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兩節，第一節針對上述第二章之文獻回顧至第四章個案分析進行

統整歸納，形成本研究之結論；第二節則針對為達到跨國併購建立品牌需面對之

問題、困難說明可參考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壹、 跨國併購下之動機與目標資產變化 

併購活動隨著經濟發展趨勢、美國反壟斷法規鬆綁與財務會計的發展下，其

活絡的程度有所差異。在 80 年代之前，企業全球化程度不高，併購活動主要發

生在美國境內，並著眼當下特定產業如原物料、能源產業的發展而進行水平、垂

直式擴張。早期併購目的追求「市場佔有率」與「經濟規模」，目的性資產在製

造業的時空背景下為生產資源、企業資產（設備、廠房）。 

80 年代以後企業大型化，國內的資源、人事成本增加，始走向海外尋求低

廉的資源（如原物料、人力、礦產等），同時進入海外市場並及早經營以具有先

佔優勢。同時無形資產（專利、商標，通路早於企業建置品牌時與其同步進行）

於此時期進行發展，如：各項品牌在企業、活絡的經濟活動下發展更臻成熟，基

底的品牌資產，如專利，並逐漸參與企業的技術活動與市場上的競爭，實質的擁

有權使其與他人競爭、權利劃分具穩健之勢，但操縱者必須對此資產的競爭態勢

具全盤的了解。 

90 年代以後美國科技業興起，併購標的已成為品牌資產的技術、知識、專

利等，將其融入成為企業內部的一部份，當時科技企業多採單品牌方式（消滅被

併標的品牌），如思科、微軟。 

當品牌企業發現內部製造部門不若以往具有強勢發展，始走向技術服務並

將其予以分割出售。由於歐美國家在品牌經營上歷史悠久、享譽國際，產品品質

亦為消費者所信賴，因此自 2000 年以來亞洲企業為擺脫消費者心中製造、代工

的品牌層次，開始跨國購這些併歐美廠商分割出來的製造品牌，意圖藉此與歐美

消費市場靠近，以促使消費者對其改觀來移轉企業形象、甚或提升品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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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購標的從早期的有形財產（原物料、廠房、機器設備），進展到無形的品

牌資產─專利、知識及具良好聲譽的商標品牌，並且為進軍全球的企業營運，併

購的標的選擇更是擴展到跨國企業的無形資產，不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可將其無

形資產的影響力發揮到全球市場結構的競爭中。 

貳、 購入之品牌對品牌策略之影響 

 併購標的的形式若為一部門、產品線或公司，其採用的品牌策略會有所不同。 

一、企業品牌策略 

 當被併標的其形式為公司的話，簡單則是將其消滅，形成統一的企業名稱，

如花旗銀行併購華僑銀行，華僑銀行皆更名；保留則是需要考量其併購目的為

何？如：產業整合、整合地域版圖、市場擴張等，由於該品牌擁有原產業市場、

地域市場的強勢性，甚或為主併企業為多角化而購入，要與主併企業所處產業有

所區隔，因此採用彈性使用（A＆B）、共用品牌（A-B）等策略，保留市場對被

併標的品牌的依賴，另一特殊的品牌方式為僅獲得被併企業的品牌使用權—聯合

品牌（Co-Brand），其限定於使用的商品上，以上三者因為被併標的在市場上具

有良好的品牌知名度（主併企業與其相當或知名度較低），斷然將其刪除，恐無

法良好地移轉品牌權益於主併企業上。 

 若形成彈性使用品牌策略，卻將併入的品牌獨立運作、不相連結，即使多件

「併購品牌」的事件存在，主併企業品牌權益的提升仍不若與被併品牌同時出現

在商品上的程度來得高。 

二、產品品牌策略 

 併購品牌對產品品牌策略而言，較特殊的是部門品牌（概稱，細分為內生為

部門品牌名稱、外購為家族品牌名稱兩種）。企業主導層級的部門品牌策略，其

購入的形式可為子公司、部門等，當形式為子公司的時候，其集團「企業品牌-

部門品牌-產品品牌」的名稱結構會與企業品牌策略中彈性使用品牌策略（母子

關係企業品牌同時存在）相同，以成霖併購 PJH 為例，如：成霖企業（企業品

牌）→Gerber Plumbing Fixture LLC（成霖部門品牌中之家族品牌名稱）→Gerber

（產品品牌）。而購入的是他人的部門或產品線，則成為主併企業旗下的一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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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牌，如聯想（企業品牌）-ThinkPad（產品品牌）。 

 購入的形式會影響品牌策略的表達方式，以及品牌知名度、強度會讓主併企

業顧慮被併品牌（不論企業或產品品牌）的去留，本研究的兩個個案不探討去除

被併企業品牌，其有地域與文化的強勢性存在，使用雙品牌策略中的彈性使用品

牌策略與授權而得到的聯合品牌策略，來進行品牌權益的移轉至主併品牌身上，

促使其在市場上建立熟悉度。 

參、 個案研究發現 

一、購併之品牌資產內容及運用可提升主併企業優勢 

受限於本研究所選之個案數與產業，個案的主併企業皆為亞洲製造商（聯

想與成霖企業），分別為科技的 PC 產業與傳統衛浴產業。就併購納入的專利而

言，聯想獲得的 1,566 件專利具有實質的收益功效，對藍天電腦追索權利金的訴

訟活動，顯示其資產聯想所處產業具有影響力；相對成霖亦重視專利與研發，本

身的發明專利具六成以及四成的新式樣專利，前述可知衛浴廠商對於消費市場上

外觀的設計發明亦極重視，成霖從併購事件中獲得的專利雖近乎於零，但其可對

併購的各個企業具有策略營運的影響力，以間接力量操各區域的衛浴市場。 

就品牌商標而言，聯想可永久擁有強勢的產品品牌”Think”系列，從 USPTO

搜尋資料所見，IBM 將 Think 相關的商標皆移轉給聯想（Lenovo），因此聯想可

將其擁有商標進行對外授權、防禦保護；而成霖對 GerberCo.進行資產收購，因

此從移轉了 6 個商標至成霖（Globe Union (Bermuda) Trading Ltd.），對 PJH 則是

掌握其 100%股權且兼顧各子公司的分權獨立性，因此未進行移轉。 

通路資產而言，因其最直接接觸市場在併購事件的移轉下，讓主併企業獲

得快速進入市場的通道，如：聯想可獲得原 IBM PC 部門的供應鏈夥伴，通路關

係不用重新建立，而供應鏈廠商亦不得因合作廠商換人而斷然拋棄訂單；成霖相

對專利和商標品牌資產而言，其主要看重是通路資產，期望透過此併購來擴張地

域版圖，以及將製造訂單移轉到成霖在大陸的製造廠，不但降低併購企業的製造

成本，也藉此運用閒置產能來提升其收益。 

從上述三項品牌資產可知專利、商標的移轉，讓主併企業可展開主動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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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市場競爭，而通路關係的取得更是讓主併企業擴張顧客市場，搭配行銷活動

可讓顧客加深對主併品牌的信賴感。聯想透過通路進入歐美市場使大眾認識、接

近 Lenovo 品牌，成霖則通過各的通路企業使 Danze 可進行區域市場的銷售，待

市場整合後而成為一全球品牌，多項併購品牌營運得宜也可增進其營收。雖然研

就個案分屬不同產業，但品牌資產可為主併進業建立市場優勢。 

二、品牌策略因併購標的形式及營運方式，致使主併企業品牌權益提升程度不同 

 聯想因直接購入 PC 部門，且擁有 IBM 引以為傲的筆記型電腦品牌

ThinkPad，因此其採取聯合品牌（雙品牌）策略—“IBM-Lenovo”，此一蛇吞象的

併購事件，讓名不見經傳的聯想在全球市場上竄出頭來，使聯想（Lenovo）的知

名度大增，雖然消費者在知覺品質、品牌聯想上對聯想（Lenovo）存疑，但是聯

想的部門併購以及產品市場（消費市場進入商務筆記型電腦）延伸的營運方式，

確實讓聯想的品牌權益在品牌知名度有所提升，而市場上的實質收益則因聯想將

ThinkPad 定位走向消費性商品、降低其價位，以及消費者對聯想的知覺品質、

品質聯想和品牌忠誠有待商榷，因此雖然聯想獲得全球市場的收益，但借力於他

人品牌是否帶動聯想「全球收益提升」仍值得探討。 

 成霖企業則是因併購標的成為旗下關係企業，購入品牌在當地市場各自獨立

營運，品牌連結度並不若聯想（Leovo）的方式，其在面對各地區消費市場維持

被併品牌可穩定市場營收，面對通路企業（PJH）原本的客戶，成霖則與其溝通

製造來源將移轉至成霖旗下的關係企業，由它們製造可降低成霖整體的成本費

用，雖然併購通路可使自有品牌 Danze 進入歐洲（PJH）與中國大陸市場（山東

美林、麗舍生活國際），顯現併購事件對 Danze 與成霖的品牌權益相對聯想的提

升程度是較低的，其實質著重在利用多區域品牌來提升企業營運與收益，但其仍

須克服併購支付金額及被併標的本身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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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政府於 2006 年起進行為期七年的「品牌台灣」（Branding Taiwan）發展計畫，

其中有探究併購品牌與通路的議題，雖然併購他人市場上之既存品牌與通路確實

能帶領主併企業快速進入市場，然併購他人通路不應只為了銷售自家的商品，併

購品牌不應僅讓旗下多了一個與當地市場親近、獲取收益的品牌名稱。 

併購他人品牌應思考要包含能夠對自身品牌及自創之產品品牌有所助益，

如：提升品牌知名度、品牌聯想、知覺品質等內容而達到顧客對自己的品牌忠誠，

而品牌資產應有助於併購目的的達成，以及協同他人品牌借力使力來強化自己的

品牌能量。 

有鑑於此，在瞭解品牌背負的意涵，以及品牌資產屬於品牌一環後，本研

究對於跨國企業採取併購以建立自家品牌，有以下之建議： 

壹、 提升併購品牌之策略層次 

聯想併購的對象是全球知名的 IBM PC 部門，其併購而獲得其相關的品牌

資產擁有權（專利、通路、供應鏈關係等）及使用權（”IBM”商標）、內部技術

與專利的移轉，以及 IBM 對聯想的入股（近 19%）得以保證其對聯想的資助。

彼此間併購交易的內容、品牌策略的使用，顯示聯想（Lenovo）欲從一亞洲品牌

躍升為全球知名品牌的意圖，且從將企業營運總部最終移至美國羅利市，展現其

決心。 

成霖企業掌握一屋子的多品牌，但其併購之品牌屬於區域性品牌，以服務

當地消費者為主，不驚擾當地市場競爭結構的狀態下，併購後品牌關係處於彼此

獨立的狀態，主要差異是併購後其製造訂單由成霖大陸廠接收141，顯現成霖在於

維持併購品牌的市場與營運，尤其是併購虧損的知名品牌。但成霖取得一通路品

牌資產，可將自有產品引入歐美市場，通路佈建屬於企業營運的階段，有利的通

路封鎖策略可造成市場結構的變動，成霖現階段以建立地域市場勢力為先，來開

 
141 PJH原有 80%的產品由東歐供應、20%為亞洲，在思考提升PJH的毛利率與挹注大陸廠獲利，

公司計畫將通應商逐步改由自家大陸廠供應。資料來源：莊致遠（2007），成霖企業 兩岸大中華

衛廚精品市場領導品牌，貿易雜誌電子報，187 期，2007 年 1 月 1 日，線上閱讀日期：2009 年 1
月 7 日，網址：http://www.ieatpe.org.tw/magazine/18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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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其自有品牌的銷售機會。 

成霖雖相較聯想其併購的策略層次相對較低，品牌打造的時程較長，無法

同聯想有立竿見影的效果，但穩定區域品牌的經營併及取相關經驗，對未來發展

自有品牌是不可忽略的基礎。而聯想併購全球知名品牌，瞬間打響品牌知名度、

藉由 IBM 聯合品牌與旗下 ThinkPad 企圖提升其亞洲品牌層次，同時必須承受的

風險也較高。 

貳、 併購標的應具備多項品牌資產 

知識科技的時代下生活用品也強調其技術含量，如阿瘦皮鞋、品客洋芋片、

SKII。政府在品牌台灣計畫下為台灣企業尋找「品牌與通路」，在此建議政府除

了尋找通路外，亦應針對具有技術研發以及了解其運用策略（如：授權）的廠商，

讓台灣的製造廠商能在併購中獲得產品研發與設計之能力，強化主併企業的實

力，將傳統產業的知識可以發揮到日常生活中，消費者可從通路接觸到商品外，

同時讓他們對該廠商具有技術含量的專業形象，進而對旗下的產品具有良好的知

覺品質，因此品牌資產對自有品牌的權益提升具有正面效果。 

對被併標的的商標權利的移轉，除須查核相關商標的授權、轉讓的法律狀

態是否具合法性外，更須瞭解成就知名品牌的商業要素，將其全面整合與保留，

運用得宜可創造額外一筆收入。因此政府鼓勵併購之時，除讓廠商在當地市場上

擁有具知名度品牌外，並觀察其商標是否具備對外授權的能力。 

研究結論得知品牌資產可提升主併企業的優勢，併購一品牌企業快速提升

品牌權益之目的下，被併標的具備的品牌資產越多且精良，品牌效益更大。 

參、 注重併購品牌的整合 

聯想對於自有品牌的決心在於其一開始聯合 IBM 的品牌，使其品牌得以進

行權益移轉，如：2007 年其 ThinkPad 機殼上單以 ThinkPad 字樣出現，Lenovo

商標置於不明顯的位置，此時 IBM 此一商標已不出現於產品上，2008 年則是在

X300-Series 上同時打上 Lenovo 和 ThinkPad 字樣，前者十分明顯，並且奧運時

以單品牌 Lenovo 贊助者姿態出現。 

相對成霖企業佈建的通路品牌網絡，得讓企業整體品牌權益提升，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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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借助他人的品牌效益（如 Gerber、PJH），其一開始並未將成霖品牌與購入的

品牌作連結，透過銷售併購之品牌商品（如 Gerber、PJH 的 K Kitchen、Apple Studio

等）來提升成霖企業的整體收益，對成霖品牌與 Danze 而言，品牌權益的移轉短

時間內未能達成，因此對於母子品牌同時存在（彈性使用品牌）的企業品牌策略，

未來應設定一時程打造成霖品牌大傘，讓全世界知道此區域品牌（PJH 或 Gerber）

是屬於成霖旗下的一員。 

除併購後品牌策略的運用及品牌資產的融入，使主併企業的品牌權益提

升，同時在政府倡導企業併購外國知名品牌與通路政策下，併購後資產的整合更

須注意。除了品牌資產（專利、品牌、通路），各地政府對企業之獎懲法規、勞

工保護規範也須瞭解，評估自身對於併購後重整的能耐，是故併購前的實質審查

便十分重要。 

以明碁併購西門子手機部門為例，明基因併購事件躍上國際舞臺亦獲得上

述品牌資產，就其移轉專利之數量為 29 件，且為對科技產業重要性較低的新式

樣專利，因此對明基技術研發的助益不大。而商標部分雖與聯想相同取得聯合商

標的權利（BenQ-Simens），但聯想還另外取得知名產品品牌 Think 系列的商標擁

有權，而明碁並無取得此優勢，比較兩方在法定資產權利的移轉上仍有差異。更

困難的是明基須面對勞工保護極深的工會體制，文化法令與明基以往熟悉的規範

差異甚大，導致歷經一年的時間最終仍無法重整手機事業發揮品牌效用。 

由此可見各地文化、法規制度融合仍是企業併購後營運最難的一段，同時

要讓併購的資產發揮品牌效益，需對內外部的整合、管理、行銷策略進行研究，

以讓台灣廠商進行併購品牌與通路後，對於併購後的整合營運有所準備，以跨國

企業進行長久營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