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命題討論 

 

第一節 個案分析 

 

一、個案的整理與分析 

由上述的個案內容整理，可將廠商的自創品牌模式分為兩類，權

變因素為該產業的技術成熟度的高或低。利用圖 5-1,5-2 來表達各時

期，廠商主要解決的成本，另外則為解決的媒介。此處的技術成熟度

可被視為上游供應商的多寡，及製造生產技術的普遍性等。 

模式一： 

技術成熟度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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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技術成熟度低時，廠商解決 4C 的順序 

個案中的法藍瓷的永暢實業及憶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永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模式，皆可略以此模型代表之。當然，不同產業、

環境、能力的廠商的發展歷程、作法有稍些不同，但背後欲解決的成

本順序確如圖 5-1 所示。 

海暢實業-Franz(法藍瓷) 

初期的海暢實業在 OEM 及 ODM 時期（1969 年-2001 年），在這三十

年的過程中累積了許多製造技術方面的能力，且力求創新改進，利用

高科技技術，進行設計生產，只有在上色的時候用人工手繪，且至大

陸設廠製造、上色，壓低人工成本，因此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相當低。

另外，資訊蒐集成本方面，在推出自創品牌法藍瓷之前，先參加大型

的展覽，有效接觸目標顧客。在 2002 年 ，推出以蝴蝶為設計主題

的法藍瓷系列產品，參加美國各大秀展，在紐約禮品展中被票選為「最

佳禮品收藏獎」且獲各國代理商接洽。道德危機成本在陶瓷產業中的

重要性較低，瓷器只要不破碎都有一定的壽命年限，故這項成本較不

會成為消費者的主要考量。當這三項成本有一定的競爭力時，自創品

牌成功的可能性也較大。 

憶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憶聲電子，也是替 Philips、Sanyo、Samsung 等品牌大廠 OEM 來

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不同的是，它採取替世界級通路商 Best Buy, 

Circuitcity, Radio Shack、法商 Carrefour 等合作，先降低通路商



對其的 4C 成本，穩固彼此的合作關係。之後，利用通路商來幫助自

己降低消費者對憶聲的資訊蒐集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 

永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而永裕不論是先前的利基市場或後來的大眾市場，都是以降低外

顯單位效益成本為主，之後再降低資訊收集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在

小眾市場時，永裕的主機板製造技術相當好，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很

低。因為目標是小眾市場，他們評估可以負擔品牌在小眾市場的行銷

費用，故先建立品牌，利用品牌當媒介來降低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

機成本。當永裕的目標市場轉為一般大眾，產品也從主機板轉為整部

的電腦系統時。永裕的也是去替品牌大廠 IBM、Fuji、Hitachi 等大

廠代工，來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再利用之前在小眾市場的主機板

品牌形象的移轉，來協助自己解決在大眾市場的資訊搜尋成本及道德

危機成本。 

三個個案因為產業環境及當時情況的不同，導致表面上的作法都

不同，但欲解決的成本順序皆同，實為殊途同歸。 

 

模式二： 

技術成熟度高時 



 
圖 5-2 技術成熟度高時，廠商解決 4C 的順序 

 

個案中聯強國際的自創品牌模式，可以此模型代表之。當一個產

業的技術相當成熟時，知識外溢使得相似的供應商相當多，宛如完全

競爭市場。雙方的效益、價格、成本相差無幾，外顯單位效益成本變

得不再重要。當廠商的其他三項成本，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

及專屬陷入成本，便成為是否自創品牌的關鍵因素。 

聯強國際 

聯強國際初期是通路商的角色，經過五年的時間，成為國內通路

業的霸主，過程中解決了消費者的資訊蒐集成本，降低了道德危機成

本，且特有的軟硬體使用知識，建立了專屬陷入成本。消費者對聯強

的通路品牌，產生了很強的依賴性。1993 年起，電腦產業的製造技

術日趨成熟，電腦的供應製造廠商眾多，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已不是競

爭優勢的來源。因此，擁有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的聯強開始

推出以自有品牌 Lemel 命名的組裝電腦，將通路品牌移轉為產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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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該品牌形象雖無法全部移轉，但對降低消費者對 Lemel 電腦產品

的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及建立了專屬陷入成本，有相當大

的幫助。因為在四項成本都非常有競爭力，聯強推出自有品牌 Lemel

相當成功。 

 

第二節 命題討論 

 

、命題 

討論與分析，對台灣廠商在採行自創品牌決策時的考

量進

 

不同

一

整合個案之

行以下三個命題推論。 

命題一 

若目標是利基市場(niche market)、小眾市場，在進入該產業初

期，廠商比較會採行『自創品牌』之方式，來進入該市場。 

利基市場、小眾市場的消費者的偏好需求，與大眾市場有很大的

。在當產品的功能設計相當優良時效益很高，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相當低時，廠商便會自創品牌。因為目標是小眾市場時，要解決資訊

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建立專屬陷入成本的時間、花費，都比大

眾市場來的低很多。故在小眾市場中，產品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很強



時，廠商多會選擇開始自創品牌。之後，再透過品牌當媒介，來降低

消費者的資訊收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並建立專屬陷入成本。故當

建立品牌後，要解決其他三項成本的花費是廠商可以負擔的話，他們

會選擇在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很有競爭後，便自創品牌。 

由此次的個案分析可以發現，永裕的第一個時期-1998 年的主機

板 OBM 時期，符合此一命題。永裕具備精良的主機板製造技術，初期

專門針對國內外的 DIY 組裝市場推出自有品牌的主機板，目標顧客是

電腦玩家，這小眾市場中採行『自有品牌』的策略。使用推的銷售策

略，當消費者到通路商購買主機板時，由通路商來推薦永裕的主機

板，並且詳細介紹其功能、優缺點等，和其他產品搭配的整套服務等，

且玩家間的口耳相傳，降低了資訊蒐集成本。此外，玩家消費者因為

較常自己去購買電腦零件，與同樣瞭解電腦的通路商交換資訊，彼此

已建立一定的關係，故由通路商來介紹可降低道德危機成本。並且利

用經銷網路將消費者的 Feedback 傳回公司，用來瞭解消費者，精益

求精以提升消費者效益，期望將來拓充到大眾市場。主機板技術優良

經得起考驗，長期下來，凡電腦玩家都是採用永裕的主機板，形成品

牌特有的群體壓力，形成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 

 

 



 
命題二 

 

（1）以 OEM 起家，學習大廠的 know how，來訓練增強本身的製

造技術、設計能力，以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在 OEM 的過程中再利

用各種方式，如爭取維修服務的機會來接觸消費者，或掛上大廠品牌

及自己的品牌等，來降低消費者的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會

採用作法一是因為(a)替大廠代工是讓技術進步，能力增強最快的方

式。（b）並不是每個產業的通路商有能力且都會推出 in–house 

brand，若將目標放在製造替通路商製造 in–house brand，會產生

訂單量不大且不穩定的疑慮。 

整理分析個案後發現，永裕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以及海暢實

若目標為大眾市場，會先以 OEM 起家來磨練本身的製造技術，

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之後，解決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

成本及建立專屬陷入成本的方式，會出現兩種作法。 

(1) 由自己本身利用替大廠代工的過程，製造接觸消費者的機

會，來解決三項成本。 

(2) 藉由通路商來幫助自己解決這三項成本。 

當廠商認為對消費者的這三項成本相對於其他競爭者低時，比

較會自創品牌。 



業的

Y 組裝市場中經營

了十

實業初期，替國際大廠 OEM，訓練製造、設計技術，並透過

大廠

法藍瓷符合該項命題。兩者都是利用在 OEM 時期訓練本身的製造

設計能力，將外顯單位效益成本降到最低。同時在過程中設法接觸顧

客已降低本身的資訊蒐集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 

永裕在第一階段的主機板 OBM 時期，小眾的 DI

多年，降低主機板品質佳故障率低，深受玩家喜愛。長期下來，

降低了顧客對其主機板的資訊蒐集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之後，為

追求更高的利潤，將目標轉向大眾市場，計畫推出整套的電腦系統。

於是在 1998 年時，進入第二階段替電腦大廠 OEM時期主要是利用 OEM

厚植其電腦系統設計、製造能力，降低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等到設計、

製造能力有一定的競爭力，能充分降低消費者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時。且主機板形象外溢的效果，降低消費者部分的資訊蒐集成本，及

道德危機成本後，及推出自有品牌為第三階段的電腦系統的 OBM 時

期。例外必須提到的是，推出自有品牌的電腦系統時，仍維持一定比

例的 OEM 和單銷售主機板到國內外市場的比例，目的厚植設計能力、

分擔自創品牌成本，分散經營風險，以維持公司的營運穩定，以及保

持對國外市場的瞭解及和貿易商的合作關係，為成為全球性品牌鋪

路。 

海暢

獲得消費者資訊。之後的 ODM 時期開始自行設計部分商品，由消



費者的 Feedback 去修正本身的設計方向。2002 年時推出自有品牌

Franz，主打自然生物花、鳥、蟲、魚等，手工繪圖栩栩如生，打著

中國五百年的陶彩文化，定價方面也只有競爭對手的三分之一左右，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相當低。再推出自有品牌之前，以蝴蝶為設計主題

的法藍瓷系列產品，參加美國各大秀展，獲得好評，在紐約禮品展中

被票選為「最佳禮品收藏獎」。之後開始接獲各國代理商接洽，解決

了新品牌的資訊蒐集成本。此外，陶瓷產業的道德危機成本並不嚴重

的情況下，對消費者而言，Franz 的的三項成本都相當低，使得該品

牌一推出即創佳績。為使資金的運用上更為靈活，目前仍維持一定比

例的 OEM，以支持自創品牌的活動。不過該海暢集團逐漸提高自創品

牌的比例，希望可以獲取較高的利潤，減少受 OEM 廠商的影響。 

憶聲電子公司替 Sony、Panasonic、Samson 等代工消費性電子產

品，

介，來替自己降低對消費者的資訊收集成

本、

主要是已接觸產業變遷資訊，學習電子影音設計、製造技術，希

望往後可以運用在自有品牌的產品上，以降低產品本身的外顯單位效

益成本。至於降低資訊資訊蒐集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方面，則採用

作法二，於下段詳述之。 

（2）欲藉由通路商當媒

道德危機成本時。故先替零售商代工，掛零售商的品牌，提供其

in-house brand 的產品，在合作過程中建立穩定良好的關係。希望



未來能透過通路商協助，以降低自己對消費者的資訊蒐集成本、道德

危機成本。會跳過品牌大廠，直接和通路商合作是因為(a)替通路商

代工的利潤較高，替品牌大廠代工最後產品也是到通路商手中販售。

當略過品牌大廠，利潤少被剝削一次，代工廠商獲得的利潤就較高。

(b)通路商一般的 in-house brand 的產品多是大眾市場，中低階價位

的主流產品，和他們合作是接觸消費趨勢、瞭解顧客的最好方式。需

附帶一提的是，和通路商的合作過程中，是學不到技術、know how 

等。故合作前提，最好是製造商的技術製造能力已相當強，用此來彌

補後端銷售、通路、後勤等能力的不足。若是製造能力仍不足，需配

合替品牌大廠 OEM 來訓練技術，雙管齊下進行。憶聲電子在 2002 年

開始和世界級的通路商合作的例子，符合此一命題。 

憶聲於 2002 年開始和數一數二的國際通路商 Best Buy, Radio 

Shack, Comet, Carrefour 等合作。和通路商建立了長期穩定的合作

關係，隨著通路商的腳步，及通路商提供的資訊中，對於各國的消費

者都有某種程度的瞭解。憶聲藉由 OEM 來訓練技術期，望未來能生產

較高階的高單價的產品，區隔 in house-brand 的中低階產品。並放

置在這些國際通路商的量販店中，期望藉由通路商的幫助來降低其對

消費者的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但目前憶聲並未自創品牌，

主要的原因為目前的設計製造能力未能與國際大廠匹敵，無法領導該



產業潮流，未能有效解決未顯單位效益成本。故目前維持了 30%的 OEM

比例，接觸最新的產業變遷資訊，取得本身所無法突破的技術，為將

來的自創品牌鋪路。 

 

命題三 

 

供應

若該產業的技術成熟時，在產品的自製或外包成本、效益都差不

多，競爭者間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不是競爭優勢的來源。此時，

其他三項成本，資訊收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專屬陷入成本，

變得較重要。若廠商在這三項成本上已有一定的優勢，會有較高

意願採行『自創品牌』之決策。 

廠商在這產業中對消費者已經擁有一定的知名度，假設他本來是

鍊中的通路商，消費者擁有一定的通路品牌知名度，消費者對該

通路品牌的 4C 成本相當低。隨著產業環境變遷，產品技術變成熟，

製造供應商變多，彼此的技術能力相當時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就可能不

是競爭優勢的來源。此時，擁有可以降低其他三項成本能力的廠商會

採行『自創品牌』的決策。即使，他本來不是供應鍊中的製造商，但

因為技術的成熟、競爭的激烈化，使外包跟自製的成本差不多，且通

路品牌形象可以部分移轉到產品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的 4C 就顯得相

當有競爭力，就會自創品牌。聯強國際由通路商轉型到販售電腦系統



的過程，符合該命題。 

聯強國際初期是以通路商的角色進入電腦產業，首創銷售、配送、

維修

 

 

三合一，打造世界獨一無二的通路商營運模式。經過五年的時

間，成為國內通路業的霸主，完善的電腦相關資訊服務及首創「今晚

送修，後天取件」，出奇制勝的行銷手法解決了消費者的資訊蒐集成

本，喊出任何的口號都能說到做到，降低了道德危機成本，且特有的

軟硬體使用知識，建立了專屬陷入成本。消費者對聯強的通路品牌，

產生了很強的依賴性。1993 年起，電腦產業的製造技術成熟聯強開

始推出以自有品牌 Lemel 命名的組裝電腦，將通路品牌移轉為產品品

牌，該品牌形象雖無法全部移轉，但對降低消費者對 Lemel 電腦產品

的資訊蒐集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及建立了專屬陷入成本，有相當大

的幫助。且組裝電腦可以消費者的喜好需求，為其量身訂做，成為其

特殊的優勢。在四項成本都非常有競爭力時，聯強推出自有品牌Lemel

相當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