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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公司介紹 

 

第一節、被倂公司—福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立於民國 44 年 

 公司設於台北市 

 工廠設於中壢市 

 1993 年營業額新台幣壹拾壹億壹仟捌佰萬元(如附錄一) 

 員工人數(含工廠員工)約 900 人 

 產品種類：鮮乳、久藏乳、保久乳、鮮奶油、果汁、冰淇淋、冰

棒、蛋糕 

 

主要為供應在台美軍及其眷屬之乳品，在當時台灣之經濟及生活水

準，由於當時農產品之乳品為管制性商品，外商不得涉入，國內之品

質標準並不符合美軍及其眷屬之需求，尚無法提供此項產品，基於維

持在台美軍及其眷屬之需求，政府特別同意此公司之設立，專事生

產、供應乳製產品，供應在台美軍及其眷屬，但不得供應當地之台灣

民眾，以減少競爭及違反國家之農業政策，當時設立時全屬美國

Foremost Food Corporation 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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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國 57 年，美軍撤台後福樂公司之階段任務完成，不需再提供

美軍所需，但當時國內之農業起飛，而乳品為一重要產品，因此政府

同意開放國內市場給福樂公司經營，由於此項政策之改變及美軍撤

台，Foremost food corporation 決意淡出台灣市場，因此將其中一半股

權出售於菲仕蘭公司 ( 國際性奶粉乳品製造行銷公司 ) ，另一半售

於國內之王氏家族，一齊經營台灣的乳品市場。 

 

福樂公司在台灣為第一家生產銷售高品質乳品之公司，佔有極高之知

名度，在民國七十六年，福樂公司開始介入冰品市場，利用乳品原料、

生產、製造、銷售冰淇淋，也利用其乳品之通路優勢，擴張其一般銷

售點、經銷商通路及政府機關、福利社通路等。當時所謂之超市、便

利通路及大賣場尚未萌芽，因此仍維持數量極多之小零售點。 

 

由於台灣之農業保護政策，對於酪農所生產之生乳必需以保證價格收

購，造成福樂之負擔，於夏季乳源需求旺盛時，乳源因自然生產之因

素產量減少，使價格上升，而當冬季牛奶需求下降，乳源卻也因自然

因素，產量增加，受制於農業政策，必需以保證價格收購，造成成本

增加，原料卻無法消化，而必需在市場上作價格競爭，以增加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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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造成連年之虧損，而同期也加入很多競爭者；如統一、味全、將軍、

台農等廠商形成惡性之競爭。此時，福樂主要股東之一，菲仕蘭公司

決意淡出台灣市場，而王氏家族亦認為台灣市場將無利可圖，欲前往

大陸發展，而決定全數出清福樂之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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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主倂公司—雀巢集團 

 

雀巢集團基本資料 

 世界最大之食品公司 

 設立於 1867 年 

 總部設於瑞士威偉市 (Vevey) 

 行銷全球超過 81 國，200 多家子公司 

 超過 500 座工廠 

 員工總數全球約有二十二萬名員工 

 營業額雀巢集團 2004 年營業額約 868 億瑞士法郎(約 630 億美

元)(如附錄二、三) 

 產品種類：主要產品涵蓋嬰幼兒食品、乳製品及營養品類、飲料

類、冰淇淋、冷凍食品及廚房調理食品類、巧克力及糖果類、寵

物食品類與藥品類等 

 

1866 年創始人亨利雀巢，由於深切關懷當時嬰兒的高死亡率，於是

致力尋找一種可提供嬰兒成長所需營養的產品，因而成功研製了嬰兒

奶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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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年亨利雀巢先生推出聞名的第一罐嬰兒奶麥食品 — Farine 

Lactee。 

 

1868 年亨利雀巢決定以鳥巢圖案做為雀巢商標，期望只要看到母鳥

餵食小鳥的商標就會聯想到母愛、自然、責任、家庭、溫暖和安全。

一直到今日，這個鳥巢圖案仍是雀巢公司重要的企業識別圖案。 

 

1905 年雀巢第一個重要倂購案，雀巢公司最早是以乳製品和嬰兒食

品起家，為了結合新的知識和經驗，於 1905 年完成第一個重要購併

案(英瑞煉乳公司)。自此之後，雀巢的發展就像健康的樹根一樣，由

共同的基礎往外延伸朝氣蓬勃，生生不息。 

表七、雀巢集團之公司購倂 

年度 相關公司 生產銷售之產品 

1866 Henry Nestle 創設 Anglo-Swiss 

Condensed Milk Co. 

生產奶粉及嬰兒食品 

1875 
購倂 Chocolats Daniel Peter 公司 

1883 
購倂 Potages Jules Maggi 調理食品 

1905 
公司變更為 Nestle & 

Anglo-Swiss Condensed Milk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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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購倂 Peter-Cailler-Kohler 

Chocolats Suisses S.A. 

 

1936 
公司變更為 Nestle & 

Anglo-Swiss Holding Co., Ltd. 

 

1938 
研究發展雀巢咖啡 Nescafe  

1947 
在購倂 Maggi 後公司變更為

Nestle Alimentans S.A. 

 

1960 Crosse & Blackwell 
 

1961 Locatelli 
 

1962 Findus 
 

1969 Vittel 
蒸留水 

1970 Libby 
進出口 

1971 Ursina-Franck 
 

1973 Stouffer 
冷動調理食品 

1974 L´Oreal 
化妝品公司 

1977 Alcon 
眼鏡相關業務 

1978 Charmbourcy 
日配冷藏飲品 

1985 Hills Brothers Coffee 
咖啡與奶精產品 

1985 Carnation 
美國第一大乳品公司 

1986 H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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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Buitoni Perugina 
意大利調理食品 

1988 Rowntree 
世界第一大糖果公司 

1989 L’Oreal 
化妝品 

1992 Perrier 
著名飲料沛綠雅 

1993 Finitalgel 
歐冰淇淋公司 

1994 Foremost Foods 
福樂冰淇淋與鮮乳產品

1994 Alpo 
寵物食品 

1998 Klim 
克寧奶粉 

1998 Sampellegrino and Spillers Pet 
Food 

寵物食品 

2000 Schoellers 
冰淇淋 

2001 MovePick 
莫凡比冰淇淋 

2001 Haagen Dazs of Amercian 
冰淇淋 

2001 Ralston Purina 
寵物食品 

2002 Dreyers 
醉爾思冰淇淋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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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2002 年雀巢集團在全世界各洲共擁有 318 家公司 

區域 擁有之公司 控制權=100% 控制權>50% 控制權<50%

歐洲 
143 100  42 1 

北美洲 
 32  17  11 4 

拉丁美洲 
 35  20  15  

非洲 
 19   9  10  

亞洲 
 79  35  38 6 

大洋洲 
 10   7   3  

總計 
318 188 119 11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 

 

維持雀巢全球競爭力四大方針： 

雀巢集團總裁包必達先生 (Mr. Peter Brabeck-Letmathe) 針對現在與

未來雀巢提昇全球競爭力揭示了企業經營四大方針： 

1. 低成本高效率營運：不斷改進以力求各方面達到最大效率，最少

浪費。 

2. 革新創新：領導品牌的成功在於它革新與創新的能力，這方面的

發展在未來更是顯而易見。 

3. 買得到看得到用得到：為了讓生活更舒適美好，雀巢致力使雀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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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時時買得道，雀巢產品時時看得道，雀巢產品時時用得道。 

4. 與消費者溝通：加強「顧客服務」-- 對任何銷售民生消費品的公

司而言，與消費者直接溝通，儼然已是成功的關鍵。 

 

第三節、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最大外商食品公司 

 設立於 1983 年 

 總公司設於台北市 

 產品種類: 嬰幼兒奶粉、米麥粉、奶粉、乳製品、咖啡、即溶飲

品、冰品、速食湯及粥、廚房調理食品、巧克力及糖果與寵物食

品等。 

 

雀巢集團為了開發台灣市場，在民國七十二年於香港，成立香港商恩

平股份有限公司及同時設立台灣分公司，在公司成立之前的運作，仍

是將台灣之市場操作交由德記洋行總代理，直到公司設立，才將業務

移轉至新設公司。由於當時法律之限制，外資不得設立公司，但分公

司則不在此限。 

 

在分公司成立之初，主要業務在市場行銷、調查及業務通路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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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要產品仰賴進口。自民國七十八年，才於新竹湖口工業區設立台

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及工廠，從事加工生產咖啡、奶粉及嬰兒食品、

副食品。此時雀巢集團在台灣擁有兩家公司，台灣雀巢專事生產，而

香港商恩平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銷售。直至民國九十三年，稟從雀巢

集團之策略，在市場上尋求購倂冰淇淋之公司，以擴展台灣之冰淇淋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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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雀巢購倂福樂之考量 

 

歷經策略規劃、設立執行購倂小組、尋找目標公司、評估目標公司和

出價談判等步驟，確定福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為被併之公司，其主

要原因為： 

1. 台灣第一家設立之乳品公司 ( 由美國公司於民國四十一年設立，

初期僅供應美方軍事人員之消費，由於品質控制良好及供應量小，

而建立了良好之信譽) 。 

2. 台灣之乳品及冰淇淋領導品牌之公司。 

3. 為中外合資之公司。 

4. 有西方文化之色彩，與雀巢公司在管理上易相容。 

5. 擁有在乳品與冰淇淋完整之通路。 

6. 擁有優秀而專業之人材。 

7. 擁有雀巢公司所沒有之冰淇淋研發團隊。 

8. 擁有高知名度之品牌及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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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發之能力居亞洲第一位，甚至某些程度超越西方。 

10. 經營階層有意出售。 

11. 雀巢公司可以立即進入市場，而沒有適應之空窗期。 

 

在同一時期，尚有另一家信譽卓著之本土型冰淇淋公司，小美冰淇

淋，因財務之因素，也待價而估，基於理念及管理方式，雀巢公司選

擇了福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為其倂購之目標公司。 

 

表九、福樂與小美兩家公司之差異如下： 

 福樂 小美 

 1.公司理念 品質要求高，符合外資之

需求。 

無特殊之理念，為一典型之

本土型公司。 

 2.公司文化 帶有西方文化之色彩。 以人治為主。 

 3.管理制度 較制度化，由專業經理人

管理，但董事長為中方，

而總經理為外資指派，有

一定之管理制度。 

較無制度，為家族式管理。

 4.財務狀況 普通，早期良好，近期有

虧損產生。 

不良，逐年虧損，有經營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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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產品類別 鮮乳及冰淇淋 冰淇淋 

 6.銷售通路 含括牛奶及冰淇淋通路 

( 經銷商、直營、軍公教

福利總處、主要客戶通

路、餐飲業務通路等 ) 

冰淇淋通路 ( 經銷商、直

營、軍公教福利總處、主要

客戶通路、餐飲業務通路

等 ) 

 7.機器設備 較新盁且更新中 設備老舊 

 8.社會知名度 常參與或贊助公益活動。較少參與 

 9.品牌知名度 較強 相對福樂較弱 

10.研發團對 對新產品之開發，不遺餘

力，每年推出新產品。 

研發能力較弱，受限於財

力、人力之不足，經營團隊

對於研發，較不重視。 

11.人力資源 平均知識水準高，技術純

熟，重視員工訓練，較易

接受新資訊。 

平均知識水準較低，人員年

資高不具活力。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資料 

 

1994 年在香港商恩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主導下，雀巢集團

以新台幣壹拾壹億現金購下福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及其所

有商標及專利權，其中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佔有股權 55%，雀巢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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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總公司擁有 45%股權。 

 

其估價及認定之價值如下：   購倂金額         83 年 4 月 30 日 

_______________       帳上價值     

土地(中壢工廠現址)       NT$412,000,000     NT$ 61,020,000 

其他固定資產                 437,000,000        430,965,000 

流動資產                     344,000,000        336,403,000 

流動負債                    (436,000,000)       (418,424,000) 

長期及其他負債              (276,000,000)       (235,171,000)  

淨資產                       481,000,000        174,793,000 

商標價值(福樂中文商標)       150,000,000                 - 

其他商譽及通路價值           469,000,000                 -  

購買股權總值            NT$1,100,000,000    NT$ 174,793,000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 

 

在此股權買賣中，有形的資產價值之認定，清楚而簡單，而在此購倂

中應屬商標價值及其它商譽與通路為主要之標的。 

 

商標係以福樂之標章，及相關乳品及冰淇淋之產品名稱，已註冊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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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為依據，僅限於中文部份共計 138 份，但其中最重要的 Foremost

英文商標為美方公司授權使用，並不包含在購倂條件內，但可自購買

日起使用 99 年 

 

其他商譽，則汎指其它之銷售通路及產品生產之技術與配方，可以讓

雀巢公司自取得日起，同時擁有銷售生產與市場佔有率，立刻進入市

場所需支付之代價。 

 

在議定購倂價格及股權移轉後，整個運作之移轉相形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工作，由於是整體股權的移轉，照理對整體營運不應有影響，但其

中人員的任何變動及不確定性，卻是影響購倂及購倂後績效的因素及

考量，因此雀巢在購倂前最重要的工作是： 

1. 購倂前的持續溝通。 

2. 承諾年資、福利、薪資不因購倂而變動。 

3. 高階管理人員必需留任一定期間。 

4. 自願離職人員，由原福樂股東設立遣散基金，支付離職費用。 

5. 雀巢集團只派任一位高階管理者負責整體營運，向台灣雀巢總經

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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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他的購倂案一樣，雀巢購併福樂公司也按步就般的渡過： 

表十、購倂流程 

策略規劃 

 

設立執行購併的組織 

 

搜尋目標公司 

 

評估目標公司和出價 

 

談判結果 

 

移轉公司所有權的過渡時期 

 

購倂後整合 

 

 

由於在大部份的論述中，對整個購倂過程的探討，已多有敘述與探

討，因此本文將著重於購倂後整合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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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說來，整合可大致區分為 

1. 組織架構之整合 

2. 財務型態之整合 

3. 業務型態之整合 

4. 文化之整合 

 

在組織架構之整合上，由於雀巢與福樂營業性質與產品屬性之不同，

在購倂後的啟始，仍維持雙方業務的運作不變保有原來完整之業務團

隊，雀巢僅派駐一位管理運作之總裁，替代原總經理職位，負責生產、

研發、銷售、配送等運作，直接向台灣雀巢公司總經理負責，茲略述

其組織架構如下： 

表十一、福樂公司組織架構 

福樂公司總裁 

財務處 業務處 市場行銷處 人力資源處 廠務處 運籌處 

會計部 

財務部 

資訊部 

預算部 

主要客戶通路 

經銷商通路 

軍公教通路 

餐飲業務通路 

乳品 

冰品 

人事部 

薪資部 

管理部 

生產部 

研發品管 

總務部 

人事薪資

配送部 

倉儲部 

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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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營業所 

桃園營業所 

中區營業所 

南區營業所 

部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如附錄五) 

表十二、雀巢公司組織架構 

台灣區雀巢公司總經理 

市場業務處 新竹廠務部 福樂公司 人事資源處 財務處 法務處 

業務部 

  主要客戶通

路 

  經銷商通路 

  軍公教通路 

  餐飲業務通

路 

  北區營業所 

  中區營業所 

  南區營業所 

市場部 

生產部 

研發部 

品管部 

會計部 

管理部 

財務處 

業務處 

市場行銷處

人力資源處

廠務處 

運籌處 

人事部 

薪資部 

管理部 

會計部 

財務部 

資訊部 

預算部 

稽核部 

法務部 

公關部 

消費者服

務 



 

 62

  咖啡產品 

  奶粉產品 

  飲料產品 

  寵物產品 

  醫藥咨詢 

運籌部 

  採購部 

  倉儲部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如附錄六)                      

                      

               

 

 

 

 

表十三、雀巢與福樂的組織頭銜之比較： 

頭銜 雀巢 福樂 

董事長  董事長 

總經理 董事長兼總經理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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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部處 處經理 

通路經理 

通路專員 

通路主任 

副總經理 

經理 

副理 

主任 

市場部 產品群經理 

產品經理 

產品副理 

產品專員 

副總經理 

產品經理 

產品副理 

產品專員 

財務處 處經理 

部門經理 

主任 

副總經理 

經理 

副理 

主任 

廠務部 廠長 

經理 

專員 

主任 

廠長 

經理 

主任 

運籌部 經理 

主任 

經理 

副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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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 

 

 

 

 

 

 

第四節、購倂後之策略運作 

 

就購倂後之策略運作可分為下列幾項: 

 

一、品牌之運作綜效 

 

由於福樂為國內之知名品牌，備受消費者喜愛，而雀巢並無任何冰淇

淋與鮮乳之產品，因此在合併之初始，仍延用福樂品牌，再逐步加入

雀巢之品牌，採取雙品牌 (Logo) 之模式，讓消費者了解雀巢已開始

生產、銷售乳品與冰品，且與福樂產品為同一工廠生產，品質一致，

也作了一些產品與市場之區隔。運作一年後，福樂之品牌開始在市場

上消失，而以雀巢之品牌替代，在台灣市場行銷，此為雀巢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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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任何產品，均冠以雀巢之標章，以吸引消費者購買，任何購倂之

產品、技術、品牌將依階段性消失，至於此種策略是否正確或有待修

正，將待以後討論。但由於品牌之改變於短短 1~2 年內，完全由雀巢

Lego 替代，在此期間，並未作適度或大量之消費者溝通，如媒體、

平面廣告等，而且雙品牌之運用僅僅使用半年，其方式乃是在包裝上

同時放上雀巢與福樂之標章，因此事實上消費者並未得到足夠之訊

息，而瞭解福樂冰淇淋與雀巢冰淇淋為同一家工廠之產品，也因此消

費者僅知道雀巢也開始生產、銷售冰淇淋產品，但也持續詢問為何福

樂之產品自市場上消失，往後雀巢在市場上之行銷，並未因福樂之知

名品牌而得利，反而因福樂之品牌消失，而喪失商機，認為雀巢只是

一個新進入台灣市場之外來產品，對消費者而言，尚待適應，就雀巢

冰淇淋品牌而論，並無綜效可言，幾乎可說從頭開始。 

 

二、人力資源之運作綜效 

 

為便於資源之共同運用，與管理之控制，在財務與管理之部門，先行

採取合併作業，如財務、會計、預算、人事資源、法務、公關等後勤

單位部門，先行合併場所工作，並集中管理機制，再逐步刪減部門，

減少管理層級，並將不同之管理頭銜予以簡化及一制性。但就管理之



 

 66

層面，立即面臨職銜及薪資福利之不同，而引起雙方公司員工內部之

爭議，同樣的職能，卻有不同地職銜及待遇，由於被倂公司之職銜，

均較雀巢為高，而事實上主併公司基於策略，必需將雀巢之制度文化

套用於被併公司，自然以雀巢公司之中高階主管來主導整個變革，在

此狀況下就變成職銜之不對稱性，由於購併初始，雙方公司即已承諾

不變動現有架構及福利，與不主動資遣人員之原則，在雀巢管理階層

取得福樂公司之高階主管認可下，作了少數高階人員之國外調度，以

彌平不同職銜之問題，在數年後，國外任期屆滿或續任或再轉任他國

或回台灣轉任新職務，則已無職銜不對稱之問題。 

 

在薪資福利方面，則以或調高，或維持不變之原則，逐步彌平差距，

雖然如此在合併初期，也造成了雙方公司相當程度之人員流動，但這

些變動與人員之流動，都在預期範圍內。 

 

三、財務管理之綜效 

 

在合併之初，最易於產生綜效部份，應屬財務管理方面，由於雀巢公

司與福樂公司之產品特性不同，其業務、生產、運作與配送，無法綜

合使用，因此合併初始仍決定分開運作，有各自獨立之部門，但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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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運作與營運需求，則可透過雀巢系統及協商能力，降低資金成本。 

 

由於福樂公司累積多年之虧損，及投資獎勵抵減之誘因，亦是促使購

倂產生之因素，由於短期內品牌及人力資源策略，仍必須維持公司之

獨立運作，無法帶來綜效，直到福樂冰淇淋品牌，被雀巢冰淇淋替代

後，基於稅負之考量才真正進行公司之合併事宜。 

 

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 

 

專事生產、加工雀巢咖啡、奶粉、麥粉等常溫產品，享有各項稅賦之

投資抵減，及五年免稅等優惠，其生產後之產品，獨家銷售給香港商

恩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交易型態單純、簡單。 

 

香港商恩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976 年為雀巢集團在香港為了台灣之營運所設立之公司，再以分公

司之名義來台設立及營運，主要為當時台灣對外資設立公司限制嚴

格，任何外資不得在台設立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股權之公司，而國外

公司之分公司則不在此限制，在稅賦方面，在台灣投資設立公司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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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需繳交 25%營利事業所得稅，在匯回投資之雀巢集團需再繳交

20%之所得稅，但國外之分公司並不屬於公司營運性質，僅需就營利

之所得併入國外公司，而於匯出時，繳交匯出款項之 20%，如此實際

支付之稅負為 5%，有很大之稅負差異。 

 

 

 

福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雀巢公司與台灣雀巢公司共同投資，在被購倂之前，財務報表顯

現過去數年之虧損，因此有稅負抵減之效果，雖然在併購後第一年，

將所有商標及專利權移轉給瑞士雀巢公司，獲有盈餘，但仍不足以沖

抵累積之虧損，因此，無稅負之產生，仍留有相當之累積虧損可以抵

用。 

 

在時空之轉移，及台灣公司法制度之改變，為追求公司利潤及綜效產

生之最大化，雀巢集團將三個公司合併為一個，以福樂公司為存續公

司之主體，而以台灣雀巢公司為消滅公司，但在公司名稱上，為了仍

維持雀巢名稱專有及獨特性，在完成購倂後，又立即將福樂公司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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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雀巢公司，目前則以台灣雀巢股份公司從事銷售。 

 

有鑑於台灣經濟環境之轉變及製造成本的不斷提高，相形之下進口成

本因國際化、全球化而降低，對於雀巢公司形成競爭之壓力，為了整

體之綜效，雀巢公司逐步關閉中壢之冰淇淋、鮮乳工廠，與新竹之咖

啡與奶粉工廠，而完全結束台灣地區之生產部門，所有產品自此完全

由國外進口。 

第五節、購倂後之綜效 

 

由以上之簡介可從下列事項來探討此項購倂之綜效為何： 

 

一、 就品牌而言 

 

整個福樂之品牌，在台灣消費者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是一個從尚

不安定的國家社會，逐漸進入穩定之社會與繁榮經濟之指標，在

購倂之初期，因消費者之熟悉品牌，而為雀巢冰淇淋逐步建立起

全球性之商品，並作為其他國家進入冰淇淋領域之標竿，但過於

匆促之品牌轉移，並未為雀巢冰淇淋在台灣帶來十足之效益，反

倒讓國內其它競爭品牌得到機會而劫取市場，拱手讓出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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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寶坐，因而在市場行銷上備感艱辛，備取教訓，雀巢集團在往

後冰淇淋的購併活動上，均在當地國使用雙品牌，而在當地品牌

上加注雀巢商標，以維持舊有消費群，再利用當地特殊口味與製

造配方，加入雀巢之產品，形成強勢之雙品牌，如歐洲之 Cammy、.

亞洲之 Macmolia、以及大陸廣州之五羊等，穩占當地的第一品牌。 

 

就台灣購倂之品牌綜效而言是失敗的，原先預期以福樂之知名品

牌，帶動雀巢冰淇淋之品牌，而讓消費者清楚知道雀巢也介入生

產、銷售，創立其知名度，但太短的轉換期，使雀巢冰淇淋之知

名度尚未建立，卻將福樂品牌自市場上消失，造成市場上之競爭

加劇，倍感艱辛，同時將市場佔有率拱手讓人，殊為可惜。 

 

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市場上的快速轉換品牌的決策錯誤，使

雀巢集團在國際性的冰淇淋購倂行動做了少許的改變，尤其是原

有當地著名品牌，轉換成雀巢品牌之過程，不但將時間拉長，而

且採用雙品牌，使市場佔有率顯注增加，同時帶動消費者了解雀

巢也在冰淇淋之區域介入，並佔有相當之市場，以雀巢國際性之

品牌信譽來贏得消費者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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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財務綜效而言 

 

透過集團之議價能力，取得最低之資金成本，同時在各國際間之

銷售、採購、運送所需支付之任何款項，透過總公司之主要來往

銀行，相互抵消各公司間所應收、應付之帳款，就真正所需支付

與收取之差額，再透過國際性之銀行轉帳，除了降低資金流動的

成本外，也抵消匯率變動之風險，使資金之運用更有效率，在資

金成本低的區域大量借取使用，而在資金收益高的區域，利用資

金優勢取得更大之效益，真正達到資金無國界之境界。 

 

由於三家公司之稅賦不同，在合併後，存續公司之稅賦優惠為最

大，除了可以將盈餘沖抵以往之虧損外，促使稅賦降低至零，匯

往總公司之盈餘，透過兩稅合一之稅賦，亦使稅賦降至最低。 

 

原本三家公司各有獨立之財務部門，及龐大之人事負擔，且就相

同之事務處理，也有不同之尺度與衡量，各部門主管也因公司文

化，個人背景不同，對同樣之事件，予以不同之處理方式，而增

加溝通、處理成本，以及額外之財務合併作業，曠日費時。因此

在合併後，最易顯現財務綜效之效率，除了資金運用之綜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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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之大量抵減外，就在於三家公司之財務部門合併，人事成本降

低一半以上，公司間之交易、溝通之時間、錯誤及相互指責之時

間減少，成本降低。 

 

合併不但使財務綜效顯現，也使原先三家公司必需相互交易，所

造成之內部交易繁複，徒然造成內部成本之增加，在合併後則可

相對減少。因內部交易所延伸之工作及成本，因此不同的稅賦優

惠，也是造成內部交易增加的可能性之一。 

 

表十四、雀巢倂購福樂後冰乳品之財務績效 

 淨銷售額 營業淨利/(淨損) 淨利/(淨損)  

1993 1.118,293 66.636 22,118 
購倂前

   

1994 1,154,091 68,665 185,296 
購倂後

1995 1,293,743 39,118 34,004 

1996 1,294,365 (6,842) (30,137) 

1997 1.108,630 (214,358) (298,900) 

1998 439,640 (124,177) (124.177) 

1999 283,894 (133,004) (1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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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50,688 (94,710) (94,710) 

2001 203,644 (58,293) (58,293) 

2002 166,980 (48,057) (48,057) 

 合計損失 
(566,978)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如附錄四) 

註 1：1998 將乳品部份商標及工廠出售於佳格公司，結束乳品之

生產與販售，專注於冰淇淋產品之銷售，生產工廠轉往香港。 

註 2：2003 結束所有冰淇淋在台灣之銷售運作，轉由雀實公司為

雀巢冰淇淋之總代理。 

註 3：台灣雀巢冰淇淋產品損益表如附表四 

 

如比較福樂公司被購倂前及購倂後之績效(如附錄一) ，可瞭解

福樂公司是常年處於虧損狀態，僅有民國 74 年、75 年有少量盈

餘，而 78 年乃是出售資產才產生盈餘，如扣除其出售資產損益，

則其營運狀況日漸下滑，至於 82 年度之營餘有相當程度是作帳

的窗飾效果，為了出售股權所作之效果，因此雀巢集團接手後逐

年虧損並不意外，如想想產生綜效並不容易其著眼點應是 

1. 快速介入市場 

2. 作為進入冰淇淋市場的試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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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福樂遞延稅賦將對雀巢產生之貢獻 

 

三、 就業務通路綜效而言 

 

基本上雀巢公司與福樂公司在台灣市場上之通路，均涵括大賣

場、量販店、超市、經銷商、政府機關、福利社等相同通路外，

福樂公司因產品之特性，還多了直營通路與業務餐飲通路，雖然

通路大致相同，但產品之特性卻有很大明顯的差異，雀巢之產品

屬於常溫之產品，對配送不需特別關注，但福樂產品卻跨越不同

之冷藏及低溫的特性，不論生產、儲存及配送，均需使用較特殊

之設備，而業務人員所需之產品認知與經驗，也與一般產品不

同，因此在業務組織與運作方面，無法合而為一，保持獨立之運

作，使業務運作綜效無法顯現。 

 

就以福樂公司冷藏、冷凍之業務運作而言，也有所不同，就冷藏

乳品其有效時限太短，僅有七天即為過期，需每日之配送。而冰

淇淋為冷凍產品，其有效期限長達一年半以上，並不需每日配

送，而依實際需求配送，但因客戶有其重複性，造成車輛、配送

人員拜訪等資源的重複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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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與此，雀巢於倂購福樂初期，以福樂本身之業務體系作調

整，將冷藏與冷凍系統予以區分，避免業務人員偏重於某項產品

而放棄它項，也可以讓業務人員非常清楚自己的業績目標與方

向，再於整體業務體系區分為區域與通路並重，客戶之分店涵括

全省者，則以通路為主體，而屬於區域性之客戶，則以區域來管

控，並以利潤成本中心來評核績效。 

 

 

 

 

 

 

表十五、福樂業務部組織圖(一)： 

全國性業務經理 

 台北區 桃園區 台中區 高雄區 

產品 冰品 乳品 冰品 乳品 冰品 乳品 冰品 乳品 

通路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主要客戶 

軍公教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主要客戶 

軍公教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主要客戶 

軍公教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主要客戶 

軍公教 

區域 台北縣市 

宜蘭縣市 

桃園縣市 

新竹縣市 

台中縣市 

彰化縣市 

台南縣市     

高雄縣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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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 苗栗縣市 雲林縣市 

南投縣市 

嘉義縣市 

屏東縣市     

台東縣市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註：如附錄七) 

 

由於乳品與冰淇淋之產品性質不同，除了人員與資源之重覆性及

配送的不完全相同，尋求與類似公司之策略聯盟，似乎較具可

行，因此於 1997 年與黑松公司策略聯盟，所有全省之乳品業務

與配送交由黑松公司經營，採取冷藏、冷凍體系的分離，其主要

原因乃是乳品非雀巢集團併購福樂之主要策略，而在併購後數年

之經營，高層主管認為乳品在台灣的經營有其困難性，嗠農之生

產與銷售，有農委會之管制，在採購與價格上無彈性，且在合約

上受到較多之限制，因此有意結束乳品之生產與銷售，但在工廠

之機器設備與投資上無法作立即的分離，且單只生產冰淇淋產

品，亦不具經濟效益。在此時黑松公司有意介入乳品之銷售，擴

展其冷藏產品之領域，同時乳品銷售與配送之特質符合其目前之

運作，在雙方皆有意之意圖下，開始進行業務組織之調整，而使

福樂可以更專注於冰淇淋產品之銷售與拓展。 

 

在此階段之業務組織圖(二)如下，(員工人數由 350 人降 250 人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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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六、福樂業務部組織圖(二) 

全國性業務經理 

通

路 

主要客戶 軍公教 台北區 

分銷站 

桃園區 

分銷站 

台中區 

分銷站 

高雄區 

分銷站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經銷商 

直營客戶

區域超市

區

域 

全省 全省 台北縣市 

宜蘭縣市 

花蓮縣 

桃園縣市

新竹縣市

苗栗縣市

台中縣市 

彰化縣市 

雲林縣市 

南投縣市 

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

高雄縣市

屏東縣市

台東縣市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註：如附錄八) 

 

在此情況下運作一年之後，由於黑松之適應性不佳，與其原有之

配送體係雖相同，但產品之認知與客戶仍有所差異，甚至出現黑

松舊有配送經銷商排斥乳品之配送，因而此合作之績效並未顯

現，甚至較差。而在此時雀巢管理階層已有意結束乳品、冰品之

生產、製造及出售工廠，以因應台灣加入 WTO 所帶來之影響，主

要來自於台灣生產製造成本逐漸墊高，而加入 WTO 後進口關稅將

逐漸減少，( 從早期之進口成本之 35%逐步降低之目前 10%，有

相當程度減少) ，且以雀巢目前在亞洲地區，即有十幾個乳品及

冰品之製造工廠，在當地取得之乳品原料穩定而價格低廉，所以

已有產能過剩之隱憂，基於以上之考量，於 1998 年，將福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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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工廠以新台幣二億元出售予佳格公司，完全結束工廠之生產，

而轉為進口銷售，在出售過程中，屬於冰淇淋之機器與製造

Know-how 並未轉移至佳格，而將相關產品與生產技術轉至香港

雀巢公司，生產供應台灣之需求，也成為台灣第一家唯一進口冰

淇淋產品之跨國性公司。 

 

由於以上之因素，以及分區上仍有其資源重覆性，並為了降低成

本，因此再次作組織重整，將全省區分為六大部份，並釋放區域

之經營權於往來之行銷商 ( 稱之為行銷商 Exclusive Area 

Distributors ) ，由特定之行銷商經營其所屬之區域，而對公司必

需直接交易之超市、賣場，則由行銷商負責配送，由雀巢公司支

付其配送成本，以維持公司交易之自主權，及簡化業務與人事費

用上之負擔。 

 

在此階段之業務組織圖(三)如下，(員工人數由 250 人降 50 人左

右)： 

表十七、福樂業務部組織圖(三) 

全國性業務經理 

主要客戶通路 經銷商通路 軍公教通路 行銷商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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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業務代表 

中區業務代表 

南區業務代表 

北區業務代表 

中區業務代表 

南區業務代表 

北區業務代表 

中區業務代表 

南區業務代表 

台北行銷商 

桃園行銷商 

台中行銷商 

嘉義行銷商 

台南行銷商 

高雄行銷商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註：如附錄九) 

 

此行銷商之運作獨特於其他運作方式如下： 

1. 雀巢公司與特定行銷商採取合作方式，由雀巢資助行銷商投

資金額之 50%，於五年合約期間內攤提。 

2. 行銷商預定投資之冷凍庫及冷凍車設備，由雀巢輔導及依雀

巢之標準設立。 

3. 雀巢派駐人員，協助行銷商開發、配送及銷售雀巢冰品。 

4. 雀巢承諾投資銷售冰淇淋所使用之冰箱，無償借與行銷商開

發客戶。 

5. 行銷商僅能銷售雀巢冰品，不得銷售其它品牌。 

6. 在五年合約銷售期間內，不論合約取消之原因為何，行銷商

應承受所有之投資設備，而將未攤提之雀巢資助餘額，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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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 

7. 由雀巢擬定年度銷售計劃及執行方向。 

 

依據以上之改變，雀巢逐步降低其人事，與簡化其組織結構，只

專著於控制其通路，期望藉由運作之改變，在降低成本的同時，

可達到效率的提升。 

 

但在先期的 1~2 年的合作中，由於存在的理念不同，利益之牽扯，

往往也抵消效率之產生，而在行銷商，或是學得相當的知識或技

巧，或是利益之分配立場不同，無法徹底的執行，而導致結束合

作關係。在此狀況下，雀巢逐步再接回南區與北區之銷售業務，

僅維持中部與桃園區的行銷商運作，於五年期滿完全結束。此種

類似委外經營，常因利益、理念與執行之無法澈底而失敗。 

 

因此，在行銷商合作計劃歷經五年中，因合作意願之降低，或是

學習經驗之後，不願再受雀巢系統之牽制，逐年取消合約。五年

期滿後，雀巢必需再自行運作，並將業務組織及人員再予以簡化

為如下： 

 



 

 81

在此階段之業務組織圖(四)如下，(員工人數由 50 人降 35 人左

右)： 

表十八、福樂業務部組織圖(四) 

全國性業務經理 

主要客戶通路 經銷商通路 直營通路 軍公教通路 

  台北營業所 

台中營業所 

高雄營業所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註：如附錄十) 

 

至此，雀巢集團對於冰淇淋之業務與運作，已嚐試過數種不同之

方式，吸取了許多經驗，不論是失敗或成功，因此決定完全撤出

台灣市場，尋求總代理，結束台灣之冰淇淋銷售。 

 

四、 就經營效率綜效而言： 

 

自雀巢購倂福樂介入冰淇淋之市場，初期市場佔有率約為 18%，

佔台灣市場第二位，僅次於義美。但在業務組織的不斷變動，產

品的每年換新，市場競爭者的不斷加入競爭下，佔有率逐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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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究其原因不外下列： 

 

1. 每年的新產品不斷推出，但口味喜好卻不完全符合當地之需

求，無法滿足當地消費者，無法延續產品之週期，徒然浪費

資源。 

2. 新產品開發過程過於冗長，缺乏時效性，無法及時反應消費

者的需求。 

3. 業務組織的不斷改變，造成人員的不安定性，及向心力不足。 

4. 消費者對雀巢品牌的不熟悉，仍然緬懷原福樂之產品與品

質，但雀巢卻堅持其國際性之品牌，未作任何挽回消費者之

行動。 

5. 以國外之口味為主，並未考慮國內消費者之習性。 

6. 施行標準化之製做過程，過於僵化，而缺乏彈性。 

 

五、 就整體進入冷凍產品策略而言： 

 

以全球整體雀巢集團進入冰淇淋之策略而言，在短短二至三年內

佔有全球第二品牌，僅次於聯合利華 (UNILEVER) ，其策略是

成功的透過全球各地不斷的購倂當地知名品牌，再以雀巢之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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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包裝，呈獻給消費者，或維持舊品牌，而增加雀巢為第二品牌，

再以增加品牌知名度之方式，擴張佔有率。 

 

由於台灣福樂購倂案，屬於雀巢進入冰品市場之前期個案之一，

同時台灣市場屬與競爭激列之區域，不論是成功或失敗之案例，

皆有助於雀巢在各國家之參考，因此在往後之市場定位、品牌之

策略、組織架構之安排，均有助益。 

 


	Crosse & Blackwell
	Locatelli
	Findus
	Vittel
	Libby
	Ursina-Franck
	Stouffer
	L´Oreal
	Alcon
	Herta
	Buitoni Perugina
	Rowntree
	Alpo
	Haagen Dazs of Amerc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