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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誠品」名稱的意涵 

誕生 

1950 年 10 月，吳清友先生誕生；1989 年 3 月，第一間誠品誕生。 

吳清友先生出生於台南縣將軍鄉的貧窮漁村，畢業自國立台南高工機械

科與台北工專（台北科技大學前身）機械科三專部。自台北工專機械科三專

畢業後，吳清友先生進入專售觀光飯店餐廚設備的誠建公司，從業務員做起。

歲那年，他接下該公司的全部股權，業務自此蒸蒸日上，占有台灣大型觀

的餐廚設備市場。但當台灣高級飯店逐漸飽和時，誠建公司的

發展也趨於平緩。

1989 年，吳清友先生 39 歲時，於敦化南路創立第一家誠品書店，機械

科系出身 投身廚具銷售的他，卻選擇大膽跨入過去未曾接觸的文化事業 — 

書店經營 — 中，顯示誠品書店的創立並非來自單純的商業考量，而是懷有

Ch4：個案分析 

4.1  誠品書店 

4.1.1 誠品書店背景介紹 

誠，  是一份誠懇的心意，一份執著的關懷； 

 

品，  是一份專業的素養，一份嚴謹的選擇。 

 

取名「誠品」，代表著我們對美好社會的追求與實踐。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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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的終極關懷是「人」，一開始就不是從商業思維出發，一如其所說：

「取

沈潛：十年 

 

圖 4- 2 誠品的核心經營理念 

誠品書店目前在台灣已有 46 家分店（包含獨立店、百貨店與附屬書店），

第 4

更深一層的夢想與憧憬。吳清友先生心中所描繪的風景，是當時台灣社會上

許多人連在想像時都未曾出現過的，他所追求的書店面貌，有別於當時主流

中大量複製的連鎖書店，呈現的是一種關於「閱讀」的關懷、「文化」的推動

與「藝術」的鑑賞。而第一家誠品也的確和當時既存的書店不同，以人文、

藝術、建築書類為主，7、80 坪的書店加上精品販售、藝文空間、藝廊等約

200 坪的附屬區域，「書店不只是賣書」的獨創複合式經營傳達了吳清友先生

所堅持的創新意念，進而成功開創一股新興的文化革命。 

名『誠品』，代表對美好社會的追求與實踐」（圖 4-2）。  

生命的型態、事業的風格、 
文化的形成、社會的演進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6 家即是 2006 年在台北信義計畫區盛大開幕的「誠品信義旗艦店」。這座

由誠品打造的「閱讀博物館」，書店與賣場共佔地 7500 坪，其中光書店部分

就佔了 3000 坪，成為台灣最大的書店。但這樣風光的成績，也是在長久地努

力下一點一滴累積而來的，誠品並非一開始就成功地廣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甚至，創立的前十年都是處於虧損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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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據說，古法文的「e」

不需在字母上加重音，而是以「es」表示，因此「eslite」代表既菁英又古典。

而誠品一開始與人的印象也的確如此，專攻人文與藝術類書籍、與精品及藝

廊結合、兼具設計感和美感的空間配置等特點，令誠品散發出一股高度知性

的菁英氣息，訴求的客戶則是位於金字塔頂端的消費者。 

首先得經過兩旁

精品名店夾道，再加上白色大理石地板陪襯的長廊，長廊的末端，有一個擺

設現代雕塑、環境清幽，並鋪著木質地板做為走廊的後花園，原來是富豪蔡

辰洲的豪宅前亭，而這個精緻典雅的庭院，被誠品打開了。他們說，「那種空

間，那種氣氛，幾乎是我們一輩子的夢想，我常帶我的孩子去那裡買書」（吳

光庭，1996）。 

以看出，誠品敦南店對於藝術、空間、文化與高品味的堅

持，令其一開始即在藝文圈內廣受好評，誠品也在經營理念中明確指出：生

活、人文、藝術、創意是最核心之元素（參考圖 4-2），但相對的，這樣的經

營策略起初營造出相當的菁英意味，一般社會大眾往往為之卻步。因此，誠

品敦南店的營業額雖持續成長（1991 擴大營業、1995 移館至新光大樓、1999

開始 24 小時營業），誠品書店也不斷地開設新營業點，但在 1989-1999 這十

年間誠品卻一直無法獲利。 

慮搬到台北，為得是一家誠品書店。 

（新井一二三，2002）。 

1999 年，誠品在達到一定規模後終於開始獲利。 

誠品的外文名稱「elite」，源自於「elite（

進這家誠品舊敦南店（如今已搬遷至隔壁的新光大樓），

從上述文字可

起飛：非常誠品‧誠品現象 

我曾有一次認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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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保障、誠品已廣為

被社會所接受、誠品的創新商業模式成立、誠品可以開始展望下一個十年等

等。但在這些的背後，有一個現象是需要特別注意的，那就是在這十年中，「誠

品」這兩個字已經超越了「單純只是一家書店」的存在，而變得具有文化意

涵及意義，變成社會語言的一種，變成身份認同的一種。與其說誠品的獲利

代表社會已準備好接受誠品，不如說誠品已經成功地改變社會。 

，誠品書

店企畫經理曾乾瑜曾於〈活動企畫之目的與原則〉講座中，分析台灣連鎖書

店發展的三個關鍵時期（劉潔妃，2004）： 

關鍵時期 

誠品的獲利具有幾項重大意義：誠品的存續終於獲

誠品所散發出的豐沛文化力量，帶動了文化產業的改造與變形

表 4- 1 台灣連鎖書店發展

時間 事件與意義 關鍵因素 

1983 
金石堂連鎖書

（大型化、連鎖化經營的開始） 

a. 標準化的店面經營管理。

b. 建立書

。 

店的開設。 店品牌。 
c. 集中採購降低成本。 
d. 引進暢銷書排行榜

1987 

屋」

進入台灣。 

（國外連鎖書店首次進入台灣）

know-how
的引進。 

日本規模最大之連鎖書店「紀伊國

 

a. 跨國書店經營

b. 結合百貨公司的務實設

店策略。 

1989 

誠品書店創立。 

書店空間品質的提升與

藝文活動的結合。 

（連鎖書店品味、專業經營與閱讀市

場「質」的提升） 

a. 

b. 切合文化環境轉型需要

的書店功能。 
c. 發展類別書區、刺激出版

新象。 
d. 連鎖而不複製的書店特

色。 

來源：劉潔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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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書店產業曾歷經兩波革命，第一次是 1 金石堂所帶起的「量」

的革命，第二次就是 1989 年誠品所掀起的「質」的革命。誠品從一開始就立

下創新的志願，而其一連串的作為也的確匯合成一股改造的力量。其創新包

括：

a. 高質閱讀空間的營造：有別於傳統書店的雜亂或連鎖書店的單調，誠品要

求空間的設計感與獨特性，並追求高質舒適的閱讀體驗。誠品設計所具有

的一些特色，例如素雅、乾淨、開闊感、原木、空間層次、傾斜 15 度的

b. 

志議題等的加強經營，令誠品在書籍的深度與廣

d. 

度並保持新鮮感。最後，誠品的文案甚至集結成書

e. 

983 年

 

書架等等，都已經成為特殊的識別符號。 

複合式的商場經營：誠品結合了藝廊、精品、賣場等經營空間，共同打造

多元但具同一調性的購物體驗。不僅拓展了異業結盟的範疇，更開發出不

同的文化機能可能性。 

c. 兼顧書籍的深度與廣度：誠品使用「閱讀類別」來分類書籍，方便讀者針

對特定領域做深度鑽研。此外，其對於冷門或專業領域，例如哲學思潮、

女性思潮、宗教思想、同

度上均能領先同業。 

創意文案與活動的行銷：誠品首創書店結合藝文活動的風潮，令書店的角

色開展至另一個領域，長久經營下來，誠品持續不斷追求文案與活動舉辦

的創新，提高顧客參與

出版，一年裡也能舉辦多達近 5、6 百場的講座，以及許多靜態藝文展覽。 

「誠品意見」的建立：不同於金石堂書局以暢銷排行榜為主，誠品秉持「好

書不寂寞」的原則開辦「誠品推薦」，經由誠品本身的挑選來將一些好書

推薦給社會大眾，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來塑造更深層、多元的閱讀風貌。

誠品後來更出版「誠品閱讀」（已停刊）、「誠品好讀」、誠品出版報告，強

化其型塑閱讀的行動，並讓誠品的意見發聲，以影響更多的閱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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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的設計風格和目的。誠品的空間定義與宣言是強烈的、傳達某一主張的。

這也讓誠品在擴大經營的同時，保持品牌意義不被稀釋，並持續創造特色

和話題。 

g. 24 小時的書店：1999 年誠品敦南店首創 24 小時的營業時間，立下台灣書

店經營一塊重大的里程碑，也令台北的閱讀習慣產生重大的改變。24 小

時的誠品讓台北的夜生活多了「文化選擇」，重新詮釋生活的方式與時空

規劃。 

這些創新讓誠品在文化產業中逐漸生根茁壯，並成為領導品牌。誠品已

然是一種氛圍與風尚的代表，甚至有人以「非常誠品」作為形容詞，代表其

獨有的空間設計、文化思維或是形象，已深植人心並成為一種標準。因此，

誠品的誕生，是一種文化層次的蛻變，形成一股不可忽視的「誠品現象」。 

 

連鎖而不複製：誠品再拓展規模的歷程中，堅持「連鎖而不複製」的原則，

亦即，每一家分店必然結合地方區域的生活風格與人文色彩，並帶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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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誠品大事記 

誠品大事記 

年代 事件 

1989 
型專業書店」。 

b. 同年「誠品畫廊」開幕、誠品中山店開幕，由老建築改

a. 第一家誠品書店「誠品敦南店」開幕，為「人文藝術小

建而成，是「建築美術專業書店」（現已歇業）。 

1990   誠品開辦「誠品選書」。 

1991 

a. 誠品敦南店擴大營運，增設 2 樓賣場並規劃 10 個專業書

區，以「人文藝術閱讀」為定位。 
b. 「誠品閱讀」創刊號：孤獨，共發行 9000 本，全數售完。

1992 b. 開辦第一個「詩的星期五」，活動時間長達五年。 
a. 誠品世貿店開幕，以「閱讀企業人文」為定位。 

1994 度公布書籍銷售排行榜。 
a. 「閱讀誠品書店 1993 年度排行榜」，是書店成立以來首

b. 誠品天母店開幕，以「閱讀休閒生活」為定位。 

1995 

a. 誠品敦南店遷至新光大樓，配合舉辦「喜新戀舊‧移館

別戀 — 今夜不打烊」活動，創台灣書店當日最高營業

額 300 萬台幣業績。 
b. 「誠品閱讀」停刊。 

1996 

a. 誠品忠誠店開幕，以「閱讀流行文化」為定位。 
b. 誠品台大店開幕，以「閱讀社會人文」為定位。 
c. 誠品敦南店全館重新開幕，共 5 樓、佔地 4000 坪，是誠

品「現代人知性休閒空間」的展現。 

1997 
  第一屆「誠品講堂」開講，以延伸閱讀、深化思考、擴張

領域、定義關懷的新知識之旅出發。 

1999   誠品敦南店開始全天候營業，24 小時不打烊。 

2000 
a. 「誠品網路書店股份有限公司」成立。 
b. 「誠品好讀」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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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信義旗艦店」開幕，打造出「閱讀的博物館」，共

佔地 7500 坪，書店部分即佔 3000 坪，為台灣最大的書店。
2006 

來源：節錄自蔣文德，1990，並經本研究增修

 

 

4.1.2 「誠品書店」所對應之原型介紹 

一般人提到

字 會因而

若我們仔細審視、探索「誠品」二字所代表的意涵，就能發現這塊品牌背後

其 另一層 和真理

的同時，以一種勇敢、實驗、夢想與創新

間 與文化。 」定義為傳統上書店會使用的

「智者」原型，而是將其定義為「創造者」原型。 

本小節接下來

者的原因。後幾小節接續的品牌認同研究分析，則會更進一步的解構「誠品」

的品牌建構步驟，並確認選擇「創造者」原型的正確性。 

Marg （2001 …

以神話原型打造深 者原型的幾個特質

（見表 4-3）。 

書店，大多立即聯想到「知識」與「研究」等和智識相關的

詞，故 判斷「誠品書店」的品牌應屬於「智者」原型。但事實上，

實具備 更深厚的精神與意義，這獨特的精神就是在追求知識

的態度和行動，重新定義閱讀、空

因此，本研究並不將「誠品、生活

將會分析智者與創造者的原型，以比較出誠品較為接近後

根據 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 ）所合著《很久很久以前

植人心的品牌》一書，本研究整理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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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智者的特質 

智者 

座右銘 真理將使你獲得解脫 

主要的渴望 發現真理 

目標 運用智能分和分析來瞭解世界 

策略 尋求資訊與知識、培養自我關照的能力、瞭解思考的過程 

天賦 智慧與聰明  

也可能
專家、學者、偵探、預言家、評估者、顧問、哲學家、研究

員、思想家、企畫人、專業人員、師父、老師、冥想家 
是… 

來源：整理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從上表 4-3 中我們可以發現，「智者」正如其名稱所示，著重在於知識和

真理的追求，由於對理解真理，以及將這份理解經由知識來表達、傳遞的渴

求，智者希望能運用其智慧與聰明的天賦，透過思考來解決既存的問題。觀

察智者可能擔任的角色或任務，都是因為知識或專業而獲得力量，並扮演指

導與解惑的角色。最常見的智者類型品牌，大多是顧問公司、知名大學、或

是具備教育功能的企業。這些企業掌握了知識與資訊，且具備智者獨立自主

思考的判斷能力，他們向消費者保證企業的服務或產品本身具備高度智識內

涵，而消費者可以透過使用時的學習過程增長自我。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曾將哈佛大學、麻省理工學院、

麥肯錫（McKinsey）顧問公司、教育測驗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貝爾實驗室（Bell Lab）、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品牌，都列

入具備智者原型的品牌，並提到圖書館與書店是智者原型的殿堂。從這些歸

類可以得知，與書本、知識、資訊提供等相關的企業，大多是依循著此一原

型提供產品與服務，那，「誠品書店」為何不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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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若考量誠品書店本身是販售「書」的場所，的確是應該沿用智者

的原型，且誠品講堂、誠品推薦、誠品好讀和誠品報告書等，也已在文化界

建立起 專家」的代表。但事實上，這些只是

牌建 份的企圖與結果，而非驅動品牌的核心精神。誠

品 見與推薦 之所以會信任、忠誠，以及

誠 所以能成 是

因為誠品重新定義了「閱讀」這件事。 

店從一開始踏入「文化產業」以來，就一直被視為一個開創新局

的潮流領導者，也因為誠品書局的出現，台灣的書店才啟動了第二波的革命。

因此，綜觀誠品經營理念中心的「生活」 「藝術」、

「創

接著，從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動機

與閱讀界 相當的地位，可說是「

誠品書店品 立中某一部

的意 的確具公信力與影響力，但顧客

品之 為台灣 90 年代的新文化現象，並不因為他是一個智者，而

誠品書

，以及環繞於旁的「人文」、

意」，就是希望在不同於以往的思維考量下，鑄造出新的生活場域，並透

過閱讀的再造將「閱讀」推廣進社會中。這樣看待閱讀的精神和其表達方式，

與智者追求真理的目標、動機等都不甚符合，甚至誠品的核心精神中也未提

到「知識」，而是以一個較為多層次和面向的「人文」作為主要元素。誠品確

實是如一位智者般地重視知識，但這個品牌之所以能具有深厚、廣泛的影響

力，並非來自於這莊嚴崇高的智者形象，而是來自於他以創新的方式演繹「閱

讀」。關於此一議題的詳細分析將於 4.1.3 敘述之。 

）的書中節錄出智者的

層次以供分析，列於下表 4-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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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智者的動機層次 

智者 

動力 迷惑、懷疑、想發現真理的深切渴望 

層次一 尋找絕對真理、對客觀的渴望、尋求專家的看法 

層次二 懷疑主義、批判與創新的思考、成為專家 

層次三 智慧、信心、精通 

來源：整理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從表 4-4 中，可以發現智者的動力與不同層次的動機，和誠品本身的品

牌精神並不完全相符，或應該說，這只是「誠品書店」的一個切面，成長中

所汲取之養分中的一種。就身為「書店」這個角色來說，誠品的確需要這些

動機與動力，但同樣的，這並非誠品最終能融入文化與生活的關鍵要素。許

多消費者進入誠品，並非要追求智識（雖然可能希冀獲得這樣的附加社會評

價），而是追求一種藝術、品味、多樣、舒適的閱讀空間及體驗，這些動機可

能與真理或智識無關。 

。本研究在參考比較其他

根據上述的比較分析，可推論一個單純知識（書）提供者的原型，對於

用來解釋「誠品」的品牌內涵是不足的 11 種原型以

後，認為「創造者」的原型與誠品的品牌精神相當符合，以下將提出分析與

解釋

根據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合著之書，可將創造者的

特質整理後列於下表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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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表 4- 5 創造者的特質 

造者 

座右銘 想像得到的，都能創造出來 

渴望 創造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 

目標 讓願景具體化 

策略 培養藝術控制和技巧 

任務 創造文化、表達自我願景 

天賦 創造力和想像力 

可能是… 藝術家、創新者、發明家、音樂家、作家或夢想家 

來源：整理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由上表 4-5 可整合出「創造者」的形象：一個追求創意、藝術、創作與

自我表達的夢想家。對創造者來說，常規是禁錮靈魂的枷鎖，異質的創意才

是人生應走的路徑，因此創造者追求自我想法的創意表達，並要求兼顧藝術

與品味的達成手法。他是先驅、異端、美學家、理想家的綜合體，他的存在

是為了不斷創造新的價值和意義，並留下永垂不朽的作品、美化這個世界。

創造者透過運用創造力與想像力兩項天賦，發揮改變社會文化的力量。 

你美化人生的道具，讓顧客能夠表達自我，並展現個人品味與價值。

創造者相信創造的過程，也相信想像的力量，而最高境界就在於促成真正的

創新和美麗。被列為創造者品牌的包括：「情趣大師」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便利貼（Post-it）、芝麻街，以及健身、美容、高級家具（結合居

家裝潢與高檔藝術）等領域的品牌。 

誠品的經營理念是「生活」、「創意」、「人文」、「藝術」，將其與創造者的

特質兩相對照，即會發現高度的同質性。首先「創意」與「藝術」就是創造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認為「創造者原型」是創意的出

口、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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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主要的課題，並與其 力 — 不謀而合，另外「生

活」則可對應至創造者對「文化 關懷、「人文」則可對應至「自我表

面。因 者之所以為創造者的關鍵點，

而 友先生起

至創造者對於理想與夢想的追求不懈。 

在確認特質面符合後，更進一步將討論動力與層次的關連性。本研究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的書中節錄出創造者的動機層次以供

分析，列於下表 4-6 中。 

 4- 6

創造者 

天賦 — 創造力與想像

」議題的

達」的層 此，誠品的出發點，就是創造

吳清 初對於誠品理想的堅持、前十年不畏虧損的投資，亦可對應

表 創造者的動機層次 

動力 白日夢、幻想、靈光乍現 

層次一 模仿的創意或創新 

層次二 將自己的理想付諸實現 

層次三 創造能影響文化與社會的架構 

來源：整理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在檢視創造者不同的動機層次後，可發現誠品的品牌精神滿足了創新者

的深層動機。誠品書店起初創立的走向與宗旨即迥異於當時風行的大眾連鎖

書店，堅持以創新的作法設立自我風格與區隔，不因營運上的虧損而屈服，

這種作法正符合創造者「將自己的理想付諸實現」的第二層動機。此外，誠

品以創新的手法推廣閱讀，在社會掀起一股可謂文化改革的「誠品現象」，不

僅創造許多前所未見的顧客活動參與事件，更改寫了「逛書店」的定義。誠

品，已成為 90 年代新文化的代表，24 小時經營的誠品敦南店更成為吸引外

國觀光客的地標，故其品牌精神可說更進一步滿足了創造者最深層的動機：

創造能影響文化與社會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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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接續幾小節中，將以核心原型「創造者」為分析主軸，確認誠

品在品牌打造各流程中的作為，不再多加討論附屬的「智者」原型。 

 

4.1.3 「誠品」之品牌

a.  

的基本 經營理念中推知。基本認同就是一個企

、信仰 與經營理念，延伸認同則能為品牌

富的內 （David A. Aaker，1995）。

因此，參考圖 4-2，

元素為「人文」、「藝術」、「創意」，這四大要素就是誠品的核心認同。而在誠

品亦將其旁的三元素做了更進一步的推演，詳述誠品將如何執行、實現，這

些延伸的解釋可視為誠品的延伸認同，用來使整個品牌的意義傳遞更加完善。 

綜合以上各點，可以推論誠品的品牌精神的核心應是創造者的原型，一

個渴望藝術、創造、想像與自由的人物，而「智者」原型雖未完全符合品牌

精神，但可將其列為附屬原型，協助誠品在文化產業奠立更權威的領導地位。 

 

認同前段流程檢驗 

 基本與延伸認同

誠品 與延伸認同可以從其

業的精神 、基本價值觀、過人之處

帶來更豐 涵，將品牌的理念表達得更完整

誠品的核心經營理念之中心為「生活」，還繞其旁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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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誠品的基本與延伸認同 

基本認同 

「生活」為最核心 

人文：善、愛 

藝術：美 

創意：終身學習 

延伸認同 

人文 

a. 善與愛，以人為本 
b. 利他、利己、利眾生 
c. 自己的鄉土，自己疼惜；自己的文化，自己耕耘 

藝術 

b. 五種生活藝術的提倡（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

種呈現的方式（美術、音樂、戲劇、電影、文學、舞

蹈、攝影、建築） 

e. 畫廊的經營 

a. 對美的追求 

c. 八

d. 心靈與知性的美…書店的經營 

創意 

a. 創意是生命中潛藏的寶貴特質，是人類進化的基本動力

c. 事件與活動行銷的特質 
d. 呼應不同地區的設店特色 

b. 事業的經營需提供想像力與創造力的發展空間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從誠品的基本與延伸認同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創造者」的特質。首先，

誠品最核心、不變的四大區塊中，「藝術」本來就是創造者關注的焦點之一，

創造者追求藝術的不朽與美的表達，同時也強調控制藝術的技巧，這是在心

靈層次上的豐足。再來，是「創意」的強調，創造者人如其名，其渴求就是

要「創造與眾不同」，而這樣的願望是來自創意的驅動，因為有創意，才能不

斷突破，並賦予作品新的意涵。最後，是「人文」的培育，創造者以一位「藝

術創作者」作為自我形象的目標，而他運用「藝術」與「創意」所完成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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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目的是要「表 ，文化即是由許多自我

所構成，其根基是建構在「人」的身上，因此，誠品對於「人文」的關懷，

與創造者對於自我和文化的

若繼續檢視誠品的延伸認同，便能由其中發現更多符合「創造者」觀念、

想法的特點。在人文部分，誠品列出「自己的文化，自己耕耘」，表達其對於

文化的重視，「耕耘」二字更隱含了創造、培育、生長的意味，亦即誠品把自

己設定為引領者（創造文化潮流）的角色，而非追隨者。 

術部分的 」與創

造者的理念完全一致；「五種生活藝術的提倡」、「八種呈現方式」代表創造者

對於藝術具現化

性 …書店的經營」、「畫廊的經營」則代表創造者對心靈和實質美感間的

連接，以提供場域和作品的方式賦予藝術心靈一個得以成長、滋補的根源地。 

達自我」與「創造文化」。事實上

關懷不謀而合。 

藝 延伸認同更是清楚表現出創造者的特徵，「對美的追求

為作品的企圖，以及培養控制能力和技巧的決心；「心靈與知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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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誠品的基本與延伸認同，再配合品牌個性尺度分析，可推導出下表

4-8 所列之誠品的品牌個性。 

表 4- 8 誠品的品牌個性 

b. 品牌個性 

個性要素 個性面向 

誠實面向：誠摯的心意 

有益面向：善與愛，對人文的深耕 純真 

愉悅面向：對美感的追求 

刺激 富想像面向：創意的生活 

可信賴面向：對品質的堅持與保證 

聰明面向：對知識的追求 稱職 

成功面向：專業的素養與嚴謹的選擇 

上層階級面向：對藝術的追求 
教養 

迷人面向：對品味的追求 

強壯 無 

來源：本研究

上述的品牌個性所呈現出的形象，是一個專業、嚴謹的美學藝術創作者，

對生活與創意有深刻的關懷，和創造者的基本骨架相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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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人 

如此說有兩大原因：其一是誠品敦南店是首家設立的誠品（1995 曾遷

址），並且是一完整的複合 音樂館及地上 2 樓的綜合

書 樣化的音樂與書籍的選擇外， 層設置了許多特殊品牌

與美食館。其二，就是誠品在台灣 小時不打烊」，

這個 9 年開辦的創新營業 地標的關鍵

因素。 

1995 年，敦南店即將遷館至新光大樓時，為了通知舊雨新知並搭配造

勢，以及瞭解人們夢想中的書店來做為誠品改善的目標，誠品曾舉辦了「看

不見的書店」徵文活動，以開放空白空間的問卷代替傳統制式的問卷，讓人

們寫下或畫下心目中理想的書店模樣。這個活動除了在誠品閱讀上刊登外，

還邀請聯合報「讀書人版」一同配合舉辦，成果相當成功。而當時活動中即

有 41%的消費者以「書店不打烊」為第一理想，顯示當時對夜間書店已存在

一定的需求。 

緊接其後，誠品為了配合新館開幕，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舉辦了「喜新

戀舊‧

排隊，當天並開出 6000 張發票。 

這些活動的成果，讓誠品意識到台北對於「夜間書店」的文化環境條件

與需求已逐漸成熟。因此，誠品在 1999 年 3 月試辦 24 小時不打烊的全天候

書店，原本預計為期三個月，但沒想到引起相當大的迴響，消費者反應熱烈，

於是敦南店自此便維持 24 小時不打烊的營運方式。這項在亞洲首見的創舉，

c. 品牌故事或

誠品書店最廣為人知、具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莫過於「誠品敦南店」。 

型商場，除了地下 2 樓的

區提供多 還在其他樓

首創的「全天候營業，24

199 方式，是敦南店之所以能成為新文化

移館別戀 — 今夜不打烊」的活動，從早上 11 點營業至隔日凌晨 5 點，

創下台灣書店史上三大紀錄：營業時間最長、一天三百萬業績、凌晨買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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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差」，而誠品敦南店夜間所吸引的人潮更是前所未

見，甚至德日兩國的記者都曾專程來台報導。誠品的知名度自此邁向國際，

許多國外人士來台都指名要參觀誠品，他是台北文化的地標、夜生活的代表、

閱讀

誠品敦南店的意義不只是一個「晚上去看書買書的好地方」，而是已經進

入台北的生活之中，變得如此熟悉且不可或缺。他是一個吸引人潮與各式不

同文化的中樞，並在汲取、同化這些養分後，變化散發出屬於自我的氣息。

夜晚來到敦南店的外圍，可以看到許多小型地攤，這些地攤所販售的大多是

當季的流行品，或是個人工作者自行設計、手工製作的創意單品，例如飾品、

明信

逛完外圍的小攤後走進書店內，可以看見許多廣告人、傳播人、藝術工

作者等，或閱讀或購書，在各分類書籍中來來去去。向下走至營業到凌晨兩

點的誠品音樂館，也有許多人在挑選、試聽各式風格與來自世界各地的音樂。

若是累了，還可以在同樣營業到凌晨兩點的咖啡館小坐，休息、聊天，看看

剛買的書籍雜誌。這是工作一天後，台北人享受夜生活的新選擇。 

於是漸漸的，你會發現入夜的誠品敦南，像是在上演一場時尚秀，裡裡

外外的人群，都以行動、服飾、交談、姿勢，宣示他們的存在與創意。誠品

敦南不再只是書、音樂與商品的集散地，而是孕育生活風格的土壤，是人與

物、人與人、人與空間互動的交錯，完全符合誠品精神核心的「生活」，因為

他與

創造了台北的「閱讀零

的棲息之地。 

片、包包、衣服等等，許多年輕人已經習慣在誠品敦南店搜尋潮流走向

的訊息，許多創意工作者也把誠品敦南店視為展示創意的成果起點。 

台北生活是與時並進的。同時，他亦具有「藝術」、「人文」與「創意」

的因子，時時漂浮於空氣裡、寫在每一本書中、穿在每一個人身上，無所不

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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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原型的化身，兼具藝術、創意與想像力的夢

想家，散發出一股改變文化的力量。 

把人文、藝術、創意融入生活中，才能沉澱出生命的深度與厚度。 

善的

一面，沒有詭詐的心機或虛華，而是實實在在地。「品」：專業的素養和嚴謹

的選擇，是一項承諾與保證，經過完善的思慮和計畫，重重的篩選和改良，

堅持要做到最好、唯一，散發出與眾不同的品味。 

富「人」

的每一個層面。由圖 4-2 可看出，這三種特質是如何環繞著生活而搭建起一

個完善的架構，由內而外：生命（型態）、事業（風格）、文化（形成）、社會

（演進），如同心圓般層層遞移擴大，將誠品所要傳達的價值由每一個消費者

開始逐漸推廣發揚，最終撼動社會的價值觀。 

供給消費者的，是一種提醒、創造和呈現，誠品藉由提供高質

的閱讀、藝術、音樂等體驗，創造出「誠品文化」的氛圍，讀者在進入誠品

這樣的誠品敦南，宛如一個優雅的創意工作者，漫步在白天、夜裡，揮

舞著手中的筆，或畫或寫下每天新的一頁，他是創意的、藝術的、風格的、

時尚的，也是都市中的神話人物，藉由吟遊詩人之口不斷傳唱。這樣深植人

心的形象，可說就是

d. 品牌—顧客關係 

參考圖 4-1，分析「誠品」二字所蘊含的理念。「誠」：誠懇的心意和執著

的關懷，忠實傳達了誠品「為人」的經營方針，由消費者的角度出發用心體

會，誠心誠意地提供商品和服務，心的交流是一切的原點，回歸人性良

這就是誠品，由「人的生活」出發，結合人文的人性、自我，藝術的知

性、美感，以及創意的想像力、創造力、與眾不同、不自我設限，豐

因此對誠品來說，其與讀者間接觸或關係的主體，就是「型塑誠品讀者

的企圖」，亦即，要塑造讀者會產生忠誠度的交集及閱讀動機。更深入地說，

誠品希望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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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

入生活」，以時間軸來說，這就是「沈

澱出生命的深度與厚度」。 

誠品希望不只是單純被「接受」，而是更進一步使讀者能被改變、文化能

被改造、社會能被帶動。誠品的中心是一個跳動的「生命（生活）」，透過整

體事

這樣看待自我和讀者關係的方式，強調的是藝術與人文的累積，以及改

變的創意與勇氣，這是身為一個創造者創作的原始動機和動力。因此，誠品

不只是把自己看為一位創作者，也把誠品的消費者視為創作者；不只是把每

家書店、活動視為創作，更將與顧客間的互動視為另一種創作。因此，誠品

同時

 

 

 

能藉由這份新的體驗和感觸，重新發現生活和文化本身更豐富的內涵，

甚至更進一步吸收這些養分，創造出自我的作品。誠品在不斷創造的過程中，

每次都帶給消費者不一樣的意義、更寬廣的世界、更多元的美感，而參與的

忠誠讀者們，也可以說就是這個作品的一部份，甚至是作者群的一份子。以

空間軸而言，這就是誠品所提及的「融

業的經營營造出「風格」，影響來誠品的消費者，再與其一同創造出「文

化」，最後改變整個「社會」，這也是「誠品現象」的原動力。 

提供了創造力欲求的來源與出口，這樣誠摯、專業地打造出的品牌—顧

客關係，就是「創造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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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業組織屬性 

上表 4-9 所列出的是誠品團隊的整體發展歷史，研究誠品集團的事業範

疇演進及分佈後可以發現，誠品集團在成立誠品書店後，逐步將經營方向調

整為「完整生活體驗」的提供者，依循著「藝術、人文、創意」三大核心價

值，從閱讀和藝術、飲食、到生活的全面整合，為不同領域加入創新、具深

度的元素。另外，更於 2004 成立品牌資產管理部，對旗下事業的品牌投注更

4.1.4 「誠品」之品牌認同中段流程檢驗 

表 4- 9 誠品團隊發展史 

年代 事件 

1974 年 
成立，進口代理全套歐美廚房餐飲設備、洗衣

房設備、化工設備等，並提供設計、工程等相關服務。 
誠建股份有限公司

1982 年 太豪興業公司成立，進口代理鍋爐等能源系統設備。 

1989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成立，第一家誠品書店於敦化南路與消費者見

年 面，誠品團隊正式加入文化服務業，創造台灣書店獨特的經營方

式。同年，誠品畫廊開展，堅持當代藝術，走出自我風格。 

1
誠品商場事業部成立，將誠品特有之人文氣息融入商場營運之

994 年 
中。同年，誠建公司併入誠品公司之餐旅事業部。 

1996 年
誠品零售事業部成立，瓷器精品、美食豐富消費者的生活，並創

 
造誠品咖啡與書香的完美結合。 

2000 年 同年，誠品全球網路股份有限公司成立，創新的網路書店經營模

誠品流通事業部成立，擴大餐飲食品、用品、設備的通路銷售。

式即將滿足愛書人上網深入閱讀的需求。 

2
倉儲配送及物流系統，並將擴大為其他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001 年 
誠品開發物流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桃園南崁，整合誠品團隊所有

2003 年 
零售事業部與流通事業部併入為餐旅事業部，整合餐飲食品、用

品、設備的通路銷售。 

2004 年 

成立品牌資產管理部，以誠品對人、生命、閱讀的終極關懷與人

文、藝術、創意、生活的經營理念，建構讀者、同仁、社會歷史、

文化產業與股東價值的品牌價值構面，進而建立誠品品牌資產化

之經營管理模式，並以財務、行銷、資訊之整合為基礎，創造讀

者、閱讀、與品牌為發展核心的誠品品牌資產價值。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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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對於集團本身和消費者之間的

聯繫與影響的堅持和投入。此外，除了消費者端，誠品更投資了物流、設備

等領域，加強在內部流程、經營面的完善性及掌控度，可謂內外兼修的品牌

價值鏈管理。完整的組織  

 

一個創造者的組織，可說是藝術家的集合，因

是

度，提供一個促進、開發與行銷藝術創作的平台（ . 

Person，2001）。下表 4-10 列出誠品各部

多的關注及整合。一路來的變革，顯示了誠

架構圖可參考下圖 4-3。

圖 4- 3 誠品團隊事業組織圖 

此，這個組織架構的設計

尊重個人發展空間，以及給予創造力最小的控制和最大的發揮尺

Margaret Mark & Carol S

追求的

門的簡介與工作內容。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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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誠品各事業部簡介 

事業部名稱 內容簡介 

誠品畫廊 

立聘請藝術顧問之先風，收

藏家經由認同誠品再進一步去認同其所推出的藝術家；誠品畫廊與

藝術家之間的雙贏默契即在於有誠意的經紀制度，並提供真正專業

的服務與諮詢。目前畫廊代理的藝 術家有六位：司徒強、戴海鷹、

連建興、陳世明、蔡根、黃宏德。 

展現華人藝術家純美術藝術品的精華集成，沒有順應時勢，反

而獨樹誠品畫廊的定位。創始之初便建

文化事業部 

文化事業部包括誠品書店，在具體的文藝表現上，實踐「人文、藝

術、創意、生活」與時俱進的現代精神。提供兼容並蓄的書籍組合、

豐富多元的閱讀對話、最能展現閱讀之美的空間。誠品書店從第一

家店創立開始，便努力發揮了最大的想像，並用最執著的態度去執

行。從中外文書籍品項的廣泛搜尋、組合、和分類，書架書桌的設

計和材質，空間的場所氣質、和諧與舒適，將一個愛書人對於閱讀

空間的所有想像，實踐在每一個小細節裡。誠品讓書店不再只是傳

統的購書地點，而是愛書人可以悠然流連的書香世界；不再只是書

籍陳列 ，更是解釋書的地方。 

誠品網路書店，在維持誠品理念、形象及品牌一致性之前提下，建

立對知識產業深耕的新經營架構，並以發展非店銷通路、媒體出版，

及實虛整合的行銷管道為目標；建立實體通路、虛擬通路以及物流

倉儲的完整架 構，以顧客經營為主軸，

合的加值內容，提供顧客終身價值，跨越時間、地域的限制，延伸

誠品的品牌。 

除了應有的電子商務機能之外，網路書店承襲誠品多年來建立的知

識文化品牌，以豐富的商品資料庫為共同基礎，建置多樣化的內容；

的場所

藉由多元化的通路，傳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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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讀者的需求為核心，開發各種區隔化的服務機制，強化誠品對外

的媒體通路，整合行銷的創意思考，並為誠品愛書人會員提供更完

整的服務，持續建立誠品經營顧客的理念。

商場事業部 

連鎖而不複製的經營型態，扁平式商店導入立體化空間，誘發地域

多元性的商店屬性，迥異於一般百貨公司量化的方式重覆複製，因

此每一家商場皆有自己的風格調性。誠品商場的核心精神除了百貨

公司經營型態外，更多了一分人文、藝術、創意、生活的購物氣質。

餐旅事業部 

費產品，藉由有效的行銷

【誠實、誠信、誠摯】；【品質、專業、服務】一直是餐旅事業部在

業界的形象風格，也是部門內每一位同仁遵循的信念與自我期許。 

成立於 1974 年，為國內規模最大、形象最佳的專業餐飲及洗衣房設

備供應商，代理世界一流品牌銷售與服務。為國內唯一可完整提供

「規劃設計－銷售－安裝－售後服務」整體專案服務之公司，主要

客戶涵蓋國際觀光飯店、國際速食連鎖店、咖啡連鎖店、中西式餐

廳、俱樂部、空中廚房、醫院及員工餐廳等。在國際觀光飯店市場

擁有 80％以上的市場佔有率。 

餐旅事業部致力於代理全球優質之生活消

及通路管理機制，迅速精確地將產品資訊傳達至市場，使消費者及

企業擁有更高品質的生活藝術。

誠品開發物流 

為了滿足廣大讀者更多元即時的閱讀需求，及讓誠品書店展店時更

加沒有後顧之憂，歷經二年半的規劃籌備，於 2001 年 1 月，一座投

資六億、佔地 7800 坪的精緻物流中心-誠品開發物流股份有限公司在

南崁誕生了。

兒童探索博物館 

（童宇股份有限公司）

兒童探索博物館為台灣第一個專屬於兒童的博物館，並於 2005 年

12 月在誠品信義旗艦店 5 樓與國人見面，為與國際兒童博物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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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戲學習空間，也是

軌，兒童探索博物館為全球性的兒童博物館協會組織（ 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Museums ）成員之一。 

這是一個專為台灣 3~10 歲兒童與家庭設計

一個延展孩子思考觸角、開啟寬闊視界、培養關懷大地的人文空間。

這裡鼓勵父母與孩子一起動手操作、快樂分享、激發創意；允許孩

子可以放聲歡笑、自由觸摸、主動探索與嘗試失敗。來到這裡的所

有大小朋友都會展開一趟全新的探索之旅。

開發部 

開發部是誠品團隊中一支專業而特別的精英部隊，無論是書店、商

場、誠品咖啡、誠品餐廳等消費者可以親身體驗的賣場空間，或是

深具誠品特色的各個後勤管理辦公室，在設計師別出心裁的設計

後，就需要開發部承接後續所有的機電、內裝設計規劃及工程發包、

進度控管、完工驗收等重責大任。屬於誠品團隊的完美空間，就在

開發部專業而細心的規劃設計，及嚴格監督的品質控管下，一一呈

現在所有使用者（包含消費者及誠品同仁）的眼前。

總管理部 
工作執掌。

規劃誠品團隊發展方向及策略，凝聚團隊共識，並整合共同性資源

及服務，是總管理部門最重要的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分析誠品的組織架構，可以發現其並非採用「功能別」，而是「事業部別」

的方式，且每一事業部各佔不同領域。有的專攻文化領域，例如畫廊、書店；

有的則是瞄準商業市場，例如商場、餐飲；還有的主要在提供流程支援活動，

。這樣的分類 ，能將某一具獨特調性的領域交由一個團

隊全權主導，亦即，這些事業部對於這個領域內所有相關的「創造活動」，具

相當的掌控權，故能盡情揮灑創意、嘗試不同的可能性。這樣的組織架構，

的確適合在自己的藝術領域鑽研、發揮自主權的創造者，尤其對文化性較強

的事業部門來說，這樣的自主空間是維持理想與創造力的泉源。 

例如物流、開發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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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領域分工

牌認同的精神，以 積強大的品牌資產。從誠品

2004 創立「品牌資

當重視，也具有長

b. 企業文化 

誠品的企業文化，可由其打造工作氛圍的幾項要素切入討論，下表 4-11

列出各要素及內容

表 4- 11 誠品人的工作氛圍 

誠品的服務觀：成就生命，分享眾生。 

的同時，誠品對每一個事業部，都要求其不能背離核心品

確保整體品牌的完整性，並累

產管理部」的動作，就可看出其對於自身品牌資產價值相

期經營的遠見。 

。 

誠品的價值觀：優質理念、優質品牌、優質同仁、優質服務。知性產業的從業同仁 

需要具備較高層次的 

工作動機 

誠品工作的意義不僅是單純的生活方式，誠品同仁透過工作

與服務顧客，不斷學習成長與精進自己，因此肯定個體生命的存

在價值，雕塑更美、更強韌的生命力，同時表達對社會的貢獻。

我們需要腳踏實地 

的作夢 

的發展空間，鼓勵同仁有創新及創意的思考，真實體驗人文、藝

術、創意、生活的企業文化。 

透過腳踏實地與作夢的交互作用，進而內化成為誠品的服務

品質，達到基本專業、領先同業、滿足客戶、超越國際水準、與

誠品氣質的自我精進。 

在誠品，我們期許同仁腳踏實地的面對自己生命的核心價值

（愛、善、美、終身學習），藉以建立事業與人生緊密結合的價

值觀、生命力、與專業力；但是我們也塑造提供想像力與創造力

 

 

生命的所得， 

我們相信，誠品品牌價值的建立是每一位同仁辛勤耕耘的結

果，而營造一個舒適的、人性的工作環境，才能自然而然激發『成

就生命、分享眾生』的善意本能，進而成為服務顧客時潛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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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圖書室，都希望提供安全且舒適的硬體環境；

而企業內每位同仁間的主動付出、彼此激勵、相互關懷、分享心

得、與共同成長，也是誠品團隊最珍視的企業文化。對誠品人而

的滿足，並且豐富生命的深度與厚度。 

您的付出 念及行為反應。 

因此，誠品相當重視工作空間中提供的人文、藝術、創意的

功能機制，以及同仁與同仁間的互動關係。無論是賣場或後勤的

辦公室、會議室、

言，真心付出所追求與得到的，應該含括知性、感性與理性需求

誠品的福利措施 
成長需求、生活關懷、休閒

娛樂。 

包括：分享獲利、健康與保障、

來源：http://www.eslitecorp.com.tw

如上一小節所述，創造者的組織是藝術家的集

的焦點往往是在藝術的成就與創造的成果

長期的品質往往會比一時的大量銷售來的

性的重要意涵，無法單純用金錢衡量。在

要，成員們追求的是整體的工作經驗和產品的品質

些方面滿足其美感與藝術性，為這家企業工作就是值得的（  

01）

誠品認為員工在誠品工作不只是為了求溫飽，

工作動機」—那就是對自我生命的關懷（

值），並不斷求創新與完滿（雕塑更美、更強韌的生命力），最後推己及人至

對整個社會的關懷（分享眾生

對於一個更高的心靈層次的追求，同時更

得滿足。其相對應之動機可參考下表 4-12  

合，而一位藝術家所關注

，而非商業的利益或收入。因此，

重要，其工作內容也多半帶有心靈

創造者的組織內，金錢不如美麗重

（創作的成果），只要在這

Margaret Mark &

。 Carol S. Person，20

而是應具備「更高層次的

成就生命、肯定個體生命的存在價

、表達對社會的貢獻）。這些價值滿足了創造者

保證其對於美感與創造的需求能獲

。



 

 61

 4- 12  表 「更高層次的工作動機」要素分析

誠品工作氛圍要素 內涵與意義 所滿足之創造者渴求 

成就生命、 

肯定個體生命的存在價
對自我生命的關懷 

值 

分享眾生、 

表達對社會的貢獻 
對社會生命的關懷 

更高層次的動機 

（心靈富足） 

雕塑更美、更強韌的生命力 創造與改善 創造力與美感的需求 

來源：本研究

另外，誠品認為一位誠品人應要能「腳踏實地的作夢」，其中提到了：「…

塑造提供想像力與創造力的發展空間，鼓勵同仁有創新及創意的思考，真實

體驗人文、藝術、創意、生活的企業文化。」這段話中點出了一位創造者所

渴求

最後，則是誠品「生命的所得，就是你的付出」的價值觀，這句話肯定

了每一位員工付出的成果，代表誠品對於其「創作成果」的價值肯定，如同

裡面

的過程，並非以商業利益的角

的許多工作文化，包含對創造力、想像力的包容和提倡，以及承諾將人

文、藝術、創意與生活等元素實踐至企業文化中，亦即誠品人是「live the life」，

工作本身就是藝術創造的環境與過程。因此，誠品所提供的是一個具高度品

質與美感的創作空間，以及作夢、實踐夢的權力，這對一個創造者來說是最

理想的工作氛圍。 

所描述的：「誠品品牌價值的建立是每一位同仁辛勤耕耘的結果。」並且，

誠品更進一步定義這成果是在何種空間中孕育而出：「…重視工作空間中提供

的人文、藝術、創意的功能機制，」以及這樣的作品帶有何種深層意義：「…

真心付出所追求與得到的，應該含括知性、感性與理性需求的滿足，並且豐

富生命的深度與厚度。」從這個描述中可以看出，誠品人的工作流程，就有

如一位藝術家在自己工作室裡創作一幅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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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出發，且他

c. 產品研發流程

品與服務相當多元，對誠品而 / 服

務是「閱讀的場域與生活的風格」，故「產品研發流程」 一個

活動或策略的思維模式與過程。本小節將擷取數個風格強烈、對誠品的品牌

之。 

經營方式的創新：以顧客的利益為核心 

誠品初成立時即強調「創新」，對吳清友先生來說，創新的主體是「生命」，

亦即這樣的創新來自於對於生命的追求，有著改善與更加完備的目的，而非

是為了「做生意」。誠品的終極關懷是「人」，不只是對他人，也是對自我的

關懷，故誠品亦是把自己視為一個「生命」、一個「人」，以這樣一個更高層

次的角色來定位自己。誠品的創新不是單一產品或行銷個案的創新，而是追

求產業、事業、經營模式面的創新，若能從這個角度去思考並且成功實行，

則從中衍生的一切都會是創新，就如同一個創新的人不會做沒有創意的事，

當核心的動力是求新的，就能時時突破、開創新局。 

而吳清友先生又是如何定義誠品的創新之核呢？由之前所提的「以人為

本」出發，他提出的主張是「以顧客的利益為核心」，也就是重新思考「閱讀」

這件事對顧客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最終決定以人文、創意、藝術來重新詮釋

人、生活、閱讀，堆砌出一種新的文化。 

知道，這作品是會受到高度重視的。 

 

誠品書店所提供的產 言，其中心產品 

指的是在發想每

建立具重大意義的項目討論

誠品的「閱讀價值新主張」完全跳脫過往對於書店、書、閱讀、閱讀者

四者間角色的互動。誠品首先堅持的是「最豐富的書種組合」，誠品並不使用

低價折扣來吸引消費者，因其認為這並非消費者最主要的需求或利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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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的提供最豐富、

多樣的書種組合，讓讀者來到誠品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書籍，這也是誠品大

量引進外文或專業冷門書籍的原因。 

更何況，在誠品看書不需收費，也不會有人趕你離開，甚至還設置了方

便就地閱讀的空間，故一個來誠品消費的讀者，所購得的總價值是「買到的

書 + 在誠品看的書 + 其他書店找不到的書」，若以這樣的方式思考，那誠

品並不較其他書店昂貴。這是在新知識年代裡，誠品所提出的創新「價值 / 價

原則，在架上擺放一些周轉率相當

低的經典書籍，例如「紅樓夢」。誠品認為，讀者或許不會購買這些經典，但

卻無法忍受誠品架上沒有擺放，故這是為了堅持品牌價值與理想，所需額外

付出的努力。 

因地制宜的書店設計 

誠品在展店時所堅持的理念即是「連鎖而不複製」，每一家分店結合了地

方區域的生活風格與人文色彩，並配合各主題加進設計師的自我風格。誠品

創辦人吳清友先生曾表示： 

讀者要求和希望獲得的是「閱讀」本身。因此誠品盡

格比」。因此，誠品甚至會違反商業效率的

再者，是誠品對於閱讀體驗的重視。當誠品把書店的角色從「書的通路

商與零售商」，提升至「閱讀場域的提供者」時，書店內整體空間的規劃與設

計就相當重要，因為讀者不只是在感受他所讀的那本書，而是從五感出發來

感受、評價這段過程，故「高質的品味營造」即是誠品的出發點。「誠品空間」

的分析內容將於下一小節詳細探討。 

分析誠品打造書店整體經營模式的過程，可以發現其以創新的思維、人

性的需求與藝術的美感來要求自我，這是一個創意產出與藝術創造的過程，

也是一位創造者喜愛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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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店都是誠品書店與讀者們溝通的

新嘗試與新創意」（蘇明如，1990）。 

「市民的取向、城市的屬性、風貌都不同，我們在於各地逐步展店的過

程中，對這一點有強烈的感受。一個城市自然會產生怎樣的喜好、怎樣的面

貌與

什麼、該做什麼。」誠品從建築、當地

文化、地區角色、歷史背景、新想法、老經典等元素中，擷取、混合、建構、

塗抹、妝點出新的「誠品書店」。因地制宜的多貌讓誠品更加豐富、多層。 

好書不寂寞 

書排行榜的（1994 年才開始製作），而是決定

「誠品的經營理念是『連鎖而不複製』，每家店都擁有相同的服務品質，

各據創意的服務。…每一個誠品對我們都是一個新的作品，都要重新思考當

地的人文特色並予以重新定位。…每一

誠品的空間定義與宣言一向強烈、傳達著某一主張，誠品書店也被視為

一個區域內「文化的休閒場所」。也由於這樣的堅持，每一家店對誠品來說，

除了基本的特定元素需配合誠品的品牌風格外，都能加入新的元素、都是新

的嘗試與實驗，而每次誠品也能在創意的碰撞中學習、成長。誠品公關部主

任李玉華曾表示： 

風格，我們除了希望將台北的都會、國際化特色帶到各城市的誠品書店

裡，也希望藉由誠品書店在各地深度的經營，與在地的藝文活動與人，多一

些聯結。我們尋找合適的人來企畫、組織主題式的活動，進一步也和當地的

藝文界人士、資源合作，針對當地區域特性與文化特色、人文生態與結構，

建立互動」（蘇明如，1990）。 

由此可知，展店對誠品而言也是創作的過程，與誠品合作多次的李瑋珉

建築師便表示：「其實誠品在選擇設計師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良性的互動關

係，而且更重要的是誠品知道自己要

誠品書店起初是不做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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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般均可，議題不一定嚴肅，但要有創

作出版的誠意」（蘇明如，1990）。 

好書，會特別透過更改擺設位置或推薦行銷的方式介紹

給消費者，有時也得因應當地區域的讀者口味對推薦書籍的安排做出調整。

從這些作為中可以看出，誠品在評價書籍好壞的過程不是從商業利益出發（好

不好賣），而主要是衡量這本書的內涵與價值有多少。 

誠品之所以能成為文化的領導品牌及具備優質的文化形象，其強勢的活

動企畫是一大主因，甚至可以說，誠品活動企畫的能量，就是其每天生活中

的創作能量。誠品背後建有強大的企畫團隊，共劃分五大企畫項目，列表如

下。

誠品認為「值得」的好書。誠品從 1990 年開始以「月」為單位開辦誠品

選書，從誠品的觀點出發選擇，而非依照市場的口味來判斷書的好壞。其選

書標準為：「我們不選：再版的書、沒有版權的書、會被時間淘汰的書，及媚

俗之作。我們選的書：學術、專業、一

除此之外，誠品還有「誠品推薦」，遴選標準並非根據銷售潛力，即使是

冷門的書，只要夠好也會給於背書推薦及行銷機會，故有時能結合強勢的企

畫大爆冷門，賣出好成績。由於誠品各店長對選書、擺書的權限較大，因此

對許多市場不熟悉的

創新的活動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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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誠品書店五大企畫項目 

企畫項目 內容 

品牌企畫 
創造品牌價值，將誠品塑造為文化事業的領導品牌，與

閱讀有關、與藝文有關、與創意有關、與異業有關。 

活動企畫 

，各展演活動、各活動策辦單位之統

籌，包括各活動場地、總店、獨立店、商場店、百貨店、

特殊書店之活動策略。 

藝文活動經營創意

商品企畫 
  閱讀創意觀點、資訊、樂趣的提供，包括書訊中心、書

籍促銷組合、文具自製品、好讀月報、網路規劃。 

通路企畫 

  營業之後勤支援，效率的店面促銷策略統籌中心，包括

各類型店面：總店 / 獨立店 / 百貨店 / 書店商場 / 特殊

店之行銷策略擬定、大型跨店活動與開幕活動。 

媒體企畫 
  掌握運用各類媒體，達到最大推廣效益，進行宣傳規劃

、資料保存管理、媒體研究 / 分析、媒體關係 / 合作。執行

來源：轉錄自蘇明如，1990。曾乾瑜，原載於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非藝術空間網」

從上表劃分的五大項目：「品牌」、「活動」、「商品」、「通路」、「媒體」，

可看出其針對各種不同能發揮創意以及累積品牌價值的領域，都有明確的定

義及工作內涵，範圍涵蓋整體價值（品牌）、顧客介面（活動與商品）、執行

過程（通路）及行銷宣傳（媒體），確保從上到下游皆具發揮創意的空間，並

能確實相互連結與執行。 

d. 產品價值主張 

透過上述的產品研發流程後，誠品即可推出一系列的產品與服務，而這

些成果本身都帶有強烈的品牌識別，往往一看就給人「非常誠品」之印象。

本小段接下來將分析幾項品牌認同鮮明的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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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的空間 

在書與非書之間，我們閱讀 

 誠品 

誠品的空間已經成為不可動搖的品牌識別之一，甚至成為一種消費的符

號、品味的代表。誠品著重全面閱讀體驗的營造，因此在空間設計上講究五

覺的滿足，這五覺分別是：視覺（書店內的裝潢、光影變化，甚至小至一張

P （室內流動的音樂）、嗅覺（空氣中的氣味）、觸覺（空調的溫度）、

味覺（書店內的咖啡廳）。這樣的看法與以往講求空間效率的書店設計完全不

同，強調的是在每一個感官層面都務求盡善盡美。吳清友先生曾表示： 

「用空間來 情，讓他

的心境，能得到

有時候覺的把一

心靈溝通的空間」）。 

品書店雖然皆帶有同樣的基本風格，但因獨特的

「因地制宜」策略，不同地區的分店會帶有不一樣的自我氣息。誠品的思考

方式是「設計理念更重於材料價格」，因此希望設計師用設計來解決經營問

題，

—

OP）、聽覺

款待一位讀者，其實是在款待他的心情，讓他的心

某種狀況下的安頓，從而與每一本書的作者做心靈的溝通。

個企業經營純粹當作商業行為呢，有一點低估了生命的豐富

度與他存在的意義」（轉錄自蘇明如，1990。遠傳簡訊廣告特寫：「誠品篇—

誠品講求空間與讀者對話的精彩度。誠品的空間設計本身就帶有設計感

與特色，再配合符合人性的「五覺」要求，以及各類豐富書籍、活動遍佈其

中，打造出一股獨特的氛圍，進入其中的讀者會受到感染與影響，甚至連言

行都與平日不同。每一家誠

而不只是建築遊戲（歐峻宏，1998）。故誠品的建材大多是樸素的建材或

耐久材，但是卻能運用創意與當地文化特色發展出突出的風格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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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用的即是便宜的水泥磚，想告訴青年學子：有氣質不一

定要濃妝豔抹；周邊有許多律師事務所與商業大樓的『敦南旗艦店』，雖然以

古典、對稱營造出經典與嚴謹的感覺，但仍在素材中偷渡毛玻璃與金屬，中

規中矩中透露出 90 年代世紀末的味道，在嘗試融入青少年次文化的『

裡，設計師選用了一排排不染色的枕木，托拱在黝黑的天花板之下，彷彿紐

約鴿舍（loft）建築的重現；也由於西門店就座落在曾遭祝融肆虐的今日百

貨舊址，焦黑的邊牆也刻意不上漆，以保留一方歷史感」（商業週刊 575 期，

1998）。 

與

閱讀體驗，但在與空間碰撞的過程中，激盪出消費的慾望，這都得歸功於一

個成功的場域營造。於是誠品空間也變成被消費的主體，帶有隱含的文化與

風格意義，甚至能賦予這個空間中的產品更多層的價值，於是一本裝在誠品

紙袋裡的書便帶有「這本書購自誠品」的無形價值，暗指高質品味與精緻風

格。誠品書店的空間消費，可說是劇情消費的想像空間（蔡奇睿，2000），其

特色與內涵列於下表 4-14 中。 

「如『台

西門店』

誠品如此盡心打造的書店空間，已經成為消費者「為何要進誠品」的主

要原因之一，甚至一開始其實並不打算消費，只是為了享受誠品的空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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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誠品書店的空間消費：劇情消費的想像空間 

特色 內涵 

優質文化設計的 
空間包裝

   「設計」主掌著誠品空間的動線合理化，將空

間的意向、具體的色彩、材料的質感，傳達空間

的特色給愛書人和閱讀者。誠品書店之「空間」

藉由設計來滿足消費者的心理和精神方面的需

求，並創造個別之文化特色，..透過空間結構的變

 化，以視覺材料和光線的接觸型塑空間文化的品

味，…以品味所象徵的內涵附加價值，將商品轉

換為一種生活美學、優質文化的符號消費品牌，…

使買書這樣一個閱讀消費行為，也是一種品味文

化與資產累積的生活過程。 

空間品牌的設計美學 
— 

    誠品不只是在賣書，而且在賣 lifestyle。 

誠品的空間美學為其帶來另一項文化資本，

空間成為一種品牌與消費品，…誠品的空間美學

以菁英、品味、藝術、創意取向的文化消費形象，

吸引許多愛書或認同誠品的人們進來，在原木地

板、藝文活動、幽靜的走道、漂浮的飲料花香之

空間情境下，不著痕跡地再去促銷其他利潤較高

的商品。 

運用文化資產觸動商機魅力 

符號化的消費空間 

    誠品的空間除了具有容納佈置的使用功能

外，其內涵的象徵價值則是空間氣氛的意象。..可

看出空間符號的三個層次：真實的書店符碼、書

店的文化意涵（精緻文化與階層品味）、書店的流

行意涵（消費及享受空間的感覺和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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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式的空間消費 

的符號意

義，在誠品閱讀或活動被認為是一種據有生活風

    誠品的空間消費附加了文化商品

格與美學品味的符號消費，..消費者到誠品書店購

買一種情境、氣氛與文化資本，…人們消費的是

一種刻意塑造的生活劇情，是由商品、空間、店

鋪、廣告所建構的消費情境。 

來源：蔡奇睿，2000

 

 

另外，誠品的空間追 會有多層次空間的安

排，讓讀者覺的「逛書店 起承

轉合，有隱喻有高潮。於是在

與空間都是流動的，近劇

過程。誠品與讀者間 互

可

求空間的有趣度，在一間店內

」本身似乎就是在閱讀一篇文章，層層疊疊、

這個空間內，人與人、人與書、人與空間、書

場的效果。亦即，逛書店無時無刻不是一個創造的

動，不只是在身體層次，更發生在心靈層次的五度

分為十種形式，列於下表 4-15 中。 

的

空間（蔡奇睿，2000），



 

 71

表 4- 15 誠品與讀者在空間內的互動 

空間形式 內涵意義 

書店消費空間之形變 
  書店的消費型態在作為另一種生活形態、美學

風格的蛻變。 

蛻變的新公共空間 
的動態活動，有

各種不同創作型態的對話與互

間的氣氛增加對逛書店後的回憶。 

  誠品不只是提供一個空間，而是更多元的運用

空間，誠品希望在空間中創造新

動的空間，這種空

與活動結合的展演空間 

  誠品書店由靜態的平面書籍知識提供，拓展為

動態的立體展覽與活動，並強調與外部都市環境

的互動，設計其與書店內部的中介空間，吸引消

費者進入。誠品設計使來此的人能親身經歷活動

的空間形式，不論是書或非書的活動，促使誠品

空間成為區域性的文化地標。 

互動的動態空間
  誠品的空間散發韻律的動態狀態，其空間具有

社會性的意義與互動功能。 
 

有如百貨公司的空間體驗 

消費場所，

使用惹人注目的消費空間，提供表現經濟資本與

生活文化品味的消費舞台。 

  建構一個名牌、高品質、精品式的

博物館式的商品展示空間 

  誠品扮演文化功能的生活公園，各類文化產品

與這個空間相呼應，轉化為擁有一種精神氣質的

文化涵養。 

新消費地圖的流行空間 

  誠品空間成為台北消費場所的代表與生活空間

的一部份，逛書店時有一種視覺舒展的快感，享

受沈浸其中的意境與置身其中的場域空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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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節慶化 

超乎人們的消費需

求與生活所需，像是一個有生命、有季節表徵的

  空間正被季節化、節慶化，

空間。 

流動身體的空間消費感覺 

乎在扮演一段故事般，每一個人

體如流體不

  誠品的空間似

就像是在舞台上演著，自然來到這裡就穿戴整齊

或著特別服裝，身體也在誠品的上下空間隨高度

和方向轉變流動或交集觸動，像是流體空間的轉

換場景，一幕幕的串連空間劇情，身

定的流變著，體驗身體五感的感官雕琢，享受身

體的解放歡愉與空間表情。 

心靈沈澱的身體消費空間 

而心靈的空間卻

  誠品的空間就像是中國國畫裡的留白效果，追

求一種形而上的內斂精神氛圍，在材料、顏色上

做到最低限的表現，希望達到心靈意境的空間層

次，在實質的空間中是有限的，

是無限的。 

來源：蔡奇睿，2000

誠品空間的功能與意義的多變，不只存在於單一軸向的空間向度上，還

表 4-15 中所指出之「空間節存在於時間向度上。如上 慶化」，誠品希望書店

是與生活緊扣的、活的，

品合作相當多建築設計案 開幕之「誠品信義旗艦店」的建築師陳

瑞憲先生表示，他與創辦人吳清友先生在

是希望這個空間能隨時間的累積而增加價

香，如同一間古老小書店的氛圍。一間好的書店應該是有歷史跟氣質的，而

不只是一個單純提供空間的空間。若再把時間軸拉

延伸至 10 年、20 年，誠品又有不同的期待。與誠

，包含 2006

長，從 1 年（四季節慶）

思考一間書店的空間時，會從一個

不是在設計給流行產業的建築，而

值，逐漸堆積出一種況味，越陳越

「高質量的時間價值」出發。亦即，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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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元素需要人文精神的

其讀 的生命

設計。 

綜合分析誠品的空間特色，可以發現其與創造者追求藝術、美感、創造

的連結度相當高，綜合分析結果列於下表中 4-16。 

雕刻與時間的累積。這是時間的創意，也是誠品與

回憶，誠品即是以這樣的期許和目標在規劃其空間者所共同創造

表 4- 16 誠品的空間特色與創造者的連結 

空間特色 連結 

生活藝術「五覺」的要求 對藝術與美感的追求 

「因地制宜」的當地文化 史美感與藝術 特色 文化的人文歷

空間消費 空間美學與生活風格 

與讀者在空間內的互動 流動的空間（互動的創作） 

時間的創意與價值累積 時間的文化創作 

來源：本研究

創新的活動與企畫 

「透過活動，誠品建立自己的形象、定位，活動令誠品產生文化地標的

影響力、聚合力。因此來誠品不一定要買東西，可以來參加活動、看展覽，

可以感受資訊、文化脈動」（洪美娟，1997）。 

誠品從創立時的空間規劃，就不只考慮到書籍的展示與讀者的動線，更

設計了一些延伸的空間，用來舉辦相關的活動與展覽。誠品認為傳統的書店

是一種靜態、單一的空間使用，而誠品從一開始就將自己定義在一個動態、

多元的新文化空間。於是誠品透過這些空間的使用，強勢推廣藝文活動或新

知識的學習，其內容大約可分為五類：誠品主辦（由誠品內部企畫主辦）、申

請展（外界團體或個人提出申請）、與外界合辦（外界團體提出企畫與誠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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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宣示其不斷進步、創造的活力，並顯示誠品在藝術與人文方面

是絕對的領導品牌，定義每一波的文化潮流走向。除此之外，誠品亦會主辦

一些

夜不打烊」，1997 年的

「台北火車站前文學天橋—尋找作家影像展」，都是成功在社會引起話題，並

帶動顧客參與其中，一同和誠品創造歷史。誠品以充沛的文化力量和創意，

不間歇地在產業中帶起一波一波的藝文風潮，誠品好比一位權威的藝術家，

而全社會都在引頸期盼他的下一系列作品將會帶來怎樣的改革動力與藝術新

觀。 

誠

「《誠品副作用》的文案寫作，是一種介於詩與非詩之間的實驗、拼剪，

無關係聯想的營造，或者就是各種斷想的接枝與配交。他多半不以具體的書

浮繞，以想像來勾勒實體，用朦朧

挑動出本質。…這是誠品成功的文案及頭腦體操。他突兀而懸疑，有如不斷

進行的變裝秀。文案的表演與遊戲風格，其實也就是『誠品』魅力的一個超

人氣側面縮影。 

誠品是個傳奇，他將書變成不是書，書店也不是書店，而文案變成了文

學」（南方朔，1998）。

辦）、租借場地、誠品講堂（曾乾瑜，1997）。 

邀請消費者共同參與、創造，或進入其生活中的造勢企畫活動，例如 1995

年的「看不見的書店」、「喜新戀舊‧移館別戀 — 今

品文案 

或活動作明言的訴求。而是在具體的周邊

 

《誠品副作用》是由誠品文案所集結而成的書，裡面收錄了誠品特約文

案李欣穎五年間所創作的文案作品。此書出版後曾引起廣泛的討論，因為在

這之前從來沒有將「文案出書」的例子，文學的正統性與文案的商業性之間

矛盾衝突的二元對立，於此完全不見蹤影，產生了一種界線模糊的混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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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欣穎擅長將大量的歷史、文學、藝術、傳播、哲學、設計、風尚等領

域的專業語言、詞彙、人名、事件等拆解後重新拼裝重組，利用文字為元素，

設計、堆疊出一個充滿知識人文價值的故事、場景或情節。由於文案中大量

使用文化領域內的經典符號，所塑造出的顧客形象即是知性、精緻、自主性

高、高自我成就、具文化內涵。 

品藉由誠品文案所傳達出的形象，是知性但帶些戲謔、熟知經典但敢

於突破、掌握文體但不被拘束。誠品的文案被視為文學，就是因為其中所隱

含的知識深度高於一般文案，文體的獨特拼接方式則可被歸做文學的領域，

但因

但綜合而言，一如南方朔所說：「文案的表演與遊戲風格，其實也就是『誠

品』魅力的一個超人氣側面縮影。」誠品文案所散發出的知性與創造力，是

誠品

管道、配合活動而生，源源不絕的文本創作。 

從誠

誠品曾於 1991 發行「誠品閱讀」雜誌，主要是希望讀者能透過閱讀，對

自身的「生命向度」的拓展與多元化產生助益，雜誌內容涵蓋文、史、哲、

文學」。文案作者李欣穎曾表示： 

「我是用詩的語言，去寫散文的架構，但是裡面有小說的劇情，所以連

我自己也無法歸類」（蘇明如，1990）。 

誠

其原生的商業消費目的，故產生一定的角色衝突性。就如同誠品的出現，

其對於知識、藝術的重視高於一般社會大眾，更運用了創新的空間設計營造

出高品質的閱讀場域，但也因此被視為「菁英消費」的代表，在知識的「推

廣」與「獨佔」角色間往復拉扯。 

「創造者」品牌的魅力之一，他是誠品說話的方式、態度與節奏，也是

其與讀者透過文字溝通的

品閱讀、誠品好讀到誠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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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等等領域，主軸大抵是「人文菁英」

走向，雖在小眾閱讀市場獲得高度推崇，但因與主流市場距離較遠，已於 1995

停刊。 

但誠品並未因而放棄對經營閱讀雜誌的努力， 2000 年誠品將書訊改版

為雜誌後，取名為「誠品好讀」推出。內容與誠品閱讀相比，增加了對「文

化現象」的觀察，因此更貼近一般大眾的閱讀口味與習性，沖淡刻板的菁英

色彩。但這樣靠近市場的作法並不會同時犧牲品質，因為誠品要求的是將一

種文化態度根植於雜誌內，故雖調整了主題與走向，但基本內涵的精神與堅

持是不變的。誠品的文化氣氛與活動都可以在「誠品好讀」內找到，是一種

深度

此外，誠品也開始規劃往書店的上游—「出版業」移動，希望藉由即有

的品牌形象，搭配嚴謹的製作團隊，透過強大的忠誠支持者族群打造出更完

整的「閱讀文化價值鏈」。誠品對雜誌與書籍出版的努力，可以看出其對於文

化創造、人文藝術推廣的用心，就如同一個創造者對於自身藝術價值的堅持，

以及追求透過作品改造社會的理想與願景。 

人文藝術、政治經濟、文化、音樂

的投入與享受。誠品好讀初期是贈閱與會員、銷售與一般讀者，但後期

則改採全面銷售制，但會員可以較低之會員價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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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品牌符號 

誠品的品牌符號，是由三個「口」所組成，呼應企業名稱中的「品」字。

成：金屬、石頭、木

材，代表誠品回歸基本的三種元素，帶有一顆誠懇的心，但又可結合、變化

出更

b. 視覺影像與隱喻 

」的代表，這個詞語源於符號

學，亦即一門綜合探討人類所有透過鮮明語言、象徵等符號，以圖來理解這

個世界的學術類別。蘇美彥（1998）曾指出： 

「在這個領域中，布希亞可說是符號消費理論的創始者，他將消費看做

像是一個語言系統〈langue〉〈能指 signifier/所指 signified、意符

signifiant/意涵 expression、內在意義/外延意義〉，強調消費的抽象符號

〈code〉，這符碼將物體視為一個一個的記號，加以組織和區分，而不是個

人對於物體的需求所作出的表達；他認為：『消費，在其具有意義的範圍內，

乃是一個記號操控系統〈activite de manipulation systematique des 

來源：

4.1.5 「誠品」之品牌認同後段流程檢驗 

 

圖 4- 4 誠品的品牌符號 

品字代表「品質」，也代表「品味」，宣示誠品的堅持。單純的構圖是希望在

透過簡單的形體傳達豐富的意象，從基本架構衍生出更多變化。由圖 4-x 中

可看出，誠品的企業標誌採用三種自然元素材質打造而

http://www.eslitecorp.com.tw/ 

多可能性，發揮無窮創意。這樣的作法也能降低商業色彩，配合誠品的

文化產業角色與人文藝術定位。 

在誠品消費，被許多人視為是「符號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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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成為記號，物品的意義來自於它

和其他記號─物之間，是一個抽象而系統的關係，今天所有的慾望、計劃、

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關係都抽象化為記號和物品，以便被購買和消費。

物品被消費，但被消費的不是它的物質性，而是它的差異性〈different〉。…

所以我們看到被消費的東西永遠不是物品，而是『關係』本身。」 

誠品透過其行銷產品時 、文案、 動等等） 所呈現的影像，

綜合

是，金錢所購得的不單純是物品的功能性價值，還包含其所具備的符號意義

誠品在空間布置上，即透過許多可見性材質，例如燈光配置、閱讀區、

原木質感、留白的空間營造出高質的空間感，再配合許多延伸活動的舉辦，

厚的人文藝術氣息。這些可見的「硬元素（空間內的硬

體設置）」與「軟元素（空間內人的互動）」，堆疊出許多超越實質意義的

符號，重塑進入空間中的消費者而其並不自知。 

算，而一般我們所講的『氣

氛』也是一種色彩、 材質、形式和空間的演算，當擺設作為一種空間處理時，

它自身也成為氣氛的要素之一了。而你也知道，人類是一種已經喪失原始本

能的動物，不像其它動物依循自然的變化而活，我們時常得藉由語言或其它

符碼來把世界分類並賦予意義，建立起某種秩序而且生活其中」（蘇美彥，

1998）。 

signes〉。』 

如此看來

（空間營造 活

建構起其特有的形象與風格、暗喻其價值與內涵。這些元素都已轉化為

人文、知性、品味、藝術等等的相關符號，召喚著消費者前往朝聖進貢。於

與關係。 

活化空間並注入更深

「如布希亞所指稱的，擺設是一種功能的演

誠品成功透過人、書、空間三者的多重對話及互動，塑造出符號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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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看著這些符號，彼此同意謹守這些不成文的規矩，在誠品

的舞台上演一齣又一齣的戲碼。每一次登場的方式、服裝、姿勢與任務，似

乎都有跡可尋，因為這就是「誠品」這位劇作家的風格。每一位演員拿到劇

本後，用自己的方式演繹，彼此之間互相合作或影響，穿梭、來去，再次創

新空間內的多變意義與隱喻。 

單，消

費者消費的是由這些視覺效果或隱喻所堆疊而出的「理念」，滿足的是他們

所希望擁有某種符號意義的欲望。誠品書店裡的實體元素進入了戲劇狀態、

符號狀態，舉目所見的書、咖啡、文具、商品、文案、影像設計，甚至誠品

本身的品牌形象，都成為烙印在消費者意識裡的符號。人們前往誠品，尋找

他想要獲得的某種符號其所代表的意義（蘇美彥，1998）。 

你可以說誠品是城市中的「幻想裝置」，運用各種不同的道具滿足消費

者的幻想與欲求。他是完美的舞台演出，有如夢似幻的劇本、精準到位的舞

台設計、才情洋溢的導演，以及一體兩面的觀眾與演員。或許有人會批評空

間中過於濃厚的「刻意」，認為一切都是為了滿足中產階級對自我品味的幻

想。其實，亦不必替誠品安上「意圖煽動消費」的商業原罪，因其的確是具

有深厚藝術與人文實力的品牌，而非淺薄虛幻的行銷傳奇。 

誠品書店內的族

因此，誠品內的一切，都不再只是表面上所見的物質功能這麼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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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基電通背景介紹

初成立之目的是為了分擔宏碁電腦無法消化

之 OEM 訂單，生產相關產品。一開始生產的是單色顯示器、電源供應器、

工作站等產品。 定位為生產電腦週邊設備的專業廠商。 年自瑞士洛

桑管理學院畢業回國的李焜耀要求接任明碁電腦，當時營業額只有接近新台

幣 億元，但他以「找一個小單位，把他做大」的理念，帶領公司在

間呈現爆炸性的成長，營收成長高達 倍。 跨足通信領域，自行研發手

機，成為國內第一家以自有品牌行銷的手機廠商。 年更名為「明碁電通

股份有限公司」。 年宣布自創品牌「 」，喊出「享受快樂科技」的口

號，

明基電通（BenQ）在 2001 年開始自有品牌的經營以後，以鮮明獨特的口

號「享受快樂科技」、與眾不同的企業色「紫」，以及細膩精緻的工藝設計

能力，迅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在各地市場竄起。BenQ 在 2003 年 2 月以「BenQ

打造價值 10 億美元的品牌」榮登美國富比世雜誌封面故事、 年 1 月經濟

學人將 BenQ 品牌收錄於年度特刊「The World in 2004」中、2004 年 7 月 BenQ 

FP783 液晶顯示器，躍登 7 月份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國際版的封面

主角、2005 年 5 月，BenQ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榮登 5 月份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國際版封面故事、2005 年 10 月 BenQ 更併購西門子（Siemens）手機

部門，打造 BenQ-Siemens 新興國際手機品牌。 

BenQ 在短短幾年內即累積了強大的品牌資產與價值，於「2003 台灣十大

國際品牌調查」獲得第 7 名的佳績，為得獎廠商中最為年輕的企業，品牌價

  明基電通（BenQ） 

4.2.1  

明基電通成立於 1984，彼時叫做「明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由宏碁電

腦與大陸工程公司合作成立。最

1989 1991

26 1992-1996

9 1994

2000

2001 BenQ

英文公司名稱變更為 BenQ Corporation。2002 年則更名為「明基電通股份

有限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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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十大國際品牌調查」則獲得第 6 名，品牌價值

億元新台幣，成長率高居第 1 達 35.03%；於「2005 台灣十大國際品牌

調查」則獲得第 4 名，品牌價值 3.54 億美元，2004、2005 連續兩年品牌價值

成長

認為自己是少數具有跨 3C（Computing、Communications、Consumer 

Electronics）科技領域的亞洲品牌，加上擁有 Crystal（LCD 液晶面板）核心技

術，以及酷炫的 BenQ 品牌（Cool Brand），構成一個獨特的 5C 組合（見圖

4-5）。BenQ 初期在達成快速營業額成長與知名度提升的目標後，

受消費者喜愛的品牌為下一個策略方向。 

BenQ 認為要經營自有品牌，就必須體認到設計與品牌行銷間密不可分的

關係，於是持續努力深耕工業設計領域、培育自有人才 。2006 年以台灣第一

之姿，榮獲 2006 年「iF 設計大獎」（iF Design Product Award 2006）中的 17

項大獎，得獎數全球排名第 3。其中 9 項通訊產品、2 項液晶螢幕的獲獎更位

居世

值 67 億元台幣；於「2004

91.23

率名列第 1。 

BenQ

以成為深

 

圖 4- 5 BenQ 的 5C 策略 

界之冠。BenQ 自創立以來，短短 4 年間得獎連連，拿下 iF 共 35 項，加

上 IDEA、G-Mark、iF China 等累計高達 114 項國際級設計大獎，顯見其設計

來源：www.benq.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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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美學經濟的興起，賦予設計無形的市場競爭優勢。BenQ 在國際設

計上亮眼的表現，是經營品牌行銷時用以攻城掠地的利器。藉由設計風格之

運用，不論是針對成熟的歐美市場或急速成長中的新興市場，都能創造出符

合當

BenQ 目前主要的事業部門分為三大事業群（網通事業群、數位媒體事業

群、視影事業群）及兩大事業部（儲存事業部、電腦產品策略事業部），營

銷部分則由全球營銷總部負責（分為業務與品牌管理部），再加上行政部門

的支援構成企業的主要架構（參考圖 4-6）。 

 

圖 4- 6 BenQ 組織圖 

實力已獲得國際設計界高度認同。 

地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來源：www.benq.com.tw 

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隸屬於品牌管理部的「數位時尚設計中心」，這是

台灣企業中首見的專業、完整自有設計部門，也是產出 BenQ 傑出工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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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投入，是其短短幾年內就可以在

競爭激烈的數位產品市場脫穎而出的關鍵，也是企業由製造轉往高附加價值

的行銷端過程中，不可或缺的核心能力與資產。從這幾年內 BenQ 的獲獎記

錄以及媒體的相關報導，就可瞭解設計是品牌在行銷感性時的必備要素。 

牌流程中，「品牌個性」與「品牌一致性」的檢

驗。BenQ 目前的品牌動力中心就是其「數位時尚設計中心（Lifestyle Design 

Center）」，品牌主要的策略、方向、規劃、作為，皆源自於此組織單位。因

此，接續幾小節的流程檢驗，將會以其為研究主體，分析探討其與品牌認同

各要項之間的關連，以及所對應之原型角色，並檢驗品牌個性與品牌一致性。 

的關鍵角色。BenQ 對於品牌與設計的

本論文之主旨在於討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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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enQ 提倡的口號：「享受快樂科技」中可以看出，BenQ 追求的是一

種歡樂、輕鬆的特質和氣氛，配上鮮豔亮麗的紫色企業標誌，讓人感受到潛

在的躍動感與派對氣氛。審視本研究引用的 12 種原型分類，BenQ 應較為符

合「

表 4- 17 弄臣的特質 

弄臣 

4.2.2 「明基電通（BenQ）」所對應之原型介紹 

弄臣」原型，下表 4-17 列出弄臣的特質。 

座右銘 如果不能跳舞，我就不要和你一起革命 

主要的渴望 快樂地活在當下 

目標 玩得快樂，照亮全世界 

策略 玩鬧、搞笑、創造樂子 

天賦 歡樂 

也可能是… 
愚人、搗蛋鬼、滑稽的人、擅長說雙關語的人、小丑、惡作

劇者或喜劇演員 

來源：整理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認為：「弄臣邀請大家一起同樂。

弄臣享受人生或與人互動都只是單純地為了享樂而享樂。…弄臣發展出一個

理念：能夠同時真正地作自己，又能受到他人的接納與愛慕。…弄臣願意打

破規範，並因此而擁有能夠帶來創新、突破格局的思維。」 

弄臣是一個追求歡樂笑聲、趣味人生的人物，他不喜歡中規中矩、過於

嚴肅正經的生活態度，而是希望用幽默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一切，以玩耍逃離

無趣，從打破規則中尋找新天地。弄臣企圖抓取眾人的目光，並取悅這個世

界，他會穿上誇張滑稽的衣服、塗上鮮豔照人的色彩，手舞足蹈大聲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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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也是真誠的，古代

宮廷的弄臣是被允許擁有說真話的特權，透過嬉笑怒罵的箴言向國王揭露事

實，而不必擔心有被砍頭的危險。對弄臣來說，人生是真誠的、當下的、享

樂的、亮麗的，是邀請你參與的、一場又一場的遊戲。 

整合與創新，讓消費者能使

用產品的同時，在生活與工作中獲得樂趣。BenQ 對於生活中快樂、享受的要

求，與弄臣的形象不謀而合，兩者都是希望快樂地活在當下，不停創造新的

歡笑來照亮世界。下表 4-18 列出幾個弄臣的動機層次。 

弄臣的動機層次 

告訴你唯有快樂地活在當下才是真正享受人生。此

BenQ 身為科技領域中的年輕品牌，希望透過

表 4- 18

弄臣 

動力 厭倦、無聊 

層次一 像一場遊戲、樂趣 生命就

層次二 
將聰明才智用來玩弄別人、從麻煩脫身、找出避開障礙的門

路、變身 

層次三 體驗人生就趁現在、只在乎今天 

來源：整理自 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從弄臣的動機層次中可以發現，其對於生活、體驗遊戲、樂趣的關注，

與 BenQ 企圖透過產品改變消費者生活的企圖相同。因此，兩者都同樣不停

地追求生命當下的歡樂、體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用幽默、輕鬆的態度看這

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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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與延伸認同 

。其品牌名稱（B、

E、N、Q），即是由「Bringing Enjoyment and Quality to Life」所濃縮而成，

明確傳達出其追求的目標：「享受快樂科技」，希望消費者可以透過其產品，

享受數位生活所帶來的創新與便利，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獲得樂趣。 

dentification）時，

提出四大中心個性元素：V 活亮麗）、Original（原創新意）、Enjoyable

（會心莞爾）與 Genuine（真誠實在）。明基全球營銷總部總經理王文燦認為，

這些特質符合 BenQ 主要的基本品牌精神，亦與董事長李焜耀當初所定下的

企業使命感方向：「傳達資訊生活的真善美」有所共鳴，代表品牌策略一路走

來是正確無誤的。 

而在數位產 BenQ 將自己定位為幾個不同的角色，包含：數位

導先驅 的設計美學。這些角色代

表了 BenQ 在其品牌精神下所發展而出的特殊地位與能力，亦是其基本認同

的延伸，顯現 BenQ 能做什麼、將要做什麼，透過行為來實踐品牌認同與精

神。因此可以推知，這些角色就是 BenQ 的延伸認同，用來更完整地傳達產

品的定位與品牌意義，建立和消費者間的忠誠、良好關係。下表 4-19 列出

BenQ 的基本與延伸認同。 

4.2.3 「明基電通（BenQ）」之品牌認同前段流程檢驗 

2001 年底，BenQ 脫離宏碁自立門戶，穿上紫色新裝

2003 年，BenQ 在制訂新企業視覺識別（VI：Visual I

ivid（鮮

業領域中，

整合的領 、數位顯示的核心技術、數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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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 BenQ 的基本與延伸認同 

基本認同 

享受快樂科技 

Vivid（鮮活亮麗） 

Original（原創新意） 

Enjoyable（會心莞爾） 

Genuine（真誠實在） 

延伸認同 

數

領導技術 

a. BenQ 已在電腦及通訊領域的研發製造上累積了二十年經

驗與實力，從投入電腦週邊設備到跨足通訊技術、進而進

軍 TFT-LCD 產業、再到精研數位儲存科技。 

b. 為確保獨特的創新競爭力，BenQ 每年提撥數千萬美元作

為研發經費，並擁有眾多國際研發中心。 

c. BenQ 除了擁有完整的研發團隊，更水平整合通訊、數位

位整合的 

媒體、視訊、影像與光電儲存等技術能力，並藉由集團公

司的專業分工，掌握關鍵技術與零組件。 

數位顯示的 

a. 眾所週知，未來科技產品的設計走向以視聽享受為重心，

無論電腦、液晶顯示器、數位電視或手機，絕對需要藉由

液晶面板強化產品功能。BenQ 專研「Crystal」LCD 液晶

面板核心技術，目前位居全球第三大液晶顯示器製造商，

掌握關鍵技術，不需外界奧援。 

b. 2004 年，BenQ 推出 Senseye™ Technology，是一種能夠呼

應人眼需求、主動改善品質的純數位影像強化技術。 

核心技術 

數位生活的 
設計美學 

a. 2003 年，BenQ 成立「數位時尚設計中心」，並獨創「兩



 

 88

元

b. 在產品細節的發展上，設計人員透過大量心理研究與美感

經驗的探討，真切了解人們潛在的渴望，包括造型流行、

色彩偏好、使用慣性等，再經由深入而嚴謹的工業設計流

程，創造兼具實用與美感的產品。 

c. 未來 B 之設計理念，展現獨特的

華人設計領導風格。以萃取中華文化意涵作為概念元素，

再透過西方的工藝技巧、設計語彙，賦予產品人文內涵，

相容」的設計理念。 

enQ 期許以「東體西形」

並兼具現代感與時尚感，創造出結合東西方優點的完美設

計。 

來源：http://www.benq.com.tw/，並經本研究修訂

檢視 BenQ 的核心認同，可以發現其與弄臣的各種特性相當接近，從最

初的「享受快樂

每一次的產品使用

界線的模糊化，是 間、享受生活

的態度相同。 

Vivid（鮮活亮

成元素。Original（

趣味連結的欲求。 對應至弄臣誠實坦言、

不具心機的天真  

科技」，就浮現出一個輕鬆自在、無拘無束的歡樂形象，強調

經驗，都是愉悅沒有負擔的歷程。BenQ 認為工作與玩樂間

其產品所意欲提供的效果，這與弄臣遊戲人

麗）的特質，與弄臣鮮豔大膽的衣著與裝扮，有同樣的構

原創新意）的特質，則與弄臣勇於打破規矩、挑戰既定現

Enjoyable（會心莞爾）的特質，則可滿足弄臣追求享樂和

Genuine（真誠實在）的特質，則可

實的行為相呼應。

直率。下表 4-20 整理列出 BenQ 核心認同與弄臣原型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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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臣原型的連結 4- 20 BenQ 核心認同與弄

BenQ 的核心認同  弄臣的特質  

享受快樂科技 享受快樂人生 

Vivid（鮮活亮麗） 鮮豔多彩的穿著 

Original（原創 、違反規定 新意） 打破規矩

Enjoyable（會心莞爾） 遊戲玩鬧 

Genuine（真誠實在） 直言不諱 

來源：本研究

BenQ 的核心認同與弄臣原型相當匹配、接近，也具完整的個性和特質，

相對來說，其延伸認同就無法完全支撐其核心認同。BenQ 定義的三大角色：

數位整合的領導先驅、數位

技術與能力角度出發，但並未明確表示要如何透過這些角色的作為，來傳遞

核心的精神與認同。 

收斂到品牌的基本精神面。BenQ 應嘗試定義出較具體的延伸

認同定位和作為，並考慮與最核心的基本認同是否相呼應，才能讓企業內外

都有一個固定的形象與判斷準則，確實累積品牌資產與意義。 

顯示的核心技術、數位生活的設計美學，大多由

例如數位生活設計美學中的「『東體西形』之設計理念」，其實與核心

精神並無強烈連結，而較偏向美學的設計理念，「東西融合」的精神內涵也

過於廣泛，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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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牌個性 

參考 BenQ 的基本與延伸認同，再配合品牌個性尺度分析，可推導出下

表 4-21 BenQ 品牌個性。 

4- 21 BenQ 的品牌

中的

表 個性 

個性要素 個性面向 

純真 愉悅面向：享受生活中的樂趣 

有朝氣面向：活潑大膽 

富想像面向：創意 刺激 

最新面向：領先的科技 

可信賴面向：真誠 
稱職 

聰明面：數位生活的整合者 

教養 迷人面向：一同歡樂的伙伴、具美感的設計 

強壯 無 

來源：本研究

從上述的品牌性格分析，可以發現 BenQ 的個性特質就是一個活潑好動、

風趣幽默的數位生活享受者，以大膽的創意，率先嘗試新的生活方式與風格。

這樣的形象可以說是現代數位生活的弄臣，以一種開放、輕鬆的態度面對工

作與生活，藉由使用新的數位整合產品模糊這兩者間的界線，追求樂趣和突

破，並講求獨特的設計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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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追求創新，要求風格與品質，不再清楚劃

分工作與玩樂，心中渴望快樂、自由、簡單，他們期望的，是一種可以讓生

活更有樂趣的數位科技產品。 

解這種期望，並全力

擁有 BenQ，享受快樂科技」 

enq.com.tw/）。 

文字可以推知，BenQ 設定的顧客形象是追求風格與品味的客戶，

且不安於現狀，時時追求改變與刺激。這類型的人走在時代的尖端，願意嘗

試能改善人生的新事物、新生活方式，追求生活整體的快樂與品質，並非如

傳統般刻意劃分出工作與玩樂的不同時段。而 BenQ 對這種客戶來說，是通

往理想的路徑、生活樂趣的提供者，藉由 BenQ 的技術、設計與理念，享受

數位

透過兩種特色來經營其與顧客的關係，一是「享受」，亦即追求顧

客在使用 的產品時是自由、舒適、符合使用情境、無負擔的。另一則

是「樂趣」，希望顧客在使用的過程中是愉悅的，不論在何種情境下，每一件

透過產品完成的事都能充滿快樂。而這兩大特質，皆能經由 BenQ 研發、設

計而出的數位產品，進入每一個顧客的生活中。BenQ 期望透過功能整合化、

外型精心設計的「網路時尚產品」，讓使用者能輕鬆自在地透過視覺、聽覺、

觸覺，甚至是嗅覺，感受科技帶來的歡樂與便利。 

c. 品牌—顧客

「對新世代消費者而言，他們所崇尚的數位生活，有著與以往截然不同

的價值標準。他們是新興行動派

BenQ 了 朝這目標努力前進。 

（來源：http://www.b

從上述

科技為生活帶來的快樂和新意。 

BenQ

BenQ



 

 92

客形象與其品牌形象是一致的，也就是「弄臣」原型，

而其所提出的「『擁有』BenQ，享受快樂科技」，代表 BenQ 是通往理想生活

的鑰匙，也是顧客的理想形象表徵。 

BenQ 所設定的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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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a. 企業組織屬性 

受到「高度」重視的設計 

2001 年秋，正值其脫離宏碁成為自創品牌之際，BenQ 以原有的設計隊伍

為基礎成立了「工業設計中心」，直接隸屬於全球行銷總部。2003 年 4 月，

隨著組織定位的深化與調整，明基將「工業設計中心」更名為「數位時尚設

計中心（Lifestyle Design Center）」。 

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辦公室，高居明基內湖大樓 13 樓，正位於 14

樓董事長李焜耀的辦公室、與 12 樓全球品牌辦公室之間。董事長、品牌行銷

人員、設計團隊等三邊人馬，可以直接就產品、設計、行銷等問題面對面溝

通、交換意見，形成支撐 BenQ 品牌的黃金三角。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身處於公司幾乎最好的樓層，空間寬敞舒適，氣氛也

不若一般辦公室內的緊張壓迫，而是寬鬆自由。辦公室的空間配置除了座位

外，還包含設計工作室、Demo Room、資料圖書室、會議室與專案討論室等。

這裡是明基總部的最高機密禁地，必須搭乘專用電梯進入，董事長李焜耀還

規定其他部門員工不得進入設計中心，只有少部分高階主管才能獲准進入。 

這些最「尊貴」的高規格待遇，代表 BenQ 對設計團隊的禮遇和重視，

其在此領域的長期耕耘與付出有目共睹，是華人企業中少數極早就認知到工

業設計（ID：Industrial Design）重要性的集團。重視設計的目的就是希望 BenQ

這個新生的品牌，能在一問世時即以高水準的 ID 震撼市場，引起廣泛的注

意，並準確地將「享受快樂科技」的品牌理念透過設計傳達給社會大眾。這

 「明基電通（BenQ）」之品牌認同中段流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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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對品牌

形象、定位有清楚的策略與高度的投入和堅持。 

將設計主管層級拉高，就是提升設計水準的第一要務，而每年由明基董

事長李焜耀領軍的明基集團高階主管玉山登頂活動中，都能看到 BenQ 數位

時尚

事實上，不只是三星，包括諾基亞（Nokia）、蘋果電腦（Apple）等以設

計聞

設計

BenQ 在成立兩年後，將原來的「工業設計中心」更名為「數位時尚設計

中心（Lifestyle Design Center）」。一如其名，BenQ 擴大了對「設計」層面的

演繹，不是單純追求外型的設計感，而是更進一步強調消費者分析、生活形

態研究、人機界面設計等心理影響因素。BenQ 不只要設計「產品」，更企圖

設計

Lifestyle 的設計，是希望產品能反映出生活型態與趨勢，連結消費者的需

求與期望，透過賦予產品更多的情感意義，與消費者產生共鳴。那麼，產品

將不再只是單純的工具或用品，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味的象徵。要達成這

個作法也顯示了 BenQ 在一開始時就瞄準「經營自有品牌

設計中心總監王千睿的身影。若高層在決策過程中有一個身在設計領域

的成員參與，「設計」當然不會被遺漏或忽略，例如三星（Samsung）設計部

門的最高主管，目前也是董事會的一員。 

名的國際品牌，其設計部門的位階也都相當地高。BenQ 數位時尚設計中

心總監王千睿認為：「在最初階段的決策就把設計納入，才能夠讓設計成為

策略執行的一環。」BenQ 就是因為確實執行這個理念，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

就將工業設計變成品牌的競爭優勢來源。 

‧設計生活 

數位時代的新「生活形態（Lifestyle）」。這樣的作法除了強化市場導向

外，也希望能更精準地體現出 BenQ「Bringing Enjoyment and Quality to Life」

的品牌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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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先從目標族群的美感

經驗中去研究感性需求，以及由使用行為與使用情境中去分析出理性需要，

如此一來，所設計的產品才能更貼近消費者真正的需求（e 天下，2004）。 

與世代的思維模式等等。若只從

自身的角度去臆想或猜測消費者的想法，難免會產生偏差與不足，所以需要

透過更多的設計研究與美感經驗的建立，並且更真切地瞭解消費者潛在的渴

望。等對於消費者的造型與色彩偏好、生活型態、使用習慣等有更深入的瞭

解後，再透過工業設計創造產品的核心價值（e 天下，2004）。 

架構中，有負責各式不同領域與

學科的人才，並非單純由工業設計師所組成，設計部門已不像過去大家所認

知的那樣只負責外觀造型。其組織內的功能包括： 

1. 專門從事消費生活型態與趨勢研究的團隊，從美感經驗、使用情境、

用戶行為等層面的調查，尋找消費者對產品理性與感性的需求與期

待。 

2. 專注在消費者的產品操作行為與人機界面的團隊。 

3. 負責電腦輔助設計與設計溝通平臺的團隊。 

4. 從事通常所說的 Industrial Design（工業設計）工作的團隊。 

5. 尋找新的材質與新的表面處理方式的團隊。 

樣的目標，必須從市場的角度出發，並認知到品牌經營為市場與消費者導向，

工業設計的內涵也比以往的瞭解更加深層。設計者

為達到這個目標，Lifestyle Design Center 面對了比以往更多的重要研究課

題，需要瞭解影響人的使用行為與習慣的眾多因素：包含社會型態、文化習

慣、區域種族及時代背景，不同國家、文化

因此在 BenQ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組織

6. 透過不同的媒介載體與內容形式，為產品說故事，與顧客溝通設計

理念的團隊。 

7. 為新的產品設計樣式打造模型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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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設計在線，2004） 

國際的華人品牌 

在宮廷中的地位，直接

服侍於君 

主之

的行為。 ，弄臣也是這個國家歡笑與活力的來源，對 lifestyle 的研究，

就如同 的核心之處。

因此， 時還有些逾越份際，

卻依然 ，而

讓數位

8. 設計各種產品配件與周邊的細節，提升產品整體魅力的團隊。 

9. 從事設計管理，如制定標準色澤的團隊。 

從「製造導向」、「產品導向」轉到「品牌導向」的柔性訴求，Lifestyle 

Design Center 在 BenQ 所扮演的是創造產品價值的關鍵角色。從消費者的生活

形態到品牌形象的建立，都是努力的目標，因此，其使命是建立起設計的專

業價值。設計能力必須先提升到世界水準，進而取得國際的認同，最後進一

步讓 BenQ 的設計成為華人設計潮流的領導者，創造一個屬於華人與東方的

設計風格，以華人的品味設計在世界的舞臺上散發光芒 

BenQ 的數位時尚設計中心，被設定在企業中相當高的層級，設計中心的

主管還能直接參與決策，設計中心的運作也被賦予相當大的發揮空間，還配

有較優質的工作環境。這樣的作法，就如同一位弄臣

側，對國事擁有發言參與權，並且被允許較為離經叛道、嬉笑怒罵

但同時

弄臣對人性的觀察與好奇，往往還能因此直接指出事情

雖然弄臣的行為與外表都與其他人不同，甚至有

能獲得君王的寵愛與重用，BenQ 也是因為體認到這樣的重要地位

時尚中心享有特殊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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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

「人才的異質性很重要，這樣才會激發不同的創意。同質性太高，思惟

模式會

— BenQ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總監 王千睿 

1966 年出生，畢業於輔大應用美術系與德國斯圖嘉特（Stuttgart）國家造

型藝術學院的王千睿，目前擔任 BenQ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總監。他認為選才

的首要標準就是「心胸開闊」，如此才能敏銳地瞭解不同族群的需求。BenQ

的設

與眾不同的工作文化 

設計中心在運作上堅持營造設計師的專屬工作環境，並建立和其他員工

不同的績效考核制度。設計中心採取彈性上班制，不像其他別的部門必須在

八點打卡上班，甚至可以隨時翹班看展覽、參加活動，在公司外找尋靈感。

為了累積創意的能量，設計人員四處吸收新的刺激、跳脫科技領域向異業取

經的作法是被鼓勵的。BenQ 董事長李焜耀認為：「必須要給創意團隊更多的

心靈空間，少一點限制。」 

設計中心的工作氣氛也富有相當的活力，辦公室定期會舉辦布置比賽，

激盪各小組的集體創意。例如 UI（人機介面）小組用黃黑色板，為每個人設

業文化 

太一致。」 

七十多人的 BenQ 設計團隊，來自於十多個不同的學校科系，選才並不

限於某些名校的畢業生，成員背景各式各樣，有人曾任文字記者、有學建築、

工業設計、機械、社會學、認知心理學... 

計團隊所擔任的工作不是工業藝術家（industry artist），而是工業設計師

（industry designer），且要完成一個好的產品須與不同的人相互配合，著重團

隊合作的精神，無法容忍太多的個人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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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團隊就用空白 CD 片與盒子拼貼一幅壁畫。此外，週

五還會訂定不同的主題日，例如主題是「夏日花紅西瓜」，大家就穿上夏日

休閒裝，還有人買了兩個大西瓜，全體邊吃邊拍照留念。設計中心透過多變

的點子激盪與活動設計，達到「設計生活化」的效果，以擺脫傳統辦公室的

沈悶與一成不變，活化工作的氣氛。

意的動能。」 

培養對生活的敏銳度 

BenQ 設計中心除了鼓勵設計人員平日多看展覽外，也經常會主動安排一

些人去參與國際展覽，比如米蘭家具展、法蘭克福禮品展等，並將旅遊、觀

察的

除了實際到世界各地體驗不同生活外，BenQ 也舉與兩廳院合作辦了一系

列藝文課程，希望透過這些訓練，讓所有人員在台灣就能悠遊世界各地的文

化內涵，培養更貼近人群的文化修養。BenQ 要設計人員在考慮產品的功能性

訴求

計看板；影像

 

設計中心還有另外一項特殊的權力，那就是有時也被允許做一些純設計

的東西，不一定要考慮量產化的問題。這是因為董事長李焜耀認為：「偶而

給予設計師做純設計的空間，才可以保持創

在講求「效率、紀律、戰鬥力、執行力」的公司文化中，BenQ 設計中心

自由、開放的創意管理方式顯得相當異類。而這樣的氣氛與文化受到公司高

層刻意地重重保護，為的就是要讓創意有自在成長、茁壯的空間，避免被其

他部門的工作文化所「同化」。 

心得分享給所有同事。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總監王千睿希望設計人員出國

時自己找旅館、搭地鐵與公車，深入地瞭解各地的生活型態，以獲得更多的

新想法，而非跟著一般參訪或旅遊團，團進團出走馬看花。 

之餘，還能思考與消費者的互動，挖掘人性心理的需求。要設計符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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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時尚設計中心設計總監王千睿，是與兩廳院合作藝文訓練的幕後推

手，他認為國內的工業設計思惟過於單一，多從理工的角度出發而缺乏人味。

而王千睿的妻子陳國珍是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助理教授，並擔任兩廳院藝文

講座

入一座又一座的

異國城市。這些課程被設定為 BenQ 的企業內部訓練，而非一般所認知的員

工福利活動，就是希望能全面加強培育員工的人文思維與內涵。 

文綺想世界，還不如善加運用幻燈片、現

場演奏、肢體表演等方式，讓科技人實際體驗「美的感動」。感動其實難以

用言語或文字精確地傳達給他人，必須靠自身去想像、體會，才能真正瞭解、

內化

藝文講座的訓練，是希望能讓員工對生活更「敏銳（sensitive）」、更願

意去「體驗人際間的感動」。一個成功的科技產品，其本質就是要能反映社

會趨勢背後的必然，所以要懂得問「為什麼」，而不是僅以技術思惟出發，

添加

BenQ 的核心價值，藉由員工的藝文洗禮得到淬鍊。 

活形態的數位時尚產品，唯有經由科技與藝文的結合，才能創造最高的附加

價值，累積品牌的軟性資產。 

講師，夫婦倆基於對藝文的喜好衍生出帶領團隊「上美術課」的構想，

這個點子立即獲得董事長李焜耀的大力支持。於是，BenQ 與兩廳院協辦、策

劃了「城市藝文講座」，透過一連串的課程訓練帶領員工深

兩廳院節目企劃部經理李惠美與 BenQ 在討論講座內容和形式時，就認

為與其用大量的辭藻去建構一個藝

。於是，藉由音樂、建築、多媒體與表演藝術的多重組合，BenQ 員工已

經陸續暢遊了布拉格、維也納、紐約、東京等著名城市。 

了一堆炫目的功能、特效，但卻無法與消費者溝通，滿足其內心真正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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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工其實都需要人文的素養。以業務人員

為例，在環遊世界拓展業務的同時，如果對當地歷史文化有更深入的瞭解、

體認，必定能快速地拉近彼此的距離。若初次見面時就單刀直入地談產品規

格、價格、市占率，絕對不如談建築、歷史、音樂來的親切近人。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異質化」、「彈性上班」、「鼓勵看展」、「活化

辦公

有一些弄臣原型的企業組織，花費了許多的心力將工作玩樂化，真正模

糊工 公司，就將牆壁畫

成冰淇淋風味的壁畫，有些地板還可以跳；位於邁阿密的漢堡王總部，則將

BenQ 成功的藝文講座，已經推行到全企業內部，成為例行的員工訓練，

因為不僅是工程設計師，全企業

BenQ 設計中心成立以來屢屢在國際設計大賽中奪獎，讓「工業設計」逐

漸嶄露頭角，成為科技產業的新顯學。BenQ 2006 年在素有設計界「奧斯卡」

獎美名的德國 iF 設計大獎中，全系列產品一共囊括了 17 個獎項，總得獎數

排名全球第 3（僅次於三星、飛利浦），其中手機得獎產品更高達 9 項，遙

遙領先三星、Sony-Ericsson 及 LG（各 2 款手機獲獎）。 

台灣科技廠商看到 BenQ 的傑出成果後紛紛仿效，開始建立自有的工業

設計團隊，甚至重金挖角 BenQ 的人才。但跳槽的人往往又會回到 BenQ，因

為唯有這裡為設計師建構了最適宜的工作環境，也提供了能放手發揮的舞

台。更關鍵的是董事長李焜耀的全心投入與支持，讓設計團隊能持續地成長、

深耕。 

氣氛」、「允許純設計」等作法，都符合弄臣不願意受拘束、自由自在、

對新鮮事物感興趣的個性。但要注意的是，弄臣需要突破、歡樂、引人注目，

BenQ 設計中心雖有許多作為不同於其他部門的管理方式，但仍缺少一種歡

樂、自我、享受的氣氛營造。 

作與玩樂這兩者間的界線。例如 Ben & Jerry＇s 冰淇淋



 

 101

休閒

因此，BenQ 除了將玩樂、活動加入工作以外，更應該營造主動玩樂的工

作精神、態度與氛圍，讓每一位設計中心的員工都認為工作本身就是玩樂的

一部份。弄臣看待世間的一切時，都是帶著正面、幽默、愉悅的眼光，他擅

長在

c. 產品研發流程 

前端：設計先行 

最後就會淪為其他事業部門的繪圖人員。 

點，舉行不同形式的會議。 

空間與工作空間結合在一起，包括一張撞球抬、輪鞋曲棍球、直排輪溜

冰場等等（Margaret Mark & Carol S. Person，2001）。 

生活的每一個小地方尋找歡樂與驚喜。唯有將這種生活態度真正嵌入每

一位員工之中，讓他們「live the life」，而非「do the work」，組織內的弄臣

原型才能真正活起來。 

明基的產品開發都是「設計先行」，也就是由設計師負責產品的前端設

計，至於對外和其他事業群的溝通工作，則是由數位時尚設計中心設計總監

王千睿與專案管理人員負責。BenQ 認為創意環境必須要受到良善的尊重與保

護，否則

而設計時的動腦會議，則是先由「有點理性又帶點感性」的王千睿扮演

「放火」的角色，以天馬行空的發想嘗試打破對主題的既定思維。BenQ 希望

藉由營造自由、輕鬆、開放的開會氣氛，點燃肆無忌憚的創意火苗。設計中

心剛成立時，就曾為了激發不同的創意產出，在辦公室以外的不同地點，例

如陽明山、美麗華百貨公司等景

當設計師開始丟出不同點子後，王千睿會採用「先水平思考，再垂直思

考」的模式來掌控整體流程的進度，亦即先持續鼓勵不同創意的發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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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的品質與時程也需要精準的掌控與管理，創意管理的重心是放

在制訂計畫表中的每一個檢視點（check point）與審核設計的結果上，而非監

控每一個細微的過程。緊迫強盯進度只會令設計人員感到綁手綁腳，不如充

我管理，主管只需偶爾檢視設計成果，並討論是否有新的

發展方向。創意不是可以被「逼」出來的，缺乏點子時，在辦公室耗上二十

四小時也不會有幫助，沒有還是沒有。 

將設計融入流程 

n（觀念構成）階段」，

這個階段會有研究組（research）的人針對目標族群的需求、期望，以及理性

和感性的訴求、生活形態、使用情境與模式等進行研究，就目前市場上現有

產品的問題提出分析，歸納出新產品的機會點。研究完後，設計師就會針對

分析結果找出解決方式，並做出設計提案。 

啟動）」會議。

參與成員包含董事長等高層，以及業務、製造、研發、行銷等事業部的成員，

共同評估產品定位、可行性等要素。當 NPI 會議決定要進行該專案後，各事

業部就會提出各自的問題交回給設計中心，由其針對各部門的回饋意見，進

行再設計或修正。完成這整套的作業流程，大約需要 9 個月的時間。 

利用水平思考將廣度擴大。等待累積到一定的成果後，再將激發出的創意分

成幾大類，針對這幾個範圍進行垂直的深入思考。 

設計師必須不斷地彼此說服，最後共同討論出最佳設計。他們的工作不

是揣摩上意，猜測「長官要什麼」，而是透過團隊創意激盪的方式，型塑出

一個最完美的設計。 

分授權給設計師自

BenQ 目前的設計流程，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一個新想法（idea），再由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接手。之後，會經過一個「ideatio

接著，BenQ 會召開「NPI（New Product Initiation，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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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不同地點舉行會議

來轉變開會的氣氛。但這樣的作法仍顯不足，無法感受到與眾不同的「弄臣」

氣氛。由設計總監王千睿主導的會議缺乏自動自發的活力，這應與組織內尚

未建立深固的弄臣文化有關，故應鼓勵成員表現誇張、聰明、全新看待世界

的行為，甚至把玩具帶到開發會議中，藉此端出越荒唐、瘋狂、自由的點子

越好

d. 產品價值主張 

— 安德列亞‧布蘭吉（Andrea Branzi） 

BenQ 的設計哲理，就是掌握生活形態及設計趨勢，在極冷與極熱的兩端

間遊

從這樣的設計哲理衍生而出的設計理念是「兩元相容（Meeting the 

opposite）」，也就是把 BenQ 的設計視為一種兩元的整合，好比東方與西方、

理性與感性、人文與科技、傳統與前衛、有機與幾何、簡約與奢華等等，為

產品尋找一個「最適切的溫度」。 

兩元相容不是相加除以二的妥協或是沒個性，而是企圖尋找一個最適當

的平衡點。就如同 BenQ 的企業色「紫色」，是象徵理性、嚴謹、工作的「藍」、

與感性、休閒、娛樂的「紅」這兩色的融合。BenQ 大力推行的「感性行銷」，

背後支撐的骨架亦是嚴謹的決策與科學的執行。許多看似矛盾的事物，其實

並不像黑與白、0 與 1 那樣截然對立，而是存在一個融合兩者的並存空間。 

BenQ 在前端的產品設計流程中，放置了「弄臣」原型的一些元素，也就

是允許天馬行空地思考方式與創新點子，甚至還會透

。 

「如果我們可以在溫度錶上檢測設計，會發現極冷的一邊是現代主義或

理性主義，極熱的另一邊則是後現代性的產品。」 

走，尋找最適切的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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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一種有條件的藝術。設計的價值來自於內容與形式相互搭配

的完美展現，將品牌價值傳達到消費者的心中。 

Q 的品牌理念為「享受快樂科技」，希望傳達資訊生活的真、善、美。

因此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是以「人」為核心考量，畢竟決定科技未來發展方向

的，還是「人的價值觀」。BenQ 希望透過設計反映生活形態與設計趨勢，重

拾人

牌，更要進一步地為人

類創造出美好的世界。 

檢視 BenQ「兩元相容」的設計理念，雖能反映組織的能力、優勢，並配

合社會潮流對設計美學有所開創與堅持，但卻無法與其原型相呼應。在 BenQ

的設計理念中，無法看出「享受快樂科技」的理念，也體會不出弄臣歡樂、

嘲諷

對設計師而言，他的任務是以品牌價值觀、及自其產生的設計理念為「內

容」，外顯的造型語言與人機操作介面為「形式」，透過內外的整合一致，為

產品表現意義、賦予生命情感，同時體現設計藝術的價值。 

Ben

與商品之間的關係，於是，產品不再只是功能性的用品，更是一種生活

方式和品味的象徵。BenQ 不只要成為世界級一流的名

、大膽的精神。品牌定位（弄臣原型）中的一些特質未受到刻意表彰，

與「兩元相容」的關連性亦不足，因此，BenQ 或而能設計出帶有特色與風格

的產品，但長期而言，卻無法建立與品牌個性一致的設計風格與觀感，為品

牌資產注入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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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a. 品牌符號 

在創辦品牌之初，明基董事長李焜耀找來當時的宏碁集團品牌管理副總

經理王文燦，一同制訂品牌定位與個性。為了成功打造一個具個性和新意的

品牌，BenQ 花下重金請來之前曾經規劃樂金（LG）、安捷倫（Agilent）、中

華航

「BenQ」取材自「Bringing Enjoyment and Quality to Life」，希望營造出

一股歡樂、輕鬆的感覺，並在一開始就啟用英文字母「Q」字作為對外的視

覺體

IT 產業內的公司大致被分為「紅」、「藍」兩派。「藍」派內的主要代表

是商用電腦的知名品牌，例如 IBM、HP，散發出的特質是專業、速度、科技

感和技術，如同理性的左腦；「紅」派內的主要代表是消費電子的知名品牌，

例如激情、享樂、原創和人性化，如同感性的右腦。BenQ 這個品牌新秀，從

零配件研發、電腦代工的「藍」起家，進攻品牌行銷、消費電子的「紅」，創

造與家庭、個人消費者溝通的機會。因此，紅藍交融的路線就如同 BenQ 的

企業代表色「紫」，不僅兼具兩方之長，更代表與眾不同的歡樂活力。 

BenQ 簡單好記的名稱、帶點跳躍和趣味感的「Q」、亮麗耀眼的紫色標

誌，都傳達出與眾不同、年輕有活力、大膽享樂的感覺。對於一個弄臣品牌

 「明基電通（BenQ）」之品牌認同後段流程檢驗 

空等企業的澳洲知名設計公司朗濤（Landor）設計顧問公司，來為 BenQ

設計品牌名稱。朗濤原本對沒沒無名的明基電通不感興趣，以其公司的知名

度根本不需要接這個案子，但經過王文燦與朗濤的幾次晤談過後，開始漸漸

地對明基電通的品牌計畫感到興趣，最後終於被打動而答應。 

系（VI：Visual identification）代表。決定名稱後，光是設計這四個字的

組合就畫了 2、3 千多種樣子，歷時僅兩個月的過程也創下該設計公司在 8

星期內就創造一個品牌設計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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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小細節設計的

衣服，口袋裡似乎會隨時跳出什麼玩具，等著逗弄他遇見的每一個人。 

b. 視覺影像與隱喻 

最高決策中心，定出整個系統的理論

基礎和行為準則，透過 BI 與 VI 表達出來。 

研究眾多國際知名品牌的發展歷程，幾乎都是以 VI 的設計推動品牌形象

的成

來說，就好比一件色彩鮮豔、造型獨特、且具備讓人會心

2001 年底，BenQ 脫下綠色的 Acer 制服，換上紫色的品牌新裝，正式宣

誓脫離 Acer 家族，「紫色的 BenQ」成為明基電通行銷全球的識別商標。BenQ

為了讓大眾能在短時間內就對這個全新品牌留下深刻印象，啟用英文字母

「Q」字作為對外的視覺體系（VI：Visual identification）代表，透過不停地重

複出現，強化品牌在市場中的知名度、影響力與吸引力。BenQ 藉由傑出的設

計與成功的品牌行銷，迅速地在全球各市場中竄起。 

企業在為品牌與產品塑造一個一致的形象時，慣用的方式是利用企業識

別（CI：Corporate Identity）來鞏固消費者對公司產品、包裝和銷售特色的熟

悉度。CI 系統是由理念識別（MI：Mind Identity）、行為識別（BI：Behavior 

Identity）、視覺識別（VI：Visual Identity）等三方面組成。在 CI 的三大構成

中，真正的核心是 MI，它是整個 CI 的

VI 最主要的功能是對外的溝通，透過將企業的一切可視事物進行統一的

視覺識別表現標準化、專有化，層面最廣，效果直接，將企業形象傳達給社

會大眾。VI 就是品牌的視覺代言， 應該要能跨越不同語言、文化的障礙，與

消費者的心進行直接的交流。VI 能發揚企業的宣傳理念，展現貼近市場的親

和力，在推廣方面佔有關鍵地位。 

功案例。因此，一個品牌想要在市場中凸顯自己的個性，並在消費者心

目中建立起獨特的形象，就必須設法達到品牌差異化，區別自己和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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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Q 在北京新世紀飯店召開新聞發佈會，向媒體展現了其

全新的視覺體系，它將取代原來的「Q」視覺體系，全面包裝在 BenQ 的每一

款產品上。 

支撐，若是無法透過

一種媒介確實地將這些意義傳達給消費者，勢必難以打造強勢、長久的品牌。

BenQ 發現，圖像式的「視覺溝通」是一種沒有疆界的「世界語」，可以突破

隔閡彼此的文化或語言上的溝通屏障，引發目標消費者的廣泛共鳴。若能全

面成功打造新的 VI，就是能學會說一種「全世界共通的語言」。 

案於 1924 年註冊成商標，紅

色、駱駝色、黑色和白色的格子迅速成為其產品的代名詞。在傳承和創新兼

具的經營方式下，Burberry 的經典格紋成功地從服裝、配飾擴展到居家用品

等各個領域，經歷近百年而盛名不衰。 

」的時代需求，BenQ 決定推出具有濃重

國際化色彩和強烈視覺衝擊力的新 VI 設計，利用視覺訴求將公司形象深植於

消費者內心，透過獨特的視覺語言傳遞品牌背後的價值與精神。 

間的不同特質。BenQ 雖然具有明確的 CI，但以「Q」為中心的 VI 卻不夠強

烈有特色，能搭載的訊息有限，有時無法完全展現品牌的內涵、價值與個性

2003 年 8 月，Be

選擇改用新 VI，一部份是因為原先的「Q」體系特質不夠強烈，且延伸

性較低。另一大部分，則是因為 BenQ 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發現跨國界與文

化的溝通是一大問題，不同地域與背景的消費者，具有不同文化和語言的障

礙。並且，品牌的建立需要全球統一的內涵與價值觀的

以精品服飾界的知名品牌 Burberry 為例，其經典「Burberry 格紋」就是品

牌的代表。這種帶有濃郁蘇格蘭風情的格子圖

從世界變遷的角度來看，多樣、爆炸的資訊，正將人類經驗推往「視覺

化」蓬勃發展。為了切合「視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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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Vivid）；是原創的、與眾不同的（Original）；是令人快樂的、讓客戶會

心一笑的（Enjoyable）；是真誠的、值得信賴的品牌，說的到、做的到（Genuine）。 

個性與品牌價值之後，BenQ 認為自己是「有機的」，從有形逐

漸轉變成無形 — 也就是從有形的「有機體」變成無形的「自然機體」。設計

公司發現，蝴蝶多變的羽翼成了符合定義的最佳素材。於是，新的視覺體系

就從蝴蝶圖案開始。 

標誌的熟悉，馬上就能「找得到」；

那麼，新 VI 的昇華，就是讓消費者透過整體視覺印象能「一眼看出來」。    

到蝴蝶絢

麗的影子，是更理想的視覺承載體。此外，還可透過不同圖案與色彩的排列

要打造適合的 VI，首先要找出符合的品牌個性與特質，因為這些因素會

影響日後廣告與產品包裝的調性。BenQ 將自己定義為：是生動活潑的、耀眼

釐清品牌

翩翩飛舞的蝴蝶，是大自然最美麗、最具生命力的風景之一。蝴蝶給人

的感覺是容易親近的，充滿歡樂氣息，每一雙翅膀皆色彩亮麗、耀眼動人。

並且每一隻蝴蝶都是獨特的、具原創性的，源於原始、自然，BenQ 認為，選

用蝴蝶正好呼應「享受快樂科技」的品牌精神，並能表達對大自然美麗和生

命力的讚嘆。 

國際著名設計大師 Ken Cato 從大自然中收集了兩千多隻蝴蝶，並從中挑

選最美麗的蝴蝶羽翼，運用其多彩圖案作為 BenQ 新 VI 設計的主要元素。羽

翼的精髓發展為有機造型，紋路則用來象徵蝴蝶翩翩飛舞的美麗特質，蝴蝶

羽翼的「多變」及「絢麗」透過新 VI 滲透到了產品形象中。如果說以「Q」

為載體的原 VI，其使命是讓消費者藉由對

找到蝴蝶作為新 VI 的設計核心後，設計公司將蝴蝶羽翼昇華成為基本型

態，只留下精髓的「有機造型」，再配蝴蝶本身不同的「紋路圖案」，做為往

後產品的設計基調，包括產品、包裝、陳列看板等等，都可從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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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目的，且具有更強大的視覺衝擊。 

科技」。 

質。另外，蝴蝶代表「大自然生命力」則和「享受快樂科技」

彼此無明確、清楚的聯結，BenQ 亦未定義其與品牌精神的關係，或將會如何

運用此一特點來支撐品牌核心認同，略顯不足。 

 

，分別代表不同的消費市場。例如，針對男性或女性的不同消費群，所

設計的紋路圖案就會截然不同，完全脫離了傳統科技產品採用單一色調的形

象。這樣統一的視覺傳達架構也影響了 BenQ 的廣告，表現方式將不同於以

往。以往各式的廣告常以人或語言來演繹主題，但今後只要用圖案就可達到

啟用新 VI 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只要消費者一看到有機圖案，就知道那是

BenQ，並立即聯想到背後代表的品牌意義與精神，真心相信只要選擇了這項

產品，就能「享受快樂

以品牌打造的過程來說，建立起屬於自我的強烈 VI 是極佳的切入點，分

析選用「蝴蝶」作為表達主軸來呈現 Vivid（鮮活亮麗）、Original（原創新意）、

Enjoyable（會心莞爾）、Genuine（真誠實在）等四大特點，其中蝶翼多變、

絢麗、原創等概念與 BenQ 整體設定的弄臣主軸較為符合，可惜並未加強凸

顯「樂趣」的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