

最後一個目標追求即為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如前所述，王品集團僅淺顯地為

各個品牌扮演背書角色，此即善用王品此一強勢品牌的具體作為。表 4-3-8為王

品集團之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追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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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為王品集團之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追求整理 

優先順序 目標追求 內容摘要 

1 打造強勢品牌 

每一年開設二個類別的餐廳(新品

牌)，所有的餐廳都將複製王品台塑

牛排發展的成功經驗，將創造出三

十個成功品牌。 

2 
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relevance)。 

讓王品集團始終落於消費者的購買

選擇考慮範圍中。 

3 創造綜效 

共用人力資源、網路會員，以及透

過集體議價、聯合採購的方式，降

低採購成本 

4 
達成產品的明確性

(clarity)  

每個品牌都有鮮明的市場定位與品

牌個性，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

個品牌的差異性。 

5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強勢品牌「王品」僅淺顯地為各個

品牌扮演背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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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王品集團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層級樹

型圖 

1. 從水平面可觀察到王品集團共有王品台塑牛排、西 

堤、陶板屋、PORTER HOUSE、聚、原燒、A＋數

學中心、金氏世界記錄認證中心等八個品牌。 

2. 從垂直面可觀察到每個品牌均沒有進行產品線延伸 

所以整個集團的品牌層級樹只有一層而已。 

品牌群組 以三種方式來區分，食物類別、飲食文化、價格  

品牌組

合的結

構 

品牌網絡 

1. 連結程度最強的是「王品台塑牛排」 

2. 連結程度次強的是「西堤、陶板屋、原燒、聚」 

3. 連結程度第三強的是「A＋數學中心、PORTER  

HOUSE、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策略性品牌 聚、原燒 

金牛品牌 王品台塑牛排、西堤、陶板屋 

側翼品牌 西堤(推出時) 

品牌活化者 

1. 王品的「您送十朵玫瑰，我請千元饗宴」(促 

銷構面) 

2. 陶板屋的「您穿紫色衣服，我請陶板饗宴」(促 

銷構面) 

3. 陶板屋的「一人一書到蘭嶼，創作料理款待你」 

(贊助構面) 

4. 西堤的「義賣舊餐具，招待新套餐」(促銷構 

面) 

組合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王品、西堤、陶板屋、聚、原燒 

背書品牌 王品 
產品定

義角色 
副品牌 1. 王品的「台塑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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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聚的「北海道昆布鍋」 

3. 原燒的「優質原味燒肉」 

4. 陶板屋的「新和風料理」 

敘述語 A+的「數學中心」 

品牌差異者 1. 王品的「台塑牛排」 
2. 陶板屋的「和風創作料理」 
3. 聚的「北海道昆布鍋」 
4. 原燒的「原味燒肉」 

推動者 無 

視覺圖樣設計 
1. 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

2. 各品牌均無法從 LOGO上直接看出與王品的關係。

品牌範圍 
1. 王品集團橫跨的產業別有飲食業與補教業 
2. 垂直向下延伸：王品台塑牛排到西堤牛排 
3. 垂直向上延伸：王品台塑牛排到 PORTER HOUSE 

打造強勢品

牌 

每一年開設二個類別的餐廳(新品牌)，所有的餐廳都將

複製王品台塑牛排發展的成功經驗，將創造出三十個成

功品牌。 

維持與消費

者的相關性

(relevance)。 

讓王品集團始終落於消費者的購買選擇考慮範圍中。 

創造綜效 
共用人力資源、網路會員，以及透過集體議價、聯合採

購的方式，降低採購成本 

達成產品的

明確性

(clarity)  

每個品牌都有鮮明的市場定位與品牌個性，讓消費者很

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差異性。 

品牌組

合之目

標追求

優先順

序 

槓桿運用品

牌資產 強勢品牌「王品」僅淺顯地為各個品牌扮演背書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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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花王公司 

 一、企業簡介 

花王株式會社(Kao)成立於 1887年，是日本最大的清潔用品公司，主要業務

包括清潔用品的研發、製造、銷售。而台灣花王公司則成立於 1964年，在 1991

年實為配合花王全球化策略，於是正式更名為「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花王公司存在於市面上的品牌多達十個，分別為花王、絲逸歡、一匙靈、魔術

靈、新奇、蕾妮亞、妙而舒、蜜妮、蜜妮男性專用、SOFINA等十個品牌，各品

牌推出的時間如表 4-4-1所示。 

受訪者吳大松先生現職為花王(台灣)分公司副總經理，是資深的品牌經理

人，服務於花王長達 26年的時間。以下內容所述之用詞「花王」代表個別品牌，

「花王公司」代表所有花王株式會社在台灣推出的品牌。 

 

表 4-4-1花王公司品牌年表 

順序 品牌 上市時間 

1 花王 1966 

2 新奇 1966 

3 魔術靈 1980 

4 樂而雅(蕾妮亞) 1984 

5 蜜妮 1984 

6 妙而舒 1989 

7 絲逸歡 1993 

8 蜜妮男性專用 1998 

9 一匙靈 1998 

10 SOFINA 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成長策略 

花王公司在台灣 51年來的成長策略可分為三個階段敘述之，分別是以家庭

清潔用品深耕市場的「密集式之市場滲透階段」(1966~1984)；積極引入婦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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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Ⅰ」(1984~1988)；垂直向上延伸推出同產品類別

但高價品牌之「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Ⅱ」(1998~迄今)。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成長策略(1966~1984) 

 花王公司以花王洗髮精(1966)、新奇洗衣粉(1967)這二個品牌耕耘台灣市場

長達 14年，致使消費者想到花王就想到洗髮精產品，同時大包裝的新奇洗衣粉

也是老一輩婆婆媽媽們印象最深刻的產品之一。接著延續家庭清潔用品的定位於

1980年推出魔術靈，這種直接噴灑在標的物上方即可輕鬆達到清潔目的的產品

成為家家戶戶大掃除時的必備聖品。 

2.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Ⅰ(1984~1988) 

接著此時期花王公司特別針對女性與小孩推出樂而雅衛生棉(1984)、蜜妮洗

面霜(1984)、妙而舒紙尿褲(1989)。樂而雅衛生棉之後二度更名為璞麗格(1990)

蕾妮亞(1996)，而蜜妮也於 1998年首度延伸出男性專用產品。自此已架構出花

王公司的所有產品類別，包括洗髮精、洗衣粉、清潔劑、保養品、衛生棉、紙尿

褲等六項。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Ⅱ(1998~迄今) 

立基於完整的品類架構後，於此時期花王公司的主要成長策略為在相同產品

類別中推出較高價的品牌，諸如同為洗衣粉類的一匙靈(1988)，同為洗髮精類的

絲逸歡(1993)，以及延伸蜜妮品牌名稱推出紅嫩瑩白保養系列(2003)，之後更引

入專櫃化妝品牌 SOFINA(2003)。整理花王公司之成長策略如表 4-4-2 所示。 

 

表 4-4-2花王公司之成長策略整理表 

階段 企業成長策略 內容摘要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

(1966~1984) 

以花王、新奇、魔術靈三個家庭清潔用品品

牌深耕市場 

2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Ⅰ

(1984~1988) 

針對女性與小孩推出樂而雅、蜜妮、妙而舒

三個品牌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Ⅱ

(1998~迄今) 

推出較高價的一匙靈、絲逸歡、SOFINA三個

品牌，以及蜜妮之副品牌紅嫩瑩白保養系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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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策略 

(一)品牌組合結構 

1.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圖 4-4-1花王公司的品牌層級樹型圖之水平面來看，花王公司共有花王、

絲逸歡、一匙靈、魔術靈、新奇、蕾妮亞、妙而舒、蜜妮、蜜妮男性專用、SOFINA

等十個品牌，涵蓋的產品類別相當廣，有清潔類、婦幼衛生用品類、肌膚保養類、

髮類等。其中以企業品牌花王命名的產品類別有洗髮精、潤髮乳、沐浴乳、香皂

等四種，而只有洗髮精與沐浴類的類別下有進行產品線延伸，前者有頭皮潔淨

型、雙重滋養型、溫和柔潤型、清新柔涼型、男性專用型等五個品項，後者則有

清爽型與保濕型二種。 

吳副總對花王產品線延伸的背景做了一番說明，主要是因為品牌的定位改變

-屬於全家人使用的花王，所以把原本只有二項的洗髮類產品增為六項，甚至特

別推出男性專用、兒童專用，並且讓新推出的包裝改成不透明的瓶身。 

吳副總：花王的定位是 family use，會從這塊切入是因為台灣沒有一個品牌

是以家庭使用、功能廣泛為訴求的產品，所以花王推出全家都可以用的產品。而

既然花王的定位是照顧全家，所以不能只照顧女性，也要照顧男性，所以推出男

性專用產品，還是緊扣花王的品牌概念，以後也可能推出銀髮族專用產品，端視

有無需求與市場規模夠大否。 

 但花王會推出馥柔香皂除了是要讓產品線其齊全外，主要還是歷史情結因素

使然，所以儘管銷售量不佳，仍然存在於市面上。 

吳副總：馥柔香皂只是一個附帶的產品，在市面上不常見，台灣其實使用香

皂的消費者已經愈來愈少了，現在市場上已不到 10%的人口是用香皂洗澡，大

多用沐浴乳，但由於花王是從香皂起家的，所以香皂一定要存在。 

馥柔在日本賣的很好，在台灣則非為主推，目前沒有投入資源經營，但還是

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雖然使用的消費者愈來愈少，但因為還是會有人覺得用香

皂可以洗得較乾淨，所以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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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綜觀花王的品牌層級樹型圖會發現「蜜妮」不僅產品線相當完整，而且只

有蜜妮有推出明確的副品牌-紅嫩瑩白系列，據吳副總表示，推出較高價的紅嫩

瑩白系列是蜜妮垂直向上延伸的做法，主要是追求高附加價值的因素使然。  

吳副總：因為消費者認為從洗臉到保養是一整套的，所以蜜妮的產品線相當

完整，只是保養品的附加價值更高，所以推出紅嫩瑩白系列。一般消費者認為保

養和洗臉不太一樣，保養高一層，所以才會特地推出一個系列名來凸顯之。 

 

另外花王公司推出蜜妮男性專用可算是蜜妮系列的水平延伸，據吳副總表

示，由於消費者使用習慣的因素，再加上新品牌經營不易，所以才會以副品牌的

形式推出全新的男性專用系列，但由於其目標客層、包裝設計、行銷宣傳等均和

蜜妮差異頗大，所以本研究視蜜妮男性專用為一個別品牌。 

吳副總：蜜妮推出男性專用系列算是推出副品牌，就洗臉用品來說，十幾年

前台灣的消費者，不論男女大部分都是用同一個品牌，但隨著男性個性化，整個

價值觀慢慢成長，所以推出 for man系列。雖然蜜妮的品牌名稱相當女性化，但

要創造一個品牌不是那麼簡單的，以前還沒有男性商品出來時，他也是在用女性

品牌，其實沒什麼差別，但在視覺設計上會做修正，會用較陽剛的配色，這是有

消費者調查做基礎的。 

 

又本研究從次級資料裡發現，在花王公司的成長發展歷程中，一度有四個髮

類品牌-花王、絲逸歡、若碧絲、黎詩，同時存在於市面上，但時至今日只剩下

二個品牌，花王與絲逸歡，同樣情況也發生在衛生棉，本研究亦發現花王的衛生

棉發展歷史上曾出現過三個品牌：樂而雅(1984年)、璞麗格(1990年)、蕾妮亞(1996

年)，據吳副總表示刪除品牌最主要的考量仍然是銷售狀況，縱使品質有口皆碑，

但若沒有利潤支持，還是很難長久經營。 

吳副總：由於若碧絲、黎詩的市場表現不佳，加以發展潛力、未來性的評估

並不樂觀，同時也考量資源統合(取捨)的問題，所以決定改採集中策略，剔除若

碧絲、黎詩二個品牌，因此目前髮類只有花王和絲逸歡二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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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棉的三個品牌其實都是同一項產品，均是由相同的英文名字(Laurier)

翻譯而來，會更改品牌名稱的主要考量除了因應修正品牌經營策略外，也是由於

早期樂而雅、璞麗格的市場佔有率均不高，所以可以這樣修正。  

 

所以根據吳副總的訪談內容可更進一步分析花王增減品牌的衡量標準，主要

在於評估欲推出的品牌或是已存在於市面上的品牌，其商品有無未來三到五年的

發展性，以及是否能擁有持久的競爭優勢，創造經營所需的利潤。 

吳副總：因為品牌是資產，如果一個品牌無法持續成長，無法擁有安定的競

爭優勢，一旦淪為不良資產，就會對這個品牌進行去留的判斷，因為企業經營要

對所有的股東、所有的利益關係人負責。去留的評估準則有二：商品力＆能否創

造合理的利潤，品牌的觀察時間沒有一定的標準，大概會有三到五年的投資報酬

率評估，公司內部清楚明白產品有好的品質不見得就會很暢銷。 

 

而從垂直面來看花王的品牌層級樹可發現每個品牌均有進行產品線延伸，表

示進入個別產品市場所需要的品項大多在三種以上，致使所形成的品牌層級樹相

當廣且長。 

另外據吳副總表示，日本花王的產品線更廣，還有健康用品類，像是健康茶

的品項，至於台灣未來會不會引進，則端視市場的投資報酬狀況，因為目前台灣

的飲料市場相當競爭，進入不一定有利可圖。 

而花王公司對品牌延伸的原則為一定要符合各品牌的品牌定位與品牌個

性，「一致性」為其最重要的品牌延伸考量。 

吳副總：在品牌願景下，謹守在品牌的領域裡(domain)打造產品線一致的品

牌個性，所以蜜妮就不會有洗髮精(謹守 skin care的領域)，不隨便進行品牌延伸。 

品牌延伸不是單為了增加業績，而是延伸這個東西是否能在這個領域裡維持

商品概念的一致性，從消費端來看是有加分的才會延伸，草率從事品牌延伸雖然

會增加業績，但更可能會草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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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 

花王 蜜妮 蜜妮男

性專用

絲逸歡 一匙靈 魔術靈 新奇 蕾妮亞 妙兒舒 SOFINA 

洗髮精 

潤髮乳 

保養類 

洗面乳

類

毛孔類 

卸妝類 

防曬類 

紅嫩瑩

妙鼻貼 

洗面乳

類

沐浴乳

類

毛孔類

妙鼻貼

洗髮類

潤髮類 

護髮類 

淨柔 

濃縮 

亮彩 

廚房系

列

浴廁系

地板系

餐客

洗衣粉

潔豔漂

高機能

型

基本型

頂級呵

護

彈力棉

妙兒褲 

頭皮潔

雙重滋

溫和柔

沐浴乳

香皂 

清爽型

保濕型

清新柔

涼型

男性專

零觸感

特薄

3D立體
防護

柔織棉

層

細緻網

超薄透

氣護墊

順髮類

塑型類

深層柔

珠

抗痘調

理

去油清

品味麝

茶樹元

氣

馥柔 

兒童

圖 4-4-1 花王公司品牌層級樹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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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群組 

綜觀花王公司的眾多品牌，本研究發現可以下列六種方式來區分花王公司的

品牌組合架構。其中由於以花王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別有洗髮類與沐浴類，所以

「花王」橫跨二個品牌群組。 

清潔類：一匙靈、新奇、魔術靈 

肌膚保養類：蜜妮、蜜妮男性專用、SOFINA 

 沐浴類：花王、蜜妮男性專用 

洗髮類：花王、絲逸歡 

生理類：蕾妮亞  

嬰兒類：妙而舒 

 

 雖然花王公司的洗髮類、肌膚保養類、清潔類均有二個品牌，但據吳副總表

示由於品牌定位與訴求相當不同，所以並沒有造成消費者混淆或是互搶市場的情

況發生。 

吳副總：雖然絲逸歡和花王都有洗髮產品，但訴求對象不同，花王強調的是

家庭用的大包裝、較大眾化；但絲逸歡則鎖定個人、年輕化，價格也較高。 

蜜妮和 SOFINA因為目標對象不一樣，所以完全沒有任何關連，也不會塑

造讓它們有關係，二個是相當獨立的品牌。 

一匙靈和新奇都有洗衣粉難免有競爭情況發生，但公司以定位和區隔來避免

互相搶食市場。包裝方面，新奇是傳統大包的洗衣粉，較便宜，一匙靈都是盒裝，

價格也較高。又城鄉也是區隔的方法之一，雖然在台灣的城鄉差距沒有很大，但

大包裝的用途可以順便清理浴室、廚房，一般來說鄉村的居住型態較符合之，反

觀都市區則會用專用的魔術靈來清潔浴室或廚房。 

 

3.品牌網絡 

圖 4-4-2為花王的品牌網絡圖，與企業品牌花王連結程度最強的當推花王品

牌，花王公司只有此一品牌在包裝正面大大地展露花王字樣，所以花王洗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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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乳與企業品牌花王的連結程度列為第一級。 

由於除了蜜妮紅嫩瑩白系列與專櫃化妝品牌-SOFINA沒有在包裝正面展露

花王 LOGO外，其餘各品牌均在正面之左上角或左下角展露花王 LOGO，所以

與花王的連結關係均列為第二個等級，包括絲逸歡、一匙靈、魔術靈、新奇、蕾

妮亞、妙而舒、蜜妮、蜜妮男性專用，以次粗的黑線來表示。又蜜妮男性專用的

一系列廣告均以吳彥祖來代言，產品推出至今廣告播放從未間斷過，所以二者的

關係也很強烈，同樣以次粗黑線表示。 

至於與花王連結程度最低則為 SOFINA，所以以最細的黑線表示之。同樣

地，蜜妮與紅嫩瑩白系列的關連也顯得略微薄弱，由吳副總的訪談內容可見一

斑，所以列為第三級。 

吳副總：在開架產品中，整體而言蜜妮不是最強的，因為紅嫩瑩白的知名度

不是很高。 

 
 

(二)角色扮演與資源分配 

主品牌有花王、一匙靈、魔術靈、蕾妮亞、妙而舒、新奇、絲逸歡等六個，

因為這些品牌對消費者而言均是產品的主要參考指標，且清楚地讓消費者直接聯

花王 

蕾妮亞 

絲逸歡 

SOFINA 

新奇 

魔術靈 

一匙靈 

妙而舒 

蜜妮 

蜜妮男性專用 吳彥祖
紅嫩瑩白 

妙鼻貼 

花王 

圖 4-4-2 花王公司之品牌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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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某一產品類別，依序分別是洗髮精、超濃縮洗衣劑、清潔劑、衛生棉、紙尿

布、漂白水、髮類造型產品。 

企業品牌的角色當推花王所有，而由於絕大多數的品牌均於正面包裝展露花

王的 LOGO，所以花王也扮演背書品牌的角色，吳副總指出現階段花王公司正在

思考，是否要加重花王為其他品牌背書的程度，最大的考量因素是如果個別品牌

表現不佳，勢必會對花王有所影響。 

吳副總：既然都是在花王的企業願景下，自然就有背書的色彩存在。但現在

逐漸有在思考要讓企業品牌(花王)凸顯，還是讓個別品牌(蜜妮、絲逸歡等)凸顯，

花王有對消費者做企業的聯想度調查，發現有些消費者並不知道蜜妮、新奇等就

是花王的品牌之一，如果企業品牌能和個別品牌聯想在一起當然很好，但相對

的，如果單一個別品牌就這樣消失了，對企業品牌而言也會是一種傷害。 

而同時吳副總也表示花王僅為個別品牌的品質背書，但會因品牌形象而有所

調整，像是花王的 LOGO就不會出現在化妝保養類的 SOFINA或蜜妮上面。 

吳副總：花王目前以廣告尾語(tagline)的形式為個別品牌背書，不過著重在

為其品質背書，會持續把個別品牌和花王連結在一起，但也不是每一個品牌都適

合和企業品牌有高度關連，像是花王的清潔用品形象和彩妝保養仍有差距，所以

化妝品不會把花王的品牌名稱展露在上面，不會強調是花王的，因為商品概念差

很多。 

至於推動者角色則無一品牌足以擔任之，雖然所有的個別品牌均於正面包裝

上展露花王公司的 LOGO，但消費者並不是因為新奇或蜜妮是花王公司的產品而

去購買，上述推論可由吳副總的訪談內容得證。 

吳副總：花王有對消費者做企業的聯想度調查，發現有些消費者並不知道蜜

妮、新奇等就是花王的品牌之一。 

由「蜜妮紅嫩瑩白系列」可看出「紅嫩瑩白」為副品牌，用以將主品牌蜜妮

延伸至一個新市場區隔-保養市場。而像是一匙靈的「淨柔」「亮彩」，花王洗髮

精的「頭皮潔淨型」、「雙重滋養型」，新奇的「潔豔」、蕾妮亞的「3D立體防護」、



 - 131 - 

妙而舒的「妙兒褲」等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同為扮演共同推動之副品牌角色。 

另外像是蜜妮男性專用沐浴乳的「品味麝香」、「茶樹元氣」，蜜妮的「清涼

洗面乳」，絲逸歡的「深層修護洗髮乳」則扮演敘述性字眼(descriptor)的角色，

不具有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功能。 

而花王公司目前全力培育的策略性品牌則為蕾妮亞、蜜妮、絲逸歡，據吳副

總表示，會選定這三個品牌做為全力栽培對象，主要是考量未來市場的成長潛力。 

吳副總：為了要追求市場的佔有率，我們目前全力培育的品牌為蕾妮亞、蜜

妮，因為這二個品牌的潛力很高，產品種類多，延展力高，有機會創造大量的業

績，再加上整體 skin care產業也在成長，所以是策略性品牌。另外絲逸歡我們

將採集中化經營，著重在造型產品方面，也是現階段的策略性品牌。 

 又花王有一增色品牌(silver bullet)為妙鼻貼，當初推出時為粉刺清除產品之

市場創舉，其他同業紛紛群起效尤推出類似商品，像是高絲(KOSE)、UNO、Missha

等，但由消費者均統稱為「鼻貼」產品為「妙鼻貼」的行為可知其具有增色品牌

的特色。又據吳副總表示，目前市面上僅蜜妮妙鼻貼仍獲得消費者喜愛，不像很

多同業的產品都已消失。 

 吳副總：妙鼻貼目前只剩蜜妮存在，得力於使用者知識的配合，目前是獨佔，

妙鼻貼是對蜜妮加分很多的一個副品牌。 

至於花王公司的金牛品牌則為魔術靈、一匙靈與新奇等三個品牌。主要是因

為品牌知名度已經很高，輔以已成為市場領導品牌，營收表現相當穩定使然。 

吳副總：現階段我們的利益創造者有已經相當穩定的魔術靈，還有洗衣類的

一匙靈、新奇，因為它們的市場規模很大，所以花王在這塊追求利益成長、創造

利益。另外新奇不用再投入資源，因為知名度已經很高，會再投入資源只有當發

表添加新配方時才做，像是推出潔豔、除菌配方。 

另外就花王公司的發展歷程來看，會推出絲逸歡品牌，是因為花王洗髮精的

市場漸被寶鹼與聯合利華侵蝕，日本花王第一個在台製造生產銷售的產品就是花

王洗髮精，市場佔有率曾高達三成以上，但寶鹼與聯合利華等國際大廠進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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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後，花王洗髮精的市佔率逐漸衰退，為了繼續保有市佔率所以推出絲逸歡應

戰，因此就其背景觀之，為一側翼品牌。 

 

至於與花王連結程度最低的 SOFINA在花王公司則是扮演壁花(wallflower)

的角色，由吳副總的訪談內容可得知，雖然花王公司知道 SOFINA很有發展潛

力，但由於銷售額低，所以目前投入的行銷資源仍相當低，因此本研究認為由於

其有行銷不足的狀況，所以歸類為壁花的角色。 

吳副總：現在 SOFINA剛起步，因為營業額少，所以資金挹注較少，化妝

品事業要長期經營，要建立起專櫃的信譽，才能知道效果，不是說花錢就會成功，

就算知道有潛力，還是會長期投資，不會馬上挹注大量資金。 

 至於品牌差異者方面，經檢視花王公司的所有品牌後發現，就企業品牌觀

之，沒有品牌差異者存在，而進一步針對個別品牌來分析，則發現只有蕾妮亞有

明顯的品牌差異者-零觸感特薄與 3D立體防護。 

 至於花王公司整體活化品牌的做法除了不斷進行產品線延伸推出新品外，就

企業品牌層級觀之，花王洗髮精推出「票選花王媽媽」的活動，就是整個花王公

司的品牌活化者。 

而個別品牌的品牌活化者則有一匙靈的「亮彩公主秀自己選拔賽」、「亮彩募

衣節」，蜜妮的「蜜妮夏海灘，請你來狂歡」，妙而舒的「媽咪俱樂部」，蜜妮紅

嫩瑩白的「弱酸寶寶」，蕾妮亞的「一車好禮一直送」等。 

 據吳副總表示花王公司分配各品牌的資源投入有三大評估標準：Brand 

Score、利潤、市場佔有率。品牌分數(brand score)用以表示計算品牌權益的數值，

是消費者長期對品牌的評價，可檢驗品牌溝通的效果。  

吳副總：公司有三大事業部，每個事業部又有多個品牌，我們是以市場規模、

佔有率、市場目標、利潤來試算要投入多少資源。新產品開發的目標之一是利潤

創造，並驗證品牌經營的持續性，長期經營的動力是合理的利潤，牽涉到資源分

配時，這三者要取捨。Brand Score提供的是涵意而非分數，可看出要從哪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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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去強化產品。利潤是很現實的考量，因為要對股東負責，品牌的經營就是事業

長期的經營。 

所以從吳副總的訪談內容得知，像是絲逸歡和花王的洗髮類產品，其資源分

配就是以市場規模當考量基準，由於絲逸歡的造型產品遠比洗護髮類表現佳，又

花王現階段有很多新產品推出，所以會投入較多的資源於花王洗髮類產品。而絲

逸歡的造型產品一定會投資，因為其造型產品的市佔率相當高。 

至於品牌聯盟方面，僅個別品牌魔術靈於 2005年 6月和壹週刊、時報週刊

合作推出的「搶先適用抽獎活動」的案例。 

表 4-4-3為花王公司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 

策略性品牌 蕾妮亞、蜜妮、絲逸歡 

金牛品牌 魔術靈、一匙靈、新奇 

側翼品牌 絲逸歡(推出時) 

品牌活化者 

1.花王洗髮精的「票選花王媽媽」(活動、符號) 
2.一匙靈的「亮彩公主秀自己選拔賽」、「亮彩募
衣節」(活動構面 ) 
3.蜜妮的「蜜妮夏海灘，請你來狂歡」(活動) 
4.妙而舒的「媽咪俱樂部」(計畫構面) 
5.蜜妮紅嫩瑩白的「弱酸寶寶」 

品

牌

組

合

的

角

色 

增色品牌 蜜妮之妙鼻貼 

主品牌 花王、一匙靈、魔術靈、蕾妮亞、妙而舒、新奇、

絲逸歡 

背書品牌 花王 

副品牌 

1.一匙靈的「淨柔」「亮彩」 
2.新奇的「潔豔」 
3.蕾妮亞的「3D立體防護」 
4.妙而舒的「妙兒褲」 

敘述語 
1. 蜜妮男性專用的「品味麝香沐浴乳」 
2. 蜜妮的「清涼洗面乳」 
3. 絲逸歡的「深層修護洗髮乳」 

品牌差異者 
1.一匙靈的「超濃縮」 
2.蜜妮的「高防曬係數」 
3.妙而舒的「彈性立體設計」 

產

品

定

義

的

角

色 

推動者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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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視覺圖像設計 

從表 4-4-4 可看出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如絲

逸歡就是白色，蜜妮男性專用就是黑色與白色，一匙靈就是綠色，縱使產品線延

伸至多種品項，仍可一眼就辨認出同屬一系列產品。吳副總對此有說明花王公司

整體視覺設計概念的一套做法：  

 

吳副總：日本花王 1999年開始進行全球一致化，於是重新修正品牌、LOGO、

包裝等，目的是為了要創造一國際品牌，所以英文名字全球都一樣。 

此外 LOGO幾乎都用藍色，因為要傳達清潔/清爽的概念，花王相當注重

LOGO帶給消費者的感受，會透過消費者調查所得資訊，並按商品的概念來設計

包裝。包裝設計會隨著環境變化，格式由日本訂定，但會因地制宜做些修正。 

 

而綜觀表 4-4-4花王全系列產品的包裝設計圖，可發現各個品牌均無法從構

圖設計上一眼就看出與花王的關係，但進一步仔細看就會在包裝正面的右上角或

右下角發現比一元硬幣還小的花王的 LOGO。花王 LOGO以較小字形出現在正

面的用意除了發揮背書者的功能外亦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吳副總也以一匙靈為例

子，說明了包裝設計上是如何考量 LOGO、敘述語等出現的位置與大小： 

 

吳副總：一匙靈的包裝主要是沿用日本的設計，全球一致，但會做些修正，

像台灣的蓋子部分就有增加說明部分。包裝會用綠色就是傳達環保的概念，像是

減量(從一大包變成四分之一包)、使用再生紙。LOGO會當地化，因為日本不會

知道什麼是一匙靈。展露在正面一匙靈字樣左上方、稍小的字型 Attack是一匙

靈的英文名字，因為要國際化，所以都以英文命名，位置、大小都有規定要呈現

出來。而亮彩、淨柔(一匙靈字樣右下方稍小字體)等功效字樣的展露，在顏色的

設計上也要求必須呈現符合亮彩與淨柔的感覺，所以用紅色與粉紅色表示。 

 

 



 - 135 - 

表 4-4-4 花王公司之品牌視覺圖像設計 

品牌 LOGO 包裝設計 

花王 
(企業品牌) 

 

 

花王 
(個別品牌) 

 

 

一匙靈 

 

魔術靈 

 
 

新奇 
 

 

絲逸歡 
 

  

虆妮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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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兒舒 

 

 

紅嫩瑩白系列  

蜜妮 

 

 

 

 

蜜妮男性專用 

 
 

SOFI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範圍 

配合花王的品牌層級樹型圖與其發展歷程可發覺，花王公司所橫跨的品類有

清潔用品類、洗護髮類、婦幼用品類、彩妝保養類等，不論是就整體或單一品牌

觀之均有進行垂直向上延伸。從蜜妮到 SOFINA、新奇到一匙靈、花王到絲逸歡

均是整體的向上垂直延伸；而一匙靈推出比原有超濃縮價位高的亮彩、淨柔系

列，以及蜜妮原本只有洗臉，但後來推出保養品等，也都是向上延伸的典範，另

外從蕾妮亞推出品項的先後順序-先有基本型的才有高機能型的，也透露出垂直

向上延伸的策略在花王公司相當頻繁。據吳副總表示由於向上延伸的附加價值較

高，所以會不斷推出附加價值高的產品，反而很少進行向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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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花王為具有推動性角色的主品牌時，其品牌範圍為以花王為品牌名稱的各

項品類；當其為強勢的背書品牌時，品牌範圍則包括一匙靈、魔術靈、新奇、絲

逸歡、蕾妮亞、妙而舒、蜜妮、蜜妮男性專用；而當花王是隱約的背書品牌時，

其品牌涵蓋的範圍則有蜜妮之紅嫩瑩白系列、SOFINA。整理如表 4-4-5所示，第

二欄為花王公司的品牌識別，結合品牌識別與花王所扮演的角色，可衍生出第四

欄值得探討的相關議題。 

表 4-4-5 花王公司之品牌範圍 

當花王為… 品牌識別 品牌範圍 議題 

具有推動性角色

的主品牌 

品質優良

的清潔用

品提供者 

花王洗髮精、潤髮乳、沐浴乳、

香皂 

當主品牌非為強勢品

牌時，是否真能扮演好

推動者角色呢？ 

強勢的背書品牌 同上 

一匙靈、魔術靈、新奇、絲逸

歡、蕾妮亞、妙而舒、蜜妮、

蜜妮男性專用 

雖然是強勢的背書形

式，但有多少消費者知

道背書者是花王呢？

又知道是花王公司的

產品後，會造成的是加

分或減分效果呢？ 

隱約的背書品牌 同上 蜜妮之紅嫩瑩白系列、SOFINA

為差異甚大的產品類

別背書有無其必要性

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權益的衡量 

以下就品牌權益的四個組成分項來探討單單「花王」的品牌權益，對花王公

司品牌組合策略的影響。 

1.品牌知名度 

 花王是日本最大的清潔用品公司，來台灣發展已長達 51年的時間，在起初

的 14年間僅以二個品牌-花王和新奇深耕台灣市場，但花王的 LOGO只以約一

元硬幣的大小出現在新奇的包裝上，鮮少有人知道新奇是花王的產品，亦即當時

新奇和花王可看成是相當獨立的二個品牌；又由於台灣在 1960、1970年代的品

牌數目相當少，且花王只推出單一產品-花王洗髮精，致使花王早已成為家喻戶

曉的洗髮精品牌。又據吳副總提供的資料指出花王的品牌知名度在提示之下有高

達 99.7%的認知，更可作為花王具有高品牌知名度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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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忠誠度 

吳副總表示根據消費者重複購買的情況來分析花王的品牌忠誠度可發現花

王的品牌忠誠度 66.7%在洗髮類是相當高的數據，而市場整體平均則約為

40%~50%。  

 

3.品牌聯想 

由吳副總的提供內容可知，花王的品牌聯想大多為「洗髮精」、「本土」、「老、

保守傳統」、「經濟」、「全家」、「大眾化」、「價格合理」、「產品種類齊全」等。 

 

4.知覺品質 

據吳副總表示長期均會以廣告尾語(tagline)的形式用花王為各個別品牌背

書，且著重在為其品質背書，所以可推論是因為花王的品質認知佳才得以如此

做。又吳副總也指出公司內部認為花王品牌給消費者的感覺是「信賴」與「安心

感」，其隱含的意涵即為花王的知覺品質受到消費者肯定。 

 

總結花王的品牌權益可發現，雖然花王擁有高品牌知名度、忠誠度、知覺品

質，但由於花王的品牌聯想與「洗髮精」的連結程度過於強烈，不利於其他產品

類別諸如洗衣粉、洗面乳、保養品、衛生棉、紙尿褲等的發展，促使花王在這些

產品類別裡必須以新的品牌來經營，才能提高成功的機率，亦導致花王對其品牌

組合策略而言僅扮演背書者的角色，從未刻意強調這些都是花王的品牌，目前僅

以廣告尾語(tagline)的形式，以及將 LOGO展露在包裝角落的方式為各個別品牌

背書。 

 

另外一方面，由於花王的品牌忠誠度與品質認知均為普通，但品牌聯想卻有

「老」、「保守」、「傳統」、「大眾化」等形容詞，所以當花王要提升洗髮精產品利

潤或增加市場佔有率時，最佳的做法即為向上延伸推出一全新高價的品牌，絲逸

歡於焉上市。表 4-4-6為花王公司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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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味全公司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知名度 高，在提示之下有高達 99.7%的認知 

品牌忠誠度 高，花王的品牌忠誠度為 66.7%，而市場整體平均則約為
40%~50%。  

品牌聯想 洗髮精、本土、老、保守、傳統、經濟、全家、大眾化、價格合

理、產品種類齊全 

知覺品質 佳，消費者的感覺是「信賴」與「安心感」，其意涵即為知覺品

質受到消費者肯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據吳副總表示花王公司採取多品牌策略的主要理由，是因為民生用品產業所

橫跨的產品類別相當廣，且就算在同一個產品類別裡也常會推出二個以上不同定

位、不同訴求、不同目標客層、不同價位的產品，所以很難用只一個品牌就推出

所有的產品。亦即花王公司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之一為順應市場趨勢，不斷推出

新品牌、新產品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relevance)。 

目標之二即為達成產品的明確性(clarity)，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

的市場定位，諸如一匙靈是以濃縮特性見長，蜜妮是開架保養品，絲逸歡是秀髮

造型聖品等。此外產品線延伸也是為消費者創造產品明確性的做法，像是一匙靈

的「淨柔」、「亮彩」、「超濃縮」就是針對不同使用目的而推出的品項。 

吳副總：一匙靈從商品設計時就會去思考整套作法，蓋子的顏色不同也是要

讓消費者能輕易區分差異。針對花色衣服的亮彩，目標客群主要是上班族。淨柔

主要針對 25歲以上，小孩還很小的女性，衣服強調要柔軟。超濃縮(綠色蓋子)

針對的則是有較大孩子的家庭(30歲~39歲女性)，要很強的洗淨殺菌力。 

目標之三即為在各個產品類別裡打造一強勢品牌，提升花王公司的整體競爭

力，據吳副總表示目前花王公司已有魔術靈、蜜妮男性專用成為市場領導品牌，

而一匙靈在濃縮洗衣劑類、蜜妮在防曬產品類、絲逸歡在秀髮造型類也是居於領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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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總：在 hair care裡花王、絲逸歡的表現算是中上；而在開架的 skin care

裡，蜜妮則是排在前面；styling方面，絲逸歡則是第一；一匙靈的濃縮型也是第

一，但整個洗衣粉則和白蘭有得拚，因為白蘭的傳統類比較強，但濃縮類則是一

匙靈比較強；魔術靈是花王領先，和白博士差不多；妙而舒僅次於幫寶適；蕾妮

亞排在三、四名，蘇菲排第一，好自在第二，這個領域花王還有努力的空間；另

外純粹以男性來講，蜜妮 for men是最強的；但如果在保養系列來講，蜜妮則不

是最強的，防曬、洗面類產品才是強項。 

 目標之四即為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花王公司選擇在差異性極大的產品類別

(例如：專櫃保養品市場)裡推出新品牌(例如：SOFINA)，意謂著要培養出一個具

品牌延伸潛力(例如：保養、彩妝、SPA、塑身等)的明星品牌，作為花王公司未

來繼續成長的動力。目標之五為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像是蜜妮水平延伸推出男性

專用系列。最後一個目標則為綜效的創造，善用既有的各項資源。 

 

表 4-4-7為花王公司之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追求整理 

優先順序 目標追求 內容摘要 

1 
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relevance)。 

民生用品產業所橫跨的產品類別相

當廣，為順應市場趨勢，所以不斷

推出新品牌、新產品。 

2 
達成產品的明確性

(clarity)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

市場定位。 

3 打造強勢品牌 
在各個類別均擁有至少一個強勢品

牌，藉以提升花王公司的整體競爭

力。 

4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1. 推出專櫃品牌-SOFINA，創造未 
來的成長平台。 

2. 蜜妮水平延伸推出男性專用系列 

5 創造綜效 善用既有的各項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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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為花王公司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層級樹

型圖 

1. 從水平面可觀察到花王公司共有花王、絲逸歡、一 
匙靈、魔術靈、新奇、蕾妮亞、妙而舒、蜜妮、蜜妮

男性專用、SOFINA等十個品牌，涵蓋的產品類別有
清潔類、婦幼衛生用品類、肌膚保養類、髮類等。 

2. 從垂直面可觀察到每個品牌均有進行產品線延伸， 
透露進入個別產品市場所需要的品項大多在三種以

上。  

品牌群組 以六種方式來區分，由於以花王為品牌名稱的產品類別

有二項，所以「花王」橫跨二個品牌群組。 

品
牌
組
合
的
結
構 

品牌網絡 

1.連結程度最強的是「花王」 
2.連結程度次強的是「絲逸歡、一匙靈、魔術靈、新 
奇、蕾妮亞、妙而舒、蜜妮、蜜妮男性專用、吳彥 
祖」 

3.連結程度第三強的是「SOFINA、紅嫩瑩白」 
策略性品牌 蕾妮亞、蜜妮、絲逸歡 

金牛品牌 魔術靈、一匙靈、新奇 

側翼品牌 防禦與攻擊-絲逸歡(推出時) 

品牌活化者 

1. 花王洗髮精的「票選花
王媽媽」(活動、符號構
面) 

2. 一匙靈的「亮彩公主秀
自己選拔賽」、「亮彩募

衣節」 
(活動構面 ) 

3. 蜜妮的「蜜妮夏海灘，
請你來狂歡」(促銷構面)

4. 妙而舒的「媽咪俱樂部」
(計畫構面) 

5. 蜜妮紅嫩瑩白的「弱酸
寶寶」(符號構面) 

組
合
角
色 

增色品牌 蜜妮之妙鼻貼 

主品牌 花王、一匙靈、魔術靈、蕾妮亞、妙而舒、新奇、絲逸

歡 
背書品牌 花王 

產品定

義角色 

副品牌 

1. 一匙靈的「淨柔」「亮彩」 
2. 新奇的「潔豔」 
3. 蕾妮亞的「3D立體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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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妙而舒的「妙兒褲」 

敘述語 
1. 蜜妮男性專用的「品味麝香沐浴乳」 
2. 蜜妮的「清涼洗面乳」 
3. 絲逸歡的「深層修護洗髮乳」 

品牌差異者 
一匙靈的「超濃縮」 
蜜妮的「高防曬係數」 
妙而舒的「彈性立體設計」 

推動者 無 

視覺圖樣設計 

1.每一個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 
2.單一品牌會以不同的顏色來呈現產品線延伸的結果 
3.花王 LOGO出現的位置為正面右上角或右下角 
4.各個別品牌均無法從構圖設計上直接察覺與花王的 
關係 

品牌範圍 

1. 花王公司所橫跨的品類有清潔用品類、洗護髮類、 
婦幼用品類、彩妝保養類等 

2. 垂直向上延伸(整體)：保養類的蜜妮到 SOFINA、洗
衣類的新奇到一匙靈、髮類的花王到絲逸歡 

3. 垂直向上延伸(個別)：一匙靈的超濃縮到亮彩、淨柔
系列、蜜妮的「紅嫩瑩白」系列 

4. 水平延伸：蜜妮到蜜妮男性專用 
維持與消費

者的相關性

(relevance)。 

民生用品產業所橫跨的產品類別相當廣，為順應市場趨

勢，所以不斷推出新品牌、新產品。 

達成產品的

明確性

(clarity)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市場定位。 

打造強勢品

牌 
在各個類別均擁有至少一個強勢品牌，藉以提升花王公

司的整體競爭力。 

槓桿運用品

牌資產 
1. 推出專櫃品牌-SOFINA，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 
2. 蜜妮水平延伸推出男性專用系列 

品
牌
組
合
之
目
標
追
求
優
先
順
序 

創造綜效 善用既有的各項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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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郭元益公司 

一、企業簡介 

郭元益創立於 1867年，以製作祭祀糕點和漢式禮餅起家，為台灣歷史最悠

久的糕餅店，早期以「元益」堂號銷售傳統糕點，1947年第三代接手經營後，

始更名為「郭元益」，接著在 1961年成立郭元益糕餅廠，1976年設立「郭元益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推出「郭元益西式喜餅」，1986年推動企業識別系

統，舉凡企業商標、門市裝潢、包裝設計等均依循之。郭元益更於 2002年時與

日本合作創立喜餅新品牌-拉法頌，於 2003年時正式上市，目前與郭元益採共用

通路的做法，截至 2005年全國的直營店有 30家，代訂店有 4家分別位於台東、

金門、澎湖、草屯等較偏遠的地方，並且目前尚無加盟店之設立。2004年整體

的營業額約為 15億元，其中拉法頌約佔 2.5億元，各品類所佔百分比為：喜餅

70％、中秋節 15％、其餘年節 5％、彌月 5％、一般零售 5％，由此可見喜餅為

郭元益主要的收益來源。郭元益目前的市佔率為 23％，拉法頌約為 6％。 

目前喜餅類的品牌有拉法頌與郭元益，但各自均有再發展副品牌，前者如莎

特爾、葳莉特，後者則有黃金喜餅、璀璨、華嫣、華舞、古典美人、儷妍、Glory、

圓滿等，彌月類的副品牌則有郭元益的「小福氣油飯」、拉法頌的「貝蓓誕生禮」。

但傳統糕點和月餅類則均只以「郭元益」的品牌名稱推出產品。各品牌推出的時

間如表 4-5-1所示。 

受訪者葛文誠先生現職為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企劃部副理，服務於郭元

益長達 7年的時間，主要負責的是郭元益與拉法頌二個喜餅品牌，任職期間曾就

讀於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其畢業論文為「喜餅業品牌策略之探討

-以郭元益公司為例」，本研究於個案撰寫時亦有參考之。 

表 4-5-1郭元益公司品牌年表 

順序 品牌 上市時間 
1 郭元益 1947 
2 京饌玉露 2001/9/13 
3 拉法頌 2002/4 
4 京饌芝核蛋香 200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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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黃金喜餅 2002/10/3 
6 珍珠喜餅(已下市) 2003/8/8 
7 小福氣 2000 
8 圓滿 2001 
9 古典美人 2002 
10 真愛 2002 
11 華嫣 2004 
12 璀璨喜餅 2004/12/31
13 華舞喜餅(已下市) 2005/3/1 
14 儷妍喜餅 2005/3/9 
15 Glory儷妍喜餅 2005/3/15 
16 溫沙禮讚(已下市) 2005/5/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成長策略 

郭元益喜餅創立 138年來的成長策略可分為五個階段敘述之，分別是以漢式

大餅深耕市場的「密集式之市場滲透階段」(1867~1981)；開始生產西式喜餅的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階段Ⅰ」(1981~迄今)；開始外銷到日本、香港的「密集式

之市場開發階段」(1996~迄今)；開始代理國外品牌-拉法頌的「密集式之產品開

發階段Ⅱ」(1999~迄今)；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跨業多角化(2005~)。 

1.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1867~1981) 

郭元益從漢式喜餅(俗稱日頭餅)起家，在 1867年到 1981年這段長達 114年

的期間，均是以這種中式大餅耕耘台灣市場，市場佔有率一度高達 30％，是謂

市場滲透的成長策略。 

2.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Ⅰ(1981~迄今) 

 由於西式喜餅盛行，所以郭元益特地投入大筆行銷資源購置硬體設備，除了

在原有的漢式禮餅外，亦陸續推出各類西式喜餅。葛副理特地說明了當時投入生

產西式喜餅的背景，主要是受到香港喜餅大廠-超群的影響。迄今像是古典美人

典雅系列的推出亦為此階段之延續。 

葛副理：那時(1980年代)有一家領導廠商-超群(港商)，顛覆了以往的送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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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前都是送大餅(圓圓的)，但超群則是推出口感好、奶香十足的西式喜餅，

由於當時的生活水準較不充裕，所以能吃到奶香類的東西，就會覺得很高級，再

加上超群藉由名人操作，使得超群很受歡迎，形成了新喜餅對抗舊喜餅的局面，

慢慢地整個市場的重心轉為西式喜餅，以傳統大餅為大宗的郭元益自然受到相當

程度的影響，所以投入很多的設備、資源從事西式喜餅的研發與製造。 

 

3.密集式之市場開發策略(1996~迄今) 

據葛副理表示，現階段郭元益已外銷產品到日本，又大紀元報於 2005年 6

月 22日的新聞標題「台灣郭元益成香港高檔超市賣點之一」，可知近期郭元益已

有較大規模動作採行市場開發的成長策略。 

 

4.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Ⅱ＆水平整合之成長策略(1999~迄今) 

據葛副理表示，由於經營者更替，致使郭元益的發展重心有了相當大的轉

變，發展主軸致力於強化郭元益的品牌形象，藉由產品開發策略推出高價的黃金

喜餅，以及與日本合作代理拉法頌喜餅來達到成長目標，而由於簽訂代理後不久

郭元益之資金就已入主日本拉法頌，取得大量股權，亦即有同業併購的色彩在此

合作案中，所以本研究歸類郭元益在此階段所採取的成長策略亦有水平整合的方

式。 

葛副理：1999年之前郭元益採低價策略對抗競爭對手，致使獲利逐年下降

甚至出現負的情況，經年累月下，品牌力下降許多，一直到 1999年換經營者，

才開始有不一樣的行銷作法，包括從事內部改革，引入專業經理人，重新定位品

牌，重整後第一波出擊的是京饌(2001年)，用意在穩定品質，與找回郭元益在食

品業給消費者的最主要利益-好吃，所以有大規模的廣告活動，用以告訴消費者，

郭元益是最好吃的喜餅，再來是推出市場沒有的高價產品-黃金喜餅(2002年)，

藉由產品操作，把郭元益的品牌定位往上拉，接著是在 2002年展開與日本拉法

頌的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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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葛文誠於 2003年以郭元益為個案撰寫的論文整理而得，拉法頌的

品牌定位、目標客群、產品內容都和郭元益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歸類為第二波

的產品開發成長策略。 

論文引述：拉法頌鎖定高價的市場區隔，目標消費群為自主性高、不需遵從

長輩意見、選購涉入較深的準新人，產品訴求點為流行時尚風格以及優質手工訴

求，試圖接觸原本不偏好郭元益喜餅的消費群。  

 

5.水平式多角化成長策略(2005~) 

 葛副理於訪談時也透露了由於郭元益已是市場領導品牌，不希望郭元益的企

業版圖僅在喜餅業，所以將來的發展方向會是利用其核心競爭優勢-豐富的顧客

資料庫，朝向跨業的多角化經營，屆時郭元益將會以一集團的模式，用不同的品

牌名稱經營與婚嫁所有相關的產業，像是婚紗、飯店、旅遊、珠寶精品、餐廳等，

亦即郭元益欲增加與原有禮餅產品不完全相關的新事業，藉以吸引原來的顧客，

所以歸類此階段的成長策略為水平式多角化。 

葛副理：這幾年郭元益已達到市場領導品牌的地位，有 66%的新人會走進

郭元益，所以目前郭元益擁有很多新人資料，無人能出其左右，但如果一直讓消

費者對郭元益停留在喜餅這樣單一的產品類別領域，對郭元益而言，會限制其成

長空間，所以打算跨足到其他產業。從喜餅開始朝橫向發展的考量是因為從顧客

關係管理來看，可以一直維持住這個客戶，並且在行銷成本上也會因為整合程度

高而降低，會有很高的消費者回購率，像是回購到婚紗、飯店、旅遊、珠寶等。

到時候郭元益會是扮演企業品牌的角色，一個最小的背書品牌，其他異業則會是

以全新的品牌名字推出，統籌在郭元益旗下，希望可以成為一個集團式的經營方

式。表 4-5-2 為郭元益公司之成長策略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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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郭元益公司之成長策略整理 

階段 企業成長策略 內容摘要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

(1867~1981) 
以漢式大餅深耕市場，市場佔有率一度高達

30％ 

2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Ⅰ

(1981~迄今) 

由於西式喜餅盛行，所以投入資源擴廠改建

後，除了原有的漢式禮餅外，亦陸續推出各

類西式喜餅。 

3 
密集式之市場開發策略

(1996~迄今) 開始外銷到日本、香港 

4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Ⅱ

＆水平整合之成長策略 
(1999~迄今) 

產品開發：推出高價的黃金喜餅 
水平整合：代理拉法頌喜餅(後取得股權) 

5 水平式多角化(2005~) 

利用所擁有的豐富顧客資料庫，朝向跨業的

多角化經營，以一集團的模式，用不同的品

牌名稱經營與婚嫁所有相關的產業，藉以吸

引原來的顧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品牌組合策略 

(一)品牌組合結構 

1.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圖 4-5-1郭元益的品牌層級樹型圖之水平面來看，郭元益共有郭元益與拉

法頌二個品牌，其中郭元益本身也發展出相當多的副品牌，目前存在於市面上的

有黃金喜餅、京饌、璀璨、華嫣、華舞、古典美人、儷妍、Glory、圓滿、小福

氣等共 10個，涵蓋的產品類別相當廣，有喜餅、彌月、傳統糕點、月餅等;而拉

法頌則有莎特爾、葳莉特、貝蓓三個副品牌。但葛副理表示就郭元益內部而言並

不把上述副品牌稱為「品牌」，而是以「產品」稱呼之。但若以 Aaker 的分類檢

視之，則黃金喜餅、華嫣、儷妍、Glory等產品顯然是以一具共同推動之副品牌

的角色存在於郭元益內。 

葛副理：只有郭元益和拉法頌是以品牌的模式在經營，其他都是以產品線的

形式在經營，產品是一個讓消費者知道 A和 B有差異的東西，只有類別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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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沒有感情的因素摻雜在內，所以不會當品牌來操作，因為品牌應該是要長

久存在的，但喜餅的產品生命週期有限，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因升級或淘汰而更名。 

 

而從垂直面來看郭元益的品牌層級樹可發現有六個副品牌有進行產品線延

伸，分別為以京饌命名的「玉露」「芝蛋核香」，由華嫣延伸出的「喜系列」，還

有古典美人延伸出的「皇后系列」「典雅系列」，又皇后系列底下更延伸出「歡」

與「佳」，致使古典美人成為郭元益品牌層級樹理最長的一個品牌，另外圓滿也

延伸出六個品項，但儷妍則僅有華洋果子的延伸，而彌月蛋糕類也僅有北海道雪

酪的延伸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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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益

郭元益 拉法頌 

黃金喜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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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郭元益之品牌層級樹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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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群組 

綜觀郭元益的眾多品牌，本研究發現可用二種方式來區分郭元益喜餅類的品

牌組合架構：口味的中、西式，或價格的高、中、低；至於彌月類、傳統糕餅類、

月餅類則不進行品牌分組，主要是因為除了小福氣、貝蓓二個副品牌外，其餘均

以郭元益為品牌名稱，沒有明顯的區隔，分組的意義不大。 

A.口味 

 分成三種，以香菇滷肉、烏沙蛋黃、京饌玉露、綠豆椪等食材為內餡者屬於

中式喜餅，而以巧克力、杏仁、優格、榛果、乳酪等食材為內餡者屬於西式喜餅，

而上述二種均有者為融合中西式。 

中式喜餅類：京饌、古典美人皇后系列、圓滿 

西式喜餅類：拉法頌、Glory、黃金喜餅、璀璨喜餅、華嫣、古典美人典雅系

列、華舞 

融合中西式：儷妍 

B.價格 

分成三個級距，單盒售價 900元以上為高價喜餅，500~900元為中價喜餅，

500元以下為低價喜餅。 

高價：拉法頌、黃金喜餅、儷妍 

中價：璀璨喜餅、華嫣、華舞、古典美人、Glory 

低價：京饌、圓滿 

 

 (3)品牌網絡 

圖 4-5-2為郭元益的品牌網絡圖，由於文化生活館與糕餅博物館均以郭元益

命名之，所以與郭元益的連結關係列為第一個等級，以最粗的黑線來表示。又隸

屬於郭元益品牌下的京饌、圓滿、古典美人皇后系列等中式口味副品牌，有明顯

地於禮盒上展露郭元益的 LOGO，所以與郭元益的連結關係列為第二個等級；而

同樣隸屬於郭元益品牌下的黃金喜餅、璀璨喜餅、Glory、華嫣、華舞、古典美

人典雅系列等西式口味副品牌，則僅於禮盒上展露郭元益的羅馬拼音字樣(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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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YE)，所以本研究將之與郭元益的連結關係列為第三個等級。 

此外由於拉法頌與郭元益共用通路，又所有與拉法頌相關的媒體報導內容均

以「郭元益代理之拉法頌…」來描述拉法頌，顯然郭元益為拉法頌的強力背書品

牌，所以即使拉法頌為西式喜餅，但本研究仍視其與郭元益的連結關係為第二個

等級。 

 至於貝蓓與小福氣均為彌月類的副品牌，前者隸屬於拉法頌，後者則為郭元

益油飯類的副品牌，由於拉法頌目前的主力仍為喜餅，又據葛副理表示郭元益在

彌月市場表現未若喜餅亮眼，所以歸結此二者與拉法頌或郭元益的連結關係為第

三個等級。 

葛副理：郭元益曾經做過彌月的電視廣告，還打了半年，業績雖然有起來，

但佔整體彌月市場還是很小，獲利和支出相較下並沒有很亮眼的成績。也就是說

郭元益的彌月油飯一直都不具有太大的影響力，一旦企業的焦點、類別被消費者

認定後，做其他的事情，很難被消費者認同，油飯的推出比喜餅晚，也算是多角

化，季節推出粽子本來就有，第一代經營就有了，以前年節營收的佔比很高，五

年前還有消費者為冰砂餡餅大排長龍，現在就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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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扮演與資源分配 

 主品牌為郭元益與拉法頌，因為其對消費者而言均是產品的主要參考指標，

且清楚地讓消費者直接聯想到的產品類別就是喜餅。 

企業品牌的角色當推郭元益所有；背書品牌為郭元益，因為在所有的副品牌

(產品別)上均適當地展露郭元益字樣，甚至連拉法頌的通路地點以及所有相關的

行銷宣傳資料也與郭元益高度連結，所以背書者角色非郭元益莫屬；推動者角色

也為郭元益，可由消費者指定購買郭元益各類喜餅(包括拉法頌在內)的行為表現

得以驗證。 

又就整個郭元益品牌來看，黃金喜餅、儷妍、璀璨喜餅、華嫣、華舞、古典

美人、Glory、京饌、圓滿等均是共同推動之副品牌，亦即對消費者而言是有發

揮相當程度的推動色彩，換言之，當消費者在購買郭元益產品時，也會同時考量

郭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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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喜餅

郭元益文化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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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郭元益之品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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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一個副品牌的產品。 

反觀純粹擔任敘述性字眼的副品牌則有華嫣的「喜系列」，古典美人皇后系

列的「歡系列」、「佳系列」，古典美人典雅系列的「婉約」，這些幾乎為產品代號，

並不影響消費者的購買選擇。 

至於現階段的策略性品牌則為拉法頌和 Glory，據葛副理表示，雖然對外還

是宣稱拉法頌是代理品牌，但實際上郭元益已擁有拉法頌近乎一半的股權，因此

拉法頌在台灣的所有主導權都是在郭元益手上，會把西式的拉法頌列為郭元益未

來的經營重點之一，是有鑑於郭元益的中式色彩過於濃厚，必須藉由另一個全新

的品牌來為郭元益注入新的風貌。  

葛副理：拉法頌是目前強打的品牌，雖然一開始是代理但行銷完全由郭元益

規劃， 2003上半年郭元益入資(日本)，不僅買包裝、技術，也持有股權(一半左

右的股份)，但對外仍會宣稱是代理的品牌，因為畢竟經營者還是日本人，第一

年在台一切行銷方面的對外製作物要經日本人同意才可執行，產品也要日本人檢

核後才可推出，但股權取得後，現在則完全不用向日方回報了，等於說「拉法頌」

這個品牌完全由台灣這邊使用，所以這套系統已經簡化了，但研發、原料進口、

技術轉移、商品設計還是由日方提供。 

論文引用：拉法頌和郭元益的品牌定位完全不同，以傳統和現代為區隔…，

包裝設計與原各喜餅產品差異極大，以時尚品味為設計主軸，顏色上也使用反傳

統顏色色系如藍色、藍綠色。 

葛副理：目前主打的系列為針對時尚都會女性推出的 Glory，這是因為郭元

益找到一個小小的市場空間，因為喜餅的決定權多掌握在女方手中，所以設計也

較為柔性。 

而現階段的金牛品牌首推黃金喜餅，但據葛副理表示，黃金喜餅剛推出時即

定位為郭元益的策略性品牌，因為當時的高價喜餅市場無任何一領導品牌存在，

所以一開始即傾全力培育黃金喜餅，截至 2005年止，郭元益唯一有以電視廣告

作為宣傳管道的西式喜餅就是黃金喜餅，由此更可得知黃金喜餅之於郭元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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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相當高。但由於喜餅產業有一定的產品生命週期，最多二年就得更換內容物

或改版升級，所以目前黃金喜餅的資源挹注已減少許多，退而扮演金牛品牌的角

色。 

葛副理：黃金喜餅當初推出的背景是因為高價市場這塊是空的，藉由推出黃

金喜餅來提升郭元益的品牌形象，推出前就已定位為策略品牌/產品的角色。同

時郭元益因應黃金喜餅的推出所採取的相關措施包括注重內部店頭人員的教育

訓練，強調對品質的意識，而且每週都會辦內部試吃活動，獎勵員工提出可以改

善的部分等。所以黃金喜餅一推出，就相當受到消費者歡迎，銷售額佔郭元益整

體的 35%強。至今，黃金喜餅的佔比下降到大概 10%，因為生命週期差不多到

了，這二年已經沒有再投入行銷宣傳資源，不過有一群固定的消費者會指明購

買，算是在收割階段。 

至於最明顯的側翼品牌則為甫於今年五月才推出標榜英式下午茶的溫莎禮

讚，但已於今年七月下市。據葛副理表示會推出溫莎禮讚純粹是為了要搶得市場

先機，因為包裝材料是禮餅業者很重要的競爭優勢，只要能率先開發出具潛力的

新包材，則將很可能獲得相當高的收益。 

葛副理：溫莎禮讚是戰術性商品，扮演包材的差異性角色，價格方面偏中高，

是短期操作的品牌，因為喜餅對消費者有二個價值，一是內容物好吃、特別，二

是包裝，推出溫莎禮讚的目的是率先站穩市場，郭元益是第一個推出用紙編織的

包裝盒，這是較新開發出來包材，我們判斷這種包材會被廣泛地應用到其他禮

盒，所以會先推出產品以宣告郭元益是領先者。 

又葛副理也說明了郭元益是如何操作拉法頌的品牌策略，現階段由於拉法頌

的品牌知名度尚低，致使銷售額與市佔率均不高，所以大力挹注資源於廣告宣傳

方面。 

葛副理：拉法頌品牌的資源分配比重是最多的，因為目前郭元益品牌要做的

就只是提醒或告知消費者有新產品上市，以及維持郭元益品牌的調性、屬性、個

性。但拉法頌現階段主要的任務是要把知名度擴大，到第三年、第四年才會來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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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牌個性、屬性的東西，操作知名度是最花錢的。 

 

又「儷妍」雖然是今年三月才推出的新產品，推出之際也是定位在策略性品

牌的角色，但由於普遍不受消費者認同，市場銷售表現不佳，所以據葛副理表示

目前以不再挹注行銷資源宣傳儷妍，算是丟棄品牌(discard)了。 

葛副理：儷妍強調的則是洋果子，是基於老闆的理念-精緻化傳統中式的糕

點，所推出的產品，「華洋果子」的華代表的是「中華」，和華嫣的概念不同，華

洋果子是實驗性質的產品，是郭元益用傳統的技藝方法，融入外國的食材所做成

的烘焙物。這次上市的系列也是主推產品，但上市二個多月以來，業績不佳，最

大原因可能是傳統的東西日漸式微，要逆向操作行銷策略真的很不容易，需要投

入很多的資源，目前近乎打入冷宮，也沒再挹注資源經營儷妍了。 

 

葛副理並說明了郭元益增減品牌的一套標準，主要還是看銷售表現，一旦業

績不佳就會迅速下架，而且由於生產相當彈性，所以只要看到市場有機會，就會

馬上推出一新品牌/產品因應之。 

葛副理：郭元益目前的做法是銷售不佳就會馬上撤，銷售佳則再加碼，能如

此彈性是因為郭元益不會只看單一產品線，會整體觀之，也就是說犧牲了 A，勢

必要再馬上找到 B來填補之，這也是喜餅業的常態，大概每二週就會有一些變

化，行銷速度相當快，所以要馬上因應。 

至於郭元益的品牌差異者則為京饌玉露，本研究發現不論是在中式或西式口

味的喜餅裡，京饌玉露均是相當重要的內餡，同時據葛副理表示「京饌玉露」是

專屬於郭元益的產品/品牌，由於品質相當好，所以在 2001年一推出時，即以高

於市價 50%的價格銷售，因此本研究認為相較於其他喜餅業者，郭元益最大的特

色即在於「京饌玉露」，所以視其為以產品取勝的品牌差異者。 

論文引述：郭元益之品牌價值主張為沿襲百年製餅技術，為喜餅專家，於

2001年推出百年手藝的漢餅_京饌玉露，即利用此一核心能力創造出喜餅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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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勢品牌，並得以較同業競爭品牌溢價 50%。 

 

而郭元益活化品牌的主要做法就是不斷推出新產品(副品牌)，除此之外為郭

元益注入最多活力的非「拉法頌」莫屬，不論是從直營通路上或官方網站上均給

人煥然一新的視覺感受，提供了迥異於濃濃傳統味的時尚流行感。又郭元益於

2001年時，創設了台灣第一家糕餅博物館-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嗣後再設立結合

生活、才藝、與文化的郭元益文化生活館，雙雙為郭元益注入一股新的活水。又

郭元益新包材-幸福摩天輪的得獎事蹟-榮獲突破雜誌第八屆行銷創意突破獎之

最佳產品設計第一名，也為郭元益的品牌形象增添幾筆創意色彩。 

品牌聯盟方面，郭元益曾與「女人 Shopping雜誌」、「三菱 Savrin汽車」、「黛

安芬」等一同合作。女人 Shopping雜誌的合作內容為於京華城舉辦創刊造勢記

者會；與三菱汽車的合作內容為於大溪鴻禧山莊舉辦「幸福房車 SAVRIN幸福專

案」；與戴安芬合作的內容為於各大百貨公司推出「Purmoi六月新娘專案」。表

4-5-3為郭元益公司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 

 

表 4-5-3郭元益公司品牌組合之角色整理 
策略性品牌 拉法頌和 Glory 

金牛品牌 黃金喜餅 

側翼品牌 溫莎禮讚 

品牌活化者 

1. 拉法頌(產品構面) 

2.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產品構面) 

3. 郭元益文化生活館(產品構面) 

4. 新包材-幸福摩天輪(產品構面) 

品

牌

組

合

的

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郭元益、郭元益 

背書品牌 郭元益 

產

品

定
副品牌 

黃金喜餅、儷妍、璀璨喜餅、華嫣、華舞、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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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Glory、京饌、圓滿 

敘述語 

4. 華嫣的「喜系列」 

5. 古典美人皇后系列的「歡系列」、「佳系列」 

6. 古典美人典雅系列的「婉約」 

品牌差異者 京饌玉露 

義

的

角

色 

推動者 郭元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品牌組合視覺圖像設計 

此部分的分析將以二個角度來說明郭元益的視覺圖像設計，首先從表 4-5-4

可看出郭元益每一個副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包裝設計與配色基調，如黃金喜餅

為金色，璀璨喜餅為粉紫色，京饌為土金色、華嫣(底圖為鳳凰)、古典美人、華

舞、儷妍等則均為紅色，縱使各個副品牌延伸產品線至多種品項，仍可從包裝設

計上的構圖一眼就辨認出同屬一系列的產品。但綜觀表 4-5-4 卻難以一眼就察覺

各副品牌與郭元益的關連，特別是璀璨喜餅的包裝設計，完全脫離傳統的配色與

包裝；又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禮盒上的構圖，發現古典美人皇后系列與京饌、圓滿

包裝上的新娘圖片是同一幅，只有出現位置不同之別，所以會認知到三者是有相

關連的，但仍無法與郭元益有所連結。 

另外，郭元益整體而言和拉法頌的包裝設計與配色則大相逕庭，拉法頌的字

體為法文，包裝設計主要為粉色系諸如藍色、藍綠色的蘇格蘭菱格紋，類似珠寶

收納盒的外型充滿時尚流行感，致使完全無法從包裝設計上看出拉法頌與郭元益

有任何關係；又於直營通路同時檢視這二個品牌的視覺圖像設計時，也會感覺到

這是迥異的二個區域。 

由於收禮者與送禮者均是以連盒加袋的方式收送喜餅，所以第二個角度則針

對加了提袋的包裝設計說明之。 

除了拉法頌外，所有副品牌的禮盒均於提袋正面以約為四分之一的版面大大



 - 158 - 

地展露「郭元益」字樣，再於側面展露約二分之一大的副品牌名稱，足以顯示郭

元益擔任這些副品牌的強力背書角色，又雖然 LOGO裡的「郭元益」字體是綠

色，但非以 LOGO形式出現時的「郭元益」字體顏色則會隨包材的材質與顏色

作適度的調整，使其具有一致性。據葛副理表示 LOGO裡的「郭元益」字體從

沒修正過，但形式則改過三次，從一開始的梅花狀到現在的彎糕狀。 

葛副理：雖然綠色明顯和婚嫁喜氣洋洋的感覺很難聯想在一起，同時也讓人

不太能理解傳統色彩濃厚的郭元益，怎麼不是用慣用的暖色系呢？在這樣一致性

不足的前提下，有動過更改顏色的念頭，甚至有改過 LOGO樣式，但 CIS的綠

色還是沒有變更，可能是因為經營者覺得這個顏色有感情了，所以不想去動它，

LOGO的變化則較大，早期是一朵梅花，裡面寫著郭元益，然後變成產品屬性的

代表-彎糕狀。 

郭元益整體視覺設計概念的一套做法主要是配合包裝材料的材質、顏色、副

品牌的調性，以及想要傳達給消費者什麼訊息而定。  

葛副理：「郭元益」字樣大小的出現是有經過商設部門的設計規劃，並且需

要配合材質、傳播目的、調性等調整。LOGO的呈現不一定都會以郭元益為主，

產品名為輔，有時候會大大出現產品名稱(Glory)，而品牌名稱(郭元益)則出現在

四周或後面，未必會搭在一起出現。 

如果要符合的是西式的調性，則郭元益的字樣就不會大大地展露出來，因為

郭元益的調性很明顯就是偏中性的，但如果是中式的喜餅，商設部門就會讓「郭

元益」的字樣大點。璀璨、Glory都是西式的，所以都會是這樣的模式(郭元益小

小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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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郭元益公司之品牌視覺圖像設計 

品牌 LOGO/包裝 品牌 LOGO/包裝 

郭元益 

 

古典美人

典雅系列

 

黃金喜餅 

 

古典每人

皇后系列

 

珍珠喜餅 

 

圓滿 

 

京饌 

 

華舞 

 

華嫣 

 

儷妍 

 

溫莎禮讚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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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美人

典雅系列 

 

古典每

人皇后

系列  

圓滿 

 

華舞 

 

儷妍 
 

Glory 

 

拉法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範圍 

配合郭元益的品牌層級樹型圖與其發展歷程可發現，郭元益所橫跨的品類有

喜餅類、彌月類、中秋月餅類、端午粽子類、傳統糕點類等，垂直延伸方面依據

產品上市的時間點推敲後可得有從京饌到黃金喜餅、珍珠喜餅到拉法頌等的垂直

向上延伸；而在拉法頌之後推出的璀璨、華舞、儷妍、Glory則是垂直向下延伸

的代表。 

當郭元益為具有推動性角色的主品牌時，其品牌範圍為以隸屬於郭元益的各

個副品牌；當其為強勢的背書品牌時，品牌範圍為拉法頌；而當郭元益是隱約的

背書品牌時，其品牌涵蓋的範圍將包括未來企業版圖所會跨足的婚紗業、旅遊

業、飯店業、精品珠寶業、餐飲業等。整理如表 4-5-5所示，第二欄為郭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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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識別，結合品牌識別與郭元益所扮演的角色，可衍生出第四欄值得探討的相

關議題。 

表 4-5-5 郭元益之品牌範圍 

當郭元益為… 品牌識別 品牌範圍 議題 

具有推動性角色

的主品牌 

質好料實

味美的百

年糕餅店 

黃金喜餅、儷妍、璀

璨喜餅、華嫣、華

舞、古典美人、

Glory、京饌、圓滿

濃厚的中國傳統味卻缺

乏純中式的強勢高價喜

餅品牌 

強勢的背書品牌 同上 拉法頌 

為品牌定位差異性極大

的另一個品牌背書，是

否有其必要性？又有無

可能造成反效果？ 

隱約的背書品牌 同上 
未來的婚紗業、旅遊

業、餐飲業、珠寶精

品業、飯店業 

產業類別差異性大的前

提下，能發揮背書效益

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權益的衡量 

1.品牌知名度 

由於郭元益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糕餅店，輔以引述葛文誠(2003年)論文撰寫

內容「郭元益喜餅競爭上的關鍵主要為品牌知名度、產品開發速度…」，再加上

連續三年(2003~2005)榮獲突破雜誌台灣區理想品牌排行榜喜餅類第一名，更足

以證明郭元益的品牌知名度相當高。 

2.品牌忠誠度 

由引述的論文內容可知由於喜餅屬於無重複購買的行為，所以稱不上有品牌

忠誠度。  

論文引述：喜餅產業的特殊性是同一消費者無重複購買之行為，又由於具有

批量購買的特性，單筆交易金額大，所以購買時的涉入程度高，通常會比較三家

品牌後於 1~2週內決定。 

3.品牌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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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葛副理的訪談內容以及引述其論文撰寫內容可知，郭元益的品牌聯想大多

是「傳統」、「保守」、「老字號」、「值得信賴」、「品質有保證」等。 

葛副理：郭元益有一個優勢，是本土指標性的糕餅業者的強力聯想，可代表

台灣糕餅某部分的精神。 

論文引述：郭元益保守而傳統的形象與主張…郭元益喜餅一直以來傳遞的品

牌形像是屬於具有台灣風格、傳統保守、值得信賴、中規中矩、具有歷史性等。 

4.知覺品質 

能以超過百年歷史在台灣糕餅業屹立不搖足可證明其品質相當受到消費者

信賴。又連續三年(2003~2005)獲得突破雜誌台灣區理想品牌排行榜喜餅類第一

名更可證明消費者對其知覺品質的評價相當高。而「值得信賴」的品牌聯想也意

謂郭元益的喜餅品質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葛副理並且說明了郭元益的品牌權益與郭元益的未來發展方向二者間的關

連，他表示郭元益未來將朝向多角化的集團經營模式，跨足婚紗、飯店、精品、

旅遊等產業，雖然郭元益的品牌知名度高、消費者對郭元益的產品品質認知佳，

但這對要成為一擁有多個品牌的集團企業而言卻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郭元益過於

保守、傳統的品牌形象非常不利於開拓新事業，所以未來將仿照拉法頌的形式，

以新品牌來經營新事業，郭元益僅扮演背書的角色。  

葛副理：只要公司最大的資源、利基優於競爭對手，就可以去展開多角化或

整合的活動，郭元益今天最強且無法被超越的優勢就是「握有大量消費者的資

料」，因此就算不用郭元益的品牌，一樣可以創造一個新的品牌去經營婚紗店，

而且效益可能不亞於掛郭元益品牌。郭元益品牌延伸至開婚紗是對還錯，錯，絕

對錯，誰會去郭元益拍婚紗，品牌(郭元益)在這個新的產業是無價值的，但郭元

益企業可不可以開一家婚紗店或精品店，當然可以，可是品牌就不能用郭元益，

所以不論郭元益的品牌權益/價值有多高，卻未必會對新的產業有助益，另一方

面當然也是受限於消費者一想到郭元益就想到喜餅(很強的品牌聯想)，所以很難

去做品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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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郭元益的品牌權益可發現，雖然郭元益擁有高品牌知名度與極佳的喜餅

品質認知，但由於其品牌聯想與「中國、傳統、保守」的連結程度過於強烈，致

使郭元益無法擴大消費客群與提升市場佔有率，所以才會有新品牌-拉法頌的推

出。 

葛副理：很多人一聽到郭元益，就覺得是個很老的品牌，對自認為有品味的

人，聽到郭元益就不會想進去，也就是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是郭元益永遠也碰不

到的，即使用任何行銷手法都打動不了那百分之五十的人，因為他們就是認定自

己不屬於郭元益。在這樣的背景下，所以決定用另一個品牌來接觸這個區隔的消

費群，新品牌採取完全相反的定位，拉法頌是非常時尚、流行的定位。 

 

表 4-5-6為郭元益公司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知名度 高，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糕餅店，競爭優勢之一為品牌知名度 

品牌忠誠度 普通，喜餅屬於無重複購買的行為。  

品牌聯想 傳統、保守、老字號、值得信賴、品質有保證 

知覺品質 
佳，連續三年(2003~2005)獲得突破雜誌台灣區理想品牌排行榜

喜餅類第一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品牌組合之目標追求 

本研究整理訪談內容與次級資料後歸結而得郭元益在經營者更替後，採取代

理新品牌-拉法頌與推出高價副品牌-黃金喜餅的品牌組合策略之做法所欲追求

的目標有五點。首要目標即為創造郭元益與消費者的相關性(relevance)，此目標

對郭元益尤為重要的理由在於因為郭元益的品牌形象明顯偏向傳統、保守，致使

消費群過於狹隘，不僅難以擴大市場佔有率，更對獲利有負面影響，所以決定推

出迥異於郭元益品牌聯想的全新品牌-拉法頌做為解決之道，希冀藉由充滿濃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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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風情的拉法頌品牌來吸引原先從不考慮郭元益品牌的消費群，亦即讓新人在

挑選喜餅時，不論其所欲選購的何種類型的喜餅，郭元益均能進入其購買選擇考

慮範圍，達到與消費者的相關性。又由於郭元益擁有相當高的品牌知名度與知覺

品質，所以亦同時決定由郭元益來為新品牌扮演背書角色。 

葛副理：在還沒引進拉法頌前，郭元益的來客大概只有五成多，亦即市場只

有一半的人會進來，因為很多人一聽到郭元益，就覺得是個很老的品牌，對自認

為有品味的人，聽到郭元益就不會想進去，也就是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是郭元益

永遠也碰不到的，所以決定用另一個品牌來接觸這個區隔的消費群，新品牌採取

完全相反的定位，拉法頌是非常時尚、流行的定位。 

論文引述：由於價格涵蓋面廣，提供消費者較長的價位帶之商品，在消費者

預算不同的情形下，郭元益均可提供不同價格的商品。 

葛副理：不斷推出新品或代理品牌是因應產品生命週期短以及要給予消費者

多樣化選擇，包材再怎麼強，產品生命週期也不會超過二年，不斷推出新的系列，

讓已經走下坡的系列慢慢消失，是喜餅業的特殊現象，推陳出新這麼頻繁牽涉到

感情因素，每對新人都希望自己是最獨特的，所以希望自己的喜餅跟別人不一

樣，最好是最新推新出的。  

 

第二個目標為打造強勢品牌，雖然當時郭元益的喜餅價格較競爭對手為低，

但市場佔有率卻不敵他們，而郭元益認為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因素就在於郭元益的

品牌價值下降，因此為了打造郭元益成一強勢品牌，於焉推出高價的黃金喜餅，

計畫藉由高價副品牌來提升主品牌的品牌價值。另外一方面，從郭元益對培植拉

法頌品牌的種種作為觀之，可發現大量挹注資金的用意在於打造另一個強勢品

牌，亦即郭元益品牌組合的次要目標為擁有多個強勢品牌。 

論文引用：由於競爭結構下，在 2000年之前郭元益所銷售之喜餅，實際盒

均金額較其主要競爭者低 10~20元，且競爭者不斷快速提升市佔率，個案公司認

為主要因素為品牌價值下降，遂採新品牌策略與品牌提升專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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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副理：黃金喜餅當初推出的背景是因為高價市場這塊是空的，藉由推出黃

金喜餅來提升郭元益的品牌形象。 

郭元益品牌組合的第三個目標即為創造產品的明確性(clarity)，單一郭元益

品牌無法具體呈現所有產品類別的差異性，所以推出副品牌「黃金喜餅」強調「一

輩子的事值得奢侈一次」，透過黃金的貴重感傳達這是郭元益最高價的產品類

別；此外「京饌」亦是雷同的策略構想，透過賦予一專屬的副品牌名稱來代替以

往統稱的「大餅、日頭餅」，所以郭元益為了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郭元益各個

產品類別的差異何在，於焉形成多個副品牌的品牌組合樣貌。 

目標之四則為槓桿運用既有的品牌資產，具體表現為強勢品牌郭元益為拉法

頌背書的行銷策略，還有郭元益從糕餅區隔水平延伸至彌月油飯市場，希望能移

植郭元益在喜餅領域裡所累積的品牌資產至新市場區隔，可由訪談內容與論文引

述得以驗證。 

論文引述：拉法頌品牌藉由郭元益所具有的歷史信任感之屬性作為背書品

牌，能快速取得消費者認同與降低消費者採購風險，並迅速獲得高曝光效果與記

憶性，降低消費者品牌認知學習的時間。 

 

此外，根據葛文誠(2004年)的論文撰寫內容也指出，拉法頌品牌的上市對於

郭元益在資源運用方面相當具有綜效(synergy)，舉凡已建立起的通路、銷售人

員、基本促銷方式、配銷系統、作業模式等均可共用，不僅可以降低資金、人力

的投入，還可藉由吸引消費者到同一通路選購喜餅，來分攤廣告費用。 

葛副理：當初引進拉法頌在決定通路策略時，會採聯合通路，是因為媒體預

算充裕，可藉由「拉」的作法吸引消費者來看拉法頌，同時也對「郭元益」有正

面助益，雖然是看拉法頌但還是會看到郭元益，所以具有互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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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7 郭元益公司之品牌組合目標追求整理 

優先順序 目標追求 內容摘要 

1 
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 

透過新品牌拉法頌來吸引原先接觸

不到消費群，亦即讓新人在挑選喜

餅時，不論其偏好為何，郭元益均

能進入其購買選擇考慮範圍。  

2 打造強勢品牌 

1. 計畫藉由高價副品牌來提升主品 
牌的品牌價值。 

2. 大量挹注資金於拉法頌旨在打造 
另一個強勢品牌。  

3 達成產品的明確性 

單一郭元益品牌無法具體呈現所有

產品類別的差異性，所以透過副品

牌輔助之。例如黃金喜餅強調「一

輩子的事值得奢侈一次」，傳達這是

郭元益最高價的產品類別。  

4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1. 強勢品牌郭元益為拉法頌背書 
2. 從糕餅水平延伸至彌月油飯市 
場，移植郭元益在喜餅領域裡所

累積的品牌資產至新市場區隔 

5 創造綜效 
藉由吸引消費者到同一通路選購喜

餅，來分攤廣告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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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郭元益公司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層級樹

型圖 

1. 從水平面可觀察到郭元益共有郭元益與拉法頌二個
品牌，涵蓋的產品類別有喜餅、彌月、傳統糕點、月

餅等;郭元益目前存在於市面上的副品牌有黃金喜
餅、京饌、璀璨、華嫣、華舞、古典美人、儷妍、

Glory、圓滿、小福氣等 10個，而拉法頌則有莎特爾、
葳莉特、貝蓓等三個副品牌。 

2. 從垂直面可觀察到郭元益有六個副品牌有進行產品
線延伸，其中以古典美人延伸的品項最多。 

品牌群組 以二種方式來區分，口味的中、西式，或價格的高、中、

低。 

品牌組

合的結

構 

品牌網絡 

1. 連結程度最強的是「文化生活館、糕餅博物館」 
2. 連結程度次強的是「京饌、圓滿、古典美人皇后系列」
3. 連結程度第三強的是「黃金喜餅、璀璨喜餅、Glory、
華嫣、華舞、古典美人典雅系列、貝蓓、小福氣」 

策略性品牌 拉法頌和 Glory 

金牛品牌 黃金喜餅 

側翼品牌 溫莎禮讚 

品牌活化者 

1. 拉法頌(產品構面) 
2.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產品構面) 
3. 郭元益文化生活館(產品構面) 
4. 新包材-幸福摩天輪(產品構面) 

組合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郭元益、拉法頌 
背書品牌 郭元益 

副品牌 黃金喜餅、儷妍、璀璨喜餅、華嫣、華舞、古典美人、

Glory、京饌、圓滿 

敘述語 
1. 華嫣的「喜系列」 
2. 古典美人皇后系列的「歡系列」、「佳系列」 
3. 古典美人典雅系列的「婉約」 

品牌差異者 京饌玉露 

產品定

義角色 

推動者 郭元益 

視覺圖樣設計 

1.單禮盒 
(1)各副品牌都有其固定專有的基調包裝設計與配色 
(2)各副品牌均無法從構圖設計上直接察覺與郭元益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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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式副品牌僅於禮盒上展露郭元益的羅馬拼音字樣 
(4)拉法頌的字體為法文，禮盒外觀為類似珠寶收納盒  
的粉色系蘇格蘭菱格紋。 

2.加了提袋 
(1)除了拉法頌外，所有副品牌的禮盒均於提袋正面展
露四分之一版面大的「郭元益」字樣 

(2)再於側面展露約二分之一版面大的副品牌名稱 

品牌範圍 

1. 郭元益公司所橫跨的品類有喜餅類、彌月類、中秋 
月餅類、端午粽子類、傳統糕點類等。 

2. 垂直向上延伸：京饌到黃金喜餅、珍珠喜餅到拉法 
頌 

3. 垂直向下延伸：拉法頌到璀璨、華舞、儷妍、Glory 

維持與消費

者的相關性

(relevance)。 

透過新品牌拉法頌來吸引原先接觸不到消費群，亦即讓

新人在挑選喜餅時，不論其偏好為何，郭元益均能進入

其購買選擇考慮範圍。  

打造強勢品

牌 
1. 計畫藉由高價副品牌來提升主品牌的品牌價值。 
2. 大量挹注資金於拉法頌旨在打造另一個強勢品牌。 

達成產品的

明確性

(clarity) 

單一郭元益品牌無法具體呈現所有產品類別的差異

性，所以透過副品牌輔助之。例如黃金喜餅強調「一輩

子的事值得奢侈一次」，傳達這是郭元益最高價的產品

類別。  

槓桿運用品

牌資產 

1. 強勢品牌郭元益為拉法頌背書 
2. 從糕餅水平延伸至彌月油飯市場，移植郭元益在喜 
餅領域裡所累積的品牌資產至新市場區隔 

品牌組

合之目

標追求

優先順

序 

創造綜效 藉由吸引消費者到同一通路選購喜餅，來分攤廣告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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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豐田汽車 

一、企業簡介 

豐田汽車(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創立於 1937為日

本最大汽車生產商，亦是全球第二大生產商，僅次於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在全球 170個國家的年汽車銷售量超過 600萬輛，所擁有的品牌包括 Toyota、

Lexus、Daihatsu(大發)、Scion、Hino(日野)等五大品牌。其中 LEXUS是豐田進

軍高級房車的獨立品牌，Daihatsu是併購而來，HINO主要是生產重車、大型車，

而 Scion目前僅在美國銷售，是豐田品牌年輕化的代表作。 

雖然就整個豐田集團來看，擁有五個汽車品牌儼然為一品牌組合，但考量若

探討集團層面的品牌組合策略，則資料蒐集相當不易，輔以實際上每個品牌旗下

均有發展出多個不同的副品牌，同樣也是品牌組合的典範，所以本個案僅著重於

Toyota此單一品牌在台灣的品牌組合策略，不僅能較詳細分析之，同時要較貼近

台灣市場。 

豐田汽車於 1950年由和泰公司引進台灣，初期專注於卡車類別，之後引進

的車種有 CROWN、TIARA(Corona之前身)做為計程車之用，接著又陸續引進

Corona(1969)、Corolla(1971)、CAMRY(1982)、ZACE(1988)、AVALON(1994)、

TERCEL(1995)、CELICA(1997)、HIACE(1997)、SURF(1999)、ALTIS(2001)、

PREVIA(2001)、VIOS(2003)等車種，時至今日，目前 Toyota在台灣的小型車車

種有 CAMRY、COROLLA ALTIS、VIOS、WISH、ZACE、HIACE等國產車，

以及進口車 PREVIA等共七款車種，且截至 2005年三月的市場佔有率為 28.1%，

稅前淨利約十五億八千萬。表 4-6-1為豐田汽車在台灣的品牌年表。 

豐田汽車在台灣最大的經營轉折點發生在 1985年經濟部投資審議會通過豐

田汽車參與國瑞汽車之投資案, 自此展開所謂的「豐田新事業」，主要的經營重

心為小型車之生產、規劃及執行之業務，以「新事業」稱之的用意在於彰顯其是

有別於 1985年 2月以前之豐田汽車相關業務。1988年 9月中旬豐田新事業隆重

揭幕，為此舉辦三場歷史性之大規模活動包括： 

9月 15日之「豐田經銷商大會」。 

9月 16日之「豐田新車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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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之「豐田新事業開業典禮」及「豐田新事業開業酒會」。 

從此展開 Toyota在台灣的新里程, 

豐田集團在台灣的所有汽車銷售業務均為和泰汽車公司所掌管，和泰扮演代

理商的角色，負責策略規劃、建構資訊系統、行銷宣傳，而台灣的製造廠則為國

瑞汽車公司，其技術母廠是日本豐田，目前豐田在台灣的銷售體系有八大經銷商

(營業所)，包括國都、北都、桃苗、中部、南都、高都、蘭揚、花東。 

 受訪者「鍾光輝」先生為和泰汽車車輛業務部品牌行銷室室長，以下引述其

訪談內容皆以「鍾室長」稱之。 

 

表 4-6-1 豐田汽車品牌年表 

順序 品牌 上市時間 
1 BM 1950 
2 FA 、DA 1959 
3 DA115、PK 1965 
4 Corona、Corona MarkⅡ、Crown 1969 
5 Celica 1970 
6 Carina、Corolla 1971 
7 Zace 1988 
8 Camry 1989 
9 AVALON 1994 
10 Tercel 1995 
11 HIACE Solemio 1997 
12 ZACE SURF 1999 
13 ALTIS 2001 
14 PREVIA 2001 
15 VIOS 2003 
16 WISH 2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成長策略 

由於本個案主要是針對豐田汽車在台灣的品牌組合策略進行分析，又豐田汽

車在台灣的所有業務均為和泰汽車所代理，所以此部分的內容撰寫將以和泰汽車

為主軸，描述其如何開拓豐田汽車在台灣的經營成長史。豐田汽車在台灣設立

36年以來的成長策略可分為四個階段敘述之，分別是以卡車深耕台灣的市場滲

透階段(1950~1969)；開始引入轎車的產品開發階段Ⅰ(1969~迄今)；開始引入商

用車之產品開發階段Ⅱ(1988~迄今)；開始引入純休旅車之產品開發階段Ⅲ(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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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1950~1969) 

1950年進口卡車 BM，1959年 BX、FX、FA系列，1965年豐田柴油卡車

DA115、小型卡車 PK。 

2.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Ⅰ(1969~迄今) 

 1969~1988共 20年間 Toyota除了卡車外，開始引進轎車類別，包括 1969

年的 CORONA 1.5與 1.6、CROWN 2.3，1970年的 CELICA，1971的 COROLLA，

以及近期的 CAMRY、ALTIS、VOIS。 

3.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Ⅱ(1988~迄今) 

 1988年 9月時，Toyota首度引進非轎車類別的 ZACE，更於 1997年時推出

HIACE Solemio雖然此時期仍持續推出轎車，諸如 CAMRY、TERCEL等，但在

台灣終於有了新的品類-商用車，所以歸類其為產品開發的成長策略 

4.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Ⅲ(1999~迄今) 

繼商用車後，Toyota再接再厲推出第四種品類-休旅車，於 1999年推出改良

升級後的 ZACE SURF、2001年推出日本進口的頂級休旅車 PREVIA、2004年推

出造型新穎的WISH，可觀察到休旅車市場漸漸成為 Toyota的經營重心，Toyota

在台灣於焉進入另一波的成長階段。表 4-6-2為豐田汽車之成長策略整理表。 

 
表 4-6-2 豐田汽車之成長策略 

階段 企業成長策略 內容摘要 

1 
密集式之市場滲透策略 

(1950~1969) 
卡車、柴油卡車為主 

2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Ⅰ

(1969~迄今) 
轎車為主 

CORONA、CROWN CELICA、COROLLA、
CAMRY、ALTIS、VOIS 

3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Ⅱ

(1988~迄今) 
商用車為主 

ZACE、HIACE Solemio 

4 
密集式之產品開發策略Ⅲ

(1999~迄今) 
休旅車為主 

ZACE SURF、PREVIA、WISH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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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策略 

(一)品牌組合結構 

1 .品牌層級樹型圖 

從圖 4-6-1 豐田汽車的品牌層級樹型圖之水平面來看，豐田汽車共有

CAMRY、VIOS、ALTIS、WISH、SURF、PREVIA、ZACE、HIACE 等八個品

牌，涵蓋的車種類別相當廣，有轎車、休旅車、商用車等。但鍾室長表示就豐田

內部而言並不把上述品牌稱為「品牌」，而是以「車款」稱呼之。但若以 Aaker

的分類檢視之，則 CAMRY、VIOS、WISH等車款顯然是以一聯合驅動的副品牌

角色存在於 Toyota內。 

鍾室長：首先澄清一件事，在公司內部的定義，不是把這些(CAMRY、VOIS、

ALTIS)當品牌，而是把他們定位為商品，像是 Lexus、Scion才是以品牌的形式

在經營。Toyota品牌下有不同的商品，在這些商品下有不同的消費群、市場區隔。

我們內部的習慣不會稱呼 ALTIS、CAMRY為品牌，而是車款、商品的名稱、產

品線、產品組合。 

 

而從垂直面來看豐田的品牌層級樹可發現每個品牌均有進行產品線延伸，像

是以 CAMRY命名的車款就有 3.0與 2.0級距之別，其底下又各自有不同的型號

(V、G、S、E)；其餘車款均與 CAMRY 有異曲同工之妙，表示進入個別產品市

場所需要的品項大多在三種以上，致使所形成的品牌層級樹相當廣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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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 

Camry Corolla 
ALTIS 

VIOS WISH PRIVIA HIACE 
Solemio 

SURF ZACE 

3.0V 

3.0G 
尊貴型 

3.0G 

2.0G 
尊貴型 

2.0G 

2.0S 

2.0E 

1.8G 

1.8Z 

1.8E 
尊貴型 

1.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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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 

2.0J 

基本車型

電動滑門

車型 

AERO 

GL 

DX 

STD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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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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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床貨車 

二人乘坐 

前空調 
福祉車 

圖 4-6-1 豐田汽車之品牌層級樹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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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品牌群組 

綜觀豐田汽車的眾多品牌，本研究發現可以下列三種方式來區分豐田汽車

的品牌組合架構。其中由於以 HIACE 為品牌名稱的車種類別有休旅車與商用

車，所以「HIACE」橫跨二個品牌群組。 

 

轎車：CAMRY、ALTIS、VIOS 

休旅車：WISH、SURF、HIACE、PREVIA 

商用車：HIACE、ZACE 

 

 雖然 Toyota的休旅車多達四個品牌，但據鍾室長表示由於品牌定位與訴求

相當不同，所以並沒有造成消費者混淆或是互搶市場的情況發生。 

鍾室長：因為去年 RV市場愈來愈大，所以我們導入WISH，在WISH之前

較強打 SURF，會引進WISH是因為台灣有這樣的需求，同業早已有類似的車型，

像是Mitsubishi的 SAVRIN。其實這兩款不太一樣，WISH是小型休旅車，SURF

則類似吉普車，WISH的目標客層是已婚沒有小孩或小孩還很小的夫婦，其品牌

定位為「都會的休旅車」，為三排座，空間較大，可坐到七個人；而 SURF的目

標客層為二夫妻，或是情侶、朋友，品牌定位為「可以開著車到處去玩、到處去

探險」，比較強調戶外生活，為二排座，可以乘坐五個人。 

 

3 .品牌網絡 

圖 4-6-2為豐田汽車的品牌網絡圖，由於各個品牌(車款)均在車身的前後正

中央位置展露 Toyota的 LOGO，所以與豐田的連結關係均列為第一個等級，以

最粗的黑線來表示。而位於豐田集團下的 Daihatsu、HINO、LEXUS、SCION

等品牌，由於 Toyota僅為其隱約背書，所以列為第二級的連結關係。 

此外由於 SURF是從 ZACE升級而來，目前的品牌名稱也保留 ZACE，所

以和 SRUF的連結關係列為第一級，COROLLA與 ALTIS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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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扮演與資源分配 

主品牌為 Toyota，因為 Toyota清楚地讓消費者直接聯想到的產品類別就是

汽車。  

企業品牌的角色當推 Toyota所有；而由於所有的車款均於車身前後之正中

央位置展露 Toyota的 LOGO，所以 Toyota也扮演背書品牌的角色；推動者角色

也是 Toyota，因為不論消費者是購買 CAMRY、WISH或是 ZACE都是因為這些

車款是 Toyota的汽車，可由鍾室長的訪談內容得以驗證。 

鍾室長：Toyota對這些車款的正面加分效果很明顯，消費者多肯定 Toyota

的車就是品質、信賴的代名詞。 

另一個也和 Toyota一樣扮演背書者角色的即為 LEXUS，因為本研究發現在

網站的車款介紹資料上，大大地揭露其所使用的是 LEXUS的零件或內裝， 

官方網站：第八代 COROLLA擺脫過去保守的風格…，並搭載原只出現在

LEXUS(Toyota的高級車品牌)上的鋁合金 VVTi引擎… 

官方網站：CAMRY第三代採用全鋁合金引擎…，並與 LEXUS EX300共用

Toyota 

VIOS 

PREVIA 
Daihatsu(大發)

ZACE 

HIACE 
Solemio 

SURF 

WISH 

ALTIS 

Camry 

Corolla 

SCION 

LEXUS HINO 

TERCEL 

圖 4-6-2 豐田汽車之品牌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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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盤，…。 

鍾室長有對 Toyota這樣的做法提出一套說明，主要是為了提升消費者對

COROLLA或 CAMRY的品質觀感。 

鍾室長：透露 CAMRY也有用 Lexus的底盤給消費者知道，這種做法是要讓

消費者對 Toyota的品質、觀感更上一層樓，所以把原先只用在 Lexus上的科技

應用到 Toyota的車款上。 

 

另外由於 TERCEL是 VIOS的前一代車款，ALTIS是由 COROLLA改良而

來，SURF也是由 ZACE改良後產生的車款，所以這三者(TERCEL、COROLLA、

ZACE)均也扮演背書品牌的角色，但前者為隱約背書，後二者則為強烈背書。因

為目前 ALTIS的品牌呈現方式仍有 COROLLA在前面以較小字體相隨，亦即以

「COROLLA ALTIS」的形式展露在車身及各種廣告宣傳資料上，「ZACE SURF」也

是以相同的模式存在於市面上，所以本研究視這二者為扮演強烈背書者的角色。

鍾室長於訪談時有針對 ZACE一分為二的背景做出說明，SURF可說是 ZACE的

升級版。 

鍾室長：原本瑞獅(ZACE)兼具商用與休旅的功能，瑞獅的商品線比較長，

有小貨車等各款商用車、休旅車。在強化 ZACE的外觀、內部設備、驅動模式

等後，就產生一台休旅車 SURF，不論是配備或舒適性都比 ZACE好，可以拿

來當休旅車，像 Honda的 CR-V一樣，自此 ZACE就一分為二，休旅的部分形

成 SURF(品牌名稱為 ZACE SURF)，瑞獅就專注於商用車款。 

扮演和主品牌推動性角色相當的副品牌有 CAMRY、VIOS、ALTIS、WISH、

PREVIA、HIACE、SURF、ZACE等八個品牌，消費者在選購汽車時，不僅會考

慮是否為 Toyota的品牌，同時上述八個品牌也是左右決定的重要關鍵，亦即二

者為聯合推動(co-driver)的情況。 

策略性品牌則為WISH和 CAMRY，WISH是去年(2004)九月才上市的新款

車，距離 Toyota上次推出新車的時間間隔長達一年半(VOIS於 2003年 3月上

市)，可說是 Toyota審慎檢視過市場狀況後，特別針對消費者需求而推出的車款，

自然會是主打的策略性品牌；而 CAMRY則是目前具有相當優勢的品牌，為了維

持現階段的市場領先地位，更甚者有機會進一步再成長，當然成為資金挹注的重

點，可由鍾室長的訪談內容得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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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室長：目前算是 CAMRY的資源投入最多，WISH第二，因為現在WISH

還算是熱門車，大家都搶著買，雖然還是有廣告播放，但不會有很多檔，給客人

的折扣也不會很多，所以資源投入不及 CAMRY。但慢慢地當熱潮過了，如果還

要維持相同的高銷售量，就要投入較多的資源，即 CAMRY現在的狀況。 

金牛品牌則為 ALTIS，因為 1.6與 1.8級距是市場主流，市場規模最大，再

者由於 ALTIS的前身 COROLLA發展至第八代，在台灣已存在長達三十年的時

間，所累積的品牌知名度、忠誠度、知覺品質都相當高，所以不需挹注太多資源

也能獲得很好的銷售表現。 

鍾室長：ALTIS現在是 Toyota是裡賣的最好的，銷售量最高，獲利也不錯，

所以金牛會是 ALTIS。ALTIS是金牛的角色其原因為畢竟 1.6&1.8是主流市場，

占總市場的比率本來就比較大，所以量本來就會比較多，因此投入的資源就不需

要那麼多。 

側翼品牌則為 VIOS，據鍾室長表示由於必須要有一台車做為 Toyota其他車

款的入門車，所以低價的 VIOS算是保衛其他高價品牌的側翼品牌。 

鍾室長：VOIS在公司內的定位是：接觸 Toyota的第一台車，因為車主之後

可能有感於服務佳、習慣等因素，直接跳用 Toyota其他更高級的車款，因此一

定要有一台低價的入門車。如果沒有這台車，客人會認為你要我一下就買 ALTIS

或 CAMRY，會買不下手。又 VIOS雖然利潤不高，但銷售量高，可以打平固定

成本。 

另外一方面，WISH剛推出時也是扮演側翼品牌的角色，因為 Toyota是為了

要補強休旅車的產品線，才會推出WISH。 

鍾室長：還沒有WISH之前，Toyota在休旅車市場是比較弱的。 

 

至於 Toyota的品牌差異者當推「豐田式生產」，其內容包括即時生產制度(Just 

In Time, JIT)、平準化(Heijunka)、看板管理(Anban System)、持續改善(Kaizen)等，

不論是教科書或是坊間用書，以豐田式生產為主題的著作可說是族繁不及備載，

所以歸類其為 Toyota能與其他汽車大廠競爭的最強力優勢。 

而豐田汽車整體活化品牌的做法除了不斷進行產品線延伸推出升級版、特仕

車，以及例行的三年小改款、五年大改款外，就企業品牌層級觀之，Toyota定期

舉辦的各種活動，像是和交通部合作的「TOYOYTA全國兒童交通安全著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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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與日本豐田共同舉辦的「豐田古典音樂會」、與台北市野鳥協會合辦的「兒

童自然劇場」等，都是整個豐田汽車的品牌活化者。 

另外檢視所蒐集的資料後發現毫無個別品牌的品牌活化者，亦即所有注入活

力的做法均以 Toyota為對象。鍾室長表示，舉辦這些活動的用意除了使品牌年

輕化外，更致力於提升 Toyota的附加價值。 

鍾室長：Toyota本身也有做一些品牌年輕化的嘗試，像是贊助年輕人的活

動，諸如足球賽、極限運動、音樂等，意圖扭轉消費者對 Toyota的印象，希望

慢慢增加 Toyota在台灣的附加價值，所以在過去一、二年有辦過針對 Toyota車

主的爵士樂(朱宗慶打擊樂)、生活講座(鄭弘儀、吳淡如、蔡詩萍)，未來辦的活

動將不再侷限於 Toyota車主，而會是一般社會大眾，且會是更年輕的走向。 

 

 此外，據鍾室長表示 Toyota在分配各品牌的資源時，主要的衡量標準為銷

售量，若預測的銷售量高則分配到的資源就多，反之亦然。而銷售量是由市場規

模與參考同業後所訂定出來的數字。 

鍾室長：資源投入和銷售量有很大的關係，原則上，Toyota資源分配的思考

方式是先訂出一台車要放多少資源在它身上，再來計算總廣宣預算，譬如預計一

台要花七千元，接著就要計算這個車款一年要賣多少台，二個乘起來就是這個車

款一年的行銷預算。 

銷售量的決定是看市場的大小、商品價格競爭力的高低、以及同業類似車款

的販賣情形等，來預估月販賣台數。新上市(新引進)的車種則是會用過去的經

驗、它牌的經驗（Savrin）來設定挑戰目標。此外也會進行產品比較，諸如配備

上、價格上、競爭優勢，以及此一市場區隔量有多大，它牌佔有率情況何如，然

後訂出銷售(年＆月)目標。 

 據鍾室長表示目前行銷資源獲得最多的是 CAMRY與WISH，WISH是因為

它是今年(2005)的主力車款，自然挹注的資源相對較多，而 CAMRY則是因為相

較於其它車款，它附加價值最高，所以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於其中。  

鍾室長：目前因為WISH所擔負的銷售責任最重，所以獲得的行銷資源相

當多。像是 PREVIA和 SURF由於銷售台數少，投入於其中的資源就會較少，

不過基本的開銷還是會有，但像是廣告出現的頻率相對來說就會少很多。 

以汽車產業來說，車價高的對收益貢獻較大，因為每台車生產的成本差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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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產 VIOS、ALTIS和生產 CAMRY的成本增加沒有車價增加這麼多。加上

我們有固定的毛利率，所以車價愈高賺得愈多，因此 CAMRY賣愈多對 Toyota

的獲利愈佳，但高價車款的市場規模就相對較小，所以要賣的好就必須投入較多

的資源。 

至於品牌聯盟方面，日本豐田曾經為了進行品牌年輕化而和花王、松下等共

五家日本企業品牌聯盟，在 1997年成立WILL品牌。以WILL為名推出很多產

品，像是日用消費品(花王)、汽車、文具用品等，但汽車則完全沒有顯示 Toyota

的品牌名稱，據鍾室長表示，WILL是一個試驗性質的品牌，希望透過WILL品

牌改變消費者對 Toyota、花王等企業的品牌印象，所以大膽嘗試用深橘色為代表

色，但因為產品銷售量不佳，且對品牌年輕化的助益不大，所以在 2001年就終

結合作案了。 

除了共推品牌的方式外，豐田也曾在 ALTIS上市時曾與新光三越合作大型

戶外看板、購物袋廣告等，另與台鐵合作彩繪火車；還有 CAMRY上市時與遠航

合作,推出彩繪飛機，並於機棚進行新車發表；去年九月WISH上市也有與圓山

飯店合作大型戶外看板及新車發表，此外豐田亦曾與天下雜誌有多次合作關係。 

表 4-6-3為豐田汽車之品牌組合角色整理 
策略性品牌 WISH和 CAMRY 

金牛品牌 ALTIS 

側翼品牌 VIOS(入門款)，WISH(剛推出時補齊產品線) 

品牌活化者 
TOYOYTA全國兒童交通安全著色比賽(活動) 
豐田古典音樂會(活動) 
兒童自然劇場(活動) 

品

牌

組

合

的

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Toyota 

背書品牌 Toyota、Lexus、TERCEL、COROLLA、ZACE 

副品牌 CAMRY、VIOS、ALTIS、WISH、PREVIA、
HIACE、SURF、ZACE 

敘述語 Solemio 

品牌差異者 豐田式生產 

產

品

定

義

的

角

色 
推動者 Toyot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視覺圖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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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全車系均於車身的前後正中央位置大大地展露 Toyota的 LOGO，僅

在車身後面的左邊或右邊展露車款名字(VIOS)，所以不論是任何一個品牌(車款)

均可一眼就看出與 Toyota的關係，據鍾室長表示 Toyota的整體視覺圖像設計都

是日本方面決定的，全球各地差異性不大。僅主品牌層級的 Toyota、Lexus、Scion

會有差別，但仍看得出有異中求同的設計調性存在，如表 4-6-4所示。 

 

表 4-6-4 豐田汽車之視覺圖像設計 

Toyota Lexus HINO Scio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範圍 

配合 Toyota的品牌層級樹與其在台灣的發展歷程可發現，Toyota所橫跨的

產品類別有卡車、轎車類、休旅車類、商用車類等四種，不論是就整體或單一

品牌(車款)觀之均有進行垂直延伸。轎車從 CORONA到 CAMRY、休旅車從

SURF到 PREVIA均是整體的向上垂直延伸的代表；而轎車從 CAMRY到

TERCEL(VIOS的前身)、休旅車從 PREVIA到WISH則為垂直向下延伸的代

表；又 CAMRY、ALTIS均推出比原有型號價位高的尊貴型，也都是向上延伸

的典範。  

當 Toyota為具有推動性角色的主品牌時，其品牌範圍為以 Toyota為品牌

名稱的各個車款包括 CAMRY、VIOS、ALTIS、HIACE、PRIVIA、WISH、SURF、

ZACE等八個車款；而根據豐田集團目前的做法，當其為強勢的背書品牌時，

則品牌範圍仍為上述八個品牌；但當 Toyota是隱約的背書品牌時，其品牌涵蓋

的範圍則為 Daihatsu、SCION、LEXUS、HINO，整理如表 4-6-5所示，第二欄

為 Toyota的品牌識別，結合品牌識別與 Toyota所扮演的角色，可衍生出第四

欄值得探討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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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5 豐田汽車之品牌範圍 

當 TOYOTA為… 品牌識別 品牌範圍 議題 

具有推動性角色

的主品牌 

兼具品質與服

務的汽車提供

者 

CAMRY、VIOS、
ALTIS、HIACE、
PRIVIA、WISH、
SURF、ZACE 

在小型商用車類別

裡，並無強勢品

牌。 

強勢的背書品牌 同上 
CAMRY、VIOS、
ALTIS、HIACE、
PRIVIA、WISH、
SURF、ZACE 

似乎無法將消費者

對 Toyota的信任感
轉移至商用車。 

隱約的背書品牌 同上 Daihatsu、SCION、
LEXUS、HINO 

高級、年輕、活力

似乎是 Toyota相當
欠缺的元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權益的衡量 

以下就品牌權益的四個組成分項來探討單單「Toyota」的品牌權益，對

Toyota品牌組合策略的影響。 

 

1.品牌知名度 

 據鍾室長表示根據他們所做的研究調查指出，消費者普遍認為 Toyota是世

界級的知名品牌，由此可知 Toyota的品牌知名度相當高。 

鍾室長：市場調查得知，消費者不會直接聯想日本，會覺得 Toyota是國際

性的品牌，而不單只是一個日本的品牌，Toyota給消費者的印象還包括：有品質、

可靠、信賴、安心、服務好、爸媽那輩開的車、現在賣的很好的品牌、朋友比較

會推薦的品牌、計程車、氾濫等。 

 

2.品牌忠誠度 

如前所述，根據鍾室長所說明的調查結果「Toyota是朋友比較會推薦的品牌」

可知 Toyota的品牌忠誠度相當高。此番推論可再由五大車場聯合舉辦的品牌忠

誠度調查得以驗證。豐田的忠誠度為 52％，中華三菱 50％，日產裕隆 28％，福

特為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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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室長：五大車廠有聯合做品牌忠誠度的調查，Toyota高達 52％，意謂「前

一次買 Toyota車子的 100個人中，會再買 Toyota車的有 52人」。提問的方式為

「如果你是換購的，那你的上一部車是什麼品牌？」然後去統計如果上一部是

Toyota的，那這一部會買 Toyota、Nissan、Honda等各品牌的有多少人。 

 

3.品牌聯想 

由鍾室長的訪談內容可知 Toyota的品牌聯想大多是「值得信賴」、「品質有

保證」、「保守」、「服務好」等。 

 

4.知覺品質 

如前所述，鍾室長表示，消費者對 Toyota的認知是「品質好」、「服務好」、

甚至連「計程車」、「氾濫」等較不正面的品牌聯想也是 Toyota汽車品質無庸置

疑的象徵。 

鍾室長：我們有再針對「計程車」的聯想進行詢問，發現消費者有二種聲

音，一是認為品質好，才會成為計程車司機的愛用品牌(佔有率超過五成)；二

是太氾濫了，滿街都是，感覺不出開 Toyota的差異性。 

 

表 4-6-6 為豐田汽車之品牌權益整理表，總結 Toyota品牌權益可發現，雖

然品牌聯想大多是相當正面的聯想，但愈來愈多消費者對 Toyota的「保守」觀

感日益上升，致使豐田汽車苦思解決之道，舉凡活動贊助、尋找合適代言人等都

是著力的方向，甚至在美國推出全新的汽車品牌-Scion。 

鍾室長：日本有對 Toyota做品牌權益的調查，年長的消費者對 Toyota的品

牌印象是非常肯定和正面的，而且忠誠度很高，但年輕的消費者對 Toyota汽車

的品牌印象則是認為那是毆吉桑的品牌、長輩開的車子，這樣的調查結果在台灣

與東南亞也都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量販車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當初 Ford、Nissan Cefiro也是這樣)。有鑑

於此，會更加速品牌年輕化的動作，像是推出 ALTIS、WISH、找布萊德比特代

言，讓消費者漸漸感受到 Toyota商品的多樣化、年輕、流行。 

據鍾室長表示 Toyota雖然已從車款、外型、顏色等方面注入活力，積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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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品牌年輕化活動，但在美國的市場調查報告卻顯示這些做法均效益不彰。所以

豐田集團在美國做了更大膽的嘗試，推出 SCION品牌，由一組新的品牌團隊進

行策略規劃，整個 LOGO、車型、行銷手法都和 Toyota大相逕庭。而會選擇美

國為 SCION上市地點，主要是著眼於一旦能在美國市場成功，則再推廣到其他

國家，成功機率將提高很多。之後是否會引進台灣則視有無市場規模足以支持。 

鍾室長：SCION目前只有在美國銷售，會選擇美國這個市場率先推出，是因為

考量在美國試驗如果成功，再引進來(日本)的成功機率就會高很多，和當初推出

Lexus的想法如初一轍(成功模式的複製)。台灣方面當然很想引進 SCION，因為

這樣才能滿足年輕消費者的需求(提供多樣化選擇)，但會不會引進台灣則要看台

灣市場是否有規模，畢竟還是要以獲利為目的。目前要再細分 Toyota切出一塊

較有年輕氣息的區隔相當難，因為還是有很多消費者會殘留 Toyota慣有的品牌

印象，所以引進一個新的品牌，可以從零開始，會是最佳的做法。 

 

表 4-6-6 豐田汽車之品牌權益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知名度 高，消費者普遍認為 Toyota是世界級的知名品牌， 

品牌忠誠度 高，「Toyota是朋友比較會推薦的品牌」 

品牌聯想 「值得信賴」、「品質有保證」、「保守」、「服務好」 

知覺品質 佳「品質好」、「服務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品牌組合之目標追求 

由各個車款的不同定位、不同目標客層之規劃可得知，Toyota是為了要滿

足所有消費者的需求而構成其品牌組合策略，亦即要讓各種階級的消費者在選

購汽車時，Toyota都會是他們的其中一個選擇方案，此外也順應市場趨勢，不

斷推出新品牌、新產品來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relevance)，此即 Toyota採取

品牌組合策略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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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二個目標即為達成產品的明確性(clarity)，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

各個車款的市場定位，諸如 CAMRY是豪華的中型房車，VOIS是入門車，WISH

是適合全家人出遊的休旅車等。 

目標之三即為在各個產品類別裡打造一強勢品牌，提升 Toyota的整體競爭

力，根據 2005年 5月份一手車訊顯示，目前國產車市場上的前五大車款中，Toyota

即佔了四個名額，各個級距的市場領導品牌皆是 Toyota的車款，如表 X所示，

可見在每一個市場區隔打造一個強勢品牌是 Toyota品牌組合的目標之一。又據

鍾室長表示，由於 Toyota在 2004年之前的休旅車市場表現始終不及轎車亮眼，

所以決定推出WISH來改善劣勢，但另一方面也瞭解WISH的推出勢必會對原有

各款轎車造成銷售量上的影響，公司內部幾經考量後，決定以搶佔休旅車市場為

首要目標，所以還是如期推出WISH。 

 

表 4-6-7 2005年五月國產 TOP 5車型排行榜(單位：輛) 

排名 車型 2005年 5月 銷售佔有率  2005年累計 

1 豐田 Altis 1.8 2917 8.23% 14412 

2 豐田Wish 2.0 2638 7.44% 13811 

3 豐田 Vios 1.5 2507 7.07% 12933 

4 本田 CR_V 1767 4.99% 7773 

5 豐田 Camry 2.0 1755 4.95% 9708 

資料來源：一手車訊 2005年 5月份 p71 

 

鍾室長：推出WISH前，CAMRY本來在中型房車的市佔率超過一半，可是

WISH出來後，就下降至四成左右。ALTIS也在WISH推出後下降至 35%以內(原

本超過 40%)，當然不純粹是推出WISH的影響，還有受其它品牌的行銷策略影

響，不過這種情況在當初企畫時就有考慮到了。但還是以整體觀之，以整體的銷

售量為重，因為要把 Savrin(Mitsubishi)一枝獨秀的量搶過來。 

 創造綜效、發揮品牌權益當然也是 Toyota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因為都是汽

車的品項，所以所有的軟硬體資源均可共用、共同分攤成本，又甫獲得 2005年

全球十大國際品牌之第七傑的 Toyota已是一強勢品牌，自然會在每一個市場區



 - 185 - 

隔善用之，表現的形式即為不斷推出新車款，透過轉移消費者對 Toyota的信賴

感進而購買之。表 4-6-8為豐田汽車之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追求整理 

 
表 4-6-8 豐田汽車之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優先順序 目標追求 內容摘要 

1 
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 

為了要滿足所有消費者的需求，順

應市場趨勢，不斷推出新品牌、新

產品 

2 達成產品的明確性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

市場定位。 

3 打造強勢品牌 
在各個類別均擁有至少一個強勢品

牌，藉以提升豐田汽車的整體競爭

力。 

4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為副品牌與其它主品牌背書 

5 創造綜效 善用既有的各項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6-8為豐田汽車品牌組合策略之摘要整理表 
 

構面 內容摘要 

品牌層級樹

型圖 

從水平面可觀察到豐田共有 CAMRY、VIOS、ALTIS、
WISH、SURF、PREVIA、ZACE、HIACE等八個品牌
垂直面來看豐田的品牌層級樹可發現每個品牌均有進

行產品線延伸 

品牌群組 

以三種方式來區分，HIACE 有休旅車與商用車，所以
橫跨二個品牌群組。 
轎車：CAMRY、ALTIS、VIOS 
休旅車：WISH、SURF、HIACE、PREVIA 
商用車：HIACE、ZACE 

品牌組

合的結

構 

品牌網絡 
連結程度最強的是「CAMRY、VIOS、ALTIS、WISH、
SURF、PREVIA、ZACE、HIACE」 
連結程度次強的是「Daihatsu、HINO、LEXUS、S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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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品牌 WISH和 CAMRY 

金牛品牌 ALTIS 

側翼品牌 VIOS(入門款)，WISH(剛推出時補齊產品線) 

品牌活化者 
TOYOYTA全國兒童交通安全著色比賽(活動) 
豐田古典音樂會(活動) 
兒童自然劇場(活動) 

組合角

色 

增色品牌 無 

主品牌 Toyota 
背書品牌 Toyota、Lexus、TERCEL、COROLLA、ZACE 

副品牌 CAMRY、VIOS、ALTIS、WISH、PREVIA、HIACE、
SURF、ZACE 

敘述語 Solemio 
品牌差異者 豐田式生產 

產品定

義角色 

推動者 Toyota 

視覺圖樣設計 

1.全車系均於車身的前後正中央位置展露 Toyota的

LOGO，僅在車身後面的左邊或右邊展露車款名字 

2.所以副品牌均可一眼就看出與 Toyota的關係 

3.主品牌層級的 Toyota、Lexus、Scion會有差別，但仍

看得出有異中求同的設計調性存在  

品牌範圍 
橫跨的產品類別有卡車、轎車類、休旅車類、商用車類

等四種， 
維持與消費

者的相關性

(relevance)。 

為了要滿足所有消費者的需求，順應市場趨勢，不斷推

出新品牌、新產品 

達成產品的

明確性

(clarity) 
讓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各個品牌的市場定位。 

打造強勢品

牌 
在各個類別均擁有至少一個強勢品牌，藉以提升豐田汽

車的整體競爭力。 
槓桿運用品

牌資產 為副品牌與其它主品牌背書 

品牌組

合之目

標追求

優先順

序 

創造綜效 善用既有的各項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