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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資產與品牌權益 

壹、 品牌緣起 

 遠在古埃及時代，牧羊人將名牌掛在羊身上，在羊走失後可使後來發現者依

照名牌來辨識此羊為何人所有，以利歸還。此時名牌所代表的意義是「所有權」，

同時也是最早的品牌紀錄。中世紀演變出標誌的使用，得以表示商品是源自於哪

些製造者（製造商的品牌），陶器標誌、印刷標誌、浮水印、麵包印，及其他手

工藝同業公會的標誌，皆得以展現製造者欲凸顯其在產品上的身份。另外，當產

品發生問題，政府可針對標誌來源追尋製造者來源，對其處以懲戒3。 

 中古世紀歐洲黑死病流行，遭病菌污染的酒類會助長疫情的擴散，因此酒類

在當時的消費大大降低。1516年德國頒佈純淨法案，釀酒商搭配法案的實施下，

於自釀酒上打上名號並聲明製造過程是依照法規標準認可，以品質搭配自家的名

號，讓消費者願意支付更多價金購買，品牌不僅是廠商商品的所有權，同時包含

對商品品質的承諾，亦說明不同的特性、特徵，如：威士忌酒商學習啤酒商的作

法，利用木桶盛裝酒類，並用火漆漆上製造商名稱。1835年間，私酒商推出特殊

蒸餾法釀造的威士忌，名為「老私梟」（Old Smuggler），利用不同技術生產之酒

類，使消費者享受到不同的口感，同時對此作法差異處打上品牌，形成差異化功

能4。 

 煙草商與製藥商是早期歐洲移民至北美時期的品牌輸入者。十九世紀，美國

賣藥的小販帶著藥品在全國各地市集兜售。為了讓民眾相信自家販賣的藥品具有

療效，同時藥品與專利制度的興起，他們在藥品包裝標上自己的名字、印製精美

標籤及人物肖像，供民眾購買時辨識5。同時期，煙草製造商跨國輸出商品甚早，

                                                 
3 Keller, Kevin Lane著、吳克振譯（2001），品牌管理（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brand equity），台北市：華泰，頁 36。 
4 Schwartz, Evan I.（1999）, Digital Darwinism: 7 Breakthrough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Surviving in 
the Cutthroat Web Economy,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5 Dearlove, Des & Crainer, Stuart 著、蘇希亞譯（1999），黃金品牌成功數（The Ultimate Book of 
Business Brands），初版，台北：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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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年代就知道具創意的產品名稱會有助於商品銷售，之後又以精美的包裝、

並設計特殊之圖案標籤、符號透過產品包裝外觀上的特質來吸引消費者6。 

 從品牌的歷史演進得知，品牌的出現最早是為了讓消費者辨識該物品的「所

有權」，當所有權的辨識建立後，還要再進一步利用品牌所代表的品質承諾、技

術效果等差異性特徵促使消費者長期持續購買，隨著品牌概念的行銷手法發展與

成熟，最後不僅是要具備品質、技術外，還要囊括消費者心靈層次的期望，如：

價格、完美的服務、社會地位、產品賦予獨立品牌特性。 

貳、 品牌內涵 

一、 品牌的定義 

 對於品牌的意義為何，美國行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在

1960年首先對品牌定義如下：品牌乃是一名稱（Name）、標記（Sign）、項目

（Term）、符號（Symbol）、設計（Design）或以上各項的混合使用。目的在使消

費者能「辨識」廠商的產品或服務，並與競爭者的產品能有所區別7，以展現不

同的產品來源，讓消費者瞭解其源自於哪一個廠商。 

 Chernatony and McWilliam（1989）8則利用四種分類來定義品牌： 

1. 品牌是一認定圖案、是與競爭者有所差異的方式：表達辨識功能。 

2. 品牌是品質一致的承諾及保證：製造商對消費者提供此一無形價值的訊

號，讓消費者經由品牌來檢視他們對產品確實是有所要求的。 

3. 品牌是投射自我形象的方式：品牌最後會形成大眾心目中的形象、特質

或個性，是購買者用來看待自己和和別人的象徵物。 

4. 品牌是決策的輔助工具：品牌對相關產品於相對之定位、品質保證及功

能屬性上，提供一資訊集合，促使消費者在面對貨架上外型、功能相似

的許多產品中，能透過品牌線索迅速地找到產品。 

                                                 
6 Keller, Kevin Lane著、吳克振譯（2001），品牌管理（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brand equity），台北市：華泰，頁 37。 
7 李瑞穎（1993），自創品牌競爭力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頁 7。 
8 de Chernatony, Leslie and McWilliam, Gil（1989）,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larifying How 
Marketers Interpret 'Brands,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Vol.5, No.2, pp.15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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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s（1998）9說明品牌是一專有名詞，在消費者心中佔據一特殊地位，具

特殊意義的字眼，品牌力量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行為，而行銷目的則是要建立品

牌。 

 Ko er（1994）則對品牌tl 依聲音與視覺設計區分出下列細項名詞： 

使消費者得以

其中一部份申請法律保護，使廠商

有使用品名、品牌標記的專屬權。 

二、 品牌識別要素 

向消費者傳達品牌時其細部要

，及在企業 立之時 別原則。 

（Characters）、包裝（Packaging）、廣告歌曲（Jingles）、

S n 等。 

1. 品名（Brand Name）：品牌中可唸出的部份，例如：可口可樂、黑松 

2. 品牌標記（Brand Mark）：品牌中不能唸出的部份，但卻

「辨認」的部份，如：標記、設計、獨特顏色或文字。 

3. 商標（Trademark）：廠商將品牌或是

 品牌要為消費者所熟悉勢必要打響其品牌的知名度，此時企業便需要建構品

牌的識別（Brand Identities）體系，經過形式的選擇、行銷手法的運用形成後，

企業藉此向消費市場傳達的品牌意念與聯想性，如：「華碩品質，堅若磐石」，此

一話語嘗試引導消費者聯想華碩的品質如磐石一般是無堅不摧、無可挑剔的，此

處可展現品牌緣起的演變過程，從展示商品之所有權、來源、識別性到提升並融

入至消費者心靈層次的品質承諾。以下將說明企業

素 成 應設想之品牌識

 品牌識別10要素（Brand Identities）是可以商標化以進行辨識和差異化競爭

之品牌，內容包括：品牌名稱（Brand Names）、網域名稱（URLs11）、標誌（Logos）、

圖像符號（Symbol）、象徵物

口號標語（ loga s）

                                                 
9 Ries, Al & Ries, Laura 著、劉麗真譯（1998），品牌 22 誡：行銷大師談品牌建立法則（The 22 

範圍之內。資料來源：洪順慶（2006），台灣品牌競爭力，台北市：天

網際網路標

：

ternet-studies.net/Glossary-of-Internet/Definitions/URL-zh-TW.htm

Immutable Laws of Branding），臺北市:臉譜文化出版，初版。 
10與企業主動傳達的品牌識別相對的是消費者接收後自行聯想的概念稱為品牌形象（Brand 
Image），此不為所探討的

下雜誌，初版，頁 71。 
11 URLs（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網頁位址，是網際網路上標準的資源的位址。它最初是由

蒂姆·伯納斯－李發明用來作為萬維網路的位址的。現在它已經被萬維網聯盟編制為

準RFC1738 了。此處可指Domain Names。檢索日期：2008 年 11 月 11 日，網址

http://www.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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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er（2001）12對品牌識別要素提出以下原則標準：記憶性（Memorability）、

意義性（Meaningfulness）、令人喜愛（Likability）、移轉性（Transferability）、適

應性（Adaptability）、保護性（Protectability），前三項屬於廠商的主動策略以建

立品牌權益，後三者則是廠商面對不同的競爭及限制之下的防禦角色，以槓桿或

維持其品牌權益。 

表 1 品牌識別要素原則 

識別要素原則 說明 

記憶性 

以提升品牌的知名度，進而擴大品牌

或三個音節的複合字，簡易明瞭且發音響亮，

使消費者易於辨認、回想

權益、帶來市場效益。 

如：企業名稱可由二

ACER、BenQ 等。 

意義性 
效果，

強化品牌本身所附著的深意，透過描述及說服力可提高品牌聯

想。品牌識別要素不受形式限制，可為人名、地名、動植物名

稱等；意義內容則是提供產品的一般資訊、屬性、使用

功能性質或是消費者對其產生情感意義的投射作用。 

令人喜愛 讓消費者產生正面的情感，進而

品牌要素利用圖案、字形、詩詞展示於產品外觀。視覺上具質

感的設計，以及優美詩詞，可

使人易於回想與產品連結。 

公司若採產品延伸的方式擴展至其他產品類別，或移轉至其他

國家、區域、市場，品牌名稱越侷限於某樣商品上，移轉越容

易。如：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因受限於石

油產品而移轉不易，可考慮企業品牌（公司名稱）與產品品牌

分開（如：P&G v.品客）作法，以解決多面向擴張的問題。 

移轉性 

適應性 代變遷的彈性並更新，一段時間後重新賦予品牌新

環境趨勢的變動影響消費者對品牌價值的認定，因此識別元素

需具備對時

的意義。 

保護性 
品牌的存在與企業利益連結時，愈顯品牌在市場的法律效力

（商標）及可競爭性，為避免有不公平或是不法使用該品牌，

                                                 
12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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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公司的財務及非財務損失，可向各地區或是國際市場的相

機構，正式註冊登記該公司與產品商標。 關主管

資料來源: Keller（2001）；本研究整理 

（ ）說明將產品賦予一品牌讓消費者知道產品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如此人們可快速瞭解此產品價值。品牌化對象不盡然是實體物品，任何東西都可

以冠上品牌，因此產品可以廣泛地定義為有形的實體商品、無形服務、零售商與

配銷商、人物和組織、地理位置、體育界、文化界和娛樂界等，包羅萬象，重點

是上述皆在品牌化後具有其代表的意義。本研究整理如下圖，另外有些品牌也會

以可品牌化對象的屬性、特色作命名的依歸，如地理標示。 

三、 品牌化對象 

Keller 2001

商品商品

服務服務

組織與人組織與人

場所場所

(1)消費財：汽車、家電、食品、飲料、精品、日用品等
(2)生產財：機械設備、零組件等

(1)零售流通業者：百貨公司、量販店、超市、便利商店
(2)其他服務業：信用卡書店、房仲、餐飲、銀行、媒體

(1)組織：企業、大學、公共機關 、非營利團體
(2)人：藝人、政治家、運動選手

(1)產地：流行時裝（義大利）、精品（法國）、人参(韓國)
）

類型

(2)其他：觀光地、活動舉辦地（冬季戀歌等影視 地點

類型 品牌化對象與案例

商品商品

服務服務

組織與人組織與人

場所場所

(1)消費財：汽車、家電、食品、飲料、精品、日用品等
(2)生產財：機械設備、零組件等

(1)零售流通業者：百貨公司、量販店、超市、便利商店
(2)其他服務業：信用卡書店、房仲、餐飲、銀行、媒體

(1)組織：企業、大學、公共機關 、非營利團體
(2)人：藝人、政治家、運動選手

(1)產地： 品（法國）、人参(韓國)
）

類型類型

流行時裝（義大利）、精
(2)其他：觀光地、活動舉辦地（冬季戀歌等影視 地點

品牌化對象與案例

 

 3 可品牌化對象 

資料來源：Keller（2001）；戴國良（2007）13；本研究繪製 

 品牌命名原則首要步驟應注意是否可以登記註冊取得法律保護，品牌的命名

不可和已註冊之商標有相同或近似的狀況，本研究在此強調其命名原則之「註冊

                                                

圖

四、 品牌命名原則與方式 

登記取得法律保護性」，其他原則包括：代表產品的利益或特性、方便記憶、辨

 
13 戴國良（2007），品牌行銷與管理，台北市：五南圖書，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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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一詞在法律上並無明確定義，其用語針對「商品」類型或特性（如：顏

色、氣味、立體、文字）以「商標」 來彰顯其合法性，而品牌在一般概念上可

指企業名稱、商品名稱兩者，因此登記註冊時需注意公司行號的登記與商品名稱

的商標登記兩種。商標登記亦針對商品與服務類別 有所限制，促使消費者對其

產品擁有直觀的聯想。企業也會運用品牌系列名稱劃分產品線，進行產品擴張或

延伸時，同時會注意是否傷害企業整體的形象；或小心思考進行其授權策略，不

品牌效力即在於識別性，而在之後關於法律面商標的論述

效力亦為識別性，因此品牌的命名方式及原則是否能達到識別性的要求乃是建構

品牌需特別注意之要點。一般而言品牌構成的主要要件如 （ ）所述的

三項加上著作權，共有四項：（ ）品牌名稱：可用語言讀出的部分、（ ）品牌標

誌：僅能以視覺上做辨識、（ ）商標：為品牌的專用權，經由登記註冊而得，但

可因

企業名稱對消費市場銷售其產品，如：奇異（ ， ）、惠普（

， ）；有些則是為新產品命名新的品牌，同一產品線中之不同產品即各

自擁有不同品牌，且並未與企業名稱有直接關係，如 P＆G 所生產的洗髮精即有

飛柔、潘婷、海倫仙度絲等多樣品牌。 

                                                

識或發音、及譯成外文避免產生誤解等，前兩者將於品牌命名方式中呈現。 

 

14

15

為收取額外授權收入而大肆授權，避免商標運用在過於廣泛的產品類別上，導致

市場上對其主體商品的混淆，影響市場銷售。 

 ，其通過註冊後之

Kotler 1994

1 2

3

長久使用（先使用）取得一定的法律權力、（4）著作權：保護企業或產品的

品牌設計、造型或是圖案。 

品牌命名方式多種，以下提出常見幾種。例如有些公司將其所有產品皆使用

General Electric GE Hewlett 

Packard HP

 
14 狹義的商標，現行商標法之中廣義的商標可分為四種：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團體商

標等四種。狹義的商標即在於業者為表彰其商品或服務，使相關消費者得以與其他業者之商標或

服務相區別，而在其商品上或提供服務時所附加之標記。資料來源：陳昭華（2006），商標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5 商標法會對商品、服務進行分類，共計有 45 類，其中第 1~34 類示商品的範疇、第 35~45 類

是服務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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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品牌命名方式 

命名方式 說明 

公司創立者 

常見的命名方式，如：雀巢（Nestlé）、福特（Ford）汽車皆以創

立者命名，分別是亨利‧雀巢（Henri Nestlé）與亨利‧福特（Henry 

Ford）；寶僑（P＆G）是以兩位創立者 William Procter、James 

Gamble 的姓氏命名。 

地方名稱 
肯德基炸雞（Kentucky Fried Chicken）、德州炸雞（Texas Chicken）

和青島啤酒。 

字母或數字 IBM（電腦）、BMW（汽車）和 555（香菸）、566（洗髮精）。

自創新字 SONY、ACER、Lenovo16 

產品的特性

或利益相關 

台灣名為勁量（Energizer）電池，其原英文名是由 Energy 改為

Energizer，可顯示電池能量的充沛；食品品牌味全及味王及家電

品牌聲寶亦可從字面名稱顯示其產品特性。 

模仿競爭者 台灣的舒潔和純潔衛生紙 

資料來源：Keller, Kevin Lane 著、吳克振譯（2001）；本研究整理 

企業/產品名稱在市場上是構成消費者選購商品/服務的因素之一，其中採用

「地名」與「模仿競爭者」的命名方式易受到商標法的限制。為防範當企業進入

他國市場時，卻發現該名稱早已為他人所註冊為商標需要更改企業名稱的窘境，

如聯想早期的英文名稱為Legend，在進軍美國時發現早為他人使用並申請登記為

商標，致使其產品名稱不可同企業名稱為Legend，因此聯想更其英文名稱為

Lenovo，並以此為商標運用於其產品與服務上。所以廠商應及早進行商標的登記

註冊甚或在他國進行登記（每年需定期繳交維護費用，未繳交視為放棄該名稱），

且一開始便融入品牌識別原則。需注意企業若將「地名」申請為企業或商品名稱，

經主管機關判斷不構成市場上商品的壟斷、獨占性之後仍可成立，如：新竹貨運。

但若要註冊該地名為其產品/服務的商標，則會造成市場上的獨佔性，因此我國

現行商標法限定地名（產地）不得註冊為「商標」（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1

款），但可藉由具驗證能力的第三人申請、核發其「地理標示17」、「產地證明標

                                                 
16 “Le”源自Legend，表示繼承原來的傳統，再加上拉丁語“novo,”，表示「全新」，以詮釋公司的

核心理念--追求創新。資料來源：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3 日，聯想網站：
http://www.lenovo.com/lenovo/tw/zh/。 
17 地理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s），係為一翻譯名詞，所謂受保護「地理標示」的特色在於

17 

http://www.lenovo.com/lenovo/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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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方式解決商品所表彰的產地問題，如：台東池上鄉池上米（「池上」二字

為地名）的註冊問題，現由台東縣池上鄉公所申請取得產地證明標章，成為證明

標章權人，經過其證明商家之商品/服務的內容品質良好、核發證明標章予商家，

作為其商品的品質保證。 

 而模仿競爭者的方式，當企業/商品聲名大噪時，這些具知名度的品牌就要

防範競爭者的模仿，市面上模仿商標可能會混淆消費者購買決策而導致原品牌擁

有企業在商品販售上有所損失。原品牌擁有企業亦應積極地對外主張品牌主權，

對不法使用者或商標相似者的商品要求索賠或對其提供授權，收取權利金。 

五、 品牌功能 

品牌對消費者及廠商的主要功能具備下列四項：識別性、滿足感、差別定價、

保護作用18，品牌本身的功能呈現在其價值主張19（Value Proposition）中，包括

功能性利益、情感利益及自我表現型利益20，從消費者知覺產品性能的實用意

義、過程中的心靈經驗感受，以及最後使用該商品能夠外放向大眾傳達自我的形

象，品牌最內層的核心利益，經過企業的定位利益，到創造消費者心中的初始連

結，三者融合藉由行銷的活動形成企業向消費者傳達其「品牌識別體系」的品牌

意念與聯想性。 

品牌的功能對消費者以傳達其價值主張，進而產生識別性與滿足感，對廠商

則是產生差別定價工具及保護作用。因此廠商因不同產品線而設定不同定位、定

價的品牌，各類品牌有自己的設計、意義藉此產生讓消費者得以辨別（識別性），

而後產生體會的滿足感，雙方的互動形成一循環，過程中也因品牌/商標的法律

特性而達到保護的作用。 

                                                                                                                                            
該地區或領域內之產品特性，品質或聲譽係主要歸因於該地區或領域的來源，其基於消費者之認

知，具有商業上利益，因此為避免公眾產生誤認誤信，以防止侵害或有致不公平競爭之情事，應

不得由他人申請註冊或使用。資料來源：劉蓁蓁（2004），證明標章─地理標示對農產品之影響，

農業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理研討會資料，頁 81-102。 
18 方亮淵（1993），國際品牌授權策略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頁 10。 
19 消費者所獲效益是是價值主張的一部份，為品牌與消費者關係的基礎，可作為品牌定位中的

另一個主要考量。另，當品牌認同與價值主張不變的情況下，品牌的定位及其相關的行銷計畫是

可以改變的。資料來源：Aaker, David A.著，沈雲驄、湯宗勳譯（2000），品牌行銷法則—如何打

造強勢品牌，台北市：商業周刊，初版，頁 129。 
20 功能性利益在於展現「產品性能」上的優越、低廉價格等，情感性利益與「品牌能力」有關，

讓品牌使用者或購買者在過程中的經驗，能產生某種程度的感受；自我表現型展現特定的「自我

形象」，各種角色與自我的想法有所連結。資料來源：Aaker, David A. & Joachimsthaler, Erich 著、

高登第譯（2002），品牌領導，台北市：天下遠見出版，初版，頁 6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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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品牌對消費者及廠商的功能 

表 3 品牌功能及說明 

品牌功能 說明 

識別性 

品牌可表示產品的性能（如：品牌命名之產品特性），甚至擴

大到企業的形象、聲譽，不同品牌會宣示其功用、主張，利於

消費者針對其訴求選購商品並提供明確的消費指南，可降低消

費者的搜尋成本。 

滿足感 

透過品牌之價值主張中的各項利益，經消費者的使用、購買經

驗中會產生某種心理感受，外情感的偏好可排擠相同產品的競

爭者，取得消費者的忠誠、重複購買。 

當消費者購買北海道夕張一顆台幣 3,000 元的哈密瓜時，於內

心肯定其優良品質，在自己及他人的心理認知享用該水果即是

享用奢華，此為一種心理的投射作用，此稱為「情感與自我表

現的利益型」。除擁有優良的品質之外，再賦予一種「奢華」

的心靈享受，消費者的滿足感由然產生，可與其他產品區隔

後，增強消費者的購買。 

差別定價工具 

品牌可以減少消費者在同質產品上做價格比較的動作，提供廠

商從事非價格競爭。以同質產品而言，廠商利用產品線延伸並

創造不同的品牌層次形成產品價格差異化。例如：具有全球

30%市佔率的紐西蘭 ZESPRITM奇異果，其主要的產品有兩

種：Green 和 Gold，兩者的價格不一，且 Gold 的品種是針對

口味偏甜的亞洲市場改良而成，日本銷售極佳。 

保護作用 
品牌本身不具有權利，就法律具有之權利就是一般所稱的「商

標」。商標的法律作用即是當消費者購買該商品時，品牌的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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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權益可防止不法利益者進行仿冒品的製做，或使廠商在遭受

利益侵害後得有求償途徑。尤其此保護作用即在使消費者購買

商品時，需要將此保護權利連結到廠商提供的商品服務上，並

強調商品的來源廠商。 

資料來源：方亮淵（1993）；本研究整理 

參、 品牌權益與品牌資產 

一、 品牌權益（Brand Equity） 

 品牌權益是品牌領域中最廣為各家學者討論的議題，品牌大師 Keller 與

Aaker 皆對此著墨甚深。本研究希望藉由此一文獻的討論尋找出品牌權益與品牌

資產的關係，茲為本研究探究方向之一，如：企業的品牌資產對品牌權益的影響。 

David Arnold研究指出，1988 年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以「講

求品牌的年度」為標題，品牌資產的風潮於焉而起。文中提到：「由於意識到品

牌名稱竟然能成為有價資產，使得 1988 年成為品牌年度。」當年度發生的兩件

大型併購案，分別是菲利普．莫里斯（Philip Morris）集團以高出公司帳面資產

價值的 4 倍併購克萊福（Kraft）公司，及雀巢（Nestlé）以 5 倍帳面價值併購英

國糖果公司Rowntree。這些併購案由於實際花費金額較公司帳面價值高出許多，

會計制度將超出部分歸為品牌權益或品牌價值21。 

 Schwartz（1999）認為品牌權益源自於消費者使用產品後的經驗，其觀點在

於消費者知覺的價值。企業行銷的重點，在於讓消費者知道品牌的存在與產品的

優點，而且產品本身的特質必須和企業宣稱的相同。消費者使用的經驗讓它們對

各種品牌有所接觸與瞭解，品牌權益也因此增值或減損。假若消費者使用的經驗

良好，甚至超出消費者心中的預期，則該品牌的品牌權益會大幅增加。 

 品牌權益類似品牌與附加價值組合而生的概念衍生多種意義。此部分以兩種

觀點描述之，會計面與行銷面對品牌權益有不同的定義，同時對消費者與擁有品

牌的企業而言亦然。因此Feldwick（1996）22透過簡化方法，將品牌意義予以分

                                                 
21 蕭仁閔（1999），網際網路企業品牌建立之初探性研究－以台灣純線上購物網站為例，政治大

學科技管理研究所，頁 29。 
22 Feldwick, P.（1996）, What is Brand Equity Anyway, and How do You Measure it?, Journal of the 
Market Research Society, Vol.38(2), pp.8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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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如下： 

1. 品牌評價/價值（Brand Valuation/Value）：可將其視為「獨立資產」

（Separated Asset），當其被賣出所產生的價值（交易併購的價值）或是

包括在資產負債表上的價值，如商譽。 

2. 品牌強度（Brand Strength）：衡量消費者取得該品牌的意念，此亦可視

為顧客忠誠（Brand Loyalty）。 

3. 品牌描述（Brand Description）：亦稱為品牌形象（Brand Image），消費

者對此品牌所擁有之信念與聯想的描述。 

 三者之間建立關係如下圖 5 所示： 

 

圖 5 品牌權益鏈 

資料來源：Lisa Wood（2000）23，本研究整理 

 此三者以品牌評價/價值為會計面最常使用之品牌權益，而品牌強度與品牌

描述則是行銷面所展現的品牌權益，且兩者被視為「消費者品牌權益」（Consumer 

Brand Equity），專注於消費者層面以分辨企業為主的品牌資產評價，品牌價值的

產生存在於企業間交易。透過廠商行銷組合的 4P（Price、Place、Promotion、

Product）針對目標消費者的需求與慾望修改其品牌描述（品牌形象），進而深入

消費者心中增強其對品牌的意念並產生忠誠度（顧客忠誠），顧客忠誠能夠對企

                                                 
23 Lisa Wood（2000）, Brand and Brand Equity: Definition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cision, Vol. 38, Issue. 9 , pp. 662 –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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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承諾某種程度的未來現金流入，意即最後的品牌價值。品牌權益呈現於此三項

分類中，因而形成品牌權益鏈（The Brand Equity Chain）。 

 Aaker（1991）之品牌權益以消費者行為與競爭的概念為出發點，提供消費

者各種價值，其最終可有助於企業及其產品品牌的各項利益24。在此品牌權益

（Brand Equity）的定義是品牌的資產與負債之集合，其與品牌名稱（Brand Name）

及象徵有所連結，存在於產品/服務本身的價值外，但卻能為消費者與公司提供

價值。 

 Aaker 所解釋品牌權益的內容中，共有五大項：品牌知名度（Brand 

Awareness）、品牌聯想（Brand Association）、知覺品質（Received Quality）、品牌

忠誠度（Brand Loyalty）、及其他專屬的品牌資產（Other Brand Asset），最後一

項即為本研究主要論述之品牌資產，其中包含專利、商標、通路等智慧財產或無

形資產，得以使企業在競爭中獲得防禦，主要原因在於品牌可以透過商標合法地

保護公司產品的獨特性和外觀，如：立體商標、圖案商標、聲音商標，甚或是氣

味商標等，這些智慧財產能夠讓公司擁有合法權利保護，品牌名稱透過登記註冊

形成商標而加以保護，至於製造過程可以專利保護、包裝可以透過著作權加以保

護。透過這些智慧財產權的法律權利保障，公司可安心投資品牌並由珍貴的資產

中獲益。 

 前四項則與「消費者」的關係極為密切，消費者藉品牌知名度的基礎及其所

知覺的產品品質產生品牌聯想，引導至最後對品牌的忠誠度。相較於前四者，專

屬品牌資產雖可對消費者提供某種程度上的價值，但其程度不若對企業的影響力

為大。因為專屬資產屬於企業內部的資產，可幫助廠商在市場競爭的結構中掌握

競爭優勢。一般在討論品牌權益議題時，多以消費者心理角度去評判「品牌權益」

的價值增減，對企業影響力甚鉅之專屬品牌資產反而易被忽略。本研究則是以專

屬品牌資產作為企業建立品牌的主要考量因素之一，探討對象以專利、商標、通

路三者為主。 

                                                 
24 Aaker, David A.（1991）, Management Brand Equity- Capitalizing on the Value of a Brand Nam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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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品牌權益（Brand Equity） 
資料來源：Aaker, David A.（1991）25 

 Upshaw（1995）26延續Aaker品牌權益的概念，認為品牌權益（Brand Equity）

可以分為品牌評價（Brand Valuation）和品牌識別（Brand Identity）。品牌評價是

由「財務」觀點評量企業體質優劣，判斷其品牌所帶來的金錢收益與對企業的實

質貢獻；品牌識別則是企業將品牌的優點行諸於外，向消費者傳達其品牌意念，

藉此吸引潛在有意者前來購買27，同時再鞏固顧客及其員工他們對品牌的忠誠

度。 

                                                 
25同註 24。 
26Uphaw, Lynn B.著、吳文琪譯（2000），建立品牌識別，台北市：台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頁 32。 
27同註 21，頁 31。 

品牌忠誠度 其他專屬品牌資產 

品牌權益 

品牌知名度 知覺品質 品牌聯想 

【提供顧客價值】 

 解釋/傳送資訊 

 購買決策自信心 

 使用滿意度 

【提供公司價值】 

 行銷計畫的效能效率 

 品牌忠誠度 

 提升售價及邊際利潤 

 品牌延伸 

 通路槓桿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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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品牌識別與品牌權益關係圖 

資料來源：Uphaw, Lynn B.（霖‧亞蕭）、吳文琪譯（2000）28 

而就財務性觀點上而言，Uphaw（1995）已說明品牌評價關於財務相關的

內容，如：財務資產、股價、分紅等；Brasco（1988）29則提出品牌權益是現在

盈餘與未來預測盈餘之折現值總和的見解，認為品牌權益應被認列為公司報表中

的「無形資產」，其與Stobart（1989）30皆認同在「市場交易」基礎下，品牌權益

可被稱為併購、清算的價值。 

 洪順慶（2006）31對品牌權益的說明大致分為三類：（1）由品牌、名稱與符

號所連結的資產與負債，由廠商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對顧客的價值加減而成。當

品牌的資產如果小於負債，則品牌權益為正，反之為負；（2）兩個商品其在外觀、

特性、功能完全相同，但賦予不同品牌名稱、符號、標幟時，消費者對此商品願

支付的價格差異；（3）品牌權益因品牌名稱所產生，由品牌的顧客、通路成員和

聯想而使擁有品牌之企業有更大的銷售、利潤，相較於競爭者擁有持久的差異優

勢。 

 前階段描述之「品牌權益」在於展現企業與消費者經歷各個面向而後產生的

價值，此價值可反應為實質財務、會計觀點上的金錢交易，或是消費者因擁有該

品牌之商品所具有的滿意度、自信心，或達到企業追求的競爭優勢、獲得顧客忠

誠。 

                                                 
28同註 21，頁 34。 
29 Brasco, T. C.（1998）, How brand names are valued for acquisitions, in L. Leutheusser（ed）, MA: 
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 
30 Stobart, P.（1989）, Alternative Methods of Brand Valuation, In J. Murphy（ed）, Brand Valuations: 
Establishing a True and Fair View, London: The Interbrand Group. 
31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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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上述內容，品牌權益的角色分為兩個：消費者與企業，消費者在經過品

牌知名度、品牌聯想、知覺品質，以及使用品牌產品後對其功效、質感體驗，對

此一商品留下正面的品牌形象，進而對於其所肯定的品牌產生品牌忠誠度，在其

心中亦產生不同的知覺價值，導致消費者願意出價購買該品牌的產品價格不一。 

 品牌權益提升可謂為消費者的心靈價值提升（如：滿意度、自信心），而對

企業的價值提升，多是以財務、會計的構面為主，例如源自於消費者對其品牌忠

誠的現金流入承諾，判斷企業財務體質如：股票、借貸清償能力、分紅等而後為

企業設定一價格，或企業進行資產交易，主併支付價格大於被併公司帳面價值（淨

值）的部分，在資產負債表上列為會計所稱的「商譽」32。甚或是其自身能力—

品牌資產在市場結構中的「競爭優勢」，利用其資產進行卡位，以訴訟牽制競爭

對手在營運活動上的進度，藉此強化、展現企業於市場中的地位。如：將門（JUMP）

與愛迪達（Adidas）前後長達 24 年的商標之爭，雖然將門商標在台灣得以確保，

但投入官司卻疏於市場應變，拖垮將門的運動鞋市場，2005 年營業額只占極盛

時期的 5%33。 

二、 品牌資產（Brand Assets） 

 鑑於企業可將品牌資產視為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品牌資

產，如下：商標、專利（Know-how、技術）、通路等，以瞭解企業對於品牌資產

的要求與重視度為何，是否得以對該企業的品牌權益有所提升？其資產內涵影響

各產業、企業本身的營運及企業內外關係人的活動程度為何，企業在建立品牌上

是否為注重的因素之一，是否藉此來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的觀感、品質，進而提升

企業的品牌權益，或實質收入。 

 有些因素會影響品牌權益的變化，如：主要的新產品、產品本身（負面）問

題、最高管理階層的更迭、競爭者活動與法律行動。皆下來所探討的品牌資產與

最後二項的影響因素具有極大的相關性，因為其代表著企業在市場的影響力，而

                                                 
32 商譽（Goodwill），凡無法歸屬於有形資產及可明確辨認的資產可歸屬於無形資產的獲利能力。

商譽的價值估計，為公司的總市值與淨資產總額（資產減去負債後的餘額）之差額。商譽是企業

賺取超額利潤的能力。產生商譽的原因，是因企業經營管理良好，產品品質優良等，與企業本身

密不可分，因此若欲取得某企業的商譽，必須連該企業一同購買。線上閱讀日期：2009 年 1 月 1
日，網址：http://fund.bot.com.tw/z/glossary/glexp_955.asp.htm。 
33 呂國禎（2005），昔日運動鞋大亨 20 億的一堂課，商業周刊第 952 期，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0 日，網址：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fineprint.php?id=2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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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特性也包裹著法律特性，結合商業運用與法律基底的攻防戰會使市場的競

爭結構有所變動，而企業的品牌權益中的各項因素亦因環環相扣的牽動而有所變

化。 

（一）品牌的資產概念 

Interbrand 品牌顧問公司將品牌納入「無形資產」的關鍵項目，其本身就是

一項資產可創造企業價值。一般而言資產可分為有形與無形，有形是指廠房、設

備、材料、零組件等，而無形資產是包括：品牌、專利、商標權等智慧財產，前

者相較於無形資產是可用金錢立即購買、享有的項目。無形資產則是知識經濟時

代公司的價值創造來源，往往需要長時間的累積，「品牌」正是無形資產的重要

項目，其為有形與無形資產整合運用下的綜合物。 

蘇瓜藤（2007）34說明企業資本分為三層（下圖所示），最外圈、涵蓋最廣的

是智慧資本，列有人力資本、顧客資本、創新資本、流程資本等，將企業內部所

有營運過程、相關知識的產生皆納入其中；狹義無形資產則是說明伴隨執照、合

約等可與企業分離、具辨認性的無形資產，其可個別或隨相關合約、資產或負債

出售、移轉、授權、租賃或交換的部分；最後深入內圈便是具明確法律效力的智

慧財產（權），包括商標、專利、著作權等。可知其從廣義的企業營運資本進展

到政府所規範之明確法律效益的資產。 

論及「品牌」在智慧資本中所佔的定位，本研究則認為狹義之意義，品牌僅

包括屬於智慧財產「商標」的部分；就廣義而言，品牌實是各類資本、資產共同

運作、發揮後的產物，它具有企業整體形象的意義。 

                                                 
34 蘇瓜藤（2007），政治大學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 智慧財產研究所「智慧資本與技術評價」之

課堂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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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智慧資本架構體系 
資料來源：蘇瓜藤（2007） 

（二）專屬品牌資產 

Aaker & Joachimsthaler 說明品牌價值源自於品牌資產所構成的品牌權益，

品牌權益之構成如上圖 6 品牌權益所示由五大構面所形成，其中四項與顧客心中

印象（Image）息息相關，企業的任何活動皆會對消費者形塑出前四個構面（品

牌知名度、品牌聯想、知覺品質與品牌忠誠度），因此品牌權益是與企業營運操

作具有極高程度的連動性，尤其 Aaker 將品牌資產列為可為企業帶來競爭優勢，

但唯有將此品牌資產好好發揮，利用競合的各種策略才可建立競爭優勢，進而帶

來產業中不動搖的地位。 

本研究所論述之品牌資產，由 Aaker 品牌權益的結構與眾多學者的描述之

下可知，可從行銷面、財務面去看待品牌權益，由於品牌權益所創造的價值對象

包含消費者與顧客，尤其是從「消費者角度」去觀察品牌權益，因此企業、廠商

則是除了瞭解消費者面向的品牌忠誠度、品牌知名度、知覺品牌、品牌聯想之外，

更要看待公司內部的智慧資本、品牌資產，熟悉它們的操作、建構產業的策略操

作，建立產業中的競爭優勢，最後可將其品牌資產和企業的利潤、價值創造畫上

等號。 

1. 商標（Trademark） 

商標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是一種法律權利，透過向各國政府機關，如

台灣的智慧財產局、美國專利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等進行「註冊」，可獲取該國或其他國家的認可及權利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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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基本的內容、保護類型含括：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立

體形狀或期聯合式35，更新穎甚至包含氣味商標（未來將納入）36，藉由上

述的個別及其聯合式，經過政府單位、組織判別其是否具備「識別性」而予

以核可，使之形成一種「權利」，並在實質上得以進行商務操作、授權、買

賣、保護訴訟，藉由各種方式推廣、行銷，讓大眾產生一種意識、得以有「辨

別」的概念，甚或是讓市場上不同企業的相同產品在心靈上產生等級、層次

的差別。 

商標是品牌的基礎，是構成品牌價值的要素之一，因此商標的價值產生

實是依附於品牌之上，即上述透過行銷、推廣、廣告等方式向消費市場、甚

或是企業廠商傳達企業、產品的概念、形象。此時已將「商標」化為更高層

次的「品牌」，由於品牌傳達無形的品質與生活層次，如：LG 傳達”Life’s 

good”、華碩「華碩品質，堅若磐石」，因此消費者在選購商品的時候，會挑

選擁有品牌之產品，此時購買的並非只是產品的功效，甚至還包含對生活的

意念。因此擁有商標與擁有品牌是不同的層次，有商標而無品牌，廠商只是

具有一辨識的功能與法律的防禦權利；而有品牌則是可以更擴大消費者的想

像空間，提升他們對產品的心靈層次，願意支付的價格也因此提高，為企業

帶來實質的金錢收益。 

雖然品牌與商標有程度上的差異，但商標對廠商而言仍有不可摒棄的重

要性，因為它具備伸張權利的法定權利，廠商可採取被動的防禦他人；相對

地，廠商對商標的積極使用則是對外進行授權，利用該商標來進行移轉，擴

張其品牌在市場上的知名度、熟悉度，並可增加收益。企業利用契約、合約

方式進行商標的授權以賺取權利金。然，品牌商標擁有者應對欲授權之產

業、產品謹慎選擇，因為誠如前面所言在正面的效益下，可獲得企業收益與

知名度的提升促使品牌權益提升；但毫無限制地讓商標出現在任何的產品

                                                 
35 商標法第五條(2008 年商標法修正草案還未通過前)，內容：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

色、聲音、立體形狀或其聯合式所組成。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識其為

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識，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資料來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0 月 30 日，網址：

http://oldweb.tipo.gov.tw/trademark/trademark_law/now/trademark_law_10_1.asp。 
36經濟部智慧局於 2008 年 8 月 25 日舉辦商標法修正草案公聽會，此次商標法大幅翻修，商標法

第五條擴大保護對象，增加氣味（Scent marks）、動態（Motion marks），及全像圖（Hologram marks）
三種非傳統商標。以上內容為修正案重點之一，待未來正式通過得以施行。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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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會混淆消費者對原企業的印象，因而損害自身企業的形象。 

2. 專利（Patent） 

專利與商標同為法律權利的一種，亦須經過註冊、審查，通過後形成。

專利可作為消極的法律防禦工具，積極部署更可在市場上獲利。專利的一般

意義是指創新、創意智慧資本的累積產出，但萬不可盲目地追求專利的數

量，而是要創造能開創產業地位的專利，如科技產業中往往將掌握「核心專

利37」視為市場上競爭的利器，核心專利是指企業實施某特定產業技術標

準，所不可或缺之專利。 

具有品質、價值的專利，勢必經過市場中商業化、產業化、侵權訴訟、

授權、技術移轉、買賣讓與等38具商業行為的淬煉，能如此經營專利並具備

操作能力的企業，不僅能讓競爭對手俯首稱臣、競相與之合作，使其之後具

備控制市場結構的能力。 

另外，可讓消費市場對擁有該核心專利的企業投注其讚賞的目光。由

於高科技企業與專利具有緊密的聯想，也因此當企業將專利在企業營運中進

行移轉、買賣的手法，甚至是使用在一般的消費用品上，專利也會使企業品

牌、形象也連帶成為消費者心中具備「技術與專業」的代名詞，因此不管專

利是如何影響市場結構、形成市場上的競爭利器，專利對消費者而言是能夠

照亮其企業或產品品牌，提升品牌權益的。如：IBM公司持續專注於研發，

其於 2007 年之公布所產出的專利數蟬聯美國 14 年榜首，並且有 2/3 的專利

實際運用於產品上，並且將專利對外授權，其專利許可費每年有近 12 億美

元的收入；除了科技之外，民生消費品亦開始以專利作為其產品的屬性之

一，藉此來強調產品的品質與其科技性，例如：阿瘦皮鞋的阿瘦抗震健走鞋

39、P＆G旗下的品客（Pringles）洋芋片的管狀薯片包裝罐 1970 年獲得專利

                                                 
37 張淑貞（2006），手機產業併購活動中之智財整併－以明基整併西門子手機事業為例，政大智

慧財產研究所，頁 86。 
38 周延鵬（2006），一堂課 2000 億，台北市：商訊文化，初版，頁 38。 
39 阿瘦抗震健走鞋所使用專利為「奈米遠紅外線抗菌鞋墊」，為 2005 年 1 月 16 日所申請。，「阿

瘦抗震健走鞋」同時包括上述專利，與「奈米氣墊鞋」商標使用，算是結合新興科技奈米技術

（Nanotechnology）與傳統產業應用，並推出對應品牌之範例。資料來源：科技產業資訊室—David 
編撰，阿瘦皮鞋的 101 願景與智財佈局策略，科技產業資訊室，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3
日，網址：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class/pclass_A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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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SKII強調的獨家專利成分Pitera®活細胞酵母精華。 

另外，企業在技術研發而得到專利後，亦可利用此行使訴訟的權利基

礎，與競爭者爭奪市場。然，企業內隱的智慧財產為技術（此泛指蘊含之研

發能量）、Know-how40，它們不若專利可直接對外行使亦不具有法律上的保

護可排除第三人自行發展相同的技術內容。即使一企業並無在市場上彰顯其

專利質量，然其產品因內部的技術含量與Know-how於產業中獨占鼇頭，上

述二者的價值仍可於終端消費品中顯現，因此除了核心專利之外，品牌資產

的標的亦應除行諸於外的專利，並應將研發含量的技術與Know-how考慮進

去。 

3. 通路 

製造廠商要將其商品送達終端消費市場手中，中間必須經過通路，早期

製造廠商為了不受制於通路廠商、零售店等，始開始發自己的品牌，進而與

通路商抗衡。而至今通路商的影響力越來越大，通路商也開始發展自己的品

牌，甚至委託製造商為其代工製造商品41，打造自有品牌商品，採用其「私

有品牌」（Private Brand），如屈臣氏、大潤發、家樂福等。 

雖然市場上消費者使用製造商產出的商品，但其產品的銷售仍須透過通

路商，尤其通路廠商呈現「大型化」的趨勢、議價能力也開始提升，歐美國

家通路品牌的市場佔有率不斷增加，例如 Walmart。因此與終端消費市場的

連結，擁有、掌握良好的販售通路勢必可以節省議價的時間及成本。例如：

P&G 為與其顧客—通路廠商，如：Walmart、家樂福等，專設一 CBD（Customer 

Business Development）部門，促使雙方具有良好了溝通，讓製造廠商的商

品可以透過與通路商的合作下販賣到消費者手中，顯現製造廠商除了要傳達

自身優良的品牌、品質給終端消費者之外，對於能讓消費者買到商品的通路

也要有良好的掌握，得以將產品進行販售、創造收益。例如：早期宏碁的電

                                                 
40 專門技術無賦予法律權利之外（同正文所述），專門技術利益得以維持是靠專門技術享有人對

專門技術採取各種嚴格保密措施不讓他人知悉，才能享有專有利益，亦即專門技術既然無法公開

其「機密內容」，就難以具體呈現專有「權狀範圍」於交易市場讓人判斷、評量及選擇。資料來

源：同註 38，頁 136。 
41 製造商為通路商代工的原因有三：一是市場競爭激烈，製造商品牌彼此互相競爭，自己的品

牌銷售不易；二是為了不得罪強勢的通路商，讓原有品牌上價，並且擺在好位置；三是有閒置產

能，為通路商代工生產可以充分利用產能，降低成本。資料來源：同註 10，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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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在美國市場中因無法進駐大型賣場，即便它擁有媒體的拉力而具知名度，

但是產品流通率低也無法帶動消費者的買氣，此為宏碁早期於美國失敗的其

中因素之一。 

上述三者品牌資產的描述，商標、專利等在法律效力可具備進可攻，退可守

的訴訟戰爭；商業利益上則是進行授權、移轉等活動，可利用的產業範圍擴大，

其重要性對企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地位也越關鍵，形成市場的技術標準，如： 無

線通訊晶片廠高通（Qualcomm）掌握關鍵專利（Esssential Patent）及不同的應

用來確保其在CDMA手機晶片市場的壟斷地位，專利授權收取權利金也成為其主

要的營收項目，其自 2004 年起每年皆有 10 億美元以上獲利42；而品牌授權延伸

則可以擴大品牌知名度，同時提高企業收益。因此商標、專利只要運用得宜，企

業的競爭優勢也得以建立；而擁有通路代表其掌握產業結構中的議價能力，能將

製成的商品販賣到消費者手中，通路是企業品牌、產品品牌傳遞的通道，因此通

路關係其品牌權益的增減，當產品在通路有良好的貨架空間，讓消費者易於取得

會有助於品牌權益的提升，如：熟悉品牌而其品牌知名度提升，前提是具有良好

的品質與形象聯想，如此品牌權益在各項因素下為正向。 

 

 
42 蘇晟愷（2007），產業瞭望－高通要求ITC晶片禁令延期執行，電子時報，2007 年 6 月 26 日，

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4 日，網址：http://childe.blogbus.com/logs/6180594.html。 

http://childe.blogbus.com/logs/61805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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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國企業的意義與形成動機 

 

壹、 跨國企業之意義 

跨國企業因其重要性與日遽增，因此許多專家學者們對此進行深入的研究，

除了”Multinational Corporate”一詞之外，因各家學者偏好的不同也使「跨國企業」

產生了不同的名詞：Multinationals（MNLs）、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Global Corporations（GCs）等，至於中文名

稱包含：跨國公司、跨國企業、多國公司、多國企業、全球企業等。 

若按照Roderick E. White and Thomas A. Poynter（1989）43的國際企業的組織

架構，利用全球整合力量和地區回應力量此兩軸的矩陣，可將國際企業劃分為四

類：國際企業（International Company）、全球企業（Global Company）、多國企業

（Multinational Company）、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Company）；Richard D. 

Robison（1984）44依照國際企業發展階段作區分，將國際企業歸類為四種：國際

型企業（International）、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跨國籍企業（Transnational）、

超國籍企業（Supranational）等，其中不論是跨國、多國皆指出在海外設立已擁

有數家子公司。Neil Jacoby（1970）45則認為多國籍公司擁有並管理 2 個或其以

上國家的事業，並直接控制、管理實體資產，不是採取間接的資產、證券等投資

組合。 

為統一本研究「跨國企業」一詞的定義，顧名思義即可說明除了母國之外，

另有進入至他國發展的企業，至於發展的原因則可由其他學者、研究的定義說明

之。如：根據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定義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NC）是在「2 個或

更多國家中，建立子公司或分公司，母公司對他們進行有效的控制與統籌決策，

以從事跨國界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實體」。母公司在他國設立子公司或分公司，

兩者差別在於是否為「獨立法人」會影響其在他國的投資行為，因為在稅法及對

                                                 
43 White, Roderick E. & Poynter, Thomas A.（1989）, Organizing for Worldwide Advantage, Business 
Quarterly, Summer: pp.84-89.  
44 Robison, Richard D.（198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An Introduction. Hinsdale, Illinois: 
Dryden Press, 2nd Edition. 
45 Jacoby, Neil（1970）,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 World Power to Unite People, Center 
Magazine, Vol.3, No.3, May: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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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方面的法令上會有不同的限制與優惠。 

于卓民（2000）則將各家跨國企業之定義作一整理，根據圖 9 的整理可分為

三層：第一層為是否參與國際活動，分為國內公司與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Firms），國際公司是不論參與的程度為何，只要投入與產出國外企業有互動即

可；第二層衍生自前述的國際公司，依國際化程度予的以區分為非多國公司

（Non-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與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以

後者的程度較高；最後則是從多國公司所衍生出第三層，其依業務的整合分別為

全球公司（Global Companines）與複國內化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ies），前

者為試圖整合分散在不同國家子公司的業務，後者則是將各地主國視為獨立市

場，允許各子公司自由運作，子公司間關連度低。 

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為第一層有參與國際活動的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Firms）為主，如單純貿易，當其更深入參與國際事務時，則進展到第二層國際

化程度較高的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此時與當地市場有所連結，

個案探討的階段屬於第一到第二階段之間。 

 

圖 9 跨國企業名詞關係 

資料來源：于卓民（2000）46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2004）47對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46于卓民（2000），國際企業：環境與管理，台北市：華泰文化事業，初版，頁 4。 
47曾啟彰（2004），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
2004 年 11 月 26 日，檢索日期：2008 年 10 月 25 日，網址：

http://taiwan.wtocenter.org.tw/www/readDoc_e.asp?documentid=3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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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的定義，其以三種不同的角度判斷探討，其在比例的多寡有待商榷： 

（1）國外的活動程度：國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國外資產佔總資產的

比例，國外員工數佔總員工的比例48。 

（2）在國外具有製造工廠的國家數目：較嚴格的標準是 6 國（母國除外），

較寬鬆的是指 1 國（母國除外）； 

（3）總公司的心態：母國導向的民族中心主義、地主國導向的多元中心主義

及全球導向的全球中心主義。 

中華經濟研究院以上述三種角度所定義出來的跨國公司或許不同，但可反應

出「跨國公司必須要在母國以外的國家，從事某些實質活動」，本研究採用學者

傾向的第 2 種說法—在國外具有製造工廠的國家數目，採取的定義數字為 1 國，

公司的型態可大可小，不受限於民營或公營企業，甚至是上市公司或家族企業等

公司型態。綜合上述的內容，必須在 1 國以上（母國除外）實際管理的資產。本

研究不探討跨國企業中母國與地主國之間及總公司統治或子公司自治的商業差

異。 

根據上述之討論，本研究所稱之跨國企業有下列特徵：在全球架構下獲取全

球資源，尋找並整合製造、行銷、研發、籌資等企業營運項目，同時企業本身應

具備彈性、迅速回應全球市場挑戰的能力，著重於市場進入策略、國外經營所有

權與金融活動等，並追求集團整體績效。 

貳、 跨國企業之發展與形成動機 

一、跨國企業之發展 

跨國企業的形成最早始於二次（1945 年）大戰後，起因各地區因戰後經濟

疲乏尚待重建，因此仰賴美國的金融支援與技術指導，跨國界的商業活動因此快

速成長，國際貿易與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隨之增加。 

1945～1955 年間，美國挾其經濟優勢，對外開始投資，且該時期各地主國

對於外來投資者（跨國企業）並未有所規範，因此跨國企業在地主市場上運作自

由。1955～1970 年地主國開始關注跨國企業對當地造成的影響，如：當地人民

                                                 
48 同註 46，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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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業發展、經濟主權，因此跨國公司也必須針對地主國政府的立場去擬定商業

計畫，與各國政府建立良好的關係。另外，歐洲與日本企業也踏出國門，與美國

瓜分國際市場。 

1970～1980 年間因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甚多時，亦會連帶影響母國的經濟發

展，故不只是地主國政府，此時亦包含跨國企業的母國政府在內，母國政府開始

對跨國企業在外國地主市場上的商業活動轉為限制、干預的態度，如：限制子公

司的外銷業務、否決國外的併購行為等。同時跨文化的問題從沉潛浮上檯面，因

為歐、美、日等企業紛紛加入跨國戰場，各國管理風格迥異，因此各地主國人民

或母國外派人員也必須對此適應。1980 年代至今，隨著跨國商業活動的繁雜，

除政府組織之外，各類的利益團體，如：國際組織、消費團體、環保團體等參與

其中，跨國企業為符合各團體的要求，亦面臨更多管理、經營的挑戰。如：歐盟

於 2003 年公布之三大環保指令（WEEE、RoHS與EUP49），對全球的電子電器製

造廠商具有不小的衝擊，業者為防範無法進入歐盟市場而影響企業營收、營運，

因而業者始要求上游代工廠商形成「綠色環保供應鏈」，力求環保的製成與材料，

讓跨國企業的歐洲市場得以維持。 

若就歷史來觀察參與者的角色，跨國企業與當地企業間的貿易行動展開，然

因企業在海外設置公司、辦事處等商業行為，帶動了地主國的經濟市場，因此一

開始從直接關係人（交易企業兩方），進而發展至地主國政府、跨國企業母國政

府、跨國界或地區性利益團體加入，讓企業在進入跨國商業市場後必須隨著環境

及關係人，其經營活動、策略亦會有所轉變。 

二、跨國企業之形成動機 

跨國企業其形成的歷史過程中，需要參與及面對的利害關係人逐漸增多企業

雙方到兩國政府，之中的細節還包括：各地的顧客、勞工、供應鏈廠商等直接關

                                                 
49 廢棄電子電機設備（WEEE）規範十大類電子電機商品，各會員國必須建立回收體系，以便達

成一定的回收目標與再利用回收率（50-75%）。進入歐盟會員國的電子電機商品之生產者必須建

立自有廢棄物回收處理體系，負擔回收的義務。有害物質限用指令（RoHS）為WEEE精神的延

伸，含有鉛、汞、鎘、六價鉻、多溴聯苯、多溴聯苯醚等有毒物質不得進入歐盟市場，因此Sony、

ACER等大廠重視「綠色供應鏈」，要求符合環保高標準的至程與材料。耗能產品生態化設計指

令（EuP）為一量測標準，將環境保護理念整合至耗能產品的設計過程中，提高產品在其生命週

期內的環境性能。資料來源：薛仲男（2005），歐盟環保三大指令簡介，華銀徵信室，第 28 期，

頁 36-42，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7 日，網址：

http://campaign.hncb.com.tw/intranet/monthly/mon028/028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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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從個體到總體的擴張並牽涉到國家利益，如：地主國（法令、制度、風氣

及產業主導力量）、跨國企業之母國（稅收、當地就業、經濟開發）、區域經濟下

之團體（環保）等。雖然跨國企業的規模日漸龐大，面對的跨國性問題也日漸複

雜，但鑑於企業成長的機會與優勢，促使其走向國際化的動機如下： 

（一）獲取資源 

早期企業以製造業為主，當企業有感國內的資源匱乏因而向海外尋求原物料

的來源以維持其製造生產，英國、荷蘭等國家的企業最早開始進行海外探險，追

求的資源不外是土地、礦產、原料、人力等，至近期以知識服務為業，更是追求

科技資源，如台商至美國矽股尋找相關科技資源、研發技術等。資源的追求在於

增添國內的不足。 

（二）市場 

1960 年代起企業進出口貿易打破國界藩籬，開始自行、掌握銷售的目標與

市場，不再受限於內需市場，向外擴張期能使市場規模化以增加營收，如：IBM

在 1937 年因對亞洲市場還未熟悉因此在印尼設立代理商，代IBM銷售商品；

1950~1960 年間IBM在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正

式設立有限公司或是跨國分部50，讓IBM能直接瞭解亞太市場的概況進行操作。

此時期美國企業高度全球化，其跨國性企業無所不在，但

 

1970 年後美國以

外公

（三）成本優勢

跨國企業面對全球潮流下，不只是為了獲取資源，更要多運用當地市場成本

更為

                                                

司，如：歐洲、日本也加入跨國公司的行列，並展開跨國投資，如：日本石

橋輪胎（Bridgestone）購買美國火石公司（Firestone）、雀巢併購美國最大的冰淇

淋製造商醉爾思（Dreyer＇s）及聯合利華也併購美國冰淇淋品牌 Ben & Jerry＇s，

採取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當地市場，成為市場競爭結構中的一員。 

 

低廉的資源，讓企業的整體營運成本下降，產生財務利潤，因此產生以成本

優勢為主要動機因素。如：早期台商至東南亞投資，以取得當地的員工與土地，

 
50 吳秀玲（2002），跨國企業對東南亞地區投資結構變化之研究，主要國家產經政策動態季刊，

第 2 期，6 月份，頁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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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三項形成跨國企業的動機，企業欲掙脫國內市場規模的侷限以及提

升企

檢視跨國企業的歷史演進，其為擴張自身的營運，在獲取資源、市場、企業

營運

 

此時地主國擁有成本低廉的資源（與第一項動機連結），因而讓台商在企業營運

下能夠節省成本。另外搭配外部環境的因素，可利用各國家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

來促使跨國企業的稅賦降低，例如：可將智慧財產移轉到低稅賦的分支機構，併

購品牌的方式亦可利用稅賦結構達成。 

業營運獲利，因而跨出國境尋求資源（取得方式相對母國容易，且豐富度較

高），設定其面對的是全球市場或地主國當地市場，搭配有效的行銷、定位策略

拉動消費者需求。並且考量地主國的政策、文化，選擇有利於企業營運的形式，

如：子公司、分公司、辦事處或代理商，甚或與他人合資等，以及各國商業、產

業升級與金融等規則來進行全球的整合，同時達到成本的降低又可提升企業的整

體獲利。 

三、小結 

的成本節省的動機下，企業因而進行跨國的發展，並在發展過程中牽涉到的

利害關係人愈廣、處理的問題也愈複雜，從企業雙方的利益關係擴大到國家間的

政策施行，甚至影響一國產業的經濟發展、整體收益、財稅。可見一企業的營運

涉及的層面極廣，從內部的員工、管理階層、股東，到外部的上下游供應夥伴、

競爭者、消費者，以及相關的組織、團體，國內的企業營運已如此複雜，更何況

在成為一跨國企業時必須面對當地市場關係的建立，而後才得以享有跨國企業的

好處。跨國企業必須使本身的營運與供應夥伴具有適切的合作，讓商品得以在當

地市場上銷售，同時跨國企也必須讓自己在當地市場甚或其佈局之全球市場上，

使消費者對其具備良好的印象，如品質、服務等，促使他們對該產品一再消費，

藉由消費者對其的需求度來壯大、維持其市場佔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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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與跨國企業之關聯 

 本研究欲探討跨國企業建立品牌，設定的主體為二：跨國企業與品牌，如上

節小結所述，當企業不論是以自行建立或是併購方式進入他國形成一跨國企業，

需面對另一個國家的消費市場、合作關係，企業面對不同民族文化的市場關係必

須耗費一定的時間、金錢建立，若處於一成熟市場，該跨國企業在營運部分已具

挑戰，欲建立自己的品牌勢必困難重重，市場多已充斥著各家品牌，消費市場對

此一新進入之跨國企業的品牌認知近乎於零。 

若要讓跨國企業與其目標顧客、產業市場緊緊相依，在具備良好品質的基礎

下，仍須從企業或是產品的「品牌」著手以獲取市場注意。具有長期承諾的品牌

可讓跨國企業在非母國的市場中獲得顧客，並取得供應鏈廠商的信賴，顧客對其

投以正面的肯定亦會帶來好的企業價值，進而獲得品牌權益的提升，並利用品牌

權益與競爭廠商一較高下。 

在此說明跨國企業在當地擁有一具知名度的品牌，於產業中顧客、競爭者以

及企業本身帶來的影響為何，說明品牌與跨國企業之關連性，藉此引導跨國企業

能快速或有遠見地建立自有品牌，並提升其品牌權益。 

品牌之於顧客：聞名世界的品牌是經過歷史的累積、文化的薰陶，以及品

質、功能經過種種挑戰而成的產物，因此品牌本身對於顧客而言，是企業提供一

穩定保障的信物。隨著 2000 年來跨國企業的增長、商業及金融以不受地域性的

限制，全球資金、資訊的流竄，多數企業在面對內需市場的飽和下，開始將目標

移轉到區域經濟體，如：亞太、歐洲、美洲等，甚至是放眼全球。因此當企業欲

發展品牌時，其要面對的就是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區域經濟體下的顧客、消費者。

跨國企業的品牌對各地區的消費者而言，帶有著來源國訊息，具備國家文化的特

性，因此跨國企業在各地區市場，要如何展現品牌，以及思量顧客對外來品牌的

包容性與信賴感，在品牌的營運、打造上皆要考慮當地顧客的立場。 

品牌之於競爭者：與跨國企業的品牌較勁，需要思量的是當地競爭者，以及

全球的品牌競爭者。採取跨國營運的廠商，首要衡量在市場結構中的競爭對手，

此處以「市場結構」觀之，競爭的產業對手其品牌的支持者為何？例如：美國筆

記型廠商形象為顧客導向、著重行銷、服務，而相對台灣、大陸品牌在全球品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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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之下則仍是代工、製造，對照此一情況，品牌層次就屬歐美品牌的層次較高，

主要的歐美市場也以消費當地的品牌為主。即使台灣、大陸業者已成為跨國企

業，採行跨國貿易營運，但是品牌層次相較他國競爭者仍低，故需要其他方法來

扭轉全球的印象。 

品牌之於企業本身：品牌對外營運的方式會影響企業的成本與費用，例如：

跨國企業建立全球大一統的形象，全球各國的分支機構推行的廣告、傳遞的訊息

皆相同，如此可節省一筆開銷。另外，品牌的強勢程度除了影響顧客與競爭者之

外，同時也影響與之合作的供應鏈，如：Apple 的 iPod 各個廠商無不競相與之合

作，因為 Apple 所建立的強勢品牌，讓其擁有基本的客群，亦會連帶影響供應鏈

的訂單。強勢品牌也意味著穩定的合作關係與與強大的議價能力，而強勢的跨國

品牌則代表擁有全球的供應合作關係。 

 

圖 10 品牌與其之關連性 

資料來源：戴國良（2007）51；本研究繪製 

 品牌之於企業等同品牌之於市場，因為品牌對企業而言，不論是顧客、競爭

者，甚或是企業本身，其不出「市場」的範圍，跨國企業在具有一品牌的情況下，

對於其商品的銷售、市場的競合關係具有影響力，提高在市場的議價能力，品牌

權益的提升亦需要品牌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品牌忠誠，以及專屬品牌

資產此五個層面的程度提升，因此企業建立品牌也需將此構面納入考量。 

 

                                                 
51同註 13，頁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