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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將分成五部分撰寫，首先是整理品牌相關的定義、功能以及構成要

素；接著整理品牌組合的定義與相關研究發現；再來針對品牌組合策略的各個構

面進行文獻回顧；然後是品牌組合目標的相關文獻探討；最後則是企業成長策略

領域的文獻整理。 

第一節 品牌 

一、品牌的定義 

廣告界名人同時也是奧美廣告創辦人的 David Ogilvy於 1955年時，曾對品

牌下過這樣的定義：「品牌是一種錯綜複雜的象徵，它是產品的屬性、名稱、包

裝、價格、歷史、聲譽和廣告等的無形總和。」 

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在 1960年時對品牌

的定義為：「品牌指的是一個名稱(name)、專有名詞(term)、記號(sign)、符號

(symbol)、設計(design)，或是上述各項的組合，其作用在於清楚地傳達企業所提

供的產品或服務內容為何，並且能進一步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別」。 

Ward, Light & Goldstine(1999)在其聯合發表的「高科技產業經理人必須知道

的品牌二三事」(What High-tech Managers Need To Know About Brands)中對品牌

的定義為：「一種獨特的認證，用以識別某種產品、服務、或與組織相關的、持

續的、可靠的承諾。」 

至於 Kotler(2000)則認為，品牌是企業對消費者所做的承諾，承諾其可以「一

致地提供產品或服務」，而且品牌可傳送六種不同層次的意義給消費者，包括屬

性(attributes)、利益(benefit)、價值(value)、文化(culture)、人格(personality)、使

用者形象(user)。 

屬性：品牌最先留給消費者的第一印象便是它的某些屬性。 

利益：消費者所購買的並非是產品的屬性，而是利益。產品屬性必須要能被轉

換成「功能性」或「情感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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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品牌可傳達生產者的某些價值。 

文化：品牌往往代表某種文化。 

個性：品牌亦反映出某些個性。 

使用者：由品牌可看出購買或使用該產品的顧客類型。 

 

二、品牌的功能 

 Jones(1986)指出品牌不僅提供功能性利益還能創造附加價值，Ehrenberg, 

et al.(1990)亦說明品牌的功能在於可做為價格溢酬的支持點，又如果再輔以享有

高品牌忠程度之前提，將能為企業帶來穩定且持久的可觀收益；Aaker(1991)指

出品牌可引領行銷策略的制訂，在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的環境下，品牌可作為

提供消費者信心與認知的利器。Knowles(2001)指出品牌在購買決策中扮演三個

重要角色。 

購買前時資訊處理： 

消費者透過關鍵屬性的篩選來簡化選擇方案，例如嬰兒照護用品就想到嬌生，

洗潔用品就想到汰漬(Tide)，營養穀片就想到家樂氏，安全就想到富豪汽車。 

購買中提供保證： 

品牌提供保證-消費者獲得的是符合需求且具有品質的產品。 

購買後於使用時提供滿意度： 

特別是當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性能趨於一致時，消費者的滿意度就會來自於設

計、聲譽、來源國等無形特質，亦即品牌已成為表達自我(self-definition)的工

具。 

Keller(2003)從消費者與企業二方面的角度來分析品牌的功能。品牌對消費

者而言有 7項功能，如下所述。 

1.辨認產品的來源：品牌可以幫助消費者快速辨別產品的品質、特質。 

2.生產者的責任指派：品牌代表生產者對消費者的一種責任。 

3.風險降低者：品牌可以幫助消費者降低功能、實體、財務、人際、心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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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方面的風險。 

4.節省搜尋成本：品牌可以幫助消費者降低選擇產品時所需耗費的時間成本、精

神成本。 

5.生產者的承諾、約定：品牌所代表的就是對消費者的一種承諾、約定。 

6.圖案的象徵：品牌圖案就是一種特殊意義的象徵。 

7.品質保證的訊號：品質是由視覺感受、心裡預期及信任感所組合而來。 

品牌對企業而言有下述 6項功能。 

1.企業單一化操作及追蹤的識別證：品牌可以協助企業將各種產品目錄、會計及

各種相關紀錄加以彙整。 

2.具有保護企業獨特特質的合法性：凡是經過法律註冊或認證的品牌均能受到保 

護，包括品牌名稱、商標、製程、包裝、標語。 

3.品質能讓消費者感到滿意的訊號：品牌所代表的是品質符號，所以可以很容易

地讓曾經使用過且滿意度高的消費者重複購買。 

4.競爭優勢的來源：品牌形象一旦烙印在消費者腦海中，將不易被競爭對手複製

或移除。 

5.財務報酬的來源：品牌所代表的是具法律效益的超大價值，對企業主而言，品

牌能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可以用來買賣，還可以帶來持續不斷的長期收益。 

6.賦予產品獨特聯想：形成和競爭對手的差異性。  

 

三、品牌的構成要素 

Keller(2003)提到建構品牌資產有許多要素可供選擇，一般的品牌要素包括

品牌名稱、標誌與符號、象徵物、標語、包裝設計等五種。 

1.品牌名稱(brand names) 

是品牌要素之中最核心的一環，是消費者在蒐集產品過程中的重要指標，不僅

會成為品牌印象的基調，同時會成為一個產品主要聯想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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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誌及符號(logos & symbols) 

  標誌是企業區分該企業與其它企業不同之處的方式，可分成二大類，一類是以

文字表示的文字符號，多以「商標」稱呼之，像是 Chanel、Nike、BMW；另

一類是以圖案表示的圖案符號，多直接稱其為「logo」，像是 Chanel的外雙 C

符號、Nike的鉤鉤符號、BMW藍白相間的螺旋槳符號。 

3.象徵物(characters) 

象徵物代表的是企業特有的品牌符號，可以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像是萬寶路的

「牛仔」、麥當勞「叔叔」、肯德基的「山德斯上校」、米其林輪胎的「米其林 

寶寶」、綠巨人玉米罐的「綠巨人」；或是以專屬的動物來表示，像是 John Deere 

的「鹿」、Jaguar的「豹」。 

4.標語(slogans) 

 利用鏗鏘有力的一句話，直接跟消費者溝通產品的利益點所在，像是「華碩品 

 質 堅若磐石」、DeBeers的「鑽石恆久遠 一顆永流傳」、NOKIA的「科技始終 

 來自於人性」、Lexus的「接近完美 近乎苛求」。通常標語都會出現在廣告之中， 

 但也會用在包裝和其它的行銷活動；此外，成功的標語往往會成為一句公共用 

 語，不僅能引起目標消費群的認同，還能大量增加曝光機會。 

5.包裝設計(packaging) 

 在商標保護下，包裝、容器、產品，甚至連聲音、顏色、式樣都可成為獨一無

二的品牌形象，對企業及消費者而言，包裝設計必須要達到四個目標 能夠辨

認品牌 能夠傳達描述性及說服性的資訊 確保儲藏時效 便利產品的使用。

包裝設計對企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品牌資產累積來源，因為會讓消費者產生強

烈的聯想，像是為什麼選擇喝「左岸咖啡」，消費者多會回答因為那是「杯裝」

的，亦即包裝的外觀通常會成為品牌認知的重要一環。運用包裝設計的創新可

以創造新的市場或新的區隔，像是推出家庭號大包裝，會較容易吸引婆婆媽媽

來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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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品牌組合的定義與相關研究發現 

Aaker於其 2004年的著作「Brand Portfolio Strategy」中指出品牌組合的定義

為一企業所掌管的所有品牌之集合，包括主品牌、企業品牌、背書品牌、副品牌、

品牌差異者、品牌活化者、共同品牌等，甚至是看似無任何關係的品牌，但只要

隸屬於同一個企業也包括在此品牌組合內，並不限定要在同一個產品類別，像是

迪士尼集團下有四大主品牌：迪士尼、ESPN運動台、abc電視網、Touchstone 

Pictures，就是橫跨多個產業所構成的品牌組合。 

另外根據 Keller(2003)的定義，品牌組合係指一企業在行銷同一產品類別

時，向消費者推出的所有品牌之集合，像是福特集團於汽車此單一產品類別裡的

八大品牌：Ford、Aston Martin、JAGUAR、Land Rover、Lincoln、Mazda、Mercury、

Volvo；而 P&G僅在髮類產品裡就擁有潘婷、海輪仙度絲、沙宣、飛柔等四個品

牌；GAP在服飾的產品類別裡有三個品牌-香蕉共和國(Banana Republic)、GAP、

老海軍(Old Navy)等亦均是品牌組合的代表範例。 

而 Sam Hill & Chris Lederer(2001)對品牌組合所下的定義則為：所有會影響

消費者購買決策的所有品牌均包含在組合內。像是 Intel會影響 Dell的新產品策

略，則對 Dell的行銷人員而言，Intel就是其品牌組合內的一環；又若 NBA的行

銷計畫會受 Nike、NBC、TNT等所影響，則這幾個品牌就會包含在 NBA的品牌

組合內。亦即 Sam Hill 和 Chris Lederer是從消費端來定義品牌組合，異於從企

業端來定義的 Aaker和 Keller。 

Devon DelVecchio (2000)指出形成一品牌組合必須注意三個構面：契合度、

品牌旗下產品數、組合內產品品質差異性。品牌組合內各品牌的契合度愈高，則

帶給消費者的信賴感愈高；品牌組合內的產品數愈多，則愈能帶給消費者信賴

感；品牌組合內的產品品質差異性低，則可帶給消費者較高的信賴度。 

Aaker於其 2004年著作中系統化地以品牌組合為基礎發展出六大構面來詮

釋品牌組合策略，如圖 2-2-1所示，其六大構面與探討的重點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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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組合(brand portfolio) 

反映一企業掌管之所有品牌如何分工以達成目標 

產品定義的角色(product-defining roles) 

反映外部顧客看待各品牌的觀點 

品牌組合的角色(portfolio roles) 

反映內部管理階層看待各品牌的觀點 

品牌範圍(brand scope) 

反映每一個品牌所橫跨的產品類別，以及一企業形成品牌組合的發展脈絡 

品牌組合結構(portfolio structure) 

反映各品牌間的相互關係 

品牌組合的視覺圖像設計(portfolio graphics) 

用以檢視品牌組合是否具備邏輯性、明確性以及創造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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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組合策略 

品牌組合 

主品牌 

聯盟品牌 

品牌活化者 

品牌差異者 

企業品牌 

背書品牌/副品牌

組合角色 

策略性品牌 

品牌活化者 

增色品牌 

側翼品牌 

金牛品牌 

品牌範圍 

產品主/次類別 

未來範圍 

組合圖像 

LOGO 

視覺呈現 

組合架構 

品牌群組 

品牌層級樹型圖 

品牌網絡 

產品定義的角色 

主品牌 

背書品牌 

副品牌 

敘述語 

產品品牌 

品牌傘 

品牌差異者 

共同品牌 

推動者 

圖 2-2-1 品牌組合策略 
資料來源：D. A. Aaker, “Brand Portfolio Strategy: Creating Relevance, Differentiation, 

Energy, Leverage, Clarity”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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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組合策略之構面探討 

由於 Aaker是少數對品牌組合議題著墨較深的學者，所以本研究的文獻探考

與個案撰寫部分將以 Aaker的品牌組合策略之架構為藍圖，輔以統整其他學者提

出的相關研究發現來呈現一完整的內容。因此以下有關於品牌組合策略之文獻探

討內容將分成四部分撰寫之，首先是說明品牌組合內各個品牌所扮演的角色有哪

些，以及其所被賦予的功能為何；接著就水平延伸與垂直延伸的議題來探討品牌

範圍為何；再來則是分析品牌組合內的視覺圖像設計之呈現形式，以及其涵意為

何；最後是以三種形式來探討品牌組合結構，以及分析其意涵。 

 

一、組合內各品牌的角色與相對應之功能 

Sam Hill & Chris Lederer(2001)指出品牌的角色有三大類： 

1 .領導品牌(Lead brand)：品牌組合中最重要的品牌，只會有一個，且是消費者

在通路能一眼就看到的品牌，是銷售額的主要來源，強的領導品牌將能導致強

的品牌組合，像是 Jeep、Cadillac、Apple。 

2 .策略品牌(Strategic brand)：品牌組合中次重要的品牌稱之，其功能有四點 

吸引新顧客的目光至品牌組合，像是Catera(之於凱迪拉克)、iMac(之於Apple) 

扮演防衛的角色，阻絕或回應競爭者 

提供做為品牌組合經理嘗試新產品的實驗平台，藉以降低損傷品牌的風險，

像是 Compaq以 iPaq推出無線新產品，意在避免損及 Compaq的品牌資產。 

有效地創造議論，吸引消費者注意品牌組合，同時不會混淆領導品牌所傳遞

的訊息，像是福斯汽車的 New Beetle 

3 .支援品牌(Support brand)：點出特色、成分、利益點的品牌，能為品牌組合注

入響亮的活力，且阻絕潛在競爭者進入，此外，支援品牌還能補品牌組合之不

足，進而強化品牌組合，讓品牌組合更牢不可破，像是凱迪拉克的 SLS、蘋果

電腦的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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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2003)將品牌組合內各品牌可能扮演的角色或發揮的功能分成九種，

分項敘述如下： 

1 .利用組合內的另一個品牌吸引原先沒有涵蓋到的市場區隔消費者 

2 .用以保護旗艦品牌的側翼品牌(flanker) 

3 .用以創造利潤的金牛品牌(cash cow) 

4 .用以當作入門產品的初階品牌(low-end entry-level product)，藉以吸引新的消費

層至組合內其它品牌。像是 Toyota的 VOIS。 

5 .用以當作象徵聲望地位的高階品牌(high-end prestige product)，像是 Toyota的

Lexus。 

6 用以增加賣場的貨架空間，提升通路商對自己的依賴性. 

7 .吸滿足消費者尋求多樣化的需求 

8 .增加內部各品牌間的良性競爭 

9 .產生廣告、銷售、採購、配銷的規模經濟 

Aaker(2004)將品牌的角色細分為二大類共 14項，分述如後。 

1 .組合的角色(Portfolio Roles) 

賦予個別品牌一組合角色的好處是可以有效運用資源，避免一企業內的眾多

品牌各司其政、相互競爭，因為公司是從內部整體的品牌組合觀點來進行重點的

選擇與分配。組合角色共有五個，分別是策略性品牌、金牛品牌、增色品牌、側

翼品牌、品牌活化者，這九個角色彼此間並非互斥的關係，一個品牌可同時發揮

二個以上的功能。 

(1)策略性品牌(strategic brand) 

對一企業而言相當重要且必須要成功的品牌，有三種類型： 

目前的強勢品牌 

現在就能產生可觀收益與利潤的品牌，並且將不會是金牛角色的候選品牌，

像是微軟的Window作業系統即為典範。 

未來的強勢品牌 



 - 16 - 

計畫未來將產生可觀收益與利潤的品牌，現階段可能還只是個剛萌芽的品

牌，像是 Intel的 Centrino。 

關鍵品牌(linchpin brand) 

將在未來間接地影響收益與利潤的品牌，像是希爾頓獎(Hilton Rewards)就決

定了希爾頓飯店能否繼續在旅館業執牛耳的重要指標。 

(2)品牌活化者(branded energizer) 

是任何和主品牌高度連結且被品牌化的產品、促銷活動、贊助、符號設計、 

方案、人物等，會以產品品牌、副品牌、或受背書品牌的形式為目標品牌注入

活力，像是 Audi汽車的 TT sports car、蘋果電腦的 iPod、愛迪達贊助的街頭

籃球挑戰賽、米其林輪胎的「米其林寶寶」， 克萊斯勒的艾科卡、微軟的比爾

蓋茲等均是品牌活化者的典範。 

(3)增色品牌(silver brand) 

  能對另一個品牌的品牌形象產生正面影響的稱為增色品牌，像是Walkman之

於 Sony，以及 ThinkPad之於 IBM。 

(4)側翼品牌(flanker brand) 

  當主品牌遭受競爭對手的低價攻擊時，最好的防禦守法就是推出一低價品牌對

抗之。像是可口可樂為了對抗百事可樂新上市的 Diet，於是推出另一品牌 Tab 

Clear應戰。Keller(2003)指出也可稱其為戰鬥品牌(fighter)，透過推出和競爭對

手類似但更強的訴求，藉以保護旗艦品牌在市場上的定位。像是 Philip Morris

在香菸產品推出較便宜的側翼品牌「Basic」，用以保護其旗艦品牌「萬寶路

(Marlboro)」在市場上的高價定位。 

(5)金牛品牌(cash cow brand) 

即使銷售額下滑，還是擁有很多的忠誠顧客，相較之下不需要投入太多資源。 

此角色的功能在於產生資源，用以投入策略性品牌、增色品牌等。像是妮維雅

(Nivea)乳霜就是妮維雅保養品的金牛品牌。還有麗仕(Lux)的美膚皂(beauty 

bar)，即使已經好幾年沒有廣告，但每年還是能創造出超過 1000萬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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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定義的角色(Product Defining Roles) 

有別於組合的角色是從企業內部觀點看各個品牌，產品定義的角色從消費者 

的外部觀點來看各個品牌。產品定義的角色共有九個，分別是主品牌、背書品牌、

副品牌、產品品牌、品牌差異者、品牌傘、共同品牌、敘述語、驅動角色，這五

個角色彼此間並非互斥的關係，一個品牌可同時發揮二個以上的功能。 

(1)主品牌(master brand) 

又稱為母品牌(parent)，對消費者而言是產品的主要參考指標，且主品牌會清

楚地讓消費者知道此一品牌的產品提供範圍，像是 P＆G的 Crest明確地定義

了其所提供的就是口腔保健相關產品。Keller(2003)指出主品牌的定義為一會

支配消費者產生某種特定聯想的品牌，包括產品屬性、產品類別、使用情境等

聯想。主品牌若會與某個聯想有特別強烈的連結時，將不利於此主品牌用其品

牌名稱直接拓展至其它產品類別。 

(2)背書品牌(endorser brand) 

背書品牌是可為新產品(或服務)提供可信度與實質幫助的現有品牌，通常代表

的是該組織本身而非產品，因為要傳達的是創新、領導地位、與信賴感等組織

性聯想，像是花王為一匙靈、絲逸歡等品牌背書，就是要傳達品質有保證的承

諾。  

(3)副品牌(sub-brand) 

附屬於主品牌，但能補充或修改主品牌之聯想性的品牌，進而延伸主品牌至另

一個市場區隔，像是 Sony推出副品牌「Cyber-Shot」。Keller(2003)當進行品牌

延伸時，若將此現有品牌結合一新品牌推出，則此新品牌即為副品牌的角色，

像是 Ford推出 Focus，則 Focus則為一副品牌。 

(4)產品品牌(product brand) 

由「主品牌＋副品牌」或「主品牌＋敘述語」所組成的稱之，像是 Toyota Altis。 

(5)品牌差異者(branded differentiator) 

能為主品牌創造有別於競爭者的差異點，或是提昇產品的功能與利益，可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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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來著手進行差異化：特質(feature)、科技(technology)、服務(service)、方案

規劃(program)。像是 Reebok的 3D立體超輕鞋底設計(特質)；Canon的 Digic

技術，可提供續航力更持久的數位相機電池(科技)；福特的 Quality Care(服務)；

哈雷機車的 Ride Planner、Photo Center(方案規劃)均是品牌差異者。 

(6)品牌傘(umbrella brands) 

定義具相同特色的一組產品的品牌，像是Microsoft Office有Word、Excel、 

PowerPoint、Access、FrontPage、Outlook等，則Microsoft Office即為品牌傘。

Keller(2003)指出品牌傘用以支援在不同市場的產品，每個市場的產品都有其

專屬的品牌定位與品牌承諾，像是 Cyber-Shot、Handycam、WEGA、VAIO、

PlayStation等均為品牌傘 Sony的產品(副品牌)。 

(7)共同品牌(co-brands) 

由不同的品牌彼此結合，創造出各自均扮演推動角色的產品或服務，以四種形

式存在著： 

以要素或成分來代表：帶有雀巢巧克力的「貝氏堡可可蛋糕粉」 

以背書品牌的方式呈現：家樂氏的「健康選擇」穀片 

涵蓋多個主品牌：花旗銀行_美利堅航空_Visa 信用卡 

共同舉辦聯合促銷活動：東森購物台和六福村合作推出購物就送門票 

(8)敘述語(descriptors) 

純粹只對所提出的產品或服務加以敘述，像是奇異家電的「家電」二字就是敘

述語，所擔負的責任有限，幾乎不具有推動者的功能。 

(9)推動者角色(driver role) 

推動者角色代表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有相當高的程度會受到此品牌的影

響，通常推動者角色會是由主品牌擔綱，但背書品牌、副品牌、敘述語也都有

可能會發揮此功能，像是主品牌 Ford和副品牌 Focus均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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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 Ettenson & Tyson(2005)指出可以依貢獻度(contribution)、牽引力

(traction)、潛力(momentum)三個指標的高中低，把所有的品牌歸類成八大角色，

如表 2-3-1所示。 

強力品牌(Power)，驅使企業成功的動力所在 

沈睡品牌(Sleeper)，只需再使一點力即可成為強力品牌 

下滑品牌(Slider)，現階段的市場表現尚可，但缺乏未來成長潛力的品牌 

士兵品牌(Soldier)，有穩定貢獻，不需管理階層投入太多心力的品牌 

黑洞品牌(Black Hole )，需要投入很多資源，但不知道能否成功的品牌 

火箭品牌(Rocket)，目前正急速朝向強力品牌地位挺進者 

壁花品牌(Wallflower)，不受公司重視但擁有一群忠誠支持者的品牌 

丟棄品牌(Discard)，早就應該從公司裡消失的品牌 

 

表 2-3-1 品牌的八大角色 

貢獻度 吸引力 潛力 類別 

高 高 高 強力品牌/火箭品牌 

高 高 低 沈睡品牌 

高 中 低 下滑品牌 

中 中 中 士兵品牌 

低 低 高 黑洞品牌 

低 高 低 壁花品牌 

低 低 低 丟棄品牌 

資料來源：Hill S., Ettenson R., & Tyson D.“Achieving the Ideal Brand Portfolio”,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46 No.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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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inson & Cowking (1996)指出可以借用「產品組合管理」的概念來從事

「品牌組合管理」，即波士頓管理顧問群提出的「BCG矩陣」，以及麥肯錫顧問

公司在修正 BCG矩陣後所提出的「GE矩陣」。藉由將原本分析產品的部分，改

以品牌代替，可協助經理人獲得未來品牌策略的發展方針。因此本研究將以些微

篇幅回顧 BCG矩陣與 GE矩陣的論述內容。 

1960年代晚期波士頓顧問群發展出來的 BCG矩陣，根據相對市場佔有率與

市場成長率，把策略事業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SBU)分成四種類型，橫軸

的相對市場佔有率(relative market share)係指 SBU相對於最大競爭者的市場佔有

率，可用來衡量公司在相關市場上的強弱。縱軸的市場成長率指的是銷售產品的

市場年度成長率，用以衡量市場的吸引力，如圖 2-3-1所示。 

 

高 明星事業 問題事業 

低 金牛事業 土狗事業 

市

場

成

長

率 

 高 低 
  相對市場佔有率  

       圖 2-3-1波士頓顧問群的「成長-佔有率」矩陣 

 

1 .問題事業(question mark) 

SBU處於高成長的產業，但其相對市場佔有率偏低，則謂之問題事業。一般

而言，一個新成立的 SBU往往是問題事業，需要大量的現金投入，建構一連

串的行銷活動用以提升市場佔有率，才能在一個快速成長的市場站穩腳步。 

2 .明星事業(star) 

SBU處於高成長的產業，且其相對市場佔有率也較高，則謂之 

明星事業，是公司未來能否持續成功的指標事業單位，雖然是市場的領導者，



 - 21 - 

但卻未必能為公司帶來大量現金，因為公司仍須注入許多資金，一方面用以追

隨市場的成長率，穩固領導者地位，另一方面則要抵禦競爭者的攻擊。 

3 .金牛事業(cash cow) 

SBU處於低成長的產業，但其相對市場佔有率較高，則謂之金牛事業。由於

市場佔有率的領導優勢所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高邊際貢獻，是公司內主要的利潤

和現金的供應者，因為市場的成長相當穩定，因此本身也不需要太多額外的資

本投資。 

4 .土狗事業(dog) 

SBU處於低成長的產業，且其相對市場佔有率也較低，此種 SBU可能利潤很

低，甚至是虧損，也有可能雖然可以自給自足，但無提供大量的現金流量。 

洪順慶(2001)針對 BCG矩陣整理其各種角色的特徵與對應的策略意涵，如表

2-3-2所示。 

表 2-3-2事業部特徵與策略意涵 

象限 投資特徵 可能利潤 現金流入 策略意涵 

明星

事業 
持續投入以擴充

產能 
低到高 

負 
(使用現金)

繼續增加市場佔有率，如果

必要的話，犧牲短期利潤 

金牛

事業 

投入現金於投資

維持既定產能的

必要開銷 
高 

正 
(創造現金)

維持佔有率和領導地位，直

到投資效果為負 

問題

事業 

剛開始的投資金

額很大 
大量的研發費用 

負到低 
負 

(使用現金)

評估支配某特定區隔的可能

性，如可能的話，追求佔有

率，如果不可行，則重新定

義事業部或撤資 

土狗

事業 
逐漸降低產能 高到低 

正 
(創造現金)

有計畫的撤退，使現金流入

極大化 

資料來源：洪順慶“行銷管理 第二版”新陸書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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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與奇異更進一步於 1986提出多因子投資組合矩陣(GE矩陣)，針對產

業吸引力(industry attractiveness)之高、中、低，與和事業部競爭強度(business 

competitive strength)之高、中、低，把 SBU分成九種類型，以協助企業決策該如

何分配有限的資源，如圖 2-3-2所示。 

 

 事 業 部 競 爭 強 度 

 強 普通 弱 

高 保護競爭地位 投資以建立優勢 選擇性建立 

中 選擇性建立 
選擇性/管理盈餘

狀況 

有限度的擴張或

收割 

   

 

產

業

吸

引

力 
低 

保護並加強集中

力量 
維持盈餘狀況 撤資 

圖 2-3-2 麥肯錫-奇異模式 

 

GE矩陣的九個方格可再進一步歸類為三大區塊，左上角的三個方格表示強

勢的 SBU，公司應該加以投資以其成長。自左下至右上對角線的三個方格表示

SBU整體吸引力是中等的，故公司應慎加選擇，以求賺取盈餘。至於右下角的

三個方格是表示 SBU的整體吸引力很低，故公司應考慮收割或撤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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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範圍(Brand Scope) 

Aaker(2004)品牌範圍為描述品牌組合策略之關鍵構面，意指品牌組合橫跨

的產品類別與市場區隔，必須先清楚界定之，才能進而賦予每一個品牌其所該扮

演的角色與功能。品牌範圍的形成主要是透過品牌延伸，一品牌進入新的產品市

場有三種延伸模式：產品線延伸、水平延伸與垂直延伸。總地來說，從事品牌延

伸的優點有下列六項： 

提升品牌的能見度與形象 

創造溝通效率 

改變品牌形象，可轉移或拓展品牌聯想 

維持與顧客的相關性，特別是欲進入新產品市場時，必須要有既存的品牌資

產做為後盾。 

作為策略性的防禦手段，防止競爭者在同一市場獲得利益。 

可作為活化品牌的手段之一。 

 

為了極大化槓桿利用品牌資產，因此企業莫不進行品牌延伸，以下將就延伸

的三種類型：產品線延伸、水平延伸與垂直延伸進行探討。 

1 .產品線延伸 

意指將現有品牌名稱沿用至相同產品類別，但成分、口味、包裝、大小等形

式上均有所差異的延伸方式(Keller，2003；Aaker，2004)。例如茶裏王有青心烏

龍茶、台灣綠茶、白毫烏龍茶、英式紅茶等均為產品線延伸；又若媚比琳

(Maybelline)睫毛膏有驚豔亮眼、飛空魔翹、3倍濃密、超大魅眼等更是產品線延

伸的典範。 

Aaker(1996)產品線延伸能為品牌注入活力並提供消費者多樣性選擇，還能

坐收擴大客層之效，並可透過產品線廣的優勢而佔有較大的貨架空間以抵禦競爭

對手。Kotler(2000)產品線延伸包括在相同的產品類別，且在採用相同的品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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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下引進額外的商品項目，這些額外的商品項目包括新味道、形式、顏色、添加

補充成分、包裝大小。 

 

2 .水平延伸 

意指將現有品牌名稱沿用至新的產品上，此新產品可以是相關的產品種類，

或者是對企業而言全新的產品類別(Sheinen & Schmitt，1994)。例如寶橋(P&G)

的象牙香皂(Ivory)水平延伸至象牙洗衣粉、象牙洗碗精；又若多芬(Dove)從乳霜

香皂水平延伸至多芬乳霜沐浴乳、多芬乳霜潤膚乳液、多芬乳霜洗面乳、多芬洗

潤髮系列等，更是代表性案例。 

Aaker(2004)指出水平延伸有三個層次，如圖 2-3-3所示，第一層(即最內圈)

為主品牌擔任主要推動者角色，輔以一敘述性的副品牌，利用其核心品牌聯想進

入新產品市場；第二層為主品牌搭配一強勢副品牌，其品牌範圍次之；第三層(最

外圈)為使用背書品牌，其品牌範圍最大。舉迪士尼為例，若其水平延伸至迪士

尼商店(Disney Store)，則「商店」為一敘述語，其品牌範圍最小；若水平延伸至

迪士尼動物王國(Disney’s Animal Kingdom)，則「動物王國」為一強勢副品牌，

其品牌範圍較廣；若採背書策略推出「獅子王」，則此時迪士尼的品牌組合涵蓋

範圍最廣。 

 

Endorser Brand 
(“The Lion King” by Disney) 

Driver Brand with Strong Subbrand 
(Disney’s Animal Kingdom) 

Driver Brand with Descriptors 
(Disney Store) 

圖 2-3-3 品牌範圍 
 

資料來源：D. A. Aaker, “Brand Portfolio Strategy : Creating Relevance, Differentiation, 
Energy, Leverage, Clarity”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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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垂直延伸 

意指將現有的品牌名稱沿用至相同產品類別裡但品質與價格有異的產品 

(Keller & Aaker，1992)。其品牌範圍的形成方式可分為兩種類型：向上與向下，

前者意味進入價格較高與品質較好的產品市場，後者則為進入價格較低與品質較

差的產品市場。例如 Gillette刮鬍刀推出高價的感應系列(Sensor)是為垂直向上延

伸，而其低價的拋棄式系列(Good News)則為垂直向下延伸；又若奇異電器擁有

高價的奇異輪廓系列(Profile)、奇異組合系列(Monogram)，以及低價的奇異熱點

系列(Hotpoint)，也是垂直延伸的代表案例。 

垂直延伸所採用的品牌策略會依延伸方向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向上延伸的 

主要目的是提高獲利、為母品牌注入活力，以及希冀藉此提高母品牌的可信度與

聲望，所以常採用的品牌策略有三： 

(1)利用強調升級的描述性字眼(upscale descriptor)，諸如「特別版」、「白金版」、「典

藏版」、「限量發行」等來提高產品獲利 

(2)創造增色品牌(silver bullet)，透過品牌差異者(branded differentiator)或品牌活化

者(branded energizer)的形式來為母品牌注入活力。例如假日旅館( Holiday Inn)

在紐約與倫敦設立 Crowne Plaza旗艦店 

(3)共同品牌(co-brand)，與聲望佳的企業推出共同品牌，例如 Philips與義大利高

級品牌 Alessi推出 Philips-Alessi即是為了要提高母品牌的可信度與聲望。 

但若向上延伸的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消費者直接聯想到母品牌，則會採取創造

一新品牌的做法，例如百工小家電(Black & Decker)欲向上延伸進入專業營造市

場，於是推出一個全新的品牌 Dewalt，其目的就是要避免讓人有 DIY或廚房用

具的聯想。又像是豐田、本田、日產等汽車業意圖跨足高級房車市場，為免消費

者直接移轉「平價」的聯想，於是分別推出新品牌 Lexus、Acura、Infiniti以作

為向上延伸的利器。 

而向下延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和低價位的其他品牌競爭，包括要抵抗日漸

強大的通路商自有品牌，以及要因應價格敏感顧客群的增加(Aaker，200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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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採用的品牌策略有二 

(1)區隔與定位清楚的副品牌 

像是賓士推出不僅價格較低，其鎖定的客層年齡也較輕的 C級車(C Class)來與

BMW、Lexus一較長短。 

(2)背書品牌 

像是高價位的萬豪酒店(Marriott)為二個新的平價品牌背書：中庭旅館

(Courtyard)與美田旅店(Fairfield Inn)，前者專門服務商務旅客，後者則鎖定家

庭式顧客。 

與垂直延伸息息相關的議題是『核心品牌是屬於哪一種品牌概念』，此將會

影響消費者如何評估延伸的效益(Kim & Lavack,1996)。品牌概念(brand concept)

意指消費者對某一特定品牌所瞭解到的普遍印象，通常分為二種：功能導向

(function-oriented)與聲望導向(prestige-oriented)。 

功能導向的品牌概念：強調與產品績效相關的面向，如可信賴度(reliability)

與耐用性(durability)。 

聲望導向的品牌概念：強調與奢華、社會地位相關的面向。 

實證研究顯示，當品牌概念是聲望導向，則從事向下延伸時，核心品牌受 

傷害的程度是大於功能導向的。有二個推論可解釋此結果，一是因為聲望導向的

核心品牌與向下延伸品牌間有較大的品質差異(相較於功能導向的核心品牌)。另

一個理由是因為聲望導向的核心品牌其基礎本來就是建立在社會地位與高品質

上的，當其進行向下延伸時，自然會對核心品牌有較大的傷害。 

品牌組合中只要是能橫跨多個價格帶或產品類別的各個品牌均可勾勒出其

品牌範圍，與品牌範圍相關的議題包括了「如何讓背書品牌與副品牌的槓桿效益

得以延伸」、「垂直或水平延伸的適當範圍為何」等。品牌組合內每一個品牌都必

須去管理適當的延伸界線，特別是主品牌，企業必須檢視當主品牌為推動者、強

勢背書者、隱約背書者，三種不同角色的品牌範圍為何，而主品牌可透過創造副

品牌、共同品牌、或擔任背書品牌等方式來擴大其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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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組合的圖像 

意指組合內各個品牌所呈現的視覺設計圖樣，除了最顯眼的標誌(logo)外，

還包括顏色(color)、包裝(package)、字體(typeface)、符號(symbol)、廣告尾語

(tagline)、平面廣告的版面構圖設計(layout)、產品設計(product design)等(Aaker，

2004)。品牌組合圖像在整個品牌組合策略裡有三大功能： 

凸顯相對重要性 

可由 LOGO上品牌所呈現的字體大小與相對位置，判別得知推動者、背書者、

副品牌、敘述語等角色分別是由哪個品牌擔綱。 

分辨品牌差異 

可由不同的包裝設計、配色等視覺呈現來區隔二個品牌的差異。 

做為品牌分組的工具 

若要畫出一品牌架構圖，可把視覺呈現類似性高的品牌歸類為同一組。 

Hankinson & Cowking (1996)指出包裝(package)之於品牌的最大功能是提供

持久的視覺記憶記號，好的包裝可以透過眾多信號來傳達品牌主張，像是

LOGO、構圖設計(layout)、顏色、圖像(graphics)。國際性品牌的包裝設計通常會

是地區性事務，亦即每一個國家都擁有其獨特設計，這樣的方式主要是著眼於讓

品牌主張因地制宜。但新近的趨勢則是力求不同區域的包裝設計一致化，目的有

二： 

是讓包裝設計的創意具有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確保能強力且一致地溝通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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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牌組合的結構 

 成功的品牌組合結構能使一系列的產品或服務讓人一目了然。而與品牌組合

結構息息相關的議題包括「推出多個品牌的邏輯為何」、「從消費端觀之，多個品

牌是否有造成混淆情況產生，亦即缺乏明確性」、「能促進企業創造綜效與發揮槓

桿效益嗎」、「整個品牌體系夠清楚與合理嗎」。所以品牌組合結構能讓企業更清

楚地瞭解目前的品牌組合之優缺點何在。可利用三種方式來釐清品牌組合裡各個

品牌彼此間的關係，分別是品牌層級樹型圖、品牌群組、品牌網絡。 

1 .品牌層級樹型圖 

以一類似組織結構的層級樹型圖來呈現多個品牌的發展邏輯，可從水平面與

垂直面分析之，前者的用意在於檢視個別品牌所涵蓋的產品範圍為何，後者則是

分析進入個別產品市場需要的品項數目為何。並且可進一步審視目前的品牌數目

是剛好或過多、過少，新品牌應置於何處才能補齊不足或增強競爭力，各品牌在

何處進行整合才會是最佳策略，圖 2-3-4為 Lexus的品牌層級樹型圖，從水平面

看，Lexus有四個副品牌：LS、GS、ES、SC；從垂直面看，LS和 ES都只有一

款車，GS和 SC都有二款車。 

 

 

圖 2-3-4 Lexus的品牌層級樹型圖 

Lexus 

LS GS ES SC 

400 300 

400 

3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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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群組 

    品牌群組是一種以邏輯性的方式，對品牌組合內的所有品牌進行分組後的呈 

現結果，同一群組內的品牌都會具有相同的特徵，像是同屬西餐類別、女性用品， 

傳統風格等。常會用到的分組變數有市場區隔、產品特性、通路、品質、價位等。 

分組的結果能為企業的品牌組合檢視其是否具備邏輯性，並且可做為未來成長方 

向的參考工具。 

3 .品牌網絡模型 

    品牌網絡以視覺呈現哪些品牌會直接與間接地影響每一個主品牌與消費者

購買決策，並且瞭解主要品牌是如何連結與群聚在一起。以圖 2-3-5 Lexus的品

牌網絡圖說明之。連結線的粗細代表二者相互影響的程度，愈粗代表愈強，所以

Lexus之於 GS、ES、SC、LS這四個副品牌會有推動的功能，而 Lexus和 Toyota

的關係則較淺，亦即 Toyota對 Lexus的影響力沒有很高。 

 

 

 

 

Toyota 

300 

GS LS 

400 

SC 
Lexus 

300 

400 

ES 

圖 2-3-5 Lexus的品牌網絡圖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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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 & Ettenson & Tyson(2005)提出一企業要達到理想的品牌組合有五大步

驟(如圖 2-3-6所示)，並說明此流程有二大優點，一是可以直接針對重要的構面

進行關鍵品牌的優劣勢比較，二是所得到的結果其有效性不論是在個別品牌層級

或是較高的品牌組合層次均可適用。五大步驟分述如下： 

 

圖 2-3-6 打造理想品牌組合之五大步驟 

資料來源：Hill S., Ettenson R., & Tyson D.“Achieving the Ideal Brand Portfolio”,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46 No.2, 2005   

 

1 .步驟一：瞭解品牌組合內的成員有哪些 

企業應納入考量的品牌有三種類型，包括登記有案的商標(trademark)、約定成

俗像是 IBM「Big Blue」之類的準品牌(quasibrands)、以及無所有權像是 Intel 

Inside之於很多電腦製造商的合作品牌(partner brand)。 

2 .步驟二：評估各品牌之貢獻 

主要是從財務報表上的年營業額、行銷費用，以及未列於表上的隱藏成本來計

算各品牌對企業的貢獻程度。 

3 .步驟三：評估各品牌現在與未來的吸引力與潛力 

  用兩類指標來衡量各品牌的市場地位，一是評估現在品牌力有多強的吸引力

(traction)，包括品牌知名度、忠誠度、差異性、消費者的知覺品質等市場表現

檢核項目，另一是評估未來品牌力有多強的潛力(momentum)，包括詢問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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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需要檢視

的品牌有哪些 

依策略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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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品牌組

合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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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外部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並藉由觀察他們對此品牌的肢體語言來獲知此

品牌的未來成長潛力。 

4 .步驟四：找出有問題與有發展機會的品牌 

 依照上述三個指標-貢獻度(contribution)、牽引力(traction)、潛力(momentum)

的高低可以把品牌分成八類(後文會再詳細敘述)，然後對品牌組合內的所有成

員進行歸類動作，接著再針對各類型品牌所產生的問題點與機會點著手改善或

掌握，其中以未來潛力高，但目前貢獻度低與吸引力低的品牌挑戰性最高。 

5 .步驟五：發展品牌組合更新計畫 

首先必須瞭解公司目前的資源分配重點何在，並列出一張觀察名單(watch 

list)，觀察名單內的品牌是接下來幾個月的焦點所在，此外必須針對每個品牌

訂出未來的目標，諸如品牌知名度增加二倍、市場佔有率提升 5%、營業額在

年底要達到多少等。 

 

此外，由於 Aaker(2004)提及品牌權益會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內涵，所以本

研究將擇要整理品牌權益的相關文獻。 

Aaker(1991)對品牌權益所下的定義為：與品牌的名稱、符號(symbol)有關連

的品牌資產或負債，此種資產或負債會對產品或服務帶來或增或減的效果。品牌

權益可化為四種層面：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品牌聯想、品牌知覺，這四個

層面會影響到品牌的發展、管理與評估。茲將此四個層面分述如下： 

1 .品牌知名度(brand awareness) 

品牌知名度是潛藏在消費者腦海中，能夠辨認及回想到某一品牌屬於某一產

品類別的能力，亦即一個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強度，而表示品牌知名度強弱的

元素來自於記得(recall)及認得(recognition)，「記得」是指消費者能夠記得並說出

該品牌的產品，「認得」是指消費者以前有聽過或看過這個品牌。此外品牌知名

度亦代表企業的真實存在，能給予消費者承諾，能使消費者感到熟悉且產生「喜

歡」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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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2003)指出品牌知名度是由品牌認知(brand recognition)與品牌回想

(brand recall)所組成，品牌認知指的是消費者能具體說出某一聽過或看過的品牌

的能力，品牌回想的內涵為若指定消費者一特定產品類別，其能具體說出某個品

牌的能力。  

 

2 .品牌忠誠度(brand loyalty) 

是所有品牌價值的核心，用來衡量消費者對某一品牌依戀的程度，即重複 

性購買的多寡，可反映出當價格或產品特性有所改變時，消費者是否仍偏好某一

特定品牌，而拒絕購買其他替代品的程度。 

 

3 .品牌聯想(brand association) 

指消費者透過記憶的反射，所連結到與某一品牌相關的所有事物，包括使用

者心中的想法、產品特質、使用場合、組織性聯想、品牌性格、品牌符號。品牌

形象即為所有品牌聯想的集合。 

 

4 .知覺品質(perceived quality) 

消費者對於品牌整體品質認知的水準，或相較其他品牌而言，消費者對於此

品牌的主觀滿意程度。 

Kotler(2003)指出品牌權益是一項資產，將品牌權益定義為知道該品牌名稱

可對顧客在回應產品或服務上，產生正面的差異化作用。品牌權益所帶來的成果

是，偏好某項產品的顧客，即使與另一個基本上是相同的產品比較，他會展現出

較高的偏好。顧客願意為某個特定的品牌多支付一些價格的程度，可作為品牌權

益的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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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組合目標之相關文獻探討 

Aaker(2004)指出品牌組合的目標有別於個別單一品牌的目標，除了同樣都

有創造一強勢品牌的主要目標外，品牌組合的目標還包括了追求綜效、槓桿運用

品牌資產、維持和消費者的相關性、創造產品的明確性。 

1 .追求綜效 

一個建構良好的品牌組合可以在資源分配、成本分攤、品牌聯想、品牌知名度

創造綜效。 

2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除了提升強勢品牌在其核心市場的影響力外，還要將此強勢品牌延伸至新的產

品市場。而另一個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的做法則是藉由推出一個具高度品牌延伸

潛力的主品牌來創造未來成長的契機。 

3 .維持和消費者的相關性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市場趨勢瞬息萬變、競爭態勢激烈、通路力量強大，為了

讓自家品牌或產品始終能進入消費者的購買選擇方案集合，就必須不斷推出新

產品，可以副品牌、背書品牌、或推出全新品牌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4 .打造強勢品牌 

擁有長期的差異優勢且能吸引大量消費者青睞的品牌是一企業所必須具備的

基本條件。可透過創造新的副品牌或個別品牌，強化其品牌聯想進而在各個市

場區隔成為強勢品牌。 

5 .創造產品的明確性 

能以多個品牌清楚地界定各自擁有的產品類別為何，可避免造成消費者混淆。 

 

Barwise & Robertson(1992)指出品牌組合所要達到的目標有四個：發展全球

品牌組合、追求多個市場區隔、追求規模經濟、回應勢力日漸強大的通路，分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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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全球品牌組合  

由於國際市場的興起，且輔以消費者需求亦漸趨一致的前提下，發展各品牌 

均成為全球品牌顯然為一趨勢所在，亦即要追求的是全球品牌組合的目標。可透

過三種方式來建構全球品牌組合，分別是擴展現有品牌至新的地理區域、品牌併

購以及品牌聯盟。這三種方式的差異表現在三方面：速度、控制權、投資額，如

表 2-4-1所示： 

能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全球品牌組合的方式即為「品牌併購」，但須要投入

相當高的資金，而且所能獲得的控制權僅為中等；若要取得高度控制權，則以現

有品牌地理擴展至其他市場區隔會是較佳的做法，但全球品牌組合成形的速度則

有稍慢之虞。若想要以最少的資金建立起全球品牌組合，則品牌聯盟是個不錯的

選擇，但所能獲得的控制權最低。 

 

表 2-4-1全球品牌組合三種建構方式之比較 

 評估標準 

策略 速度 控制權 投資額 

現有品牌地理擴張 慢 高 中等 

品牌併購 快 中等 高 

品牌聯盟 中等 低 低 

資料來源：Barwise P. & Robertson, R.,“Brand Portfolio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3, 
September 1992. 

 

2 .追求多個市場區隔 

其一為追求由「價格」構面所形成的多個市場區隔。像是通用汽車針對不同

的價格區間，從高價到低價有凱迪拉克、別克、Oldsmobile、Pontiac、Chevrolet

五個品牌。 

其二為追求由「通路」構面所形成的多個市場區隔。像是萊雅集團針對選擇

性通路(selective channel)、開架通路、美髮沙龍、醫療通路等四個區隔推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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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球策略品牌。 

上述兩項做法的用意均在於藉由品牌組合的方式拓展到各個市場區隔，以便

接觸到更多的消費者。  

 

3 .回應勢力日漸強大的通路 

 顯然通路的力量已凌駕製造商甚多，由於通路商紛紛推出自有品牌和製造商

抗衡，促使製造商採取的攻勢就是發展多個品牌抵禦之，亦即企業形成一品牌組

合的目的是要回應勢力強大的通路。 

 

4 .追求規模經濟 

 包括實體配送通路、廣告宣傳、採購等均能透過多個品牌的合作而達到規模

經濟，此外，手中握有的品牌愈多，對下游通路的議價力也較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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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企業成長策略 

Canals(2001)用兩個構面 資源與能力 市場與顧客，把企業成長的途徑分

成四種策略選擇，如表 2-5-1與圖 2-5-1所示： 

1 .復興企業(corporate renewal)：善用其原有的資源與能力使其製造流程或服務系

統更有效率，抑或可透過再聚焦於滿足某些消費者的需求，在現有的市場達到

企業成長目的，像是迪士尼(Disney)將白雪公主、灰姑娘等電影拍成錄影帶出

售給想收藏經典卡通片者，獲取大量資金後得順利達到企業成長目的。 

2 .突破性創新 (innovation)：透過現有資源與能力發展突破式創新，再將成果用

於新市場以求企業成長，像是 Nokia投入大筆研發費用，成功地將手機從類比

系統向前推進至 GSM系統，獨享先進者優勢，自此企業成長為全球第一大手

機製造商，或是惠普科技(HP)從印表機跨足筆記型電腦，佳能(Canon)從印表

機跨足相機產品即為此類型代表。 

3 .能力擴張 (expanding capabilities)：透過併購或結盟的方式獲得新的資源，進

而改善與增強現有能力，再將其應用於原有的市場，像是奇異(GE)併購熱點

(Hotpoint)後，將其重新定位為平價品牌，進入新的家電市場區隔。 

4 .市場擴張 (expanding markets) 透過併購或結盟的方式來作為進入新市場或接

觸新顧客的手段，像是默克藥廠藉由併購Medco跨入企業員工與健保受益人

的醫藥福利管理計畫業務，透過Medco的直銷模式讓默克藥廠可直接接觸一

般消費者，進而使其大幅成長。。 

表 2-5-1：企業成長的策略選擇 

市場/顧客  

 現有的 新的 

現有的 復興企業 突破性創新 
資源與能力 

新的 能力擴張 市場擴張 

資料來源：Canals J.“How to Think About Corporate Growth?”,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9, No.6, pp. 587-59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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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2000)指出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可以由三個層次來思考。 

第一個層次是確認公司在現有營運範圍內的行銷機會，亦即公司在現有的事

業中尋求進一步成長的機會，謂之密集式(intensive)成長。主要有三種類型： 

1 .市場滲透：積極的從事行銷活動，增加公司現有產品在現有市場上的銷售額，

也就是繼續滲透原有的市場。此種策略包含三種可行途徑，舉統一超商發行之    

i-cash為例說明之： 

(1)鼓勵現有持卡者把 i-cash當成禮物送給親朋好友，藉以增加購買量。 

(2)藉著較低的購買費用，或宣傳持有 i-cash卡的利益優於其他儲值卡，來吸

引競爭者的顧客。 

(3)可以吸收目標市場具有和 i-cash持卡者相同特質，但尚未購買 i-cash的顧客。 

2 .市場開發：將現有的產品打入新的市場，增加銷售額。此種策略包含三種可行

途徑，同樣以 i-cash卡說明卡之： 

(1)開拓新的市場，將 i-cash銷售至其他也有統一超商的國家 

(2)除了銷售給最終使用者(end-user)外，更可進一步將 i-cash推銷給企業用戶，

鼓勵企業將 i-cash卡做為犒賞員工的獎品。  

3 .產品開發：在現有的市場上，發展新產品或改良原有的產品，來增加銷售額。 

企業成長 

圖 2-5-2：企業成長的策略選擇 

突破性創新 

市場擴張 

復興企業 

能力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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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策略包含三種可行途徑，同樣以 i-cash卡說明卡之： 

(1)發行結合更多功能的新一代 i-cash卡，以吸引，換卡升級之。 

(2)發行 i-cash限量紀念卡、系列卡，以吸引現有 i-cash持卡者為整套蒐集而繼

續購買之。 

(3)發行改版的迷你 i-cash卡，讓喜歡輕巧精緻的原 i-cash持卡者願意再買一張。 

上述三種密集式成長形式可以用 Ansoff(1957)所提出的產品-市場擴張方格來說

明之，如表 2-5-2所示： 

表 2-5-2 Ansoff 的「產品-市場」擴張方格 

 現有產品 新產品 

現有市場 市場滲透策略 產品開發策略 

新市場 市場開發策略 (多角化策略) 

資料來源：Ansoff(1957), “Strategies for Diversific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114 

 

Kotler(2000)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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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考慮能否為現有的產品開發新的市場(市場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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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 

第二個層次是確認與產業行銷通路系統其他部分整合的行銷機會，亦即建立

或取得與公司現有事業有關的事業機會，謂之整合式(integration)成長。若公司處

於這二種情況 所屬的產業成長潛力高 可經由向前、向後、或水平的整合，對

公司產生助益，那麼採取整合成長策略是正確的。整合成長策略有三種可行的途

徑，在此以天下雜誌舉例說明之：  

1 .向後整合：公司增加對其供應系統的控制權或所有權，所進行的整合。天下雜

誌可以考慮收購上游的紙廠或印刷公司，增加對供應來源的控制，進而降低製

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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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前整合：公司為增加對配銷系統的控制權或所有權，所從事之整合。天下雜

誌可以收購下游的雜誌批發商或訂戶代理商，以提高對配銷系統的控制。 

3 .水平整合：公司為增加在同業間的控制權或所有權，所從事之整合。天下雜誌

可以收購其他性質相近的雜誌發行公司，不僅可減少競爭，還可以擴大對上下

游業者的影響。 

第三個層次為尋找存在於現行事業之外的行銷機會，謂之多角化

(diversification)成長。若公司所處的產業，並未顯現成長獲利的機會，或是在現

行的事業之外發現有更好的機會時，則採行多角化成長策略是正確的選擇。所謂

的好機會是指產業具有高度吸引力，且公司又具備成功條件及經營優勢的組合。

一般而言有三種多角化成長途徑，舉台鹽為例說明之： 

1 .集中式多角化：公司在現有的產品線上，增加具有共通技術或共通市場的新產

品，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這些新產品通常可吸引新的顧客群。像是台鹽推出

鹹口味的冰淇淋，還有蓓舒美系列的洗面乳、鹹性牙膏、沐浴鹽等大量使用鹽

做為原料的新產品。 

2 .水平式多角化：公司增加與原有產品線不完全相關的新產品，來吸引原來的顧

客，像是台鹽推出藻醬油以吸引原目標顧客-家庭主婦。 

3 .複合式多角化：公司增加與現有的技術、產品或市場毫無關連的新產品，這些

產品通常會吸引新的顧客群，像是台鹽推出綠迷雅、多寶等品牌的保養品。 

表 2-5-3列舉了 Kotler所提每一大類的成長機會。 

表 2-5-3  Kotler之企業成長策略 

企業成長策略  

密集式成長 整合式成長 多角化成長 

內

涵 

市場滲透 
市場發開 
產品開發 

向後整合 
向前整合 
水平整合 

集中式多角化 
水平式多角化 
複合式多角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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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麒(1992)指出企業成長方式一般分為內部成長與外部成長。前者意指公

司現有的部門利用正常的資本預算程序選出可行的投資方案，使公司成長的行

為。而後者指的是公司透過合併與購併、合資，以及控股公司等方式來控制各種

資源，以使公司成長之行為。 

合併與購併(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簡稱為M＆A)意指兩家或兩家以上的

公司依照彼此所簽訂的合約，透過法定的程序結合成一家公司，或另設一家新公

司的行為。合資(joint venture)指的是兩家或兩家以上公司的部分資源被結合在一

起，以達成一些特定但有限度目標的行為。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意指持有

其他公司的大量股票，並且因而能夠控制該公司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