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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企業品牌在二十世紀形成一門顯學，各國專家學者無不探討關於品牌的各項

議題，如：企業品牌、產品品牌、企業識別與品牌識別如何打造、品牌權益和價

值的計算、品牌對消費者與企業間的利益關係等。「品牌」對今日的消費市場具

有龐大的影響力，且經歷時間的長久經營下，品牌會融入一國文化、及消費者所

產生的情感依賴，甚至包含民族情感等，如：可口可樂（Coca-Cola）所具備的

強烈意象以及美國歷史文化。可口可樂已超過一百二十年，參與近世紀不同的歷

史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士兵越洋出征，可口可樂向這些海外士兵

免費提供飲料以解思鄉之情，因而讓人們對其附著民族情感。 

 品牌的歷史由來已久，1880 年代企業組織開始成形擴張直至成熟，搭配社

會經濟的演變，以製造為先的工業化社會、資訊化社會進而演變至知識化社會，

於三種經濟體下企業所重視的商品特性也有所不同。企業營運活動亦從重視「有

形商品」逐漸轉為知識累積而成的「無形商品」，如：提供資訊科技、專業知識。

因有形商品的製造而產生製造商品牌（P＆G），無形服務的服務廠商品牌

（IBM），品牌已經充斥在所有經濟貿易發達的國家市場之中。 

 品牌經營的熱烈討論在整體經濟與環境因素的演變下展開，如：消費的成熟

化，社會的資訊化與知識化，和全球化競爭。對企業而言則是企業重組、組織整

併，以及對經營的重視，投資者開始注重能夠提升企業價值的無形資產，對於市

場上提升、成長、建立品牌等議題展露高度興趣、研究品牌價值背後的因素及其

對市場消費的影響，同時搭配企業在市場營運的各種活動，整體環境、企業內外

部的知識、背景、文化，皆會影響企業對目標市場採取的品牌手段。 

 80 年代跨國貿易起飛，各家企業無不為了增加自家利潤而去開拓未涉入的

市場。尤在國內市場已達平穩甚至飽和時，以國際貿易的方式開發國外市場取得

顧客，而後在國外設立子公司、分公司或辦事處等據點營運，就近服務當地市場。

在經濟驅動的力量下，歐美強國開始跨出疆界，向外尋找尚未被競爭者佔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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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當地資源供應者建立合作關係，透過資訊的分享瞭解當地市場，開發未被

滿足的市場需求，努力傳達產品與企業理念訴求給不同文化的消費者。 

企業長久以來試圖建立屬於自己的品牌，促使市場中消費者對此一企業產生

信任，進而強化顧客再購買的慾望。企業提供自己的品牌承諾予顧客，而顧客基

於對其品牌信任而進行交易，不僅是要讓企業成長茁壯、增加利潤，更要擴大造

福利害關係人，如股東、員工、顧客等，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然而，建立品牌

是件長遠耗時的工程，企業在國內的營運、行銷與品牌建立已有相當難度，更何

況是跨越國界在不同風俗民情、法規的外國市場，品牌的打造與建立勢必更為困

難。 

 近年來，無論是歐美企業，甚或是亞洲區的大陸、台灣廠商，均開始對品牌

進行併購，尤其是企圖併購相同領域中的領導品牌。耳熟能詳的領導品牌其往往

發展已久，並投入巨大的資源、資金與時間，讓消費者對它們產生熟悉感和忠誠

度，它們是各家企業歷經磨鍊，嘔心瀝血的成果。因此現今各個成熟市場在將近

飽和的狀態下，企業如欲跨國拓展其事業，要從頭開始在當地市場建立起自己的

品牌，勢必又是另一段歷史。而在品牌林立的環境中，要為自我品牌殺出一條血

路亦是困難重重，因為競爭對手早已建置好自成一格、難以打入的供應鏈，併購

他人品牌、借力使力的方式成為企業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 

主併企業選定的被併標的，其品牌在市場多半已獲得消費者的熟悉與認

同，上述的熟悉感與認同並非主併廠商在併購後，移轉他人品牌就可以讓原顧客

的忠誠也一併移轉，之中仍有許多空間與議題亟待討論，因此激起各方研究的興

趣。亞洲國家長年以代工製造為業，自有品牌起步較晚，且影響勢力仍以「亞太

地區」為主。對全球市場的消費者而言，亞洲品牌的層次、影響力還不若歐美品

牌。此與長期以來亞太經濟發展不若歐美強勢，多為歐美進行人力上的代工、製

造有關。代工製造活動屬於價值鏈末端，與消費市場距離甚遠。相反地，歐美則

與消費者進行品牌的溝通，坐擁市場收益。品牌意識抬頭下，製造代工毛利率壓

縮、製造廠商易遭品牌廠商以抽單威脅砍價，製造的微薄利潤對企業而言並非永

續經營之道。同時，歐美企業開始紛紛切割放棄其原本的製造業務更加著力於服

務業務，顯示直接與顧客進行品牌的溝通服務，採取服務顧客導向方能建立長青

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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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年以來，多項重大跨國併購案由亞洲地區的廠商率先發動，如：2004

年中國大陸個人電腦廠商聯想（Lenovo）併購 IBM 的 PC 部門；同年手機廠商

TCL 集團併購法國家電大廠湯姆森（Thomson）彩電業務，與手機廠商阿爾卡特

（Alcatel），TCL 集團除上述兩者品牌之外，因此併購而間接獲得的品牌還包括

湯姆森（法）於 1998 年併購美國 RCA 品牌，亦形成亞洲企業掌握歐美品牌的局

面；2005 年明基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宏碁 2007 年以 7.1 億美元併購美國

第三大電腦製造商捷威（Gateway），同時買下歐洲荷蘭電腦製造商 Packard Bell；

神達電腦於 2007 年併購歐洲第四大衛星導航品牌 Navman，又在 2008 年 12 月

以 9,600 萬美元併購美國導航廠商麥哲倫（Magellan）來強化北美市場。 

上述設定之被併標的均為市場佼佼者，亞洲企業利用併購歐美品牌，強化

自身品牌策略。因此，主併企業併購的內容不單是一家企業，並欲獲取被併標的

所經營的市場及消費者認知。主併企業不需再對顧客進行從無到有的品牌意念灌

輸，行銷新品牌的支出上可大大減少，購入品牌對主併企業而言，形成一借力使

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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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近幾年企業跨國併購品牌的案例甚多，尤其亞洲品牌跨國併購國外知名品牌

逐年增多。亞洲政府及企業皆有感於品牌之於消費市場的重要性，因此欲積極走

向品牌的道路。1997 年中國政府鼓勵企業「走出去」，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十分積

極，2004 年之後跨國併購的快速成長，也引起全球注意。而我國經濟部亦積極

輔導「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希冀企業能著眼於「品牌」的培養，讓台灣品牌也

能在全球舞台嶄露頭角，進而與外國廠商抗衡。外貿發展協會亦於 2005 年正式

推動「併購國外品牌與通路」計畫，透過貿協、經濟部各駐外單位及國內策略聯

盟之併購專業機構等管道，尋找可資併購、投資或Co-Branding之合作機會與對

象，並提供可利用之政府資源資訊，協助有意併購國外品牌與行銷通路之我國業

者進行合作洽談，並進一步完成併購協議，協助我國廠商拓展國際市場1。 

 然，多起併購案中所謂的「併購品牌」意義為何？併購他人品牌的目的性為

何？為何有些品牌（不論是企業品牌抑或產品品牌）在購入之後，主併企業選擇

將其品牌消滅，如：銀行併購，花旗銀行併購華僑銀行、渣打銀行併購新竹國際

商業銀行更名為「台灣渣打商業銀行」；科技業則是以 HP、微軟、思科等企業亦

採用併購而後消滅他人品牌的作法；相對地企業併購企業、企業併購他人部門，

他人品牌的保留對主併企業有何意義？相較於消滅，保留品牌的目的性又有何不

同？他人分割出售的時機、被併標的品牌的強勢性、品牌市場上的表現、品牌內

部涵蓋的資產，又會對主併企業「品牌策略」產生何種影響，進一步促使企業有

不同的作法？ 

 同時，關注品牌建立與其效果的研究甚多，本研究著眼於企業打破國內市場

疆界，以併購晉升國際，為建立自身企業價值的方法，從併購他人品牌的策略目

的找出可支撐其目的的「品牌資產」，最後在品牌策略因素的考量下，試圖說明

此購入品牌的品牌組合能否為主併企業提升品牌權益。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架構如下圖所示： 

                                                 
1 Branding Taiwan 網站，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7 日，網址：

http://203.66.210.31/public/brandMergerByPurchas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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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品牌資產在併購目的下 

能否提升自有品牌權益 

 

品牌併購之評估審查 整合 

Q：併購後品牌策略對自

有品牌權益能否提升 

判斷品牌組合策略(吸收存續) 

品牌資產融合 

判斷品牌資產項目 

事前 事後 事中 

 

圖 1 研究問題架構 

1. 跨國企業形成採取之品牌方式為何？採用自身品牌移入當地市場或購買

當地品牌？ 

2. 使主併企業成為跨國企業而併購當地的知名品牌，其併購品牌的目的性

考量為何？達成目的之品牌資產是否會增強其主併公司之品牌權益？ 

3. 品牌策略因素在其併購目的性下，是否會影響購入之品牌的使用策略？ 

4. 購入品牌策略能否彰顯主併企業的品牌或其自有產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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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各國因產業發展的不同，在品牌的熟練度上也各不相同。台灣以技術專業立

足全球，但在科技產業中卻以「代工製造」品牌形象烙印於消費者心中；如前所

述，歐美廠商因深耕「品牌」已久，因此可明確分割非核心業務，專注於消費市

場品牌服務，而亞太廠商至今卻為奮力擺脫價值鏈中的末端價值而欲自創品牌、

掌握自有品牌，除了企業品牌層次提升之外，更是為了國家形象的提升。

 因此本研究之範圍： 

1. 建立品牌的手法與策略，尤其是採取跨國/區域併購當地知名品牌或全球

品牌的策略，且以亞洲品牌併歐美品牌為主。 

2. 研究的對象：主併公司併購品牌形成一跨國企業或使之跨國企業因跨國

市場更為完整，其營業範圍將擴張至他國，無國界限制，此部分將由第

二章文獻探討中作細部描述與定義。選定研究個案為：「聯想併購 IBM 電

腦事業部門」與「成霖企業之全球品牌併購」兩者，因此以聯想與成霖

企業作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跨國企業建立品牌的方式，其中特別以「併購他人品

牌」作為研究的主題，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質性的實證研究作法不在於檢驗因

果假說，而在建構理論，為一欲探討的事物建立構面進行現象的分析。 

最常被提到的質性研究方法為：訪談法、觀察法、焦點團體討論（Focus Group 

Discussion）、文獻分析法2（或稱「內容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等，另

外較常應用的是個案分析法（Case Study Methods）。本研究在此使用的方法為：

文獻分析法與個案分析法。 

                                                 
2 齊力，質性研究方法概論，線上檢索日期：2008 年 11 月 22 日，網址：

http://tmue.edu.tw/~chiag/curriculum/qualitative_meth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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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顧名思義即是廣泛蒐集資料，可包含各式學術、相關的書籍資料，及學者

所刊登、發佈的期刊文章等，其形式不限於實體書報，或是線上的數位內容，將

並以此作為本研究論述的脈絡，最後加以歸納，以得出本研究之見解。 

2.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s） 

為對一事件類似的狀況進行脈絡式深入分析，偏重客觀適時的瞭解與主觀

解釋，將事件的所有相關內容納入、進行蒐集，並無一定優先順序的限制。本研

究將針對「聯想併購 IBM PC 部門」與「成霖企業併購品牌」進行個案的分析。 

綜合上述的研究方法，雖礙於時間因素無法進行個案企業的訪談進行個

案，併購過程的操作亦關乎企業營運之秘密。因此本研究僅就其併購品牌相關的

文獻進行整理、篩選、彙整後，進行本研究個案事實的探討，並於最後提出本研

究之結論與建議。 

參、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主題而有所限制，著眼於跨國企業藉由併購以建立自身的品

牌，尤其中國大陸的走出去政策造就許多海外直接投資，併購因而成為主要的活

動，同時歐美企業著眼於顧客導向的服務，因而對整體企業進行分割，出售其非

核心事業，致使大陸、台灣的製造、代工廠商意圖併購歐美品牌。 

 然亞洲品牌（排除日本）於跨國市場上成功經營品牌的案例已不多，在主題

限制下—「跨國併購以建立品牌」，其併購融合需要時間累積驗證其成功之處，

因此本研究僅探討「併購過程」（如：動機目的、欲取得資源、品牌組合等）能

否藉併購後其品牌組合方式來提升其企業品牌或自有產品的品牌，並非尋找一已

成功案例做作為我國跨國併購品牌的借鏡，是以本研究採品牌資產的角度及找出

影響因素，試圖說明個案建構其品牌組合（採取單或雙、多品牌）的演變過程及

意圖，進而在跨國市場提升品牌聲譽、立足市場。 

 研究內容因礙於時間緊迫所選取之研究方法，同時礙於所能汲取之資料及個

人能力下，個案企業之內部營運與在市場上競爭的真實度難以完全呈現，因此以

7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8 

上因素造就本研究結論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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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跨國企業建立品牌之研究」利用下圖展示研究的流程與章節的架

構。 

研究動機與背景 

界定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 

探討研究標的 

本質之文獻蒐集 

理論資料 

之文獻蒐集 

文獻探討與資料彙整 

確定研究架構及相關案例 

研究主題說明 個案分析 

分析彙整比較 

緒論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第四章 

主題內容及 

個案分析 

 

第五章 

結論、建議 

研究流程與章節說明 

結論與建議 

第一章 

 

 

圖 2 研究流程 

9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10 

第一章為本研究之緒論，點出本研究的背景和趨勢，針對前述的動機下界定

研究的範圍、流程、研究架構及方法。連結品牌與跨國企業間的重要性，並探討

跨國企業如何透過「併購」以建立品牌的方式。 

第二章列出本研究的主題本質：品牌、跨國企業，指出品牌的歷史演進、涵

蓋的要素、功能，以及企業所具備品牌權益、品牌資產的效益、內涵，定義品牌

資產項目，以上作為本研究的基礎內容；另外說明本研究的「跨國企業」範圍為

何，其形成的時空背景與動機。跨國企業與品牌之關連性，以及本身成長要求

（如：打造品牌、擴張規模）而帶動出品牌的策略。 

第三章開始進行企業併購的歷史演進和動機理論說明，從跨國併購，延伸到

現今併購品牌的現象，另外介紹企業運用品牌作為企業併購品牌後品牌組合的準

備，再到跨國企業併購品牌的策略，於此探討企業併購品牌的目的，以及對企業

品牌和產品品牌策略的影響。 

第四章則挑選自 2000 年以來欲成為跨國企業而併購品牌的幾件案例，說明

併購品牌所面對的問題，且探討品牌帶來的策略效益。尤其是 2002 年以後大陸

與台灣企業利用併購他國企業，進軍全球市場及品牌地位大躍進的作法。 

第五章則是綜合前四章節的論述，試圖說明併購行動下，主併企業對品牌資

產的關注及品牌策略的使用，對主併企業品牌權益是否有所提升，並提供併購品

牌與通路計畫下的相關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