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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內容將分成三部分撰寫，首先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接著說明架構中

各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包括企業成長策略類型、品牌組合策略、品牌權益、

品牌組合目標之追求等四項；再來則是研究設計的部分，包括說明採取個案研究

法的背景，及其步驟、優缺點，還有說明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研究對象的選

取標準，以及訪談大綱。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由前述之文獻探討可知，企業成長策略和品牌組合目標之間的確有關連性存

在，但尚未有研究明確指出二者的影響關係為何，所以本研究以雙箭號連結這二

個變數；而由於目前在品牌組合策略的相關研究中，僅提及品牌權益會對品牌組

合策略有所影響，但「如何影響」及「影響的內容為何」卻付之闕如，所以本研

究亦以雙箭號表示二者的關係。 

至於架構中其他變數間的關係則是由前述之研究動機而來，因此本研究除了

將分析不同類型之企業成長策略如何影響品牌組合策略之外，亦將深入探討「品

牌權益」與「品牌組合目標之追求」這兩項變數，在企業成長策略影響品牌組合

策略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品牌權益方面著重於針對企業品牌探討，僅選擇

企業品牌之品牌權益做為研究變項的主要理由包括下列二點： 

企業品牌大多為品牌組合中，存在於市場上歷史最悠久的品牌，同時也多是消

費者接觸時間最長的品牌，因此所形成之品牌權益各個構面也最明確。 

品牌組合中的個別品牌發展程度不一，雖然有些品牌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的品

牌資產，但仍有些品牌還在起步階段，尚無品牌權益可言，因此難以逐一探討

個別品牌對其他變數的影響關係。 

茲將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簡示如圖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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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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 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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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描述與定義 

一、企業成長策略類型 

本研究係以 Kolter(2000)的觀點為主，將企業成長策略分為密集式、整合式、 

多角化三大類。而密集式成長策略又可再分成「市場滲透、市場開發、產品開發」

三種子策略；整合式成長策略可再分成「向前整合、向後整合、水平整合」三種

子策略；多角化成長策略可再分成「集中式、水平式、複合式」三種子策略。茲

將各策略類型的內涵具體描述如表 3-2-1所示： 

表 3-2-1企業成長策略之操作性定義 

企業成長策略類型 操作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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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發開 將現有的產品拓展至新的市場。 
密

集

式 
產品開發 在現有的市場上，發展新產品或改良原有的產品。 

向後整合 
公司為增加對其上游供應系統的控制權或所有權，所從

事之整合活動。 

向前整合 
公司為增加對下游配銷系統的控制權或所有權，所從事

之整合活動。 

整

合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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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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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式 
公司增加與原有產品線不完全相關的新產品，用來吸引

原來的顧客 

多

角

化 

複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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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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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組合策略 

本研究係以 Aaker(2004)的觀點為主，將品牌組合策略分為五大構面探討 

之。分別是組合的角色、產品定義的角色、視覺圖像設計、品牌範圍、品牌結構。

茲將各構面的內涵具體描述如表 3-2-2所示： 

 
表 3-2-2品牌組合策略之操作性定義 

品牌組合策略構面 操作性定義 

(1)策略性品牌 

對企業相當重要且必須成功的品牌，有三種類型： 
目前的強勢品牌-現在就有可觀收益與利潤的品牌。 
未來的強勢品牌-即將有可觀收益與利潤的品牌。 
關鍵品牌-將在未來間接地影響收益與利潤的品牌。 

(2)品牌活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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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增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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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側翼品牌 
當主品牌遇價格競爭時，所推出的低價品牌。 
為了防禦、補齊產品線所推出的品牌。 

1.
組

合

的

角

色 

(5)金牛品牌 
即使銷售額下滑，還是擁有相當多的忠誠顧客，較不需

要投入資源的品牌。 

(1)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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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背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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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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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產品品牌 
由「主品牌＋副品牌」或「主品牌＋敘述語」所組成的

稱之。 

(5)品牌差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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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四個方面著手：特質、科技、服務、

方案規劃。 

2.
產

品

定

義

的

角

色 

(6)品牌傘 定義「具相同特色的一組產品」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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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同品牌 

由不同的品牌彼此結合，以四種形式存在著： 
以要素或成分來代表 
以背書品牌的方式呈現 
涵蓋多個主品牌 
共同舉辦聯合促銷活動 

(8)敘述語 純粹只對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加以描述，不具推動功能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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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視覺圖像設計 
意指組合內各個品牌所呈現的視覺設計圖樣，除了

最顯眼的標誌外，還包括顏色、包裝、字體、符號、廣

告尾語、平面廣告的版面構圖設計、產品設計。 

4.品牌範圍 
描述品牌組合橫跨的產品類別與市場區隔，品牌範圍的

形成主要是透過品牌延伸，包括產品線延伸、水平延伸

與垂直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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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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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品

牌

結

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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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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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權益 

本研究係採 Aaker(1991)的觀點，認為品牌權益主要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 

忠誠度、品牌聯想、以及知覺品質四大構面。茲將各構面的內涵具體描述如表

3-2-3所示： 

表 3-2-3品牌權益之操作性定義 

品牌權益構面 操作性定義 

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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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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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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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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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即為所有品牌聯想的集合。 

知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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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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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牌組合目標之追求 

本研究係以 Aaker(2004)的觀點為主，將品牌組合目標分為五項探討之。分

別是追求綜效、槓桿運用品牌資產、維持和消費者的相關性、打造強勢品牌、創

造產品明確性。茲將各構面的內涵具體描述如表 3-2-4所示： 

 

表 3-2-4品牌組合目標之操作性定義 

品牌組合目標追求 操作性定義 

追求綜效 
在資源分配、成本分攤、品牌聯想、品牌知名度等方面

創造綜效。 

槓桿運用品牌資產 
將強勢品牌水平或垂直延伸至新的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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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和消費者的相

關性 

企業為了讓所擁有的品牌或產品始終能進入消費者的

購買選擇考慮範圍，就必須不斷推出新產品，可藉由副

品牌、背書品牌、新品牌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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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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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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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的探討重點在於「企業成長策略與品牌組合策略之關聯性研究」，以

及針對企業成長策略影響品牌組合策略的過程中，分析企業品牌的品牌權益與品

牌組合目標所產生的影響力為何。亦即除了各變數間的關連性之外，本研究亦希

望能夠深入瞭解企業成長策略「如何」影響品牌組合策略的面貌建構，而企業品

牌的品牌權益與品牌組合目標又是「如何」發揮其影響力等課題。 

但經檢視品牌組合之相關文獻後，發現目前國內外尚無類似之研究，亦即本

研究的探討領域仍處於探索性階段，因此基於上述兩項原因，本研究決定以個案

研究法的方式進行分析。 

個案研究法的內涵為「探討真實環境中，當代現象的實證性研究方法」，

Yin(1983)指出個案研究法尤其適用於現象與環境背景間的界線不十分明顯時，

而且有多種資料蒐證的方法可並行使用的情況，相當符合本研究的時空背景，所

以採行之。個案研究法的特點可歸納出三項，而其優缺點則以表 3-2-5說明之： 

專注於從個案中建構理論 

過程中可激發出新想法 

所提出的假設與理論是具有可驗證性的 

 

表 3-3-1個案研究法的優缺點 

優點 缺點 

可以跨越時間限制研究事件的發展過程 
易於產生新穎的理論 
建構的理論是可以被不斷檢驗的 
新建構的理論符合實證經驗，具可信度 

研究的內容相當細微，耗時耗工

可能會有狹隘之虞，一體適用性

不足 

資料來源：Eiserhardt, K.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5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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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個案研究法建構理論的過程可分成八個階段(Eiserhardt, K. , 1989)，詳細

敘述如下： 

1 .階段一  閱讀文獻→定義問題→找出變數 

研究者在採行個案研究法進行理論建構時，第一步就是要先對感興趣的

內容有一個具驗證價值的構想(construct)，這個構想的形成大多是參考前人

文獻而來的。若這個構想隨著研究的進行愈凸顯其重要性，則對研究者而

言，其建構的理論愈具有強而有力的實證基礎。而此步驟最重要的注意事項

是「不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亦即建議研究者盡可能不要參考既有的理論

或引用前人的假設，因為可能會限制了思考的範疇，或研究觀點會有偏誤。 

總而言之，個案研究法一開始的任務就是在參考文獻後，定義欲研究的

問題並找出相關的變數(variables)，但別主觀地就認定變數間或理論間已具

有某種特定關係。 

 

2 .階段二  選擇合適的個案 

個案研究法採用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來選擇合適的個案，與假

設檢定研究的統計隨機抽樣方法相當不同，就是從一群已限定範圍的個案中

盡可能挑選具備截然對立性質、可複製性、可延伸性的個案來研究，目的在

於藉此使理論建構的研究過程易於觀察出差別。而為了控制研究過程中的環

境變數，會從各個產業中挑選企業特性(ex.規模)相似的個案，如此一來也可

使建構成的理論能適用至較廣的領域。 

 

3 .階段三  進行研究設計 

在眾多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的方法中(ex.訪問、觀察、內部文件⋯)，如

何選擇最適宜的工具著實重要，個案研究法可採用量化證據、質化證據或結

合二者的方式進行。 

在質化研究方面有二項建議，一是建議採用「多方受訪者」的模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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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有二： 

提高研究的創意潛能 

若多方受訪者的回答趨於一致，則可提高研究發現的信度。 

二是建議採取「小組出動全記錄」的方式，亦即不僅記錄受訪者所說的

話，也觀察其在受訪過程中的表情變化，如果有言行不一的情況發生，即可

更深入地探究原因。 

此外，涵蓋整個個案所及範圍，掌控多方消息來源的「多重資料蒐證

法」，也是不錯的研究工具之一，當發現各資訊提供者對單一證據有不同的

解讀時，就是研究的重點所在。 

 

4 .階段四  資料蒐集  

在資料蒐集建構理論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狀況是分析資料時的重疊問

題，可藉由實地記錄來解決之。實地記錄(field notes)意指記錄發生於研究個

案中的不間斷可觀察與可分析的大小紀事。如何得到一份有用的實地紀錄有

兩個關鍵點： 

寫下(write down)過往任何讓受訪者印象深刻的事件 

藉由自我反問一些問題，如從紀錄中學到什麼、此個案和前一個有何不

同？來推動自己的思考面向。    

團體面談(team meetings)也是解決重疊問題的利器之一，藉由每個受訪

者互相分享其想法與觀點來達到解決重疊部分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工作。藉由

分析重疊部分的資料，不僅可給予研究者一個有利的研究開端，更重要的是

可讓研究者更彈性地利用所蒐集的資料。利用個案研究法來建構理論的一個

特色，是可以在研究過程中自由地增加調整項目，諸如在面訪時臨時增加一

個問題、或在問卷上增添一些問題。這樣的調整機制可以讓研究者探索新近

熱門題材，或利用特定情境下的特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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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階段五  資料分析與跨個案比較 

分析資料是建構理論的核心，同時也是研究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由於

所蒐集到的資料繁多，有很多的研究在分析了一堆資料後，卻對分析結果的

討論著墨不多。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可從兩個角度來分析資料：單一

個案、跨個案。典型的單一個案資料分析內容涉及到每一個面向的細部描述

性報導文章，這些文章可幫助研究者瞭解早期發生的事情。 

而跨個案的資料分析旨在於彌補受訪者因記憶有限，致使回答的內容不

夠完整且明確，好的跨個案比較分析要從不同的觀點來中和趨勢所在。分析

資料有三個技巧： 

藉由文獻的參考，發展出可區別單一個案群中，每個個案相似與相異點的

構面。 

挑選兩兩單一個案，並列出其相似與相異點。 

區分所蒐集到的資料，例如一組人馬專門分析面訪資料、另一分析問卷資

料等。跨個案的比較不僅可促使研究者跳脫原先的思考框架，更可提高新

發現結果的機率。 

 

6 .階段六  形成假說 

分二個步驟讓假說的輪廓更加清楚，首先藉由 不斷修正原先構想的定

義 建立可衡量構想的證據，使構想(construct)更加清晰。大多數的研究者

會利用製成表格的方式來達成。再來核對每個研究個案其變數之間的關係，

是否與已有的證據相符合。此假說形成的基本邏輯觀念是希冀透過不斷的反

覆檢驗來提高理假說的可信度。簡而言之，形成假說的過程涉及構想衡量與

證明變數間的關係。 

 

7 .階段七  佐以其他文獻，驗證新建構理論 

把研究結果拿來與更多的文獻相比較，若一致性高，則能對新建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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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有加分效果；若一致性低，即代表有衝突存在，可視為另一扇研究大

門的開啟。 

 

8 .階段八  研究完成 

個案研究法什麼時候算是大功告成呢？當新納入的個案其邊際效益已

呈遞減狀態時，就宣告該停止研究了。亦即所分析的個案已經足以解釋新建

構的理論，再把新的個案納入分析，其助益並無明顯提升時，就是研究暫告

一段落的最佳時刻。 

 

二、資料蒐集方式 

因此為求符合個案研究法的真義，本研究除了均對六家個案企業進行深入的

訪談外，亦廣泛蒐集各類型的媒體報導、企業公關稿、企業年報、相關期刊雜誌、

全國碩博士論文、官方網站資訊、以及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書籍等次級資料，以期

能夠進一步釐清上述各項議題，進而發展出相關之命題。 

 

三、研究對象的選取 

由於本研究之主題在於探討企業成長策略與品牌組合策略之間的關聯性，所

以在挑選個案對象時，有下列的篩選標準： 

1.有發展多個品牌/副品牌的企業，不論是本土企業或跨國企業均可。 

2.目標企業的大多數品牌/副品牌已存在市場上有一段時間。 

3.僅以 2005年仍然在市面上提供產品的品牌/副品牌為主要分析對象。 

最終本研究選定的個案樣本為黑松、味全、王品、花王、郭元益、豐田等六

家企業。茲將本研究的六個主要研究對象整理如表 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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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研究對象一覽表 
 

個案

公司 
產業

別 
現存於市面上的品牌 

訪談時間 
與地點 

受訪者簡介 

黑松 
食品

飲料 

黑松、黑松汽水、黑松沙士、吉利

果、綠洲、歐香、畢德麥雅、韋恩、

貝里威士忌、FIN、LGG、就是茶、

天霖純水、C＆C等 14個品牌 

2005/5/19 
上午 10點 

黑松大樓 

(信義路) 

張智鈞 

-行銷企劃室課長 

林鶴城 

-行銷企劃室副課長

2005/5/20 
下午 1點 

味全公司 

林進興 

-方便食品事業部  

資深協理 

味全 
食品

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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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個品牌 

2005/5/26 
上午 10點半

味全公司 

(松江路) 

張教華 

-乳飲事業部 

副總經理 

王品 
餐飲

服務 

王品台塑牛排、POTER HOUSE、西

堤、陶板屋、原燒、聚、A+數學中

心、金氏世界記錄認證等 8個品牌 

2005/6/1 
下午 3點半 

西堤復興店 

(復興南路) 

高端訓 

-王品集團行銷總監

花王 

民生

消費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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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個品牌

2005/5/19 
下午 3點 

花王公司 

(新店) 

吳大松 

-資深副總經理 

郭元

益 
禮餅 

郭元益、拉法頌 2個品牌 

莎特爾、葳莉特，黃金喜餅、璀璨、

華嫣、華舞、古典美人、儷妍、

Glory、圓滿、小福氣、貝蓓等 11

個副品牌 

2005/5/26 
下午三點 

郭元益總公司

(士林) 

葛文誠 

-企劃部副理 

豐田 
汽車

製造 

Toyota 1個品牌 

CAMRY、 COROLLA ALTIS、

VIOS、WISH、ZACE、HIACE、

PREVIA等 7個副品牌 

2005/5/27 
下午 1點半 

和泰公司 

(松江路) 

鍾光輝 

-和泰汽車車輛業務

部品牌行銷室室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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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共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份先詢問受訪者，個案企業所涵蓋的產品

類別為何，有哪些主要的品牌，以及各個品牌的市場表現與形成背景為何，還有

目前企業品牌的品牌權益之四個構面的表現如何。 

第二部分再詢問受訪者，個案企業從創立到現在採行過哪些成長策略，並且

進一步追問當初形成策略選擇的背景為何、每一個策略選擇所要追求的目標為

何、達成的效果為何。 

  第三部分接著詢問受訪者，個案企業是如何經營眾多品牌(包含副品牌)、各

個品牌的關係為何、如何分配各品牌的資源、賦予各品牌的角色與功能為何、視

覺圖像設計的標準為何、如何進行品牌延伸、有無品牌聯盟的合作案例。 

第四部分則是詢問受訪者，個案企業如何明確地區隔同一產品類別裡的多個

品牌、如何維持市場的敏銳度、目前的強勢品牌是如何建立。 

完整的訪談大綱內容請詳見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