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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主併企業著重於進行併購時對象的選擇，尤其在跨國性併購時，特別挑選在

當地市場具有品牌資產（品牌、專利、通路）競爭優勢的標的，讓主併企業得以

沿用被併企業的部分資產。然而，品牌資產的使用或品牌名稱的組合結構，都需

經過主併企業審慎的思考，透過以下案例的研究，觀察企業採取併購他人品牌資

產方式，獲取他人品牌所有權和經營權，思考如何轉化他人品牌權益，提升自身

企業或產品品牌之附加價值。 

第一節 聯想併購 IBM PC 部門 

壹、 聯想簡介 

一、1984-1989 階段：經營模式—製造電腦周邊商品、進口代理業務 

 1980 年代中國經濟欲轉型走向市場經濟，在逐步開放市場當中，學校、政

府與研究單位紛紛利用手中的技術成立校辦企業、科研企業。如此的風氣下，1984

年聯想公司成立，由該企業董事長柳傳志及 10 位同事，獲得中國科學研究院贊

助的種子資金人民幣 20 萬元（當時約美金$25,000）所創立的科技研發公司—中

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聯想雖擁有豐厚的技術能量，但於起

步階段仍需汲取國外廠商經驗，除製造電腦周邊產品外，也進行代理的貿易業務

111，將自行製造之中文輸入系統與其代理的電腦進行搭售。1988 年在香港成立

分公司112，併購香港當地製造廠商Ouantum公司後，主要以製造、設計主機板與

國際市場接軌，隔年正式成立聯想集團，並在深圳設立工廠專職主機板業務。 

二、1990-2002 階段：經營模式—推出個人電腦產品（技術）、製造/代工、通路 

 1990 年聯想以推出「個人電腦」為目標宣示，三年後結合 Intel 的 Pentium

系列晶片推出第一台 586 電腦，隔年正式成立聯想的個人電腦事業部。為汲取電

腦製造相關經驗，聯想並於美國矽谷設立研發中心，延攬當地人才強化聯想的研

 
111 聯想公司於 1987 年推出聯想中文翻譯卡，同時並兼代理美國 AST 和 HP 的電腦業務。 
112 聯想在香港與另外兩家企業合資成立第一家海外分公司，一為香港導遠公司與中國技術轉讓

公司，合資成立「香港聯想電腦有限公司」，此時中國企業在香港的投資被視為「對外投資」。資

料來源：丁心嵐（2006），中國企業對外投資行為之個案研究，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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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能量。1996 年，聯想運用價格策略躍升成為中國當地市場領袖，之後亦穩居

第一名寶座，同年推出聯想的第一台筆記型電腦，然當時其主要產品仍以桌上型

電腦為主。 

 

圖 24 1995～2004 中國大陸個人電腦市場競爭排名 
資料來源：資策會（2005 年 6 月）；高鴻翔、莊惠閔（2005）113 

 於國內的業務經營，聯想則是提出家用電腦概念，自 1992 年開始採用「聯

想 1+1」專賣店模式，架構在代理國外業務的銷售管道之上，並同時提供電腦產

品維修服務，開設電腦培訓課程以提高其附加價值，聯想不只是販賣電腦商品，

還提供消費者額外的知識服務，儘可能地將產品價格降低至一般家庭消費水準，

藉強化與顧客的連結度，聯想因此在國內市場打造其通路優勢，成為國內電腦品

牌的領導者。 

 其於 1990~1994 年間擴大設立海外公司，尤以歐洲市場為主，分別在德國、

英國、法國、西班牙、荷蘭、奧地利等地設立六家分公司，這些海外公司重點在

擴張「主機板」業務，承接國際知名電腦廠商對周邊輔助商品的訂單，如同我國

電腦產業代工製造之 ODM、OEM 運作模式，聯想此時期的國際互動僅為主機板

訂單接洽的業務性質。而在中國大陸市場中，利用其佈建的電腦通路，專注於國

內市場自有電腦品牌的發展，強化本身品牌優勢。 

 而後聯想在 2001 年開始進行通路與製造業務的分割，企業分割為神州數碼

                                                 
113高鴻翔、莊惠閔（2005），2004 年中國大陸資訊硬體市場，2005 年 6 月 28 日，線上閱讀日期: 
2009 年 1 月 8 日，網站：MIC - AISP 資策會情報顧問服務http://mic.iii.org.tw/intelligence/。個人

電腦市場包括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聯想桌上型電腦市場的排名與個人電腦市場排名相同，

而筆記型電腦市場唯 2002 與 2003 為第一之外，2000~2004 之間為IBM取得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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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聯想電腦。由神州數碼進行外國品牌資訊產品的分銷、系統整合與電子商務業

務，客戶包括 IBM、HP、Dell 等外國廠商，聯想電腦則維持既有之聯想品牌電

腦、軟硬體設備的銷售與網路服務等。同一時間內，聯想進行多角化擴張未果，

促使聯想更專注於 PC 核心業務，也從此帶領聯想（Legend）步向國際品牌的道

路。 

貳、 IBM PC 部門簡介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成立於 1911 年，創立至今的服務以計

算機為核心對外延伸。1980 年代，IBM是全世界大型電腦的最大製造商，設立

之產業標準足以操控產業之競爭結構。IBM的個人電腦事業部於 1992 年推出筆

記型電腦「ThinkPad」系列，發展富含專利技術的TrackPoint®指向裝置，直至今

日，”ThinkPad”與”IBM”兩者品牌形象已難以分割，憑藉著IBM的專業與技術大

老形象，ThinkPad並為IBM品牌帶來增色、正面的效果114，讓兩者品牌產生互相

輝映的效果。 

 IBM長久以來極注重技術研發，因此自 1993 至 2007 年連續 14 年獲得單年

專利產出第一名，並確實將其應用於產品中進行商品化，同時將品牌資產—專

利、商標等積極對外授權，其所擁有的關鍵專利可牽制各家廠商營運，因此不但

對產業結構產生影響力，更可獲取額外可觀的權利金收入，例如：2007 年的獲

利即有 10%來自於授權收入115，充份展現其品牌資產具有的競爭優勢。從上述

內容可知IBM本身對於技術品質的要求，以及對研發產出的信心，因而對外進行

品牌資產的相關授權，因其在產業結構中的地位、營運策略，致使其不論是在企

業市場或消費市場，皆具備量好的品牌形象 

 IBM在 2004 年時的業務主要分為：電腦硬體、電腦軟體及技術服務、金融

服務，但鑑於PC部門自 2001 下半開始逐年虧損累積 10 億美元116（各年分別虧

 
114 一品牌能為另一個品牌形象帶來正面影響，其對於創造、改變、維持品牌形象具有強大的力

量。 
115 孫燕飆（2008），IBM第二季獲利 27.7 億美元同比增 22%，第一財經日報，2008 年 07 月 22

日，線上閱讀日期：2008 年 12 月 30 日，網址：

http://big5.people.com.cn/gate/big5/it.people.com.cn/GB/42891/42893/7541890.html。 
116 IBM年營收 800 多億美元，來自IBM內部的資料顯示，軟體與服務的營收已經超過 400 億美

元，在硬體收入中，大部分收入來自IBM高級電腦與NB，PC業務所占的部分較少。資料來源：

聯想、IBM談買賣，郭台銘中場攔截（2004），數位時代，2004 年 11 月 15 日，線上閱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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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2001 年 3.97 億、2002 年 1.71 億、2003 年 2.58 億，2004 上半年為 1.39 億117），

以及企業策略的轉變，IBM發現技術軟體服務於產業中愈顯重要，並且IBM欲成

為顧客全方位的技術提供者，因此轉以軟體、技術服務作為主要核心業務。在企

業成長的目標下，因而分割利潤下滑的PC部門（硬體製造），將非核心事業出售

以更專注於服務市場。

 
2008 年 12 月 10 日，網址：http://www.bnext.com.tw/LocalityView_2519。 
117驚訝：IBM PC 業務驚爆虧損 10 億（2005），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 月 8 日，網址：

http://www.itdoor.net/pages/32,28503,1,1104817811.html。 

http://www.bnext.com.tw/LocalityView_2519
http://www.itdoor.net/pages/32,28503,1,1104817811.html


 

參、 案例分析 

一、併購交易內容 

 

 通路：取得將近 30,000 名企業銷售團隊，以及持續支援通路管

道 

(1.) 享有 IBM 商標使用權 5 年，限於使用兩大主要產品線商

品，且其廣告中必須和 ThinkPad、ThnikCentre 兩者同時存

在，不得單獨使用 IBM 商標。 

(2.) 自 IBM 移轉 PC 部門相關商標所有權共計 20 個，包含其中

最主要的”Think”家族品牌—ThinkPad、ThinkCentre 

 專利：移轉約 1,566 件美國專利及其他相關外國專利 

 商標： 

 美國羅來納研發中心：專注於台式電腦研發、軟件開發、產品

定義以及質量控制（美國北卡羅來納州） 

4. 品牌資產之權利 

 日本大和（Yamato Lab）：主要專注於筆記型電腦的研發(原Think

筆記型電腦研發團隊) 

3. 研發：取得 IBM 兩大研發中心 

2. 產品線：取得 IBM PCD 之產品線及製造—桌上型電腦

（ThinkCentre）、筆記型電腦（ThinkPad）（伺服器業務並不包含） 

1. 交易金額：共計 17.5 億美金。支付現金 6.5 億和價值 6 億美元的聯

想股份（以 2004 年 12 月收購案宣布前一日的股市收盤價為基準，

股份比重佔聯想公司的 18.9%，禁售期 3 年），並承擔 IBM 淨資產負

債表上的 5 億美元負債。 

時間：2004 年 12 月簽訂合約，2005 年第二季完成合併。 

主併公司：聯想集團 

被併標的：IBM 的個人電腦事業部門（PC 部門） 

併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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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併購品牌目的 

 聯想集團在中國政策鼓勵進行海外投資下，適逢電腦產業大老 IBM 瞄準技

術服務的持續獲利，欲出售以製造業務為主的個人電腦部門，在聯想準備跨出

國際、專注建立 PC 自我品牌的同時，IBM PC 部門便是聯想集團邁向國際、提

升自我品牌層次的機會。 

（一）策略面：產品/市場延伸、地域性整合 

 未併購前，聯想長期經營中國大陸PC市場，在當地提供相對低價的消費性

及商用電腦，其有 90%的年收益來自於中國大陸，海外營收只佔 3%，僅以亞

太市場為主。透過併購IBM PC部門，可一舉拿下其原擁有的歐美、亞太、EMEA

（歐洲、中東、非洲）三大區域銷售市場118，以此機會重整與擴張市場的地理

版圖。 

 聯想在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的收入比例分別為 18%與 82%，相對地

IBM 筆記型電腦產品收入比重高達 60%（2004 年）。且兩家產品線的重點大不

相同，IBM 100%專注於商用市場，聯想以消費性市場為主。聯想透過 IBM PC

部門的產品連結，可將產品研發、市場的重點移轉至筆記型電腦上，同時融入

對方的研發能量、專利、人才，來調整聯想的產品比例。因此其併購 IBM PC

部門在策略面具有延伸產品/市場及地域整合的目的。由下圖可知其併購後歷年

在產品與地域市場比例是有所變更、成長的。 

 
圖 25 Lenovo 產品與地域之營收比例 

資料來源：Lenovo 2005~2007 年報 

                                                 
118 John Quelch, Carin-Isabel Knoop（2006）, Lenovo: Building a Global Bran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6 Oct. 19, p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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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聯想合併 2004～2005 之 PC 品牌產品線 
資料來源：聯想企業（2004）；John Quelch, Carin-Isabel Knoop（2006） 

 

圖 27 聯想之品牌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二）營運面：R＆D 研發 

 此併購案使聯想獲得 IBM PC 部門的兩大電腦研發中心—日本東京的大和

研究中心與北卡羅來納州羅利市的羅來納研發中心，藉此提升聯想電腦相關技

術的研發，以帶動其技術品質等。誠如前述，聯想集團在成長時機、政策推動

的因素之下，標的為業界競爭者 IBM 的 PC 部門，由於 IBM 向來極為重視技術

研發，因此建立良好的研發激勵制度，對於品牌資產中智慧財產的運用不遺餘

力、發展建置完善的授權模式，如技術移轉、專利授權等。聯想透過併購承襲

對方良好的研發制度與人才，相信其研發能量勢必可以帶動聯想集團的技術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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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想借 IBM PC 部門之力來提升自我的研發質量，同時可達到提升國際聲

譽的目的，聲譽必須與優良的技術品質連結才可達到正面的品牌併購效益。端

看其購入的日本大和研發中心及其產出之 ThinkPad 產品線，ThinkPad（產品品

牌）和 IBM（企業品牌）兩者品牌緊緊相依已久，聯想在使用兩者品牌來提升

消費者對其的品牌印象與認同，勢必得在技術研發獲得品質認同才能使大眾對

Lenovo 的品牌滿足感提升，實質營運上可補足聯想在商用筆記型電腦上的技術

研發。 

三、主併與被併標的的品牌資產 

（一）專利（技術、研發） 

 除了併購 IBM PC 部門所能夠帶來的品牌效益之外，併購的目的應該要能

同時提升內部資產，站穩競爭優勢、持續帶動獲利。IBM 往往利用其智慧財產

對外進行專利授權或技術移轉取得收入，或是對產業界主動發動專利訴訟，強

化競爭市場地位，IBM 在併購案前亦曾向聯想索取權利金。聯想併購取得相關

專利後（包含前手對外授權之契約）亦積極主張權利。2007 年聯想針對藍天電

腦於 1999 年向 IBM 授權的專利，指控其並未繳交權利金而進行追討。 

（二）商標 

 IBM將產品品牌ThinkPad、ThinkCentre，與Think筆記型電腦上讓人印象深

刻的小紅點TrackPoint®等，與筆記型電腦的相關商標共計移轉 20 項予聯想119

（見整理之附錄一）。承諾給予聯想資源協助的同時，亦為保護IBM自有品牌，

授權內容上規定IBM只可出現在Think家族的商品上，給予聯想 5 年的IBM商標

的品牌使用權，同時要求聯想對其保證不可對IBM長久之優良商品Think系列進

行不當的運作。圖 28 說明聯想在購入IBM PC部門後，對購入產品線與被併品

牌的運用。 

                                                 
119 本研究檢索。關鍵字：Assignee=Lenovo，其 Live 商標共 33 件，進行閱讀後其共有 20 件移

轉自 IBM，檢索日期：2008 年 12 月 16 日。檢索來源：U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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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Lenovo 品牌策略運用及時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顧及併購事件對原顧客造成疑慮，甚或防止顧客流失移轉至競爭對手

（Dell、HP等競爭對手藉機吸取IBM顧客），在合併後第一階段便聲明各自維持

彼此PC部門的營運 18 個月，降低顧客產品購買決策的變動。待雙方內部調整

告一段落，2006 年 10 月ThinkPad電腦上則開始出現Lenovo字樣，以測試加入

聯想（Lenovo）品牌對商品的影響，且擴大推廣ThinkPad產品於消費市場，平

面廣告上出現新標語「New Thinking. New ThinkPad」，顯示 enovo的到來L

                                                

120。 

 18 個月後進入第二階段（2006 年 11 月），Lenovo將商標置於Think系列，

對大客戶將只採Lenovo商標，企圖淡化顧客對原商品上IBM的品牌意識；對中

小企業則是IBM-Lenovo的聯合品牌方式，將Lenovo置於IBM文字的下方121；

2007 年時對外發表聲明，將在 2008 年前提早結束使用IBM的商標，及早讓聯

想步上全球品牌的軌道，因此 2008 年 2 月正式上市的ThinkPad X300-Series是

聯想第一台在筆電機殼上打上Lenovo商標的產品（此時已無IBM商標）採雙重

品牌策略，企業品牌與產品品牌具同等地位，顯示Lenovo逐步強化企業品牌於

ThinkPad商品上。 

 
120 Quelch, John A. & Knoop, Carin-Isabel（2006）, Lenovo: Building a Global Bran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6 Oct. 19, pp.1-28 
121 馮大剛（2006），將中國模式複製到全球 聯想國際化在觀望下一步，人民網，2006 年 11
月 16 日，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30 日，網址：

http://it.people.com.cn/BIG5/42891/42895/5049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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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2007 年ThinkPad 電腦外殼之商標122 

 

圖 30 2008 年 ThinkPad X300- Series 電腦外殼之商標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123 

（三）通路 

 聯想購買IBM PC部門的策略目的之一在於地域版圖的擴張，雖然聯想早期

1990~1994 年間於歐美市場設立分公司，但當時意在承接外國主機板業務的訂

單，PC起步較晚主要以亞洲市場為主。但全球PC的主要戰場為北美、歐洲與日

本，也是聯想積極搶進的區域。透過此一併購關係的轉換，IBM PC部門在 50

多個國家、地區設立的 100 多個分支機構，讓聯想減少推廣Lenovo自有品牌的

時間，可直接取得與當地通路商的合作124，不受當地競爭者的阻撓。尤其IBM

長久經營的品牌效力下，早與眾多的通路和經銷商莫建立長久夥伴關係，此次

併購、入股與雙方 5 年的合約聯盟合作125，IBM亦會給予Lenovo相關支援。聯

                                                 
122 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7 日，網址：digi.it.sohu.com/20070115/n247610771.shtml 
123 資料來源：ThinkPad X300- Series 介紹特集，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6 日，網址：

http://www.tpuser.idv.tw/articles/x300-test-main.htm。 
124 聯想為何買下IBM PC事業？（2004），2004 年 12 月 5 日，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7 日，

網址：http://www.bnext.com.tw/LocalityView_2393。 
125 整併前後的聯想股權結構，交易前股權：公眾 43%、聯想控股 57%；交易後股權：公眾ˇ

99 

http://digi.it.sohu.com/20070115/n247610771.shtml
http://www.tpuser.idv.tw/articles/x300-test-main.htm
http://www.bnext.com.tw/LocalityView_2393


 

想在併購完成後可掌握橫跨全球 160 國的個人電腦經銷通路，並涵蓋中國境內

大約 4,400 個零售通路。 

三、品牌策略結構的影響因素 

 探討併購之品牌因何種因素導致品牌策略選擇的不同： 

（一）歷史文化 

品牌背負的歷史文化對消費者越深刻且存在優良的品質，併購後採用其品

牌較易獲得市場的接受。 

IBM 為一強勢之全球品牌，相較於聯想 Lenovo 於併購案前僅為一大陸電

腦製造品牌，於全球電腦消費市場中所佔的比例甚小。其經營亞太市場為主，

在中國大陸具有很高的名聲，然一品牌具備的來源國形象、文化意念、組織個

性與名稱加諸於企業上會形成一種慣性，因此當一產品、資產易主，消費者對

於主併與被併企業的歷史文化上有其層次的分別，因此全球消費者對一藉併購

而聲名大噪的亞洲品牌具有很深的疑慮。 

另外聯想因獲得與 IBM 齊名的”Think”家族（ThinkPad、ThinKCentre），

ThinkPad 的使用者對於產品品牌移轉到 Lenovo 旗下，且價格下降、主打消費

市場，原本的專業商務定位轉而與一貫採低價形象的聯想連結，心中的品牌離

聯想一時難以轉換，因此歷史文化的品牌認知下，Lenovo 對 ThinkPad 產品採

取漸進的雙品牌策略—聯合品牌（IBM 拉動 Lenovo）→背書品牌（以 ThinkPad

為主）→雙重品牌（意圖使 Lenovo 和 ThinkPad 具同等地位），緩和顧客對品牌

轉換他人的衝擊，並且運用廣告來扭轉、提升聯想自身的品牌形象。 

聯想另一自我提升為全球企業的作法是，於美國的紐約州玻切斯市

（Purchase）設立全球總部，除服務競爭激烈的美國市場外，並意圖對顧客建

立聯想為全球品牌的認知，希冀將其亞洲品牌的地位提升至全球層次。實質營

運方面，其主要營運中心設於中國北京與美國北卡州羅利市（Raleigh），後來

                                                                                                                                            
36%、聯想控股 46%、IBM擁有 19%的股權。到了 2007 年 11 月修改 3 年禁售聯想股票的合約

內容，出售聯想近 2/3 的股權，資料來源：IBM昨日出售聯想 3 億股權 聯想股價大跌 6.98%
（2007），南方日報，2007 年 2 月 7，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7 日，網址：

http://aougu.net/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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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與顧客之間的連結，將總部遷移到羅利市成為聯想的營運與指揮中樞，

管理階層離營運中心更近可節省反應時間和費用。 

（二）企業結構 

由於併購屬於資產移轉並未獲得 IBM 企業品牌，而是取得與其知名度相

當的產品品牌—“Think”系列，企業品牌—聯想之於被併購的產品品牌—

ThinkPad，無法以企業結構的方式探究聯想對旗下品牌採取的是集權抑或分權

的形式，但很明白的是 Lenovo 此一企業品牌在全球市場上的力量未及產品品

牌 ThinkPad。 

四、品牌策略對品牌權益的影響 

綜合前述，企業的策略、市場動機及歷史文化等影響因素（企業結構因素

在此很薄弱）可知聯想併購取得之資產（產品 ThinkPad、ThinkCentre）因被併

標的的企業品牌權益（IBM）在市場上過於強烈，不論是品牌忠誠、品牌聯想、

品牌知名度、知覺品質上皆超越獨在亞洲經營的聯想（Lenovo），因此為順利

進行亞洲品牌的升級、漸進移轉被併品牌的品牌權益。轉手的過程中將聯想

（Lenovo）的概念及早融入，利用企業夥伴間的合作營運，並且瞭解當地市場

法令、規則、整體資方、勞方的關係，讓聯想順利在當地市場進行運作，建立

當地品牌認同。 

因此在併購初期 ThinkPad 產品上採以「聯合品牌策略」的方式，借力使

力地進入目標市場，讓聯想在目標市場中可提升其品牌的知名度與品牌聯想，

而在知覺品質上，由於前手 IBM 在全球具有一致的品質、可靠的技術服務，在

其承諾為合作伙伴予以支援時，可使消費者因 IBM 的承諾（聯合品牌的商標與

資源協助等）及其移轉之品牌資源（專利、R＆D）的帶動下，而讓消費者對聯

想的知覺品質有所提升，進而帶動聯想品牌權益的提升，因此聯想在目標市場

中品牌聲譽的滲透仍需要聯合品牌的帶動。 

品牌待時間的累積後，聯想於跨國市場建立一定的知名度後，對 ThinkPad

採用「背書品牌策略」（Lenovo-ThinkPad）為褪去 IBM 的品牌連結而將 IBM 商

標拿掉，以產品品牌名稱 ThinkPad 搭配其系列名稱 X Series 展現於商品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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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IBM與ThinkPad的關連性，且將Lenovo小型的字樣於螢幕的下方，由Lenovo

對產品品牌背書。 

而後再讓聯想（Lenovo）的品牌強勢性提升，運用「雙重品牌策略」，Lenovo

與 ThinkPad 的地位同等，Lenovo 商標直接顯示於產品外觀上不再是隱於內側

的縮小字樣，意圖讓消費者增強 Lenovo 對 ThinkPad 品牌的掌控性，藉此強化

Lenovo 品牌，其在品牌策略的運用上帶給市場漸進式的衝擊，也突顯其在建立

自有品牌的決心。因此 2008 年正式結束的 IBM 聯合品牌模式，聯想藉由「運

動事件」此一大型活動來進行 Lenovo 的行銷，如：贊助 2006 中國網球公開賽、

2008 年北京奧運來大規模的打響 Lenovo 品牌，大張旗鼓贊助奧運活動以獨立

立足世界，多數知名品牌亦常利用運動行銷的方式來增加品牌知名度，三星亦

是同樣的模式。 

不論是與 IBM 的聯合品牌策略，或與 ThinkPad 的背書品牌策略、雙重品

牌策略，皆可顯示聯想相對於上述兩者品牌的弱勢性，購併後需要它們的帶動

來轉換自己的品牌形象。 

肆、 小結 

 聯想因併購後獲得 IBM PC 部門的品牌資產，專利、商標、通路等權利，

利用專利、通路可以掌握 PC 市場的結構，如個案中聯想開始進行訴訟活動，

藉此打擊同業競爭者並拉大其與國內競爭者（方正、同方）的差距，通路則讓

聯想的商品進入各大區域市場。並且通過此一資產的移轉，促使聯想快速晉升

成為 PC 的前四名（與 ACER 競爭市場第三），且海外營收從 2005 年的 0%提升

至 2007 年的 62%，達成跨國企業要件之一。聯想透過取得 IBM 部分品牌資產，

促使其併購目的達成：如：提升 R＆D、補足缺乏的技術，且利用通路進行策

略的擴張—產品線與市場（商用電腦市場），進而再利用與 IBM 協議之商標品

牌的運用，第一階段的各自營運、第二階段的聯合品牌，以此漸進的方式，使

聯想逐步融入其目標市場中，並趕在 2008 年之前使用 Lenovo 單品牌，IBM 此

一背書性質的品牌予以拿下。 

 另外「併購事件」本身讓全世界都知道 Lenovo 的存在，增添知名度，然

知名度還需要良好品質的搭配，否則聯想品牌權益會呈現負面走勢，因此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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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蛇吞象之姿進行併購 IBM 旗下品牌（Think 家族），整合得宜更可打響 Lenovo

的品牌，從亞洲品牌晉升到全球品牌，成為全球知名的 PC 製造廠商。 

表 9 Lenovo 併 IBM PC 部門之整理 

併購案 品牌方式 併購目的 品牌資產 品牌權益 

Lenovo 

併 IBM 

PC 部門 

借力使力-聯合品

牌 

（IBM-Lenovo） 

1.資產移轉，融入

旗下部門 

 

2.無取得對方企

業品牌所有權，

有使用權 

1. 策略 

產品擴張-商務性

產品融入 

市場-擴張全球版

圖，意圖利用其

消費市場的成功

經驗 

（北美、歐洲） 

 

2. 營運： 

R＆D-提升 PC 研

發能量、兩大研

發中心 

 

 

1.專利（技術）：

取得 IBM PC 專

利 1566 個，並學

習其手法對外收

取權利金 

 

2.商標： 

IBM 商標使用權

5 年，並移

轉”Think”系列相

關商標 20 個 

3.通路： 

160 國的經銷通

路一次取得，當

地供應廠商俱備 

1.IBM 與”Think”

對全球市場（目

標）不論是消費

者、合作、供應

廠商，皆具有地

域的強勢性，運

用雙品牌方式漸

進移轉品牌權益

於 Lenovo 

 

2.因 IBM 轉讓其

品牌資產，市場

對其操作品牌資

產具有高度的贊

同，因此聯想亦

伸張其方式有助

於市場的影響力

 

3.至 2007 年其海

外營收達 60％，

海外知名度亦提

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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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霖之全球品牌併購 

壹、 成霖背景介紹 

一、簡介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成立於 1978 年，早

期從事進出口貿易， 1985 年轉型為衛浴五金專業貿易廠商，開創自有品牌

GOBO，另於 1994 年又創 Danze 品牌，隔年為減少貿易風險而合併「晟霖工業」，

進行水龍頭與衛浴的生產，並在環保意識抬頭與品牌大廠要求下，致力於精進研

發、製造和設計以提供品質更優良的產品。 

 為縮減產品成本及擴大銷售市場，1997 年開始擴建海外生產與銷售據點，

於中國大陸投資「成霖潔具有限公司」製造水龍頭與衛浴的配件；在加拿大（Globe 

Union Canadian Inc, GUCI）與美國（Globe Union America Corp., GUAC）投資行

銷公司銷售水龍頭與衛浴設備。2000 年起並展開一連串的併購行動，加深成霖

對市場的開發與進入新市場，範圍廣佈加拿大、美國、中國大陸、墨西哥和英國

等。歷經多年的品牌經營，成霖企業銷售北美地區為主的自創品牌—Danze，於

2008 年榮獲台灣國際品牌價值第 16 名，過往的努力也獲得了肯定。 

二、產品與業務結構 

 長期以來成霖以外銷北美市場為主，尤其北美是衛浴市場的兵家必爭之地，

成霖現在即為北美地區水龍頭及衛浴配件市場中主要的外國供應商，同時也是亞

洲最大的水龍頭製造商。經營 OEM 和 ODM 業務，提供美國大型零售商商品進

行貼牌，全美最大家俱零售商 Home Depot、IKEA、Wal-Mart、B＆Q 等均為成

霖的客戶，尤以 Home Depot 的代工產品為主要收入來源（佔 2003 年銷貨收入

達 71.33％）；並有自創品牌的銷售（OBM），如：主打中國大陸中低價市場的

GOBO，與美國高價市場為主的 Danze。主要的商品買賣以水龍頭和衛浴掛件為

主，可參考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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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成霖 96 年產品營收比重 

產品 96 年度營收比重 

水龍頭 67.28% 

衛浴掛件 12.65% 

陶瓷衛浴產品 3.84% 

蓮蓬頭 5.72% 

其他 10.51% 

總計 100%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報 

貳、 成霖的品牌變化總覽 

 成霖於 2000 年開始對外進行併購至今，旗下除了自創的兩個品牌之外，另

外還包含購入的 11 個品牌，共計 13 個品牌。其中主要的產品品牌為：GOBO、

Danze、Gerber、Lenz。於 2007 年又行購入 PJH 衛廚通路商之後，其產品品牌又

增加了三個：Apple Studio、K、Prima。各品牌在各個市場有其定位與目標市場，

如：Danze 主要產品以高階水龍頭，對象為北美的零售廠商、Gerber 則是陶瓷衛

浴產品，成霖將其定位為批發市場（wholesale 市場）、GoBo 負責成霖在中國大

陸的中階水龍頭、Lenze 則以歐洲市場的衛浴配件為主，PJH 則是英國知名衛廚

通路品牌商，可為 Danze 商品作牽引。 

 從表 11 整理的歷年併購行為及圖 32 的成霖關係企業組織圖，可看出成霖透

過併購各地品牌進行地域及產品擴張上有助於發展自有品牌（Danze）的意義。 

表 11 成霖企業歷年自創及併購 

時間 區域/國別 公司 功能 品牌名稱（圖） 

1985 亞洲/台灣 成霖企業 
自有品牌 

海外銷售公司  
GOBO 

1994 北美/台灣
成霖企業 

（Danze Inc, 05’） 
自有品牌 

海外銷售公司  
Da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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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北美/ 
加拿大 

Aquanar Inc 
生產及行銷電子

水龍頭 
產品設計開發中心

 
Aquanar 

2002 北美/美國
Fusion Hardware Group 

Inc 

行銷傢飾 
五金產品 

鑰鎖產品的銷售  
FUSION 

2003 北美/美國
Gerber Plumbing Fixtures, 

LLC 

水龍頭及陶瓷衛

浴設備之製造與

銷售 
 

Gerber 

2003 
亞洲/ 

中國大陸 
山東美林衛浴有限公司

陶瓷衛浴設備的

製造與銷售  
MILIM 

2003 
南美/ 
墨西哥 

Arte En Bronce, S.A.DE 
C.V 

行銷水龍頭產品
-產品銷售維修中心

與顧客服務中心 
AEB 

2004 歐洲/德國
Lenz Badkultur GmbH & 

Co.KG 

水龍頭及其衛浴

設備的銷售製造  
Lenz 

2006 亞洲/台灣
麗舍生活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高級廚房器具及

衛浴配件 
批發零售  

Home Boutique 

2006 亞洲/台灣
安德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淨水器製造 
及銷售 ANDERSON 

2007 歐洲/英國
PJH Group Holding 

Company Ltd 

衛廚產品 
銷售通路  

APPLE STUDIOS 

2007 歐洲/英國
PJH Group Holding 

Company Ltd 

衛廚產品 
銷售通路 

 
K Kitchen 

2007 歐洲/英國
PJH Group Holding 

Company Ltd 

衛廚產品 
銷售通路 

PRIMA 

註：上述公司皆為成霖企業所投資。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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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成霖品牌之全球地區分佈  

資料來源：成霖-介紹PJH暨GU Group 全球佈局報告PPT（2007）126 

 

圖 32 成霖之關係企業組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126成霖-介紹 PJH 暨 GU Group 全球佈局報告 PPT（2007），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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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案例分析 

一、併購後之品牌態樣 

 成霖企業自 2000 年進行海外企業的併購之後，如表 11 與圖 31 所示，可知

其品牌數目及地域範圍的擴張。成霖對於被併標的之品牌因其併購方式而擁有經

營決策權，投資 Gerber Plumbing Fixture LLC（簡稱 Gerber LLC），成霖透過此

購買美國 Gerber Plumbing Fixtures Corp.（簡稱 Gerber Co.）部份營運資產且約定

負擔部分其特定負債，屬於資產收購，之後成霖（Globe Union）對 Gerber LLC

擁有 80%的股權；成霖對 PJH Group Holding Company Ltd 則是進行股權收購而

擁有其 100%股權。成霖手中雖握有多項品牌，但卻未將購入之品牌與其自有品

牌（Danze）連結，讓它們各自維持其區域性品牌經營。 

 其多項企業品牌與產品品牌構成品牌關係圖：企業品名稱—家族品名稱—產

品品牌名稱，如成霖對 PJH；有些家族品牌名稱，同時也是產品品牌名稱，以成

霖母公司的角度觀之品牌策略，其品牌策略為部門品牌策略，如 Gerber Plumbing 

Fixture LLC 的 Gerber；如下圖 33 所示。 

 

圖 33 成霖之品牌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二、併購品牌目的 

 成霖透過跨國併購形成一跨國企業的脈絡，可從歷年併購表中所併購的各家

被併標的性質觀察，最早成霖從一貿易商角色，透過併購進入水龍頭的生產製造

127減少上下游受制他人的風險。經過顧客（量販店）對產品的要求、環保壓力，

                                                 
127 成霖於 1995 年併購晟霖工業，不具品牌因此未納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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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霖產品的製造技術不斷精進，同時憑藉其優良的產品品質、技術與製程管理優

勢，進而有意擦亮成霖的自有品牌（Danze），力求突破消費市場（北美為主）、

地理上的限制進行擴張成為一跨國企業、發展全球品牌，因此深化在地市場的經

營，並以台灣為營運總部進行指揮。 

（一）策略面：產品/市場延伸、地域版圖之擴張整合 

成霖企業自 1995 年多項企業購併，其產品市場的延伸從水龍頭、衛浴設備，

到中間的陶瓷衛浴市場與近兩年的廚房設備，而地域版圖則是從競爭激烈的北美

市場，進入中國大陸與歐洲。 

自 1995 年成霖從經銷買賣加入製造行列，針對該產業主要市場—加拿大與

美國展開併購的對象仍以水龍頭、衛浴設備的製造與通路廠商為主，如：Aquanar 

Inc（2000）為水龍頭的製造與通路商、Fusion Hardware（2002）為傢飾五金產

品的通路商，成霖為貼近市場將 Aquanar 發展成產品設計及開發中心，深入瞭解

其通路顧客在終端消費市場的需求為何，此處所指成霖的通路客戶為全球最大傢

俱建材廠商、美國第二大零售商 Home Depot。 

2002 年時成霖企業欲進入陶瓷衛浴市場以進行產品擴張，原考慮於越南投

資 6.6 億台幣設廠自行製造，估計到試產階段需要一年的時間。適逢美國 80 年

老牌的陶瓷衛浴製造廠商Gerber Co.128無法對抗競爭者加入市場，經營效率不彰

而產生虧損（美金 9,532 萬美元的損失）因此Gerber Co.家族萌生退意，成霖以

5.2 億台幣資金購得129。衡量併購Gerber Co.效益、其遍及美國、加拿大、迦勒比

海等地的銷售通路，在地理位置及兩者的資金投入之後，於 2003 年將Gerber品

牌納入旗下，自此開始陶瓷衛浴事業。其後分別於 2003 年、2004 年併購中國第

八大國營廠山東美林衛浴與德國的Lenz，上述廠商皆具備陶瓷衛浴設備的製造與

通路，顯示成霖企業從水龍頭事業擴張至陶瓷衛浴市場的決心。 

 
128 Gerber 主要經營項目為衛浴產品，擁有 3 家陶瓷廠與一家衛浴五金（水龍頭）廠，其中陶瓷

產品佔 6 成，五金產品佔 4 成。Gerber 公司表示與其交易前十大客戶平均合作關係均達 25 年以

上。該公司市場佔有率約佔北美衛浴陶瓷市場之 9%，北美衛浴五金市場之 2%，在 New York 之

衛浴五金市佔率則高達 20%。Gerber 其脫手待人併購目之主要是財務目的。資料來源：李容嘉

（2008 年），台灣大學 97 學年度，企業併購實務報告。 
129成霖公司支付的對價共計 4,900,000 美元，並發行特別股-B 給 Gerber Corp 的原股東，面額為

7,500,000，約定，若 Gerber LLC 承受支付債，實際支付之金額超過 7,500,000 時，其超過部分由

特別股-B 中等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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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成霖開始進行「地域版圖擴張」（圖 31），併購德國Lenz開啟歐洲市場

業務。在此可看出三點：成霖企業於此時期開啟品牌資產—「通路」併購（深化

北美、擴張歐洲），以助自有品牌Danze的銷售，避免與其代工品牌廠商（Home 

Depot）正面衝突，山東美林則可為北美衛浴設備進行訂單製造130，減少北美市

場的製造成本；另外進行產品線的延伸，進入陶瓷衛浴市場，第三則是除了北美

市場之外亦開始佈建歐洲市場。 

 2006 年又再度發動產品市場擴張與地域版圖整合，早先藉由併購麗舍生活

國際公司、安德成公司以進入廚房設備，採行水平市場的擴張、產品範圍的擴大—

從早期的水龍頭、中間的陶瓷衛浴進而到近期的廚房用品，成霖企業逐一利用「併

購」將廚房衛浴市場吃下。2007 年成霖以 23.95 億元台幣（3,684 萬英鎊）買下

英國第一的廚浴通路商PJH（至今已有 35 年的歷史），具有 100%的股權顯示其

對PJH的策略性投資意圖，PJH具英國配銷通路市場達 19％131，並且成霖可一次

獲得旗下三個自有產品品牌，K Kitchen、Apple Studios、Prima，因其原主要藉

外購再進行貼牌銷售（商品包含水龍頭、衛浴馬桶、洗臉盆等），因此外購訂單

將轉由成霖的大陸工廠供應—山東美林出產陶瓷產品與深圳成霖潔具出產水龍

頭等。 

 見表 12 及表 13，成霖因市場的擴張，美洲銷貨已從 2002 年 97.77%下降至

2007 年的 46.70%，而歐洲市場則因 PJH 及 Lenz 提升至 40.18％，而銷貨客戶不

再單獨依賴 Home Depot，對其銷貨比率下降至 42.84%，相對提高 Danze 及其他

廠商的銷貨，此作法降低了對單一市場（北美）與單一客戶（Home Depot）銷

貨的風險。 

 成霖企業從代工製造的經驗中，琢磨其技術並汲取市場經驗，採取併購方式

獲取市場，被併對象皆具市場名聲、品牌形象的廠商，併購他們可進行產品、市

場的擴張、獲取顧客對其品牌的熟悉度與印象，不用再耗費金額去進行大規模的

行銷讓大眾認識這個品牌，同時降低競爭品牌大廠的戒心，該品牌仍存於市場

 
130 2008 年 2 月成霖企業將 Gerber 旗下的工廠關閉，有助於成本的下降及利潤的提升，成霖併購

藉精簡組織，由 Gerber 持續拓展市場，產品由中國的山東美林（陶瓷產品）及深圳成霖潔具（水

龍頭）提供。 
131吳瑞菁（2007），成霖買下英廚衛通路商PJH，聯合晚報，2007 年 4 月 3 日，13 版，證券理財，

網址：聯合知識庫http://ud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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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是背後的品牌擁有權易主，成霖因此順勢進入市場、利用手中的品牌以取

收益。 

表 12 成霖企業 2002~2007 銷貨金額比率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份 
區域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美洲 97.77% 89.35% 87.59% 83.21% 78.68% 46.70% 
歐洲     1.45% 40.81% 
其他* 2.23% 10.65% 12.41% 16.79% 19.87% 12.49% 

*2002~2005 年之其他亦包含歐洲在內，另外還包括日本、菲律賓、英國等，2006 年之後才將其

分開。 
**2007 年的銷貨比率是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此時英國 PJH 於該年購入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之 2002~2007 年報 

表 13 成霖企業 2002~2007 銷貨客戶比率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份 
區域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Home 
Depot 

73.62% 71.33% 55.23% 40% 36.09% 42.84% 

Danze*     20.95% 19.50% 
其他* 26.38% 28.67% 44.77% 60% 42.96% 59.66% 

*Danze Inc.此一銷貨對象，是自 2005 年時將 000 年成立之海外銷貨中心 GUAC 所改成的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之 2002~2007 年報 

（二）營運面：R＆D 

 併購意圖快速取得對方優勢，因為成霖從早期跨入水龍頭的製造，提供 ODM

的服務，自創品牌後進行 OBM 業務等，市場、產品地域的擴張在策略上採取「併

購」方式，不但可迅速獲得被併企業的市場，更重要的是看中該企業能與之互補

的能力，由營運面動機來支持策略目的。策略上可顯現其併購標的性質主要為「製

造與通路」，成霖為提供通路品牌廠商價格平實、質地精良的商品，其併購對象

的選擇上便對技術、研發以及製程上會有所要求，如：併購 Gerber 可使成霖具

備陶瓷衛浴的技術與製造能力，比起在越南延攬人才、投入相關技術的研究建置

廠房等具有實質效益。 

 同樣地，成霖亦致力提升自己的研發技術（如表 14），觀察各地市場領導廠

商的創新方向，如得知領導廠商在零件上的專利申請，以此判斷市場上最新的需

求及預測兩年後產品發展動向進行研發，強化自我研發技術、產品品質，形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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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打造自我品牌的重要環節之一。 

表 14 近五年研發費用約佔銷貨（Net Sale）的比例：(%)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平均 

1.98 1.09 1.10 0.72 0.69 1.174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之 2003~2007 年報 

二、主併與被併標的的品牌資產 

 成霖希望能藉併購來發展全方位能力，現階段併購動向是為了進入新市場、

提升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因此具備研發、製程、通路（進口商、配銷商、

直營店、旗艦店等），以及品牌效益等廠商皆為成霖挑選的目標，資產擴張，促

使企業規模化為使企業強化的步驟之之一，但是深化自己能耐之外且要積極操

控，才能使手中的品牌資產活化，有助企業在市場的競爭結構中產生競爭優勢。 

（一）專利（技術、研發） 

本研究針對成霖企業於USPTO進行專利檢索132，其於主要的美國市場專利

數有 455 個，發明專利133佔六成（273 個），其餘皆為新式樣專利134。相對地，

對Gerber進行專利的檢索與移轉後，發現其專利的活動上相對不活絡，於美國專

利數僅有 5 項，另外Fusion Hardware曾於 2004 與 2006 年進行專利申請，共有

28135件已獲證，內容以新式樣專利為主，另外還有申請中專利 29 件，兩者顯示

專利投入不若成霖積極。 

以上狀況與衛浴市場的產業特性相關，由於衛浴產業屬於成熟技術的運

用，各廠家間差異化的重點在於產品的樣式品味，一般而言新式樣專利在電子產

業的重要性較低，但對衛浴產業的重要性卻很高。雖可知成霖企業本身對於品牌

                                                 
132 在Issued Patent中以Assignee為”Globe Union”進行檢索，得到Issued patent共 455 個，發明專利

有 273 個（佔 6 成），其餘皆為新式樣專利(Design Patent)。檢索日期：2008 年 12 月 20 日，網址：

USPTO，http://www.uspto.gov/。 
133 發明專利：為「有功能」的發明才可以申請的專利。可申請發明專利的發明包括：程序

（Process）、機械（Machine）、產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組成（Composition of 
Matter）。其中，程序可為方法（Method）或是舊發明的新應用方式（New Use）。 
134 新式樣專利為保護物品的外觀的專利。可申請新式樣的設計包括新的、具有原創性的物品外

觀設計。 
135在Issued Patent中以Assignee為” Fusion Hardware”進行檢索，得到專利 28 項。檢索日期：2008
年 12 月 20 日，網址：USPTO，http://www.uspto.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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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專利（技術研發）的重視136，但申請專利不足以保障權利人的權利，因為

新式樣專利模仿容易，縱使執行專利訴訟，流行款式變化很快，專利訴訟所需的

時間又長、費用高，往往緩不濟急，其產業成熟度與市場需求的轉變對品牌資產

會有此影響，但專利此一品牌資產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二）商標 

 商標為品牌基本之保護權利，成霖企業因併購而進行權利的移轉，如：Gerber 

Plumbing Fixtures Corp 共有 9 個已獲證商標，其中 6 項已移轉至成霖手中；Fusion 

Hardware 則是未移轉、自行握有 8 個商標，然上述兩者皆屬於成霖旗下關係企

業，因此整體而言成霖對旗下各項商品商標具有相當的控制與使用權。 

 成霖具有影響、操控旗下公司的智財權利，商標代表商品/服務的識別性文

字與圖樣，其僅佔據品牌影響力的一小部分，成霖企業之於旗下任何品牌不應只

是商標權利的掌握者，成霖應讓這些商標的層次化為與成霖相關的品牌意義，如

進行品牌的策略聯盟，接著透過各當地市場的品牌力量（如：Gerber、Lenz、PJH）

讓本身的品牌「成霖」（Globe Union Industry Corp.），或自有產品品牌 Danze 的

區域知名度有所提升，品牌有其市場偏好的困難度非一蹴可及，因此現階段成霖

專心於併購後多項品牌企業的維持。 

（三）通路 

從其併購歷史顯示，其所併購的通路品牌包括美國 Gerber、德國 Lenz、英

國 PJH，另外併購麗舍生活國際公司。Gerber 為北美的衛浴品牌，由於北美市場

多由當地通路品牌廠商壟斷，因此成霖利用其品牌及通路進入衛浴市場，Gerber

不但在美國東岸頗具知名度，在賭城拉斯維加斯與西岸大城亦獲得飯店、大樓的

訂單，主要經營傳統建材與旅館通路為主，其前十大客戶合作關係達 25 年以上，

展現其品牌擁有穩定客源與忠誠。 

PJH 則為英國廚衛產品通路，佔據英國第一名，不論是英國或德國，其兩

個品牌皆為成霖進入歐洲市場奠定基礎，有利市場版圖整合，逐一編織歐洲網

 
136 其自 1995 年合併晟霖工業以來，重視研發的經營策略，累積其專利成果，其自 1997 年開始

皆有專利產出，研發占營業比率從 1997~2001 年分別是 1.73%、1.66%、1.25%、2.65%、2.59%。

資料來源：晟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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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麗舍生活國際公司為一高級廚具零售通路，其在中國大陸成立一上海麗舍生

活，透過奢華、尊榮形象在中國大陸佈局形麗舍經銷網路，日後 Gerber 和 Danze

等化為奢華品牌且由其引入中國市場，以上成霖之品牌通路商皆可對成霖採取內

部採購，不但使成霖的地區收益可隨通路的佈建增長，同時可避免成霖大陸製造

廠（深圳成霖潔具）有閒置產能，利用內部訂單來使產能發揮效用。 

成霖在業務功能上從貿易、製造進展到通路，產品線從水龍頭、衛浴到廚

具，內部透過其上、下游的整合，使外部採購率下降以降低成本、對外則是進行

顧客的溝通整合，將OEM深入到ODM137、衛浴之外又增加廚房產品，並由通路

在各地區市場販售以增加成霖產品的曝光率。 

但是成霖現階段對於這些地區品牌，仍僅提供產品的代工製造，通路品牌

廠商於販售衛浴、廚房用品時，並未對當地消費者點明其商品的製造廠商、或企

業背後的擁有者就是「成霖」，成霖對這些通路品牌僅提供較低成本的商品，並

藉此通路販售自有品牌 Danze 來帶動市場收入的成長，對於成霖企業品牌與

Danze 商品品牌上的權益提升無立即功效，區域市場上並無法得知成霖手中握有

一把掌握各大廚浴（廚）廠商的品牌大傘。 

三、品牌策略的影響因素 

 成霖因於各地進行併購，且保持各地品牌的營運，組織架構上可得知此為母

子企業品牌同時存在的情形，另包含產品品牌的融入，品牌數量更為增加至 13

個，形成一屋子品牌的景象。 

（一）歷史文化 

 成霖在併購 Gerber、Lenz、PJH 等通路企業，仍得各自保持市場的獨立性運

作，於成霖企業中他們屬於外購的家族品牌。通常進行外部成長的併購方式下，

多將這些子公司融入後更名為企業品牌（此指母公司成霖）。但此一跨國併購，

品牌在各個市場地域上負載多年的文化意義與消費者的情感認同，同時這是成霖

 
137 其ODM客戶主要以大型零售通路客戶為主，在北美有Home Depot、Lowes、Costco、Ace、

CTC、Walmart，在歐洲有B&Q、IKEA、Praktiker、Hornbach，在亞洲有TOTO、HCG。資料來

源：李健溶（2007），今年主要品牌Danze與Gerber兩大品牌獲利持續提升，太平洋證券，2007
年 1 月 23 日，線上閱讀日期：2009 年 1 月 6 日，網址：

http://www.moneydj.com.tw/KMDJ/Report/ReportViewer.aspx?a=4488f56d-db41-456e-9141-dabe6ed
60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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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歐洲市場的第一步，它並非是全球知名的衛浴廠商，因此在市場還未熟識成

霖的關係品牌之前，將當地品牌予以保留，待成霖於市場上具有影響力時，日後

再進行更名，或是直接把這些品牌以品牌傘的包裹形式一併打響成霖品牌。 

（二）企業結構 

 成霖旗下主要得產品品牌有以下：GOBO（中國大陸）、Danze（北美地區）、

Gerber（北美）、Lenz（德國）、併購 PJH（英國）而又有 Prima、K Kitchen、Apple 

Studio 等，形成一屋子品牌的品牌策略，就其現在產品品牌策略採取「分權」的

管理方式—品牌主導層級，不特別將這些品牌與最上位母公司企業品牌（此處指

成霖）連結，因為當地品牌背負長時間的地理、歷史因素以及當地顧客的情感，

所以併購後成霖對各個企業品牌、伴隨併購而來的產品品牌皆維持原來營運的方

式，不多加干涉。成霖則利用部門通路品牌，如 PJH、及山東美林、麗舍生活國

際等來為 Danze 打開區域市場的大門，使其得以進入逐步擴張為全球品牌。 

四、品牌策略對品牌權益的影響 

 建立品牌打造企業、產品的權益聲譽，採取方式有二；從無到有的建立，與

併購品牌接收他人市場效益。從無到有的建立方式，可讓市場消費者在耳濡目染

之下直接接收成霖（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自有品牌（Danze）的品牌認

知，但中間耗時過長且需金錢打造行銷的各個通路；而採取併購他人且保留他人

品牌名稱的方式如：成霖形成母子關係企業的品牌方式—彈性使用品牌策略，對

主併企業的品牌來說，利用股權間接取得他人的品牌權益，透過對旗下多品牌的

營運操作、利益迴避，讓成霖企業在製造、銷售等企業活動上收入可以增長。 

 保留當地企業品牌是由於他們在消費市場上具有比主併企業品牌更高的能

見度及顧客忠誠（如：Gerber 具 71 年歷史），因此其品牌策略架構有其地域上的

強勢性，以及可免去成霖對當地市場的文化滲透不佳，減少併購擴張帶來不良的

反應與收入下滑，並且其握有衛浴產品批發商（plumbing wholesaler）以及長期

的合作伙伴。雖可讓客戶維持此一當地品牌的印象，然產品來源的更換（如改由

大陸深圳成霖潔具提供），是否帶來知覺品質的降低，亦會影響顧客的品牌忠誠

而動搖成霖多品牌下的品牌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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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成霖以純貿易與製造起家，往往是與通路顧客進行合作，在發展自有

品牌的道路上會遭遇通路品牌顧客的限制。因此對歐洲、美洲的通路商進行併

購，往往會保留被併標的的通路產品品牌，保留原經營團隊，讓成霖提供製造商

品，並與這些購入通路商的主要客戶進行溝通，從過程中學習經營「通路」，待

日後時機成熟再進行由成霖主導的品牌策略。 

肆、 小結：成霖併購行為的實質意義 

再次檢視成霖併購的目的、品牌資產、以及跨國併購之品牌策略因素，及

到最後的品牌策略。成霖企業經過營運活動的改變後（貿易到製造），歷經品牌

通路商對產品品質的要求、觀察領導廠商在零件專利及新商品方向佈局之後，成

霖急起直追、不斷琢磨水龍頭、陶瓷衛浴產品的技術、研發，並在主要的衛浴市

場—發展自有品牌 Danze。 

 但在一發展已臻成熟的市場上，代工業者發展自有品牌，往往遭遇其品牌通

路客戶的抽單威脅，因此把握時機對當時已經虧損的美國 Gerber 進行併購，此

可獲得的資源為：長期經營的旅館、建材通路，讓成霖得以向 Gerber 出貨（在

與其主要客戶溝通之後），而 Danze 品牌可在此通路上銷售。併購 Gerber 其品牌

擁有權易主，對成熟市場上競爭者反應不大，但若於成熟市場上新增一品牌，於

競爭結構中的夾縫生存勢必難以持久，因此採取併購可以借力使力，使用他人的

資源：通路、利益顧客、製造訂單、生產技術。 

 其因多次併購及保留品牌而擁有一屋子品牌的企業品牌與產品品牌，策略目

的是為了擴張產品、市場及地域版圖，其併購的主要目的著眼於該廠商能與成霖

互補的資產如專利（技術）、企業商標品牌、通路，然之中的重視性以「通路」

為主（如下圖 33 成霖在歐美中國大陸佈局），成霖架構的品牌組織與採用的品牌

策略不具快速提升成霖品牌本身或 Danze 自有品牌。 

 本研究認為成霖首先欲借用被併企業的營運功能（成霖大陸廠對其提供產品

製造），來降低成霖整體企業的成本，藉由多品牌在各地市場的銷售138來提升整

 
138 Danze 產品定位為北美高階水龍頭市場，主攻零售維修市場，由於深耕北美市場多年，目前

已進入收成期，營收逐步增大。另一主要品牌 Gerber，其產品定位為北美中低階衛浴陶瓷市場，

主攻 wholesale 市場，Gerber 北美之工廠結束（2007~2008），並將之轉往位於大陸之子公司山

東美林代工。 

116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四章 個案研究 
 

117 

體的收入、利潤。對於自有品牌Danze的品牌權益，待這些通路佈局成熟後，其

再以全球品牌之姿立於美洲、歐洲、中國大陸市場。成霖在「併購品牌」這個行

為上，對成霖（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Danze品牌權益的提升，效益較小，

品牌權益的成長為一漸進、緩慢的方式。 

 
圖 34 成霖之全球據點（2007） 

資料來源：成霖-介紹 PJH 暨 GU Group 全球佈局報告 PP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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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成霖之全球品牌併購 

併購案 品牌方式 併購目的 品牌資產 品牌權益 

成霖之

全球品

牌併購 

借力使力-以組織

階層看為「彈性

使用品牌策

略」，多品牌數為

「一屋子產品」 

 

1.成霖掌握共 13

個品牌 

 

2.取得被併企業

之品牌控制權 

1. 策略 

產品擴張-進入水

龍頭製造、衛

浴、廚房設備 

市場-深化北美市

佔率（營收

46.7%）、佈建歐

洲（40%）、中國

大陸市場及其他

（10％）139 

 

2.營運： 

R＆D-進入新（衛

浴）市場需擴張

製造技術。 

 

1.專利（技術）：

Gerber 的陶瓷衛

浴技術，持續精

進成霖與旗下企

業之技術、申請

專利（Fixture 以

新式樣為多） 

 

2.商標： 

Gerber 移轉商標

6 個至成霖手

中，而成霖對子

公司商標即使未

移轉，仍有控制

權 

 

3.通路： 

利 用 Gerber 、

Lenz、PJH 為未

來發展自有品牌

進行準備，採購

訂單可由成霖提

供。 

客戶遍及全球 20

幾個國家，美洲

（美國、加拿

大）、歐洲（英

國、德國、義大

利）、非洲、中

東、澳洲、亞洲 

1.各地域品牌皆

具地域強勢性，

因此成霖品牌及

Danze 未直接連

結，反而深藏其

後，提供產品製

造，品牌權益未

有直接助益。 

 

2.成霖因ODM業

務而在面對通路

顧客需求及環保

議題，製作技術

有所鑽研，然其

併購標的之品牌

資產主要以「通

路」為主，藉此

強化成霖產品之

銷售與地域佈

局。 

 

3.成霖及其自有

品牌在併購行為

上，需待日後通

路整併完成、及

技術研發有成後

得使品牌權益彰

顯，其併購現階

段帶來整體在地

區佈局與收益上

的好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39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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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彙整 

 以下為兩個案於共同構面所整理出資料。 

表 16 個案研究彙整 

 Lenovo 併 IBM PC 部門 成霖之全球品牌併購 

品牌方式 

借力使力-聯合品牌 

（IBM Lenovo） 

1. 資產移轉，融入旗下部門 

2. 無取得對方企業品牌所有

權，有使用權 

借力使力-彈性使用品牌，一屋子

產品品牌（品牌數） 

1. 成霖掌握共 13 個品牌 

2. 取得被併企業之品牌控制權 

併購目的 

1. 策略： 

產品擴張-商務性產品融入 

市場-擴張全球版圖，意圖利用其

消費市場的成功經驗 

（北美、歐洲） 

2. 營運： 

R＆D-提升 PC 研發能量、兩大研

發中心 

 

1. 策略： 

產品擴張-進入水龍頭製造、衛

浴、廚房設備市場-深化北美市佔

率（營收 46.7%）、佈建歐洲

（40%）、中國大陸市場及其他

（10％）140 

2. 營運： 

R＆D-進入新（衛浴）市場需擴

張製造技術。 

品牌資產 

1. 專利（技術）： 

取得 IBM PC 專利 1566 個，並學

習其手法對外收取權利金 

2. 商標： 

IBM 商標使用權 5 年，並移

轉”Think”系列相關商標 20 個 

3. 通路： 

160 國的經銷通路一次取得，當

地供應廠商俱備 

1. 專利（技術）： 

Gerber 的陶瓷衛浴技術，持續精

進成霖與旗下企業之技術、申請

專利（Fixture 以新式樣為多） 

2. 商標： 

Gerber 移轉商標 6 個至成霖手

中，而成霖對子公司商標即使未

移轉，仍有控制權 

3. 通路： 

利用 Gerber、Lenz、PJH 為未來

發展自有品牌進行準備，採購訂

單可由成霖提供。 
客戶遍及全球 20 幾個國家，美洲

（美國、加拿大）、歐洲（英國、

德國、義大利）、非洲、中東、澳

洲、亞洲 
品牌權益 1. IBM 與 ”Think”對全球市場 1. 各地域品牌皆具地域強勢

                                                 
140 資料來源：成霖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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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不論是消費者、合

作、供應廠商，皆具有地域的

強勢性，運用雙品牌方式漸進

移轉品牌權益於 Lenovo 

2. 因 IBM 轉讓其品牌資產，市

場對其操作品牌資產具有高

度的贊同，因此聯想亦伸張其

方式有助於市場的影響力 

3. 至 2007 年其海外營收達 60

％，海外知名度亦提升。 

性，因此成霖品牌及 Danze

未直接連結，反而深藏其後，

提供產品製造，品牌權益未有

直接助益。 

2. 成霖因ODM業務而在面對通

路顧客需求及環保議題，製作

技術有所鑽研，然其併購標的

之品牌資產主要以「通路」為

主，藉此強化成霖產品之銷售

與地域佈局。 

3. 成霖及其自有品牌在此「併購

行為」上，需待日後通路整併

完成、及技術研發有成後得使

品牌權益彰顯，其併購現階段

帶來整體在地區佈局與收益

上的好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併購後對外品牌策略因被併標的的形式而有所不同。企業品牌方面，聯想

取得”IBM”商標的使用權五年，可在 Think 系列商品採取一「聯合品牌」的方式

出現；而成霖企業則是取得整體公司的股權，因此將其納入成霖企業的組織結構

中，保留其併購之企業名稱並未更名，子公司各自以其原有名稱獨立營運，形成

[彈性使用品牌策略」，而成霖旗下多個品牌數成為一屋子品牌，有些對成霖來說

是家族品牌名稱（Gerber）、有些則屬於關係企業中的產品品牌（PJH 的 K 

Kitchen)，他們保有自己的獨立性。兩個案在併購後企業品牌方面，仍保持自身

單品牌的運用，企業對外聲明時則無與併購的企業品牌連結，聯想與 IBM 之間僅

為資產收購，契約內聯合品牌的使用僅限於產品 Think 系列上，而成霖企業則將

併購的區域性企業品牌，仍維持各自獨立因此不合用以防干擾市場。 

品牌併購之目的中，顯現兩個個案主角皆希望利用併購達成策略目的—快

速融合地理版圖、深化跨國活動，藉由海外營運來增加收入；營運上希冀強化企

業本身的技術與研發，不論是科技產業或是傳統產業，基礎技術甚或應用技術，

皆希望能提升企業營運效率、在競爭結構中快速商品化，以及在市場擴張的目的

下能比競爭者早一步進入市場、構築競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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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資產於品牌權益中可構築競爭優勢，由於具有相當的法律基礎或聯盟

關係（契約關係），因此在市場上可透過權利的伸張、來改變市場的競爭結構。

PC 市場屬於高科技產業強調產品功能、專業性，因此在併購目的下，更需思考

被併標的手中的技術、專利，此外可主動發動專利訴訟、被動防禦競爭者。聯想

併購 IBM PC 部門獲得其 PC 相關的專利 1,566 項，且取得 ThinkPad 等產品的研

發中心、相關商標權利，同時在 IBM 的長久經營、建構完整的供應鏈及通路也

一併移轉給聯想，聯想之後便運用品牌資產對外展開權利金的追討，增添額外收

入；成霖因其衛浴產業性質，集團內部除成霖本身具發明專利（273 項）外，亦

包含因應市場設計需求的新式樣專利（外觀設計），其併購目的也是為了擴張新

市場（如陶瓷衛浴市場），同時取得該市場所需的技術。就成霖一系列併購案來

看，其主要目的仍是在擴張地域的品牌資產─「通路」，藉通路來對自有品牌

Danze 進行全球品牌計畫，同時增加製造訂單、使產能發揮效率，並減少整體營

運成本。聯想在 IBM 品牌資產的併購上，可見其對專利、商標、通路三者一併

取得擁有權，市場雖對其日後的應用存疑，但對 IBM 曾擁有之品牌資產仍持正

面肯定，而成霖亦在併購中取得上述三者品牌資產，然通路對其品牌權益提升的

貢獻度相對最大。 

企業併購取得內部的品牌資產，對外則是以其品牌策略示人。利用內部的

技術、法律保護等權利，通路資產向外構築競爭優勢，對外部的消費市場傳達其

品牌策略（保留被併品牌）。由於兩個案的主併企業品牌於進入的市場時，品牌

不具當地（全球）的通路強勢、文化強勢性，且被併品牌與消費者具有很好的品

牌連結（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重點是被併企業之忠誠顧客一時間難

以接受品牌的移轉，被併標的（IBM PC 部門、Gerber）的品牌權益也難以移轉

至主併企業（聯想、成霖）身上，因此兩方採取的方式皆屬漸進式的品牌策略：

借用他人之雙品牌—聯合品牌（IBM-Lenovo）、彈性使用品牌策略（成霖-Gerber

形成母子關係企業）。 

最後綜合上述品牌資產的取得與品牌策略的使用，說明兩個案對提升品牌

權益的狀況為何。聯想其併購事件對品牌權益之一的「品牌知名度」具有立即效

益，提升其品牌權益，且設定一時程（2008 年）脫離 IBM 的品牌大傘之下，獨

立營運強調其 ThinkPad 的擁有權並學習其方式自創一新筆記型電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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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Pad，但品牌忠誠、知覺品質與品牌聯想在消費者心中是否提升，對整體品

牌權益的提升仍待商榷。但就品牌知名度來說，從沒沒無聞的亞洲品牌迅速晉升

全球皆知的品牌，並採聯合品牌（IBM）、雙重品牌（Thinkoad）等品牌策略形

式來拉提 Lenovo 的品牌聲勢，同時藉由從前手取得的技術專業資產來扭轉亞洲

品質的印象，因此單就併購品牌的行動、其併購企業取得之資產及在品牌策略的

應用（品牌知名度）對聯想的品牌權益而言具有正向效果。 

成霖、Danze 則與併購納入的通路品牌緊密度不強，且其併購對象屬於區域

品牌、成霖讓各區域品牌獨立運作，日後利用併購取得的品牌資產─通路（PJH、

Lenz、麗舍國際）牽引 Danze 進入不同的地域市場（歐洲、中國大陸），其借力

使力的品牌方式較為迂迴，移轉品牌權益所需時間較長，對消費市場而言，品牌

知名度提升較少，因此連帶品牌權益的提升亦較少。 

就兩者於品牌資產部分皆取得專利、商標、通路等品牌資產，雖然兩者購

入的品牌資產層次有異，但對企業內部的技術能量及營運皆對市場競爭具有正向

的效果；但欲從相對弱勢的亞洲品牌跨入全球品牌行列，併購雖可立即取得他人

的品牌資產來提升企業內部營運，但被併品牌的去留及使用策略會牽涉到立足市

場上及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強勢性，因此亞洲品牌仍需採用雙品牌策略，如個案中

聯想的聯合品牌策略，借用 IBM 在電腦市場的品質保證及影響力，雖然聯想因

其策略而消除 IBM 商標的使用，但仍以 ThinkPad 強勢的產品品牌推動 Lenovo

的聲勢；而成霖的彈性使用品牌策略，將成霖企業（Globe Union）隱藏其後，

品牌權益提升較少，對成霖本身、Danze 品牌聲勢的拉抬較低，但實質上則意圖

維持區域品牌來穩定市場營收、利用被併企業的營運（通路）效果將 Danze 帶入

全球各大市場中。兩個案顯現併購案在不同的產業（科技產業、傳統產業）、不

同產品屬性（電腦強調功能專業、衛浴強調設計）、被併品牌的大小（全球品牌、

區域品牌），其需注意的變因、細節與其研究結果不同。但同是亞洲品牌併購歐

美品牌而言，除非被併品牌（不論是全球品牌或區域品牌）的品牌強勢性較弱，

否則多以雙品牌策略（保留被併品牌）讓歐美品牌帶動亞洲品牌，以在目標市場

上逐漸建立亞洲品牌的聲譽與熟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