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87 - 

第五章 個案整理與命題發展 

 本章內容將分成兩部分撰寫，首先是整理六個個案企業的資料，藉由文獻

的參考，發展足以區別個案企業之相似點與相異點的構面；再來則是根據整理

後的訪談內容與次級資料，輔以跨個案比較所得結果來進行命題發展。  

第一節 個案整理 

一、研究個案之成長策略比較 

 各訪談企業從創立迄今所採行的成長策略整理如表 5-1-1所示。可發現除

了王品集團外，其餘五家企業剛開始發展時，均以密集式之市場滲透深耕所選

定的市場區隔，而緊接著市場滲透策略之後所採行的成長方式多為密集式之產

品開發策略，諸如黑松、王品、花王、郭元益、豐田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推出新產品或改良現有產品一段時間後，企業多會大規模地再次調整現有的產

品線與提供物之內涵，像是黑松推出碳酸類別之外的新品類，味全、郭元益轉

而在現有品類內推出高價產品，花王針對新鎖定之婦幼市場區隔推出新品類，

所以黑松、味全、花王、郭元益的產品開發策略分成二階段進行之。 

 當一企業竭盡所能地在原經營範圍裡推出各個產品類別，且發展出多個個

別品牌後，將會開始思考如何以「現有產品開拓新市場的方式」來達到獲利繼

續增加的目的。像是黑松、味全、王品、郭元益均是在國內發展至一定程度後

才進而轉戰國際市場，而就一國際企業如花王、豐田從日本到台灣設立據點的

做法亦是如此。 

從上述所言可整理出一企業多以密集式之成長策略作為事業經營的開端，

且在採行密集式成長策略後，多可分為三階段進行之，依序為「市場滲透→產

品開發→市場開發」；而且可觀察到的實務現象是，不論是國內企業抑或是國際

企業，在採行密集式成長策略的過程中，均會有如此先後順序的趨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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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個案公司之成長策略比較 

階段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1 
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 

(1931~1950) 

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 

(1960~1979) 

多角化之 

水平、複和

(1992~1996)

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 

(1966~1984)

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 

(1867~1981) 

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 

(1950~1969)

2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Ⅰ 
(1950~1970) 

整合式之 
向前、向後 

 (1977~1989) 

密集式之 
市場滲透

(1996~2001)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Ⅰ

(1984~1988)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Ⅰ

(1981~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Ⅰ

(1969~1988)

3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Ⅱ 
(1970~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Ⅰ

(1979~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

(1996~2001)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Ⅱ

(1998~迄今)

密集式之 
市場開發 

(1996~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Ⅱ

(1988~迄今)

4 

密集式之市

場開發 
(2003~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Ⅱ

(1994~迄今) 

密集式之 
市場開發

(2004~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Ⅱ 
＆整合式之

水平 
(1999~迄今) 

密集式之 
產品開發Ⅲ

(1999~迄今)

5 
   密集式之 

市場開發 
(2002~迄今) 

  多角化之 
水平式

(2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個案之密集式成長策略的具體作為比較 

可從前一部份的探討內容發現密集式之成長策略多在企業發展歷程中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此部分將跨個案比較訪談企業在採行密集式成長策略時

的具體作為，整理如表 5-1-2所示。 

從表 5-1-2可觀察到研究個案在採行市場滲透時，多會僅以一個主品牌深

耕所處的市場區隔，像是黑松公司僅提供黑松汽水此一品牌長達 20年，味全公

司深耕乳品市場不論是奶粉或是鮮奶都只有一個品牌名稱-「味全」，王品集團

也是在王品台塑牛排深耕高級西餐市場長達 8年後，才在國內推出第二個品牌-

西堤。同時可從各品牌現在的市場表現觀察到，黑松汽水、王品台塑牛排、郭

元益、豐田均已成為一強勢品牌，亦即企業多會在採行市場滲透策略時，集中

資源傾全力培育出一個強勢品牌，各訪談企業之強勢品牌如表 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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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產品開發階段則可觀察到，各訪談企業在其多個產品類別裡均至少都

有一個品牌或副品牌，像是黑松在咖啡類別裡就有三個品牌：歐香、韋恩、畢

德麥雅；味全在果汁類別裡就有每日 C、自然果力二個品牌；花王在保養品有

也有二個品牌：SOFINA、蜜妮；至於王品則是在每一個類別裡推出一個品牌，

像是西式牛排的西堤、和風創作料理的陶板屋、燒肉類的原燒、火鍋類的聚； 

而另二個訪談企業-郭元益和豐田，則是在同一個類別裡發展出多個副品牌，前

者有黃金喜餅、璀璨喜餅等，後者則有 CAMRY、ALTIS、WISH、VOIS等。 

此外還可進一步觀察到各訪談企業現階段的主品牌多產生於此策略進行期

間，像是黑松公司的黑松沙士、綠洲、畢德麥雅、韋恩、FIN，味全公司的林

鳳營、貝納頌、每日 C，王品的西堤、陶板屋，花王的蕾妮亞、蜜妮、妙而舒、

一匙靈、絲逸歡，亦即產品開發策略會導致發展出多個主品牌的現象。 

而在市場擴張方面，僅黑松公司品牌組合策略的做法，在國內市場和國際

市場有明顯差異，黑松公司除了以現有的產品-黑松沙士、FIN拓展至國際市場

外，還在當地推出新的品項-乳果、真茶、纖果汁，此外更將所有的產品通通以

「黑松」的品牌名稱推出，讓 FIN轉而成為一副品牌的角色，此做法顯然是要

以「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飲料製造廠」之品牌資產，傳遞予海外消費者一個訊息-

「黑松」是值得信賴的品牌；但味全、王品、郭元益則完全移植在台灣現有的

一切做法至國際市場，像是味全公司首波國際化的品牌是「每日 C」，王品則是

以「王品台塑牛排」、「西堤」、「陶板屋」的品牌名稱至國際設立據點。 

而就一國際企業花王和豐田亦是如此，當其從日本拓展到台灣市場時，同

樣地是將其在日本國內的一套做法移植到台灣，像是日本花王一開始就以幾近

獨立的二個品牌-花王、新奇呈現在國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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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2個案公司採密集式成長策略之具體作為 

方式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市

場

滲

透 

黑松汽水 
味全奶粉 
味全鮮乳 

王品台塑牛排

花王 
新奇 
魔術靈 

郭元益 
漢式大餅 Toyota 

產

品

開

發 

黑松沙士,吉
利果, FIN,畢
德麥雅,韋恩,
歐香,天霖純
水,C&C,貝里
威士忌,LGG, 
黑松(果汁,茶,
運動飲料) 

每日 C,自然果
力,多采多姿, 
36法郎,貝納
頌,LCA506, 
林鳳營,北海
道奶茶,清露
新茶,雪の優

格,Action 
味全(鮮果汁,
布丁,優格,茶) 

西堤牛排 

陶板屋 

(和風創作料理)

原燒 
聚 

(北海道昆布鍋)

蕾妮亞 
蜜妮 

(&紅嫩瑩白)
妙而舒 
一匙靈 
絲逸歡 

SOFINA 

推出西式喜餅 
 

黃金喜餅 
璀璨喜餅 

Glory 
華嫣 
華舞 

CAMRY 
ALTIS 
VOIS 
WISH 
SURF 
ZACE 

PREVIA 

市

場

擴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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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 C 
味全優酪乳 

王品台塑牛排

西堤牛排 
   

以「郭元益」

為品牌名稱開

始外銷到日

本、香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1-3各訪談企業強勢品牌一覽表 

企業 品牌 選取標準 
黑松汽水

黑松 
黑松沙士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碳酸類第二名 
台灣碳酸飲料市場佔有率高達 30% 

林鳳營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鮮奶類第二名 
每日 C 味全公司指出：每日 C為純果汁市場上第一品牌。  

味全 
貝納頌 

味全公司指出：貝納頌為冷藏咖啡市場第一品牌。整體咖啡市

場第二品牌 
王品台塑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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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堤 2004年天下雜誌六大服務業品質大調查之連鎖餐飲類第二名 
王品 

陶板屋 2004年天下雜誌六大服務業品質大調查之連鎖餐飲類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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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匙靈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洗衣粉類第二名 
妙而舒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紙尿布類第二名 
魔術靈 花王公司指出：魔術靈是花王領先，和白博士差不多 
蜜妮男性

專用 
花王公司指出：純粹以男性來講，蜜妮 for men是最強的  

蜜妮防曬 花王公司指出：蜜妮的防曬、洗面類產品是強項。(報紙有) 

花王 

絲逸歡 花王公司指出：styling方面，絲逸歡則是第一 
郭元

益 
郭元益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喜餅類第一名 
目前的市佔率為 23％， 

Toyota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國產汽車第二名 
2005讀者文摘非常品牌白金獎 豐田 

Lexus 突破雜誌 2005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進口汽車第三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個案品牌組合目標追求順序之比較 

 企業以一品牌組合的觀點來管理所擁有的各個品牌、副品牌，所欲追求的

目標包括：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創造產品的明確性、打造強勢品牌、維持與消

費者的相關性、創造綜效等。從訪談個案中可發現大致上這五個項目都是企業

所欲追求的目標，但一企業的資源有限，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同時在這五方面有

傑出的，所以目標的追求是有先後順序的，整理如表 5-1-4所示。 

可觀察到「追求與消費者的相關性」多列為企業的首要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像是黑松、花王、郭元益、豐田等均如此；而將「打造強勢品牌」列為首要目

標追求的則有味全、王品；另外「創造產品的明確性」亦為各訪談企業名列前

茅的追求目標之一，反觀「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和「綜效創造」的品牌組合目

標，則多列為第四或第五重要的地位。所以接下的部分將分項比較各訪談企業

在追求各個品牌組合目標時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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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4個案公司品牌組合目標追求之順序 

重要性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1  相關性 強勢品牌 強勢品牌 相關性 相關性 相關性 

2  明確性 相關性 相關性 明確性 強勢品牌 明確性 

3  強勢品牌 明確性 綜效 強勢品牌 明確性 強勢品牌

4  綜效 
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
明確性 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

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 
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

5  
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 綜效 
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
綜效 綜效 綜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研究個案追求「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之具體作為比較 

本研究在整理各訪談企業於追求品牌組合目標之-「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

性」時，觀察到各個案的品牌組合策略皆會有「多個主品牌」以及「側翼品牌」

的樣貌呈現，如表 5-1-5所示。 

個案企業為了讓消費者在每一次的購買決策中，均能納入其為選擇考慮方

案之一，因此莫不以持續推出新品牌、新產品的方式來達到維持與消費者的相

關性。所以若一企業是有計畫地推出新品牌，則有很大的可能性會成為主品牌，

但若僅是為了在短期防禦或對抗競爭者的攻擊，則會形成側翼品牌。換言之，

主品牌或試測翼品牌的誕生都是為了要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亦即均是要

達成「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的目標使然。像是黑松公司為了滿足消費者對

咖啡的不同需求，所以咖啡類有二個主品牌：強調精緻的「畢德麥雅」以及訴

求「大罐夠份量」的韋恩；且當早期黑松公司的餐飲通路遭受競爭對手的強力

攻擊時，便推出補齊果汁類及酒類產品線的側翼品牌「綠洲」、「貝里威士忌」。 

而味全公司為了要滿足消費者對高品質產品的需求，所以有計畫地推出三

個主品牌「林鳳營、每日 C、貝納頌」；另外一方面，味全公司為了防止競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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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侵蝕其純果汁市場，所以推出側翼品牌「味全原榨柳丁汁」用以保護高價的

每日 C品牌。 

又郭元益為了要滿足消費者對不同風格喜餅的需求，因而推出富涵時尚潮

流感的「拉法頌」，自此和有濃厚中國味的「郭元益」形成郭元益公司的二大主

品牌。另外從日本豐田的角度觀之亦是如此，為了讓消費者在選購高級車時能

將 Toyota列入考慮，所以推出主品牌-Lexus。 

亦即企業在追求「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的過程中，其品牌組合多會發

展出多個主品牌與側翼品牌的角色。 

 

 表 5-1-5個案公司「維持與消費者相關性」之具體作為 

方式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多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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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全 
每日 C 
林鳳營 
貝納頌 

王品 
西堤 

陶板屋 

花王 
一匙靈 
魔術靈 
蕾妮亞 
妙而舒 
新奇 
絲逸歡 

郭元益 
拉法頌 

Toyota 
 Lexus 
Scion 
HINO 

Daihatsu 

      

側

翼

品

牌 

黑松 
綠洲(推出時) 
吉利果(推出時) 
貝里(推出時) 

LGG 

北海道奶茶

LCA506 
清露新茶 
味全原榨柳丁

汁 

西堤 絲逸歡 
(推出時) 

溫莎禮讚 VIOS 
(推出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研究個案追求「打造強勢品牌」之具體作為比較 

本研究在整理各訪談企業於追求品牌組合目標之-「打造強勢品牌」時，觀

察到各個案的品牌組合策略皆會有「品牌活化者」以及「品牌差異者」的樣貌

呈現，如表 5-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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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黑松公司的強勢品牌-黑松沙士，不斷地藉由新口味、新包裝、新標語

的形式來為其注入活力，同時在今年(2005)也大規模地舉辦以黑松沙士為名的

「黑松沙士 2005全國街頭籃球聯賽」。而味全公司的三個強勢品牌：林鳳營鮮

乳、每日 C、貝納頌，則均是透過創造「差異性」取勝。 

王品集團打造強勢品牌的做法則相當一致，均是透過與品牌定位連結的單

次大規模促銷活動方式來為主品牌注入活力，再輔以明顯強調產品差異點的方

式來塑造強勢品牌，像是王品台塑牛排透過在其十週年時舉辦的「您送十朵玫

瑰，我請千元饗宴」活動，再加上台塑牛排的招牌帶骨視覺象徵，於焉使其成

為高級西餐的強勢品牌；此外，陶板屋亦是透過「您穿紫色衣服，我請陶板饗

宴」的活動，以及在其 LOGO上清楚可見的產品利益點-「和風創作料理」，使

其達到一強勢品牌的地位。 

而花王公司的強勢品牌-「一匙靈、妙而舒、蜜妮防曬乳液」同樣地也是透

過與品牌定位相關的活動舉辦，以及傳達產品顯著利益點的方式，來塑造其成

一強勢品牌。像是一匙靈為品牌注入活力的方式為舉辦「亮彩公主秀自己選拔

賽」、「亮彩募衣節」等活動，輔以「超濃縮」的顯著差異特性，使其成為洗衣

用品類的強勢品牌；以及蜜妮防曬乳液藉由舉辦「蜜妮夏海灘，請你來狂歡」

活動，和高防曬係數的產品特性，站穩開架防曬品的第一品牌。 

郭元益公司打造「郭元益」成一強勢品牌的做法，包括以郭元益為名成立

「糕餅博物館」、「文化生活館」，推出創新包裝設計的「幸福摩天輪」，推出令

人耳目一新的「拉法頌」品牌，以及推出高價格溢酬的「京饌玉露」來使郭元

益成為喜餅產品的強勢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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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6個案公司「打造強勢品牌」之具體作為 

方式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品

牌

活

化

者 

黑松沙士 
ICE銀藍色包裝
Sweetie-想不到
的新味道！ 

黑松沙士 2005全
國街頭籃球聯賽 

林鳳營 
代言人-張艾嘉 

冬季熱飲抽獎活動 

綠巨人浩克新包裝 

王品 
您送十朵玫瑰

我請千元饗宴

陶板屋 
您穿紫色衣服

我請陶板饗宴

西堤 
義賣舊餐具 
招待新套餐 

一匙靈 
亮彩公主秀自己

選拔賽 
亮彩募衣節 
蜜妮 

蜜妮夏海灘 
請你來狂歡 
妙而舒 
媽咪俱樂部 
蜜妮 for man
吳彥祖 

郭元益 
糕餅博物館 
文化生活館 
拉法頌 

幸福摩天輪 

 

      

品

牌

差

異

者 

無明顯作為 

林鳳營 
濃、純、香 
每日 C 

100% 
新鮮自然好喝 
貝納頌 
喝的極品 

王品 
台塑牛排 
陶板屋 

和風創作料理

聚 
北海道昆布鍋

原燒 
原味燒肉 

一匙靈 
超濃縮 
蜜妮 

高防曬係數 
妙而舒 

彈性立體設計

郭元益 
京饌玉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研究個案追求「創造產品明確性」之具體作為比較 

本研究在整理各訪談企業於追求品牌組合目標之-「創造產品明確性」時，

觀察到各個案的品牌組合策略皆會有「多個主品牌」以及「多套視覺設計範本」

的樣貌呈現，如表 5-1-7所示。 

因為黑松公司讓人想到的就是碳酸飲料，為了使消費者不至於對其在推出

咖啡、果汁、優酪乳、茶、運動飲料等多個類別後對黑松品牌感到混淆，所以

黑松公司改以新的品牌名稱「畢德麥雅、韋恩、歐香」推出咖啡，以「綠洲」

推出果汁，以「FIN」推出運動飲料，其目的就是要讓消費者能很清楚地看到

韋恩，想到的就是咖啡產品。另外一方面為了使消費者能明確地分辨同是咖啡

類的三個品牌，所以黑松公司以三套視覺設計規範呈現不同品牌的差異。 

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同為飲料製造商的味全公司，為了讓消費者對其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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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新產品類別有明確的認知，所以會以全新的品牌名稱「貝納頌」推出咖啡

產品，以全新的「每日 C」品牌推出 100％純果汁。 

亦即從個案中可觀察到的是，訪談企業為了要凸顯其業務範圍內的各個產

品類別的明確性，會以多品牌、多套視覺設計的方式呈現於消費者面前。 

 表 5-1-7個案公司「創造產品明確性」之具體作為 

方式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多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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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全 
每日 C 
林鳳營 
貝納頌 

王品 
西堤 

陶板屋 

原燒 
聚 

花王 
一匙靈 
魔術靈 
蕾妮亞 
妙而舒 
新奇 
絲逸歡 

郭元益 
拉法頌 

Toyota 
 Lexus 
Scion 
HINO 

Daihatsu 

多

套

視

覺

設

計

範

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研究個案槓桿運用品牌資產之具體作為比較 

本研究在整理各訪談企業於追求品牌組合目標之-「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時，觀察到各個案的品牌組合策略皆會有「水平延伸」、「垂直延伸」、「背書品

牌」、「創造未來成長平台」的樣貌呈現，如表 5-1-8所示。 

由於黑松和味全同為飲料製造公司，所以水平延伸的做法雷同，均是以企

業品牌橫跨多個產品類別推出新產品的方式來槓桿運用品牌資產；而在創造未

來的成長平台方面，則都是以跨入和原業務範圍相差甚大的領域，來尋求未來

的發展機會。至於利用背書的方式來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則是每一家訪談個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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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取的做法，可能是因為個案企業均已是品牌知名度相當高的企業，所以企

業品牌為個別品牌背書的現象隨處可見。 

另外也可從研究個案中發現，企業甚少進行單一品牌的垂直延伸，訪談個

案中僅花王公司的蜜妮品牌有向上延伸推出「紅嫩瑩白系列」，以及郭元益向上

延伸推出「黃金喜餅」。 

 表 5-1-8個案公司「槓桿運用品牌資產」之具體作為 

方式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水

平

延

伸 

黑松沙士 
黑松可樂 
黑松果汁 
黑松茶 

黑松運動飲料

黑松優酪乳 

味全茶 
味全優格 
味全鮮果汁 

無 蜜妮男性專用

郭元益 
小福氣油飯 

(彌月) 
無 

垂

直

延

伸 

無 無 無 
向上延伸 

-蜜妮之紅嫩
瑩白系列 

向上延伸 
-黃金喜餅 無 

背

書 

吉利果, FIN,
畢德麥雅, 
韋恩,歐香, 
天霖純水, 
C&C, LGG 
貝里威士忌, 

每日 C,自然果
力,多采多姿, 
36法郎,貝納
頌,LCA506, 
林鳳營,北海
道奶茶,清露
新茶,雪の優

格,Action 

西堤 

陶板屋 

原燒 
聚 

新奇 
魔術靈 
蕾妮亞 
蜜妮 
妙而舒 
一匙靈 
絲逸歡 

SOFINA 

拉法頌 

Lexus 
Scion 
HINO 

Daihatsu 

創

造

未

來

成

長

平

台 

貝里威士忌 味全生技 無 SOFINA 無 Lexu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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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命題發展 

經分析次級資料與個案訪談內容後，均顯示於實務現象中，不同類型的企

業成長策略的確會影響品牌組合策略的形貌，而品牌權益以及品牌組合目標追

求也的確有其影響力存在。 

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之發現進行觀念性架構的修正，以及相關命題的發展，

如圖 5-2-1所示：  

 

 

 

企業成長策略 
1. 密集式 
2. 整合式 
3. 多角化 

企業品牌之品牌權益

1.知名度 
2.忠誠度 
3.聯想性 
4.知覺品質 

品牌組合策略 

1.角色與功能 
2.視覺圖像設計 
3.品牌範圍 
4.品牌結構 

品牌組合目標 

1. 追求綜效 
2.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3. 維持相關性 
4. 打造強勢品牌 
5. 創造產品明確性 

P3 
P4 

P6 P5 

P1 

P2 

P7 

圖 5-2-1 本研究修正後之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P9 

P10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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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1：成長策略會直接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內涵。 

品牌組合策略之內涵的形成會直接受到企業所採行的成長策略所影響，亦即

不同的成長策略會導致迥異的品牌組合策略形貌。舉密集式成長策略為例，由於

其僅在原有的營運範圍內找尋成長機會，因此所形成的品牌範圍與品牌結構的規

模勢必比不上採取多角化成長方式的企業。而單就一企業而言，企業品牌在密集

式成長策略下多會是主品牌，但在多角化策略下很可能就會變成是背書品牌，像

是台鹽採行多角化策略推出綠迷雅、多寶等保養品品牌後，台鹽就轉而擔任背書

品牌的角色；此外採行整合式成長策略時，也可能會讓企業品牌轉而成為背書品

牌，像是統一集團，當其向前整合推出「黑貓宅即便」配送服務後，企業品牌「統

一」就退而成為背書品牌。 

 經本研究深入分析訪談個案的六家企業後，歸納可得企業成長策略與品牌組

合策略之間的關聯性如下列命題所述。 

命題 1-1「市場滲透」之成長策略會導致「單個主品牌、單套視覺設計範本」。 

由表 5-2-1可知採行市場滲透策略後，導致僅有單個主品牌的訪談個案有王

品、黑松、味全、郭元益、豐田等五家企業；而由表 5-2-2可知採行市場滲透策

略後，導致單套視覺設計範本的訪談個案有王品、黑松、味全、豐田等四家企業。

所以採行市場滲透策略後，導致單個主品牌、單套視覺設計範本的訪談個案有王

品、黑松、味全、豐田等四家企業。 

當一企業採取市場滲透之成長策略時，多代表其正處於事業經營剛起步的階

段，因此會力求先培育出一個強勢品牌，所以會僅以一個主品牌深耕市場，伴隨

而生的就是單套視覺設計範本。像是黑松公司以黑松汽水深耕台灣碳酸飲料市場

近乎 20年的期間，皆以高比例版面展露黑松 LOGO字樣於瓶身正中央位置。另

外王品集團也僅以王品台塑牛排此單一主品牌深耕高級西餐市場，視覺設計方面

也只有一種基調色-紅色；其他的案例還有味全公司以單一品牌「味全」耕耘乳

品市場，不論是奶粉、鮮乳或是調味乳的包裝皆於正面明顯地展露味全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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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1-2「產品開發、水平整合」之成長策略會導致「多個主品牌、多套視覺設

計範本」。 

由表 5-2-1可得採行產品開發成長策略後，導致多個主品牌誕生的訪談個案

有王品、黑松、味全、花王等四家企業。可再由表 5-2-1得知採行產品開發成長

策略後，導致多套視覺設計範本的訪談個案有王品、黑松、味全、花王、郭元益

等五家企業。所以採行產品開發成長策略後，導致多個主品牌、多套視覺設計範

本的訪談個案有王品、黑松、味全、花王等四家企業。 

多個主品牌、多套視覺設計範本的做法其目的是為了要讓消費者能清楚地感

受到各個品牌的產品明確性所在，透過不同的視覺圖樣設計，除了可呈現個別品

牌間的差異點外，也有助於使企業的個別品牌在進行產品線延伸時，能迅速吸引

消費者的目光。 

像是花王公司的蜜妮品牌，其所有的產品包裝設計構圖均相當一致，不論是

卸妝、洗面或是毛孔產品，均有一道明顯的弧線狀圖樣呈現，就連其保養品副品

牌「紅嫩瑩白」系列亦是如此。而由其延伸出的蜜妮男性專用系列，為了讓男性

消費者能清楚地區分二者的差別，所以不僅去除弧線狀設計，還改以黑色包裝且

多了代表男性Man的M字樣在上頭推出此品牌，亦用意就是要極大化二品牌的

差異，必免造成消費者混淆。 

所以當採取產品開發成長策略時，雖然多個主品牌均隸屬於一企業所有，但

為了保有產品的明確性，仍會使每個主品牌都有其專屬的視覺設計規範。因此王

品集團下的陶板屋以紫色和薰衣草為基調，聚北海道昆布鍋則是橘色和天堂鳥，

原燒是綠色和海芋；黑松公司的畢德麥雅為杯裝產品，韋恩為 340ml大瓶罐裝，

且以牛仔服飾的圖樣為基調，歐香為 250ml鋁箔包或 240ml小瓶罐裝。 

此外水平整合之成長策略也會導致多個主品牌與多套視覺設計規範，像是郭

元益在 2002年推出拉法頌品牌後，就形成了二個主品牌的局面，雖然由於喜餅

的產業生態就是會不斷地更換包材和包裝，使得郭元益一直都有多套視覺設計範

本，但拉法頌誕生後，所帶來的是一套和原本截然不同的視覺圖樣設計，不僅字

體以法文呈現，就連配色、圖樣都改以藍色、藍綠色的蘇格蘭菱格紋為主，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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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成長策略與主品牌個數之關聯性 

型更是以類似珠寶收納盒的設計和郭元益形成明顯差異。 

水平整合導致多個主品牌與多套視覺設計規範的代表案例還有萊雅集團

(L’Oreal)。萊雅集團藉由併購的方式形成 17個聞名全球的強勢品牌，諸如植村

秀、媚比琳、碧兒泉、蘭蔻、薇姿、理膚寶水、卡尼爾、巴黎萊雅等，每一個品

牌都有專屬的品牌定位、品牌個性、代表性人物以及視覺圖樣設計，像是蘭蔻所

有的產品均以玫瑰花為設計基調，碧兒泉則是以象徵泉水的水滴狀為設計基調，

因此 17個品牌都是萊雅集團的主品牌。 

 

  企業成長策略 

 市場滲透 產品開發 水平整合 

多 
花王 

(花王、新奇) 

王品(2001年後)
黑松(1950年後)
味全(1977年後)
花王 

郭元益(拉法頌) 
萊雅 

主

品

牌

個

數 

單 

王品(台塑牛排)
黑松(汽水) 
味全(鮮乳) 
郭元益 
豐田(Toyota) 

豐田(Toyota) 

郭元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2-2成長策略與視覺圖像設計範本數之關聯性 

  企業成長策略 

 市場滲透 產品開發 水平整合 

多 
花王(花王、新奇)

郭元益 

王品(2001年後) 
黑松(1950年後)
味全(1977年後)
花王、郭元益 

郭元益(拉法頌) 
萊雅 視

覺

設

計

範

本

數 

單 

王品(台塑牛排)
黑松(汽水) 
味全(鮮乳) 
豐田(Toyota) 

豐田(Toyot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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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1-3「產品開發、市場開發」之成長策略會導致「背書品牌的誕生」。 

 由表 5-2-3可知採行產品開發成長策略後，促使背書品牌誕生的訪談個案有

王品、黑松、味全、花王、郭元益、豐田等六家企業；又採行市場開發成長策略

後，促使背書品牌誕生的訪談個案有王品、黑松、味全、花王、豐田等五家企業。 

背書品牌多誕生於採取產品開發或市場開發之成長策略時，是因為由已具規

模的企業品牌加以背書，可以替產品提供可信度，所以多由組織本身來擔任背書

品牌的角色，冀望讓消費者轉移對企業品牌的信賴感至新品牌或新產品上。像是

花王進行產品開發策略時，推出諸如一匙靈、蜜妮、絲逸歡等新品牌，藉由在包

裝正面呈現花王的 LOGO為其背書，而花王從日本市場開發到台灣時，也是透

過花王之企業品牌來為花王洗髮精和新奇洗潔精背書。 

味全亦是在採行產品開發策略時，透過在包裝背面製造商部分展露味全

LOGO的方式，為其果汁類別的每日 C、自然果力，咖啡類別的貝納頌、36法

郎等新品牌背書。 

 而背書品牌伴隨市場開發成長策略誕生的主要原因同樣地亦為提供海外市

場消費者對其產品的信心，藉由在國內甚至國際已擁有著名聲譽的品牌為產品背

書，必能減低消費者的購買風險。此作為的典範有豐田在美國推出全新的 Lexus、

Scion品牌，當消費者知道這二個品牌都是國際知名汽車大廠 Toyota所推出時，

自然會對其品牌印象加分不少；而味全的每日 C品牌能在中國大陸大放異彩，

也可歸功於是味全之企業品牌為其背書的效果呈現；另外像是王品集團旗下三個

品牌-王品、西堤、陶板屋相繼在中國大陸展店，亦是透過讓企業品牌扮演背書

者的角色來搶攻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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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命題 2：「成長策略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關係會受到企業品牌之品牌權益調節

當企業為了追求利潤並擴大經營領域之事業版圖時，其可選擇的成長策略有

三種：密集式、整合式、多角化，而誠如命題 1所述，不同的企業成長策略會導

致品牌組合策略之內涵有異。但「成長策略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關係還會受到

企業品牌之品牌權益所調節，特別是品牌聯想與品牌知名度這二個構面，在搭配

企業成長策略的選擇下，會深深地影響品牌組合策略樣貌的建構。其原因在於企

業品牌是品牌組合中存在最久的一個品牌，消費者接觸最深的品牌通常非企業品

牌莫屬，因此企業品牌所累積的品牌資產也最多，高品牌知名度、高品牌忠誠度，

以及極佳的品質認知對企業而言是一大助益，但品牌聯想則可能有正負兩方面的

影響效果，正的效果居多或是負的效果居多，則端視其所聯想的屬性為何。像是

本研究中的訪談個案幾乎均有「傳統、保守」的品牌聯想，所以不論是對成長策

略或是品牌組合策略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存在。 

至於「成長策略與品牌組合策略之間的關係」如何受到企業品牌之品牌權益

調節，如下列命題所述。 

  表 5-2-3密集式成長策略與背書品牌之關聯性 

  密集式成長策略 

 市場滲透 產品開發 市場開發 

有 
花王(花王、新奇) 

豐田(為各車款背書) 

王品(2001年後)、豐田、 
黑松(1970年後)、花王、 
味全(1977年後)、 
郭元益(1981年後，為西式喜

餅背書) 

王品(2004年後)、 
味全(2002年後)、 
日本花王、日本豐田 

背

書

品

牌 
無 
王品、黑松、味全、

郭元益 
   

黑松(以企業品牌推出產

品，所以沒有背書者) 
郭元益(以企業品牌外

銷，所以沒有背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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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2-1當企業採行「密集式之產品開發」成長策略，以及多角化之成長策略時，

會受到企業品牌之「品牌聯想性」所影響，導致形成多個主品牌、企業品牌退而

成為背書品牌之品牌組合策略。 

 當一企業決定以產品開發之成長策略在現有的市場上增加銷售額時，其可能

的做法為發展新產品或是改良原有的產品，而與之配套的品牌策略則會受到企業

品牌的品牌權益影響。如果處於企業品牌會和某一產品類別或屬性有強烈連結關

係的情況下，則大多數企業的因應做法為採取推出新品牌的方式來解決，亦即會

形成多個主品牌，且原企業品牌轉而成為背書品牌的品牌組合策略。 

像是黑松品牌幾乎與「碳酸飲料」的產品類別劃上等號，因此當黑松公司欲

推出新產品類別-果汁時，為了跳脫碳酸飲料的聯想，就會採取推出新品牌「綠

洲」做為解決方案；此外像是咖啡類推出「歐香、韋恩、畢德麥雅」，茶類推出

「就是茶」，優酪乳類推出「LGG」等品牌亦是相同的策略思考模式，而黑松品

牌之於這些個別品牌所扮演的角色即為背書者。至於味全則和黑松大同小異，當

味全公司欲發展其它的飲料產品類別時，受限於味全品牌在乳飲類別會直接聯想

到乳製品，所以為了讓消費者能清楚分辨味全在乳品和在其他飲料產品的差異

點，遂採行推出新品牌的做法，諸如在純果汁類推出「每日 C」，稀釋果汁類推

出「自然果力」，咖啡類推出「貝納頌、36法郎」，運動飲料推出「Action」等，

而味全品牌此時就退而成為各個別品牌的背書者。 

而會有 Lexus品牌的問世也是因為 80年代末期豐田汽車欲推出高級車時，

受限於 Toyota品牌始終與「平價、大眾化、保守傳統」等屬性有強烈連結的事

實，致使日本豐田為了能確實晉級高級車行列，於是推出全新品牌-Lexus；此外，

推出 Scion品牌也是豐田想要落實品牌年輕化的具體作為，藉由車型設計相當具

有活力且色彩豐富的新車款來正面強化 Toyota的品牌聯想，並且這二個主品牌

-Lexus與 Scion皆是以 Toyota做為其背書者角色。 

而當王品集團欲在王品台塑牛排之後再推出新的產品類別時，由於受到王品

與牛排產品過於強烈聯想的事實影響，致使王品集團以新品牌-西堤、陶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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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燒、聚等作為新產品類別的品牌名稱，於焉形成多個主品牌，且以王品為其背

書的品牌組合策略。 

此外，當公司目前所處的產業並未顯現成長獲利的機會，或是在目前的業務

範圍之外發現有更好的機會時，則採取多角化的成長策略為一正確選擇，像是郭

元益即將在年底開設婚紗店，未來將跨足旅遊業、飯店業、珠寶精品業等利用豐

富顧客資料庫所進行的水平式多角化成長策略，但由於郭元益品牌與「喜餅」的

產品類別強烈連結，所以會以新的品牌名稱進行多角化策略，亦即會產生多個主

品牌，同時企業品牌-郭元益轉而擔任背書者的角色。 

同樣情況亦發生在台鹽公司，當其欲多角化推出洗面乳、保養品時，受限於

台鹽與「食用鹽」的連結程度過於強烈，所以改以新品牌名稱-蓓舒美、綠迷雅

來展開新事業的經營，而台鹽則轉而扮演背書品牌的角色。 

 

命題 2-2當企業採行「密集式之市場開發」成長策略時，會受到企業品牌在國際

市場上之品牌知名度的影響，導致國內與國外的品牌組合策略內涵有所差異。 

當一企業在國內發展至一定規模時，便會採取市場開發之成長策略，開始拓

展國際版圖，用以創造更多的利潤。而當其欲將在國內已建構成形的品牌組合策

略移植到國外時，卻會受到企業品牌在國際市場的知名度表現而有所調整，亦即

當企業品牌在國際市場已具有高知名度時，完全移植國內的品牌組合策略是可行

的，但若企業品牌在國際市場不具知名度時，則在海外市場的品牌組合策略將不

同於國內已建構成形的樣貌。 

像是味全公司在與康師傅合併後，也順勢建立起味全品牌在大陸市場的知名

度，所以有助於其沿用在台灣的品牌組合策略做法，即仍以主品牌的方式推出每

日 C，並以味全品牌為其背書。另外王品集團得以順利將王品台塑牛排打入中國

市場，而不需對其品牌組合策略有所修正的原因在於其品牌名稱中的「台塑」字

樣呈現，由於王永慶的台塑集團在中國相當著名，所以王品台塑牛排間接使得消

費者對其不陌生，因此不需要更動品牌組合策略的內涵。而豐田汽車當初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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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到台灣時，由於 Toyota已是世界知名品牌，所以其品牌組合策略完全移植

在日本的做法。 

但在中國品牌知名度不高的黑松公司則是另一套做法，由於黑松公司較晚到

大陸設廠，且沒有和當地企業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所以對大陸的消費者而言，黑

松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品牌，致使黑松公司在中國大陸所採行的品牌策略為「統一

品牌策略」(branded house)，只有一個主品牌-黑松，且不再有背書品牌的角色，

另外視覺圖樣設計也跟著調整，黑松字體擴大跟副品牌 FIN、真茶、乳果、纖果

汁等一樣大，迥異於其在台灣的做法  

 

命題 3：品牌組合目標之設定有優先順序之別。 

經本研究深入分析訪談個案後，整理可得企業建構一品牌組合策略的目標追

求有五大項，分別是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創造強勢品牌、創造產品明確性、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以及綜效創造。又雖然大部分的訪談個案其目標追求均包含

此五項，但同時亦可發現在目標追求方面是有優先順序之別的，如表 5-2-4所示，

像是王品集團優先追求的目標是「打造強勢品牌」，再來才是「維持與消費者的

相關性」。因為企業的資源有限，要在短時間內就一舉成功地達到這五個目標可

謂天方夜譚，所以會進行重點選擇，率先追求目前最欠缺的或是最急迫的目標。 

所以總計共有黑松、花王、郭元益、豐田等四個訪談個案以「維持與消費者

的相關性」為品牌組合策略之首要目標；而以「創造產品明確性」為品牌組合策

略之次要目標追求的有黑松、花王、豐田等三個訪談個案；以「打造強勢品牌」

為品牌組合策略之第三重要目標的有黑松、花王、豐田等三個訪談個案；以「槓

桿運用品牌資產」為品牌組合策略之第四重要目標的有味全、花王、豐田、郭元

益等四個訪談個案；以「綜效創造」為品牌組合策略之第五重要目標的有味全、

花王、豐田、郭元益等四個訪談個案。 

    表 5-2-4品牌組合目標與個案目標追求順序之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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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組合目標 

 綜效 
槓桿 
運用 

強勢 
品牌 

相關性 明確性 

王品 3 5 1 2 4 

黑松 4 5 3 1 2 

味全 5 4 1 2 3 

花王 5 4 3 1 2 

郭元益 5 4 2 1 3 

訪

談

個

案

之

追

求

順

序 豐田 5 4 3 1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命題 3-1多以「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為品牌組合策略之首要目標追求。 

如表 5-2-4所示，總計共有黑松、花王、郭元益、豐田等四個訪談個案以「維

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為品牌組合策略之首要目標。其理由為必須先讓一企業之

旗下品牌始終落入消費者的購買選擇考慮範圍，才有其他後續的行銷策略或績效

目標可言，所以積極掌握市場趨勢，不斷推出新品牌或新產品來維持與消費者的

相關性，就成了各企業品牌組合策略的首要目標追求。 

而各訪談個案為追求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之具體作為均包括在同一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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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滿足消

費者的各種不同需求，像是黑松公司單在咖啡類別裡就推出畢德麥雅、韋恩、歐

香三個品牌，不論消費者對咖啡的需求為何，黑松公司均能使其品牌成為消費者

的選擇方案之一，像是若要喝精緻的咖啡就有畢德麥雅可供選擇；想要迅速提

神，有特濃的韋恩得以滿足需求；只想淺嚐咖啡味，可考慮歐香。 

另外像是花王公司在洗衣類有一匙靈和新奇二個品牌也是雷同的策略思

考，一匙靈品牌用以滿足消費者想要少量使用就能達到強力清潔功效的需求，新

奇則是滿足消費對洗衣粉物美價廉的需求。同樣地，構成豐田汽車在休旅車類別

有WISH、SURF、PREVIA等三種車款的品牌組合形貌，其用意即是為了要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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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費者的需求使然，譬如當消費者想要購買的是可乘載全家老小一同出遊且價

格在百萬以內的休旅車時，若豐田沒有提供WISH車款，則豐田將無法成為消費

者的購買考慮方案之一，亦即失去了與消費者的相關性。 

所以才會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傾向提供多樣化的產品選擇，像是郭元益在高價

區隔就有拉法頌、黃金喜餅、儷妍三個品牌，其目的即是為了要滿足市場環境不

斷變化下的各種消費者需求，而追求相關性的目標前提下，也致使所形成的品牌

組合內容愈顯豐富。  

 

命題 3-2多以「創造產品明確性」、「打造強勢品牌」為品牌組合策略之次要目標

追求。 

如表 5-2-4所示，總計共有黑松、花王、豐田等三個訪談個案是以「創造產

品明確性」為品牌組合策略之次要目標。其背後理由導因於企業品牌的品牌聯想

若和某一產品或屬性已存在強烈連結的關係，則為了要讓消費者跳脫既有企業品

牌的屬性聯想，將會以推出全新品牌的方式來使消費者很清楚地知道新品牌的產

品類別與市場定位。像是對消費者而言，王品會直接的聯想到牛排產品，所以當

王品集團欲拓展餐飲版圖至火鍋市場時，就會以「聚 北海道昆布鍋」來建立新

品牌的產品明確性。因此當一企業的業務範圍逐漸擴展時，為了要使各產品類別

在消費者心目中不至於造成混淆的情況發生，就會形成多個主品牌的品牌組合策

略。 

缺乏產品明確性而導致品牌價值下降的企業可舉皮爾卡登為例，當其從時裝

水平延伸到旅行箱、皮件飾品再到女性內衣時，已讓消費者感到相當混淆，不禁

產生疑問「到底皮爾卡登真正的產品是什麼？」國內的味全公司也有異曲同工之

妙，味全公司最早的提供物是調味品-味精，後來為了充分利用副原料，再跨入

醬油產業，接著因為環境變遷開始投入乳品製造，初期也以「味全」為名推出奶

粉和鮮乳；發展至此，一提到「味全」品牌，消費者反而無法明確地說出到底味

全提供的是什麼類別的產品，所以味全公司為了創造產品的明確性，於焉推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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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營鮮乳、每日 C純果汁等品牌，企圖塑造一個品牌高度連結一項產品類別的

目標。 

此外，各訪談個案多以品牌差異者做為追求創造產品明確性之具體手段，讓

即便是在同一個品牌群組的各個品牌也能有清楚的明確性。像是黑松公司的 FIN

強調「等滲透壓健康補給飲料」，韋恩咖啡訴求「大罐夠份量」，畢德麥雅訴求「冰

釀」精緻咖啡；花王公司的一匙靈是以「濃縮」特性見長；味全公司的每日 C

主張「100%新鮮自然」純果汁、林鳳營強調「濃純香」的高品質鮮乳；另外豐

田汽車則是以排氣量之級距來明確定義每個車款的市場定位，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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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打造強勢品牌」目標的主要理由即為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當一企

業擁有多個強勢品牌，則其對通路商的議價力自然會上升，不僅市場佔有率能大

大提升，進而創造利潤，也能增加在消費者心中的心理佔有率(mind share)。所以

王品集團訂出要在 2030年打造 30個強勢餐飲品牌，味全公司以五年內打造 10

個營業額五億的品牌為首要目標。 

而黑松、花王、豐田、郭元益等四個訪談個案未把「打造強勢品牌」列為首

要目標的理由，在於其所思考的是必須要先讓自家企業的品牌/產品線都能滿足

消費者後，才能進一步追求在每一個產品類別裡至少建立一個強勢品牌。 

打造強勢品牌的目標僅列為次重要的理由在於當產品不具有與消費者的相

關性，則很難能成功塑造成一強勢品牌。像是郭元益的拉法頌品牌必須先致力於

讓即將結婚的準新人在購買喜餅時，都一定會納入拉法頌成為考慮的選購方案之

一，在這樣的前提下，郭元益才能進一步去塑造拉法頌成強勢品牌。 

 

命題 3-3多以「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綜效創造」為品牌組合策略之再次要目標

追求。 

如表 5-2-4所示，總計共有味全、花王、豐田、郭元益等四個訪談個案是以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為品牌組合策略之第四重要的目標。為了善加利用現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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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品牌的品牌權益，所以會採取水平延伸或垂直延伸的做法來發揮之，像是味全

的林鳳營鮮乳推出優酪乳；王品集團的王品台塑牛排向下垂直延伸推出西堤牛

排，再進一步以王品為西堤背書；花王公司為創造未來的成長平台垂直向上延伸

推出 SOFINA專櫃保養品；郭元益推出黃金喜餅、拉法頌喜餅等，而就日本豐

田來看也是如此，推出高價的高級轎車 Lexus亦為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的做法。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僅列為次次重要的目標追求，其理由在於若無一強勢品

牌，則很難有槓桿運用的作為產生。所以多芬(DOVE)能水平延伸至多個產品類

別的前提在於多芬已在香皂類別成一強勢品牌，所以才能進一步推出洗髮精、洗

面乳等產品。對訪談個案亦然，當產品還不具有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且明確性也

尚不足時，則形成無強勢品牌的局面，當然無所謂的品牌資產可茲槓桿運用了。 

訪談個案之綜效創造的具體作為包括黑松公司以多品牌策略有效運用其關

係深厚的專屬經銷網絡；王品集團移植其一五一投資方程式等管理模式至各個別

品牌；郭元益與拉法頌二個品牌共用通路等。均是為了使現有資源包括人力、通

路、管理知識等，更有效率地分配至該著力的部分，所以立基於以一品牌組合的

觀點管理之。 

相較之下，追求綜效此目標對企業而言顯然是較不重要的一環，其理由在於

不會單單僅為了要善加利用現用資源，就去進行品牌延伸或是多角化，繼而推出

主品牌、副品牌等，綜效的創造多是一附帶的結果呈現，亦即不論是要維持與消

費者的相關性、或是創造產品的明確性，甚至打造強勢品牌，都會伴隨綜效產生

的現象。 

命題 4：企業的成長策略會直接影響品牌組合目標之達成。 

成長策略的決定權多隸屬於事業層級所擁有，必須先等到未來的成長策略決

定後，其它功能層級(產、銷、人、發、財)的目標才會浮現，亦即策略引導目標

的產生。所以當一致力於建構品牌組合策略的企業在追求成長時，不同的成長策

略選擇將會影響其品牌組合目標的達成情況，企業的成長策略有三大類：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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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整合式、多角化，顯然多角化的成長策略是可以達到創造綜效的目標，表

5-2-5為企業的成長策略如何對品牌組合目標造成影響的整裡表，詳細命題如後

所述。 

 表 5-2-5成長策略與強勢品牌個數之關連性 

 企業之成長策略 

 市場滲透 產品開發 水平整合 

單 
黑松汽水、味全鮮乳、

王品台塑牛排、豐田 
郭元益 

   

強

勢

品

牌

個

數 

多 

花王(花王、新奇) 黑松(黑松沙士、FIN)
豐田(Lexus、HINO) 
味全(每日 C、林鳳營)
王品(西堤、陶板屋) 
花王(一匙靈、妙而舒)

郭元益(拉法頌) 
萊雅(蘭蔻、植村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命題 4-1「市場滲透」之成長策略有助於「打造單一強勢品牌」的目標實現。 

 若一企業採行的是積極增加現有產品在現有市場上的銷售額，亦即繼續深耕

原營運範圍的市場滲透策略，則其將可以達到「打造單一強勢品牌」的組合目標，

像是黑松汽水耕耘碳酸類飲料市場近乎 20年的時間，致使其成為黑松企業最具

代表性的商品；而味全鮮乳在市場滲透期間一度成為市場領導品牌長達數年；王

品台塑牛排更是「市場滲透始成強勢品牌」的代表性案例，在市場滲透期間，以

詳述牛排的細部做法來塑造高級的形象，同時也以精準的數字來描述各類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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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權益不斷累積下，王品始成為一強勢品

牌。而豐田小型車在深耕台灣市場期間配合法令限制，致力於取得計程車車輛的

業務經營，在尚未全面開放進口與國產化時，豐田在小型車的市場佔有率就已高

達 30％，奠定其成為領導品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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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4-2「產品開發」之成長策略有助於「打造多個強勢品牌」、「維持與消費者

的相關性」的目標實現。 

 藉由在現有的市場上發展新產品或改良原有的產品，來增加營業收入的產品

開發策略，將可以達到二個目標-「打造多個強勢品牌」以及「維持與消費者的

相關性」，前者的形成在於當企業推出新產品類別時，若是採取新品牌經營新品

類的做法，即代表其欲積極塑造此一品牌成市場領導品牌的決心，所以像是黑松

公司的黑松品牌已有碳酸飲料、運動飲料、茶、優酪乳等多個品類，但當其特別

推出同為碳酸飲料的「吉利果」、同為運動飲料類別的「FIN」、同為茶類別的「就

是茶」、同為優酪乳類別的「LGG」等品牌時，即代表黑松公司欲追求打造多個

強勢品牌的目標。同樣地，味全品牌在既有的乳品、果汁、茶、優格等多個品類

在推出「林鳳營」、「每日 C」、「自然果力」、「雪の優格」、「清露新茶」等品牌的

用意也同為「打造多個強勢品牌」。 

此外上述做法所追求的另一個目標即為「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不斷藉

由產品開發策略來推出新產品，或改良現有的產品，其用意均為因應市場趨勢的

變動，滿足消費者的各項需求，像是郭元益察覺市場有高價喜餅的需求，所以推

出強調「一輩子的事 值得奢侈一次」的高價黃金喜餅；又花王公司亦是察覺男

性在使用清潔產品上漸具自主性與強調個性化後，特別推出「蜜妮男性專用」的

一系列產品藉以滿足男性之市場區隔。 

 而豐田不論是在集團層級推出 Lexus、Scion或是在主品牌 Toyota層級推出

CAMRY、WISH、ALTIS、VOIS等，其背後用意除了以打造各個產品區隔均擁

有一個強勢品牌為目標外，還有追求滿足消費者的各項需求，亦即創造與消費者

的相關性，不論消費者想要的是高級車、入門車或是休旅車，豐田汽車在各個車

款類別均有產品可供選擇。 

 

命題 4-3「水平整合」之成長策略有助於「打造多個強勢品牌」的目標實現。 

 透過整合同業，增加在同一產業控制權的水平整合成長策略，將有助於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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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多個強勢品牌」的目標，像是郭元益整合拉法頌品牌後，所帶來的效益包

括一方面可正面再強化郭元益的品牌形象，二方面可透過交叉行銷宣傳帶來顧客

量增加、品牌知名度提升，均使得郭元益與拉法頌已逐漸邁向強勢品牌之列。此

外，國際化妝品大廠萊雅(L’Oreal)透過水平整合的方式，併購世界各地的知名彩

妝或保養品牌，使其享譽全球的強勢品牌高達 17個之多。 

 

命題 4-4「多角化」之成長策略有助於「創造綜效」的目標實現。 

透過多角化的三種方式： 集中式多角化-在現有的產品線上增加具有共通

技術或共通市場的產品 水平式多角化-增加與原有產品線不完全相關的新產品

複合式多角化-增加與現有技術、產品或市場毫無關連的新產品，來使有限的

資源包括人力、財力、管理知識、軟硬體設備等，達到效率運用的狀態，謂之綜

效創造。 

就味全整個企業來看，當其從「味全味精、味全醬油、味全醬菜」複合式多

角化到「味全生技」即達到有效運用其生化知識方面的資源，投入經營生技產業

則是市場趨勢使然，所以當味全橫跨多個產業類別後，其所累積的管理知識與人

力資源將可做充分運用，達成創造綜效的目標。 

另外像是台鹽採取集中式多角化至清潔用品，複合式多角化至保養品、健康

食品等的做法亦可為其帶來綜效的創造。前者的具體作為包括均以「鹽」為原料

推出蓓舒美洗面乳、鹹性牙膏、沐浴鹽等產品，後者則是推出綠迷雅、多寶等保

養品牌，以及膠原蛋白、鈣片等健康食品。 

 

命題 5：品牌組合目標會直接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內涵。 

品牌組合策略的用意在於清楚界定各個品牌所必須擔負的責任與所必須發

揮的功能，從事品牌組合管理的最大優點在於其是以一整體的觀點來檢視所有品

牌，像是可能會發現 A品牌與 B品牌相輔相成所能達到的效果，會遠比單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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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經營 A或 B品牌來的明顯。一企業建構品牌組合有五大目標追求，分別是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創造產品明確性、打造強勢品牌、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

以及創造綜效，既然是「品牌組合」的目標，自然是意謂要組合內各個品牌同心

協力、妥善配置才能達到，所以目標的不同勢必會使得各個品牌的配置有所更動。 

本研究分析訪談個案後發現，除了追求創造綜效的目標沒有對品牌組合的內

容造成明顯影響外，其餘四個目標都會對品牌組合的內容有所影響。品牌組合目

標如何直接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內涵如下列命題所述。 

 

命題 5-1追求「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的目標會「擴大品牌範圍」。 

若能槓桿運用既有的強勢品牌資產，將可使一品牌價值淋漓盡致地充分發

揮，而其最佳做法即為從事垂直延伸或水平延伸，像是奇異公司(GE)垂直延伸推

出高價的輪廓系列(Profile)與平價的熱點系列(Hotpoint)；BenQ從筆記型電腦水

平延伸至手機、MP3；Panasonic從電器用品水平延伸到手機、MP3、數位相機，

均是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的代表性案例。所以在充分槓桿運用品牌資產下便能擴大

品牌範圍，誠如訪談個案中黑松與味全二家企業在乳品產品的表現，黑松品牌最

早的產品類別是碳酸汽水，後來水平延伸至果汁類別，推出黑松柳橙汁、黑松蘋

果 C等產品，還有水平延伸至茶類，推出黑松麥茶、黑松泡沫綠茶等產品，以

及黑松運動飲料、黑松美天優酪乳等，不斷地利用黑松品牌進行水平延伸，使得

黑松公司的品牌範圍所涵蓋的產品類別愈來愈廣、規模愈來愈大。同樣地情況亦

發生於味全品牌，從味全乳品水平延伸到味全葡萄汁、味全菊花茶、味全醇奶布

丁、味全優格等多個產品類別，不斷地擴大味全乳飲事業部的品牌範圍。 

 

命題 5-2追求「創造產品明確性」的目標會「形成多個主品牌、多套視覺圖像設

計範本」。 

為了要使消費者對企業的提供物不至於造成混淆的情況發生，因此會以追求

「創造產品明確性」為目標，而大多數企業的操作方式即是在每一個產品類別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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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一個品牌，或是多個品牌但定位不同，藉著讓個別品牌直接聯想某一產品類

別或屬性，就不易造成混淆的現象發生。 

像是 Toyota與「平民車」之產品類別的品牌聯想過於強烈，日本豐田為了

使消費者對其高級車有迥異於 Toyota的明確認知，所以採取推出新品牌 Lexus

的做法，輔以全新 LOGO設計的配套措施，讓消費者一眼就能看出二者的差別

所在；而由於花王品牌直接聯想到的產品類別就是「洗髮精」，所以若是以「花

王」的品牌名稱推出其它的產品類別，從消費者端觀之將無法形成產品的明確

性，因此為了讓消費者能輕易地分辨出花王公司其它產品類別的差異所在，於是

在洗衣類推出一匙靈、新奇，生理類推出蕾妮亞，紙尿褲類推出妙而舒。 

黑松公司的做法亦為如此，由於黑松品牌讓人想到的就是「碳酸飲料」，所

以為了避免造成消費者混淆的情況發生，黑松公司於是在其它的產品類別裡採行

推出新品牌的做法，諸如果汁類的綠洲，咖啡類的韋恩、畢德麥雅、歐香，茶類

的就是茶等。  

 

命題 5-3追求「打造強勢品牌」的目標會導致「品牌活化者」與「品牌差異者」

的產生。 

一企業莫不以成為市場領導品牌為目標追求，且若能擁有多個強勢品牌對公

司而言將會是更有利的競爭優勢，而大多數企業打造強勢品牌的做法均是透過品

牌活化者與品牌差異者來達到目標。像是味全的林鳳營品牌，透過代言人「張艾

嘉」、「綠巨人浩克」新包裝、「冬季熱飲」抽獎活動等品牌活化者來提高品牌知

名度，以及「濃純香」、「高品質鮮乳」等品牌差異者來塑造高評價的品質認知，

進而提升品牌忠誠度，於是成功地打造「林鳳營」成一強勢品牌」。 

 另外，郭元益公司打造強勢品牌-「郭元益」的做法亦是同時透過品牌活化

者與品牌差異者來達成，前者像是推出拉法頌品牌、成立郭元益糕餅博物館、郭

元益文化生活館、創新包材使用-幸福摩天輪，用以提升品牌知名度與正面強化

品牌聯想；至於品牌差異者則是「京饌玉露」，為郭元益帶來高評價的知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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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黑松公司打造強勢品牌-「黑松沙士」的做法主要是藉助品牌活化者來達

成，像是推出新口味 ICE、Sweetie，以及 ICE的銀藍色新包裝、Sweetie的口號

「想不到的新味道！」，還有舉辦「黑松沙士 2005全國街頭籃球聯賽」上述做法

的用意在於正面強化品牌聯想；另外花王公司打造強勢品牌-「一匙靈」的做法

也是透過品牌活化者來達成，像是舉辦「亮彩公主秀自己選拔賽」、「亮彩募衣節」

等活動來提升品牌知名度與忠誠度。 

 

命題 5-4追求「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的目標會「形成側翼品牌、多個主品牌」。 

為了使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始終進入消費者的購買選擇考慮範圍，所以企

業會不斷推出新產品、新品牌用以滿足消費者各式各樣的需求。所以當產品類別

愈多時，則會導致多個主品牌誕生，像是王品集團跨足火鍋類別就推出「聚 北

海道昆布鍋」，跨足燒烤類別就推出「原燒」；黑松公司跨足咖啡類別就推出「歐

香、畢德麥雅、韋恩」三個品牌，跨足優酪乳類別就推出「LGG」；日本豐田跨

足高級車類別就推出「Lexus」；花王公司跨足開架保養品就推出「蜜妮」，跨足

專櫃保養品就推出「SOFINA。」 

而為了在短時間內就創造起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不論是補齊產品線、防禦競

爭者攻擊，或是保護高價品牌，均會導致側翼品牌的誕生。像是黑松公司推出果

汁類的「綠洲」品牌就是要對抗競爭對手-香吉士的大舉入侵，而推出酒類產品

「貝里威士忌」則是為了要補足產品線滿足內部顧客-經銷商的需求。而郭元益

為了搶佔包材的優勢，防禦競爭者攻擊，所以推出「溫莎禮讚」也是側翼品牌的

具體作為。另外像是味全公司為了補齊產品線，推出北海道奶茶、LCA506活菌

發酵乳、味全布丁、清露新茶；為了保衛高價品牌-每日 C，所以推出「味全原

榨柳丁汁」也都是側翼品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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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6品牌組合目標之追求會直接影響企業成長策略之選擇 

當觀察到企業紛紛強調其競爭優勢是服務品質的實務現象時，意謂著行銷導

向的公司愈來愈多，表現出來的具體作為即是「目標指引策略的進行」，亦即可

發現企業多是先訂定好要達到什麼目標後，再決定要採取什麼策略去達成，換言

之，策略僅是達成目標的手段之一，譬如公司訂定的目標是今年要創造五億的營

收額，則其可採行的策略包括了減價促銷、外銷、策略聯盟等多種方式，而這些

方式均可以達到所設定的目標。 

所以除了如命題 4所述-企業成長策略會影響品牌組合目標之達成外，反之

亦是成立的命題，即當設定的品牌組合目標不同時，所會採取的成長策略亦會有

異，至於差異是以何種形貌呈現，可由下列命題得知。 

 

命題 6-1 追求「綜效創造」之品牌組合目標，會採取多角化之成長策略。 

當一企業以創造綜效為其首要品牌組合之目標追求時，將促使其採取多角化

的成長策略，訪談個案中的郭元益公司尤為代表，當其擁有的優勢是為數眾多的

顧客資料時，誠如受訪者葛副理所言，若郭元益還是侷限在糕餅產業裡經營，則

很難充分運用這些資源，所以為了善加利用豐富的顧客資料，未來的發展方向勢

必得跨出糕餅業，亦即不會採行密集式的成長策略；又整合上下游或是同業也不

列入考慮，因為若採行整合式的成長策略，則仍然還是在糕餅產業裡打轉，發展

的空間始終有限，所以在追求創造綜效的目標前提下，郭元益決定採取多角化的

成長策略。 

 

命題 6-2 追求「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之品牌組合目標，會採取密集式之產品

開發成長策略。 

 當一企業以「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為其首要品牌組合之目標追求時，將

促使其採取密集式之成長策略，可從多個訪談企業的具體實務表現得一驗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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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松公司以滿足消費者各式各樣「喝」的需求為品牌組合之目標追求，所以光

是飲料類別所推出的產品項目就將近百種之多，亦即黑松公司為了使自己能始終

是消費者的購買考慮選擇方案之一，所以不斷地推出新產品與改良產品。 

而像是花王公司也為了讓自己不會在消費者購買考慮選擇方案中缺席，所以

不斷地進行產品線延伸，推出新產品，尤其以魔術靈為代表，其推出的品項涵蓋

廚房、浴室、玻璃、地板、馬桶等，不論消費者想清潔哪個地方，魔術靈均能提

供產品滿足之。 

總地而言，當一企業選擇以「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為品牌組合之首要目

標追求時，為了要達成目標，就必須讓組合內的各個品牌都隨時和消費者保持密

切關係，而最佳的做法就是因應消費者需求，不斷推出新產品或改良現有產品以

滿足之。 

 

命題 6-3 追求「打造多個強勢品牌」之品牌組合目標，會採取密集式之產品開發

成長策略。 

典型的案例為王品集團和味全公司，王品集團的醒獅團計畫先勾勒出其品牌

組合的目標是要在 2030年擁有 30個強勢品牌，接著以產品開發的成長策略做為

其達成目標之手段，在餐飲類別裡不斷推出新產品，像是西堤、陶板屋、原燒、

聚等品牌，以成功打造王品、西堤、陶板屋為強勢品牌。 

而味全公司的品牌組合目標為五年內創造 10個五億的強勢品牌，也同樣是藉由

產品開發的成長策略來逐步達成，現階段已成功塑造每日 C、林鳳營、貝納頌等

三個成為強勢品牌。 

亦即若整體品牌組合的目標是以創造多個強勢品牌為首要追求方向，則成長

策略的選擇多會傾向產品開發策略，相較於多角化或是整合式成長策略的優點在

於成功機率較高、風險較低，以及可節省資金成本。因為不論是多角化或是併購

案均會牽涉到相當多的不確定性。所以當企業已成功打造出一強勢品牌時，則可

進一步複製其成功經驗至其他品牌，基於學習效果的發揮，將顯著地提高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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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第三個強勢品牌的成功機率，其風險相較於多角化至一不熟悉的產業領域顯

然要來的低，而資金成本也會較併購同業或上下游廠商來的低。 

 

命題 7 ：企業品牌形擔任背書品牌的前提為企業品牌擁有高品牌知名度與極佳

的知覺品質認知。 

如表 5-2-6所示，像是王品足以擔綱西堤牛排、陶板屋、聚、原燒等多個個

別品牌的背書者角色，其條件前提即為王品為一具備高品牌知名度以及高品質評

價的企業品牌。可依此類推至其他訪談個案，由於黑松、味全、郭元益、花王、

豐田在國內已經發展成為眾所皆知且品質評價佳的品牌，所以當欲推出產品屬性

與企業品牌相差甚遠的品類時，多會讓企業品牌擔綱背書的角色，藉以轉移消費

者對企業品牌的信賴感。其中尤以郭元益推出拉法頌之做法尤最，藉由國內百年

老店的背書，迅速建立消費者對外來品牌「拉法頌」的肯定與認同。 

此番推論更可由黑松在大陸的品牌策略得一驗證，由於黑松公司在中國大陸

的經營還在起步階段，尚未廣泛地打開品牌知名度，所以才會讓所有的產品類別

均附掛在「黑松」品牌之下，冀望藉由在台灣已累積八十年的品牌資產博取大陸

消費者的認同。 

 表 5-2-6訪談個案之品牌權益各構面內涵 
訪談個案之企業品牌 

品牌權益 
構面 黑松 味全 王品 花王 郭元益 豐田 

品牌知名度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品牌忠誠度 普通 普通 高 高 普通 高 

品牌聯想 
碳酸飲料 
品質有保證 
傳統保守 

傳統保守 
品質可信賴

台塑、 
服務好、 
高級、貴 

洗髮精、 
保守傳統、

大眾化、 
價格合理 

傳統保守、

老字號、 
值得信賴、

品質有保證 

值得信賴、

保守、 
服務好、 
品質有保證

知覺品質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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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8 ：形成「共同推動之副品牌」的前提為此副品牌擁有高品牌知名度與極

佳的知覺品質認知。 

像是 Toyota的 CAMRY、WISH、VOIS，以及郭元益的黃金喜餅、璀璨喜餅、

京饌等均是扮演共同推動之副品牌角色，亦即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時，主品牌

與副品牌均會影響其最終選擇。 

而能擁有共同推動之副品牌角色的前提即為此副品牌已經具備相當高的品

牌知名度與極佳的品質認知。另一個顯著的案例即為 Sony，副品牌包括 VAIO、

Handycam、WEGA、Cyber-shot、PlayStation、Walkman等，可觀察到有些副品

牌諸如Walkman、PlayStation的品牌知名度比起 Sony毫不遜色，而品質認知就

表現在高品牌忠誠度。 

反觀像是黑松沙士的「ICE」、「Sweetie」由於品牌知名度尚在建立中，知覺

品質也尚未到位，所以此二個副品牌就還不足以擔任共同推動者的角色。 

 

命題 9：當主品牌、副品牌、品牌差異者、策略性品牌、增色品牌、品牌活化

者愈多時，愈能提升企業品牌之品牌知名度。 

即使企業品牌之於主品牌或是策略性品牌是以背書者角色的身份呈現，但得

力於資訊流通愈加發達的市場態勢，舉凡報章雜誌或電視媒體等均會以企業品牌

帶出主品牌的模式報導新聞內容，所以主品牌愈多代表企業品牌曝光的機率愈

高，自然可以增加品牌知名度。像是每次王品集團有新品牌上市時，新聞報導的

內容莫不以王品集團做為引言，致使王品的主品牌愈多，愈能增加王品的曝光

度，進而提升王品的品牌知名度，黑松、味全、花王等亦是如此。 

同樣的道理，當副品牌愈多時，主品牌的知名度也愈高，進而會回饋至企業

品牌，其代表個案即為豐田汽車，當 Lexus的車款(副品牌)愈多時，則 Lexus(主

品牌)的知名度愈高，自然為其背書的 Toyota也就能在高級車市場提升品牌知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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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品牌的品牌差異者愈多時，愈能使其在眾多競爭品牌中脫穎而出；而

品牌活化者則是能不斷使消費者注意到此品牌，像是黑松公司單在 2005年就先

盛大為其黑松文物館揭幕，接著再串連多個品牌共同舉辦「全民攻迪」抽獎活動，

這些做法均使黑松的品牌知名度提升不少。而增色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具體作

為當推花王公司的蜜妮妙鼻貼，消費者幾乎均稱所有的鼻貼產品為妙鼻貼，而想

到妙鼻貼就想到蜜妮，所以可以提升主品牌蜜妮的品牌知名度，接著進一步回饋

至花王品牌。 

 

命題 10：一企業採行密集式之成長策略有先後關係：市場滲透→產品開發→市

場開發。 

本研究中發現多數企業在選擇成長策略時，多採用密集式的成長方式為企業

經營的開端，而且所進行的順序多為先深耕市場一段時間後，再進行新產品的開

發或改良原有的產品，最後才是以現有的產品拓展到國外市場的成長方式，迥異

於 Kotler所提及的順序排列，Kotler(2003)指出公司若採用密集式成長機會，這

三種形式通常有先後順序，亦即公司首先考慮的是能否以現有的產品在現有的市

場上獲得更多的市場佔有率(市場滲透策略)；其次是考慮能否為現有的產品開發

新的市場(市場開發策略)；最後考慮的才是能否進一步在現有的市場上開發具有

潛在利益的新產品(產品發展策略)。 

但本研究卻發現實務界的運作情形並非完全如 Koter所言，推論其背後原因

在於企業多以單一品牌、單一產品類別進行市場滲透策略，當其在該市場區隔站

穩腳步成一強勢品牌後，會為了要維持與消費者的相關性，並建構一完整產品

線，於是不斷推出新產品與新品牌，亦即致力於產品開發策略；直到在國內市場

的各個業務範圍均至少培養出一個強勢品牌後，才會開始拓展國際市場。像是王

品集團就先在台灣全力培育「王品台塑牛排」(市場滲透)、「西堤、陶板屋」（產

品開發）等成一強勢品牌後，才開始至中國大陸設立據點(市場開發)。而黑松、

味全公司亦為此，先在台灣培育出「黑松沙士、FIN」、「每日 C」(產品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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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品牌後，才開始在中國大陸設廠製造產品(市場開發)。豐田、花王等國際品

牌亦是如此，會先在日本國內採行產品開發策略，建構產品線齊全的品牌組合

後，才開始擴展事業版圖至國際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