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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跨國企業品牌的建立 

第一節著重說明併購歷史沿革，於各階段中所重視的內容及其影響為何？同

時融入品牌及品牌資產的歷史演變，結合併購動機，以展示對現今企業發展有何

優點。 

第二節專注於品牌策略，並於之中說明併購對產品品牌與企業品牌所造成的

影響、併購之品牌特性、影響品牌組合的因素，以做為未來個案分析的架構。 

第一節 品牌之建立方式 

Doyle（1990）52說明取得品牌有兩種方式─自創品牌與併購品牌，企業會

依目標導向的特性選擇適合自己品牌建立的方式。 

                                                

企業進行國際化亦具兩種模式—在當地自行發展或跨國併購當地企業，前者

是企業靠自食其力、不借助外力的情況下，於當地市場中打造自己的品牌，並試

圖融入當地產業，讓當地市場能夠熟悉這個新品牌以提升自家產品的價值，以創

造更大的收益，但打造的過程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路，市場的成熟度也成為阻礙

的一部分；後者就是透過與跨國的當地企業或國際企業聯姻，加速企業本身的國

際化與累積跨國經營的經驗，借助目標市場對此聯姻企業及其品牌的熟悉度，來

帶動自家企業的發展。 

已具跨國形式的企業在當地市場建立品牌的方式，猶如進入當地市場，方式

已如上所述，分為自我發展以及併購。以下先說明自我發展品牌的優缺點，而後

進入本研究的重點—併購，藉由探討併購的歷史沿革，瞭解之中的目的演變。不

論是自我發展或是併購他人品牌，其實際目標皆在於讓企業的品牌權益提升，於

市場上取得競爭力與獲得實質的利潤報酬。 

 
52 Doyle, Peter（1990）, Building Successful Brands: The Strategic Options,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Vol.7,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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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品牌的建立方式（一）：自我發展品牌 

一. 意義 

Farquhar（1990）53提出三種使品牌權益提升的方法—建立、借用（向他人

授權取得使用）、併購。建立即是企業自行對其產品進行品質、品牌形象的打造，

設定與品牌形象相對應之價位、通路、廣告，傳達給目標顧客藉此取得他們的品

牌認同，進而產生品牌忠誠對該產品持續消費；而後二者的借用與併購則是企業

與外部對象有買賣、租賃品牌的關係，利用授權者與被併者之品牌來影響被授權

者與主併者的品牌，藉此讓消費者對兩方品牌產生一連動性，在品牌大傘下可以

提高其品牌權益，有力產品的銷售與形象的建立，併購將於之後詳細說明之。 

Ward, Light,& Goldstone（1999）54說明自創品牌的意義屬於企自己業的獨特

性認證，可用於識別產品及服務並提供長久可靠的承諾，顯示企業建立自己品

牌，可從外觀設計、行為、心靈層次等皆可與競爭者做區隔。自行發展品牌的另

一說法則是，其品牌完全不假他人之手、獨立地創造、規劃、經營管理，但是品

牌在市場上發光發熱，仍需要一連串的配套措施，如：行銷公關、通路、市場競

爭策略等，其必須與市場的連結度高，因此勢必進行與市場相關的分析，如：競

爭者品牌層次、顧客對該類產品品牌的看法，以它們做延伸從中找到自己的品牌

利基，傳遞不同於他人的價值主張，之後則是持續關注市場對品牌的反應與用心

經營顧客心中的品牌形象。 

另一自行發展品牌具備代工廠商的特殊性，如：台灣長久以來為外國品牌大

廠進行 OEM （ Orig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 ODM （ Orignal Design 

Manufacture）累積製造、設計的經驗，強化企業了於製程改善的營運效率與能力，

最後企業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商標進行自創品牌（Own Brand Marketing，

OBM），欲從 B2B 的市場，進入商品價值來源的消費市場，欲直接面對消費者而

成為 B2C 的形式，此為代工廠商的角色轉換，從為他人製造商品到發展自己品

牌商品在消費市場上販售，同樣地品牌大廠與其關係也隨之改變，製造的合作伙

伴演到最後成為多了一個競爭對手，之間充滿競爭合作的衝突與矛盾。因此代工

                                                 
53 Farquhar, Peter H.（1990）, Management Brand Equit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Vol. 30, No. 
4, pp.7-12. 
54 Ward, Scott ;Light, Larry; Goldstone, Jonathna（1999）, What High-Tech Managers Need to Know 
About Br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77. 

41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三章 跨國企業品牌的建立 

廠商在市場上自行打造品牌勢必面對另一種壓力與挑戰，因此可發現亞洲廠商欲

發展自己的品牌，除了在競合矛盾中尋找其他出路，例如：產品定位與品牌大廠

不同、尋找利基市場，甚或彼此約定營運上的限制範圍等，另一種方式就是併購

他人的品牌，品牌所有權易主相對於市場上多了一個競爭對手的衝擊要小一點，

此為之後會探討到的內容。 

二. 企業自行發展品牌的優缺點 

Blackeet（1991）55指出企業自行發展品牌的優點利基在於（1）企業可直接

對顧客溝通自己的品牌訊息，以及品牌淵源與原始意義，此為增進品牌忠誠的關

鍵之一；（2）成為市場上的競爭性工具，及其品牌層次作為高價格的基礎；（3）

是產品附加價值來源及延伸的平台；（4）投資無限期與未來所得的保護。 

Kotler（1994）56說明自有品牌的存在的效果：（1）相對於採用他人的授權

品牌與為他人代工，可在法律上具有專屬的效果。因為自身的權利掌握在自己手

中，使用他人的授權品牌無法掌握授權人對外的授權訊息為何，可能會遭遇授權

品牌的負面牽連；（2）面對市場競爭可有區隔市場的效果；（3）藉由品牌建立對

消費者傳達公司形象，以吸引忠誠顧客。 

企業擁有自行建立的品牌，可從建立時就傳達企業本身的意念，及早對消費

者進行溝通，在品牌形象建立之後，藉此區隔市場及其目標對象以獲取市場份

額。然，在當地市場自行發展品牌需要長時間的開發才得以進入消費者心中，進

度緩慢且金錢耗費驚人，因此企業在國內建立品牌就必須具有強大的獲利能力來

支持，因為若要跳脫國界進展到國際市場，其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就是品牌國際

化過程中的鉅額虧損。 

貳、 品牌的建立方式（二）：併購品牌 

企業建立品牌的方式包含：自行發展、授權、併購，後二者採用一方支付另

一方金額以取得品牌的使用權、擁有權。本研究在此將企業對品牌的自行發展與

併購取得做一區隔，企業對自我建立之品牌具有 100%的所有權，而併購取得之

                                                 
55 Blackeet, T.（1991）, The Valuation of Brands, 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 Vol. 9, pp.27-35. 
56 Kotler, Philip（1994）,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s-Hall, 8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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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則因併購交易的形式或契約條件，使其對品牌的所有權、控制權有所差異，

如：一企業透過授權取得他人品牌的使用權，則該品牌對於此一被授權企業的品

牌影響力有限，併購過來的品牌則因其市場、顧客關係，取得此品牌的企業在操

作上仍有其難度，而 100%自行發展的品牌，企業在使用上是最靈活、不受限制

的。 

一. 併購的歷史演進 

本部分的五階段著重於美國併購歷史的概述，因為在美國經濟自 19 世紀便

展現對世界的影響力，早期採取併購擴張的企業仍存在，且成為跨國際的大型企

業，美國是最早進行跨國併購的指標。從第五階段起不只是美國，歐洲與亞洲企

業也因全球經濟活絡、穩固自身體質後，開始透過跨國併購延展企業的營運，因

此第六階段將不侷限於美國的併購，而是對全球的概況作說明。 

Wasserstein（1998）57說明起因於併購活動的熱絡導致美國經濟發生結構性

改變，企業併購衍生的問題及爭議不斷增加，且同時期發生多件鉅額的併購交

易，如：MCI、Nynex、AT&T、Worldcom等公司。Gaughan（2002）58以併購活

動發生最早、最熱絡的美國來歸結併購背後的動機與趨勢。根據相關文獻討論，

本研究將併購分為六大時期，尤其自第四期開始（1980）併購的範圍因企業走向

國際化而擴張至全世界，自此之後跨國併購在各國間產生。 

（一） 併購第一階段：1897~1904 

1897 至 1903 年間企業採取水平式併購59，以獲取規模經濟的獨佔利益，將

近 40%的製造廠商採取聯合形式參與原物料的活動，如：石油、鋼鐵、煙、礦業、

化學、交通設備等產業，另帶動美國的鐵路及電力等產業的基礎工程及其生產技

術，加上法制單位對反托辣斯的執行不力、企業易取得資併購金，以購買其他企

業股權而影響企業經營，在上述因素下至 1904 年已累積約 3,000 件併購案。 

參與併購活動的企業包括：杜邦（DuPont Inc）、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57 Wasserstein, Bruce（1988）, Big Deal: 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America's Leading Corporations, 
New York: Warner Books. 
58 Gaughan, Patrick A.（2002）, Merger Acquisition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3rd Edition. 
59 1895-1904 年間的併購類型概括分為三類及其比例：水平式併購（78.3%）、垂直式併購

（12.0%）、混合式（9.7%）。資料來源：同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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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奇異電器（General Electric）、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美國煙草（American 

Tobacco Inc.）、輪胎製造商納維斯達國際公司（Navistar International），上述有些

公司至今已成為市場的領導者並擁有極高的市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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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897-1904 美國併購件數 

資料來源：Merrill Lynch Business Brokerage and Valuation, Mergerstat Review, 1989；本研究繪製 

（二） 併購第二階段：1916~1929 

採取垂直式併購並展開非相關產業的企業結合，併購之目的在於維持「寡

佔」（Oligopoly）利益及擴大銷售業的通路、取得產品及市場的佔有率。 

此時傳播業因收音機的出現，讓廠商利用其來廣告自家的產品，突顯坊間

商品的差異性而利於產品的銷售，以及運輸、汽車業的技術提升，市場間聯繫因

而加快，提高市場競爭性，加上股票市場的蓬勃發展等因素造就了龐大的財富。

直到 1929 年因金融市場過度使用財務槓桿，致使許多企業無力償還債務而引發

了「經濟大蕭條」，併購活動嘎然中斷。當時併購的企業至今仍存在的有：General 

Motors、IBM 等。 

 在第一與第二階段企業併購活動展開的同時，因整體經濟的發展之下，品牌

的發展也同時並進。其始於 1870 年，直至 1915 年已出產第一批的品牌經營者，

當時具有製造能力的企業推出商品，以發展消費性商品為主，品牌類別屬於製造

                                                 
60 1882 年，洛克菲勒創建了世界第一家托拉斯-標準石油托拉斯（以高度聯合的形式組成一個綜

合性企業集團），並把總管理處遷到紐約。1888 年，公司開始進入上游生產，收購油田。1890
年，標準石油公司成為美國最大的原油生產商，壟斷了美國 95%的煉油能力、90%的輸油能力、

25%的原油產量。標準石油公司對美國石油工業的壟斷一直持續到 1911 年，1911 年 5 月 15 日，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裁定標準石油違法壟斷，將其支解為大約 37 家新公司。資料來源：MBA智庫

百科，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1 月 25 日，網址：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0%87%E5%87%86%E7%9F%B3%E6%B2%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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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牌（Manufacture Brand）。藉由投入行銷、廣告等活動打響其品牌知名度，

因而跨越州界從區域性品牌擴張成為全國性品牌，為更專注於品牌的經營而發展

品牌的相關制度，如：P＆G 的品牌管理制度便設置了品牌經理一職。 

 同時製造品牌廠商還需面臨零售、通路業者帶來的挑戰。因為爆發經濟大蕭

條，批發、連鎖經營業者因製造商品牌的商品價格過於昂貴，因而發展自己的零

售品牌，訴求為以低廉價格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將製造商品牌商品下架，因而

在 1930 年代引發製造商品牌與零售商品牌的戰爭。 

（三） 併購第三階段：1963~1970 

此時採取集團式併購（Conglomerate Merger），主要著眼於早期企業集團化

（第二期已初具集團形式）的獲利豐厚，且為避免核心產業的獲利不穩、營運衰

退、產業不確定性等因素而進行多角化化，開拓不同的產品線甚至跨行業營運。

併購標的相對於前兩階段，中小型企業開始併購大企業為主。 

由於集團式多角化併購的成長策略，美國企業向海外擴張的策略於此時奠

定，因而建立了跨國企業的雛型，亦造就其全球化、跨國性品牌的產生，讓當地

消費者對其具有品牌的聯想。 

法律規定會影響企業對併購形式的選擇與活絡程度，如：1914 年的 Clayton 

Act 禁止股票收購的方式降低市場競爭，因而造成資產收購在市場上的大量使

用；1950 年制訂的 Celler-Kefauver Ac 雖補足先前資產收購的漏洞，但因其又規

定併購不得以相同產業為目標，因而造就多角化的併購方式。 

 股票市場的熱絡發展易取得資金來源，如：可轉換公司債之使用，會計制度

上的權益結合法（Pooling Method）帶來帳面盈餘的增加，可從下圖 12 得知其併

購案件的逐年攀升。直到 1969 年法規政策的變化使企業在併購的會計利益消

失，融資亦受限制，促使併購活動減少且經濟趨緩，同時管理階層無法兼顧多重

產業，致另外股市興盛使數量分析成為投資的主要評估工具，忽略企業策略的規

劃等上述因素，導致 1970～1982 年間的跨產業併購案，近 60％的企業在 1989

年時被出售，顯現多角化併購並未帶來正面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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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963-1970 美國併購件數 

資料來源：Merrill Lynch Business Brokerage and Valuation, Mergerstat Review, 1989；本研究繪製 

品牌自 1930 年代的發展趨於專業化，而屬於無形的智慧財產則是於 1950

年代伴隨企業經營的規模化，以及科技、文化融入，於 1970 年代時開始作為經

濟活動、全球經濟版圖擴張的工具，智慧財產的權利取得要件與執行成為國際經

濟關係的主要議題。另著眼於智慧財產的重要性與日遽增，組成「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巴黎公約會員國在美

國華盛頓正式成立《專利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61，隸屬

於WIPO的國際性公約。企業亦開始利用專利等智慧財產進行產業的攻防戰，如：

寶麗來（Polyland）因掌握拍立得技術，於 1976 年控告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違反其七項專利權，歷時 14 年的訴訟，讓柯達不但背負 9.25 億美元的

賠償金，而柯達因為訴訟失敗，包括侵權損害賠償、訴訟費用與研發生產成本等，

共計損失 30 億美金62，並讓科達退出拍立得市場，顯見具有品牌資產（專利）

的優勢。 

（四） 併購第四階段：1981~1989 

美國經歷 1973、1974 年石油危機的經濟蕭條後，此時期美國企業的發展走

向大型化，且走出國外進行全球化63，因此環境下併購活動於 1988 年達到顛峰，

                                                 
61 PCT是自 1978 年 1 月 24 日正式生效，同年 6 月 1 日開始接受申請。截至 2004 年底為止，PCT
申請件數累積達 100 萬件。檢索日期：2008 年 12 月 12 日，網址：

http://www.saint-island.com.tw/report/data/IPR_200512.htm。 
62 業界觀察：專利戰只相信專利，中華人民共和專知識產權局，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3 日，網址：http://big5.sipo.gov.cn/www/sipo2008/mtjj/2008/200804/t20080401_353681.html。 
63 20 世紀 90 年代之前的併購浪潮主要發生在美、歐等發達國家內，但跨國併購並未佔據主導地

位。資料來源：魯再平、王鵬（2003），跨國併購及其對中國企業併購的啟示，中國證券會，網

址：http://esoftbank_com_cn-wz-10_5796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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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國際的併購案牽涉的層面更為複雜，如法規與金融市場。 

除了美國向外推展併購，日本及歐洲企業當時因美金貶值而加入併購行列

並進入美國的經濟體，如 1988 年日本石橋輪胎（Bridgestone）以 26 億美元購買

美國火石公司（Firestone），隔年新力公司（Sony）購買美國哥倫比亞廣播公司、

三菱集團以 1,200 億日幣購買紐約洛克斐勒中心。King（1993）以 1975～1988

年日本買家及美國被併公司的資料中分析得到：日本公司到美國進行併購活動

時，不論主併公司或被併公司都會獲得顯著的財富增加。 

併購標的本身在規模、優異程度皆較前三階段為佳，甚至出現國家級的大

型企業，併購交易的金額也多達百萬美金以上。自 1974 至 1986 年間交易金額達

百萬以上的案件已成長超越 23 倍，直到 1990~1992 年間，併購活動開始趨緩。

此時併購活動集中在商業銀行、投資銀行、廣播電視、醫療衛生及自然資源等行

業，尤其金融行業於美國的經濟地位日益重要。 

1980 年代經濟發展對資訊科技的倚賴日重，技術形成當時競爭力的主要關

鍵，美國、日本無不投入研發、技術創新並對智慧財產重新定位。在當時美國的

科技領導地位受到日本及新興工業國家挑戰，因此政府供給經費促進研發，鼓勵

高科技企業提供技術予政府，並要求國防科技亦需考慮商業利用性，全國的技術

含量提升，智慧財產（專利、技術等）在此時的授權、投資活動普遍，美國因而

開啟智慧財產的強勢主張。美國在高科技產業（電腦、資訊、通訊、生物科技、

製藥等）的蓬勃發展與智慧財產訴求的並進之下，促使企業進行併購時特著眼於

利用他人智慧財產來強化自身的核心優勢64。此時期的併購已漸有併購品牌資產

─專利（技術研發、Know-how等）的味道存在。 

（五） 併購第五階段：1992~2002 

企業基於策略考量於 1992 年開始併購活動又有所動作，以策略性併購稱

之，顯現併購並非單純的資產買賣，而是有規劃企業長遠營運在內。併購的目的

在於：快速進入市場、縮短建立時程、取得產業內關鍵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並且

強調併購後的綜效、附加價值，以提高產業或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交易方式多

                                                 
64 馮震宇，高科技產業進行購倂應注意的法律問題，檢索日期：2008 年 12 月 12 日，網址：

http://www.moea.gov.tw/~ecobook/cynex/sab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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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股權交換，之中須面對股價變動帶來的風險。 

90 年代階段企業大型化後持續追求企業的成長與發展，並搭配高科技產業

瞬息萬變的特性，快速取得新產品、新技術及通路是必須的，因此併購對他們帶

來的時間效益比起內部自行擴張無法比擬的。1996 年已公開聲明的併購有 2,000

件，價值超越 2,520 億美金，併購件數比 1991 年成長了 54%，併購金額也愈趨

龐大，在五年間已成長了 3 倍65。跨國併購顯然已成為企業快速達到全球化的基

礎，尤其 1998 年跨國併購呈現一波熱潮，如：歐洲的戴姆勒賓士汽車

（Daimler-Benz AG）花費約 350 億美金購買美國的克萊斯勒汽車（Chrysler），

形成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Daimler-Chrysler）66；高科技產業更以併購作為增強

企業優勢，如思科（Cisco）、微軟（Microsoft）等企業併購交易頻繁。 

全球化併購亦發生在歐洲與亞洲，歐洲併購主要發生在 1998 年之後，隔年

歐洲併購的規模、金額就與美國相當，其中以英國總併購的金額最高，德國與法

國次之；亞洲也是在 1998 年在併購上有明顯的增加，當時仍以日本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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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963-2000 美國併購件數及成長率 

資料來源：Mergerstat Review, 1990 and 2001；本研究繪製 

                                                 
65 原文：According to Securities Data Corporat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 announce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in 1996 worth over $252 billion. While this represents 54% more acquisitions than in 1991, 
the increase in dollar value has been even more remarkable, tripling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資料來源：Sydney Finkelstein，Cross-Border Mergersand Acquisitions，線上閱讀：2008 年 7 月 30
日，網址：http://mba.tuck.dartmouth.edu/pages/faculty/syd.finkelstein/articles/Cross_Border.pdf。 
66戴姆勒克萊斯勒於 2007 年 5 月將旗下美國克萊斯勒子公司 80.1％的股權，賣給美國資產管理

公司賽伯樂（Cerberus），成交金額 55 億歐元，戴姆勒仍保有剩下的股權。資料來源：戴姆勒出

售克萊斯勒予賽伯樂（2007），大紀元時報，2007 年 5 月 15 日，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1 月

27 日，網址：http://hk.epochtimes.com/7/5/15/447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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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併購第六階段：2002~2008 

此時期仍以大型企業間的併購為主，跨國交易活動頻繁、資金豐沛的環境

下，單筆併購金額超過 10 億美金的交易逐年增加，至 2007 年總併購金達 16,370

億美金，如圖 14 所示。 

自 2004 年起開發中國家也開始對開已發國家進行投資，如：中國陸商務部

及外交部於 2004 年 7 月發布《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錄》，由政府主導國有企

業擴大對外投資（不含金融類投資）、展開對外併購，多以遭遇瓶頸的資源為標

的。透過跨國併購建立起新的組織、先佔核心技術、增加持股價值、提高規模經

濟和協同效應，以獲得避稅優勢。2004 年 1 月，TCL集團的另一香港上市子公

司TCL多媒體完成對法國湯姆遜公司67的彩電業務的併購，雙方合資成立TCL-

湯姆遜合資公司（TTE Corporation，TTE），同年 9 月TCL通訊以 5500 萬歐元現

金併購阿爾卡特（Alcatel）集團手機業務，雙方合資成立T&A；另外IT產業還包

含聯想集團（Lenovo）以 17.5 億美金的代價取得IBM的PC部門；台灣較大的併

購案包括 2005 年明基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宏碁 2007 年 8 月併購美國電腦

製造商（Gateway），與歐洲的Packard Bell；神達電腦於 2007 年併購歐洲衛星導

航品牌Navman，又在 2008 年 12 月以約 9,600 萬美元併購美國導航廠商麥哲倫

（Magellan）來強化北美市場。對於併購標的具良備好的體質，或是品質出眾的

資產，如：高科技產業往往著重技術，利用其處於市場結構的關鍵地位，併購不

單純只是讓企業規模龐大而已，要是要存入智慧，讓它成為企業加值的部分，進

而對外建立良好的品牌形象。 

                                                 
67 2005 年 8 月湯姆遜與TCL簽署了一項股權禁售協定，同意持有TCL多媒體 29.32%的股權至少

5 年，但到了 2006 年 11 月湯姆遜公司欲出售手中近 30%的股權。資料來源：金霽（2006），TCL
已達成協定 允許湯姆遜出售合資公司股，廣州日報，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2 月 17 日，網址：

http://www.ce.cn/cysc/jiadian/main/qycz/200611/03/t20061103_92679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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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Billions of Dollars 

圖 14 1998-2008 全球跨國併購金額 

資料來源：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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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987-2008 全球跨國併購金額超過 10 億件數 

資料來源：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69；本研究繪製 

另外，由私募基金（Private Equity Fund）在全球併購案中角色越趨重要，

根據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簡稱 UNCTAD）的《2008 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8）可知私募基金自 90 年代即在參與併購，其所主導的金額佔總數達 20%以

上，他們常運用融資收購（LBO）的方式進行併購，自 2006 年第三季交易金額

最大的併購案有兩件是由私募業者主導，如高科技收購案的飛思卡爾半導體

                                                 
68 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網址：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s。2008 年的數

據只記錄 1 月～6 月。 
69 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網址：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s。2008 年的數

據只記錄 1 月～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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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CALE），其接受私募基金以 177 億美元入主，且私募基金偵測的目標並

無地域上的限制，除了歐美之外，亞太地區也是目標之一，如：2006 年沸沸揚

揚的凱雷（Carlyle，在台灣亦稱卡萊爾集團）有意收購台灣日月光一案，更早一

點其亦入主有線電視業務，購買東森媒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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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Billions of Dollars 

圖 16 1987-2008 私募基金與避險基金主導之全球跨國併購件數 

資料來源：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70；本研究繪製 

（七） 小結 

 依照併購歷史的演進，除了可發現併購的規模、交易金額日漸龐大、併購角

色的轉換之外，並可觀察產業發展的變化、品牌及其資產（如專利）等因素與併

購的關係。最早從製造產業追尋生產的經濟規模，原物料形成它們必須的併購動

機，隨著科技發展的演變，無論是消費產品或高科技商品，併購標的不只是單純

的原物料，還必須包含無形的資源，如：被併標的的技術、專利、知識，或其市

場上具良好品牌形象的企業，可知追尋的併購資源從有形演變成無形。 

 併購的件數與金額隨著金融發展、法規以及財務會計上的演變亦有所變化，

但是整體而言，從第一階段美國國內累積 3,000 件併購案，到 2000 年單年就可

達將近 10,000 件，而併購的交易金額也欲趨龐大，全球跨國併購案單筆金額超

過 10 億的案件也達百件以上，至 2007 年高達 300 件，顯現金融市場亦成為併購

活絡的推動者，如圖 16 私募基金對企業併購的投入甚深，主導案數也逐年增加。 

                                                 
70 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網址：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s。2008 年的數

據只記錄 1 月～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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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國併購動機 

早期定義「跨國併購」一詞，說明併購雙方的總部（母公司）不得為同一國

家，但是 80 年代美國企業走向大型化已發展出國家級企業，並且其擁有多的海

外公司，因此形成同一國家內跨國企業的併購（Single-Country Merger），如：1997

年波音公司（Boeing）71併購麥克唐納‧道格拉斯（McDonnell Douglas）、1996

年瑞士百年歷史化學、生物科技公司山德士（Sandoz）和器巴-基嘉（Ciba-Geugy）

合併為諾華（Novartis）72，雖然跨國併購因企業的大型化，導致跨國併購的定

義有所改變，本研究採取跨越國家、地理區域的併購，因此選取之個案中併購雙

方分屬於不同的國家、有著不同的文化。 

                                                

從前述美國的併購歷史上可知企業從國內併購，於 1980 年代發展愈趨激

烈，企業開始到母國以外的市場進行併購，本研究先介紹併購動機而後進展到跨

國併購動機的部分。 

（一） 併購動機 

80 年代學者對併購動機的描述如下：Brigham（1983）73提出併購動機是企

業的綜效考量，其中包含：營運規模、財務規模、管理效率、市場競爭力等，租

稅考量、以低於重置成本價格購買資產74、多角化、控制等。 

Weston and Chung（1983）75整理出 10 項：稅賦因素、差別效率、無效率管

理76、營運綜效、財務綜效、低估公司價值、策略規劃、代理問題、市場力量及

管理者動機等。此時併購的活動頻繁，在投資銀行的鼓吹、接管（Take-over）策

 
71波音公司的客戶遍及全球 145 個國家，業務覆蓋美國 27 個州，員工分佈在 60 多個國家，目前

共有 16 萬餘名員工。生產包括客機、商用機、戰鬥機、直昇機、飛行儀器，甚至還有衛星和導

彈。 
72諾華的員工總數約 81,000 人，營運遍及全球 140 個國家，為歐洲前十大國家。 
73 Brigham, Eugene F.（1983）, Case in Managerial Finance, Chicago: The Dryden Press.. 
74 起因於融資收購的發展，1960~1980 年代屬於高通貨膨脹時期，許多公司的市場價值低於其重

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甚至有些公司的市價竟只有重置成本的一半，等於花 5 毛錢就可

換得 1 塊錢的資產，因而提供絕佳的「併購」機會。當時各公司的整體負債比率偏低，槓桿操

作空間大，加上成本又低於權益資金，故融資收購自然逐漸形成風潮。 
75 Weston, J. F. & Chung, K. S.（1983）, Do Merger Make Money?, Journal of M&A, Vol.18, No.3, 

pp.40-48. 
76 無效率管理是指管理者沒有有效地讓既有資產發揮潛在績效，如果藉由外部介入，當可尋求

改善效率的機會。資料來源：吳芳銘（2006），購併成長：面對中國高速經濟成長的策略，台北

市：時英出版社，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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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的增加以及大量的債務融資得以讓小型企業併購大公司等因素下，顯現當時併

購著重於營運面或財務面綜效的產生。 

Trautwein（1990）77將動機理論分為三大類：併購是一理性選擇、併購是一

過程的結果、併購是一總體經濟現象。利用下表可說明其各自代表的理論為何： 

1. 效率理論：區分為三種—財務綜效、營運綜效及管理綜效。財務綜效是

降低資金成本，藉由下述三種方式來達成：（1）降低企業投資組合中的

系統風險、（2）擴大企業規模、（3）建立內部資本市場；營運綜效則來

自不同單位的營運或知識的移轉；管理綜效則是說明當主併企業的管理

者擁有較佳的規劃與監控能力，可改善被併公司的績效。 

2. 獨佔理論：說明併購的目的在於形成市場力量，此種不可能單獨發生在

水平併購。集團併購的進行可從下列活動中：公司交互支援產品、公司

可同時在多個市場中限制競爭、公司能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3. 掠奪者理論：Holderness和Sheehan（1985）說明掠奪者向被併標的的股

東出價後，能夠造成財富的移轉。財富移轉包含綠色郵件（Greenmail）

78、超額補償等。 

4. 評價理論：經理人手中所掌握的資訊較股票市場更為充分，或主併企業

的經理人擁有來自於被併標的的特殊資訊。 

5. 帝國建立理論：此併購為經理人所規劃與執行，他們欲最大化本身的效

用而非股東的價值。 

6. 過程理論：動機決定於策略性決策之過程，過程中經過多項因素影響後

最後得到的結果，其影響因素包含：有限資訊的處理能力、組織或結構

慣性、政治力量等。 

7. 干擾理論：干擾因素會帶來個人期待的改變與增加不確定性。 

 
77 Trautwein, Friedrich（1990）, Merger Motives and Merger Prescrip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1, pp 285-295. 
78公司的管理當局為防止被接收，遂以高於市價的價格（又稱為贖金，greenmail）購回大量公司

股票。檢索日期：2008 年 10 月 31，網址：http://fhyu.mis.cycu.edu.tw/f17.htm。 

http://fhyu.mis.cycu.edu.tw/f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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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併購動機理論 

透過綜效產生之淨利 效率理論 

自顧客的財富移轉 獨佔理論 

自被併標的的財富移轉 掠奪者理論 

併購利於 

主併者股東 

透過私人訊資之產生淨利 評價理論 
併購為理性選擇 

併購利於經理人 帝國建立理論

併購為過程的結果 過程理論 

併購為總體經濟的現象 干擾理論 

資料來源：Friedrich Trautwein（1990）79 

依照Brouthes, Hastenburg and Joran （1998）80的分類，可將多重併購動機

分為三大類：（1）經濟動機（Economic Motives）、（2）個人動機（Personal Motives）、

（3）策略動機（Strategic Motives），動機的細項如下圖 17。 

個人動機起始於企業的經營者認為此有利於個人功績、作為經營企業的績

效，因而促使經理人讓企業身處於併購交易中，其為快速達成交易對於被併標的

的選擇恐有輕忽，切不可為了達成交易而讓企業利益於談判間流失，此處的個人

動機與上述 Trautwein（1990）的帝國建立理論相同。研究結果表示，經濟動機

為首要考量，其次為策略動機，最後才是經理人的個人動機，但是子項目優先項

目為追求市場力量（Market Power），屬於策略動機；增加獲利率、達行銷規模、

股東利益及銷售量增加屬於經濟動機。 

                                                 
79 Friedrich Trautwein（1990）, Motives and Merger Prescrip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1, No.4（May-Jun）, pp.283-295. 
80 Brouthers, K.D.; Hastenburg, P.; Ven, J.（1998）, If Most Mergers fail Why Are They so Popular?, 

Long Range Planning, Vol.31, No.3, pp.34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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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企業併購動機分類與項目 

資料來源：劉家麟（2001）81；本研究繪製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併購的目的性，企業併購動機是希冀藉由購入外部企業

的資產，融入企業內部後產生上述各類正面的綜效，讓企業的規模或能耐得以成

長（經濟動機），或於產業環境中具有關鍵地位，構築自己的市場力量與進入障

礙（策略動機）。 

（二） 跨國併購動機 

跨國併購的動機實與併購動機相似，不同處則是牽涉因為跨越國家的併購

會牽涉到地理區域、市場、各國的政策、產業環境及資源的富足程度造成成本的

差異。 

Weston, Chung and Hoag（1996）82將跨國併購分為共 10 大類：成長、技術、

差異產品的拓展優勢、政府政策、匯率、政治和經濟穩定性、差異的勞動成本與

勞動力生產率、跟隨客戶、多角化、資源匱乏的國內經濟。 

                                                 
81 劉家麟（2001），購併企業之整合管理措施與綜效實現之關係探討，國立東華大學企業管理學

系碩士班碩士論文 
82 Weston, J. Fred; Chung, Kwang S.; Hoag, Susan E.（1996）, Mergers, Restructur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Compan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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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跨國併購動機項目及說明 

跨國併購動機 說明 

（1）成長 

 實現長期策略目標 

 國內市場飽和，向外尋求經濟成長83 

 市場向國外擴張並保護國內市場份額84 

 有效的全球競爭所需要的規模和範籌經濟 

（2）技術 

 具技術者利用其技術知識的優勢擴張市場；不具技

術者則藉此獲取欠缺的技術（專利），或取得技術優

勢 

 技術優勢不受文化阻礙 

（3）差異產品的 

     拓展優勢 

 利用兩國的產業成熟度、產品品質與生產規模的差

異85 

（4）跟隨客戶腳步 
 隨客戶腳步進行國外市場擴張，鞏固供應關係與市

場，具有市場擴張之意86 

（5）多角化 

 透過擴張生產線、地理區域來實現 

 可降低單一國家的經濟依賴 

 可同時降低系統性/非系統性風險 

（6）政府政策 
 規避保護性關稅、配額等（開放市場） 

 降低出口依賴，優惠政策鼓勵外國企業入內投資 

（7）匯率 

 對跨國收購與國內收購相對成本的影響 

 影響支付價格、經營成本及匯回母國利潤 

 管理匯率風險是另一種成本 

（8）政治和經濟 

     的穩定性 
 挑選在安全、可預測的環境中投資 

（9）差異勞動成本 

     勞動生產效率 
 相對低廉的勞力成本吸引跨國企業前往投資 

（10）資源匱乏的 

      國內經濟 

 對垂直併購而言可獲得具保證的原料供給 

 可採用控股、合資的方式取得 

資料來源：Weston, Chun g and Hoag（1996）；吳芳銘（2006） 

                                                 
83 以 Umilever 為例，其屬於一荷蘭企業但其國內市場無法容納其巨人化的成長，因此必須向外

尋求銷售、收益的經濟成長。 
84 70 年代的日本進入美國設廠，為了提升自己的技術而與美國當地企業合資以利學習，如此進

行美國市場的擴張，同時也利用習得的技術維持其日本市場的競爭力，如日本三菱汽車與克萊斯

勒。資料來源：陳時奮（1997），國際品牌的優勢與障礙，世界經理文摘，第 128 期，頁 78-84。 
85 1920 年代美在汽車產業具有規模生產優勢，其將汽車輸往處於萌芽階段的歐洲，但因歐洲對

外國汽車課很高的關稅，美國在具備生產優勢及歐洲汽車產業剛萌芽的時機下，對其進行跨國併

購投資。 
86 例如：銀行業，如果銀行有足夠的客戶一到國外，則銀行也會進行地理區域的擴張。資料來

源：同註 75，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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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據陳錦堂與沈仰彬斌（1988）87研究指出跨國併購的目的有以下 13 項，

如表 6 所示： 

表 6 跨國併購之目的 

跨國併購動機項目 

（1）保障原料供給 （8）配合原料與最終商品的性質 

（2）分散風險 （9）取得廉價具生產力的勞力資源 

（3）尋求市場擴張 （10）商譽取得 

（4）保障本身原有的市場地位 （11）政治及經濟穩定性 

（5）突破貿易、非貿易障礙，減少

對出口的依賴 

（12）成長 

 長期策略目標 

 國內市場飽和向外擴張、維持國內

市佔率 

 規模經濟 

（6）財務利益 

（7）引進新技術或新商品 

（13）匯率 

 國內及國外併購相對成本之衝擊 

 合併報表中的會計利益 

資料來源：陳錦堂與沈仰斌（1988）；本研究繪製 

上述針對跨國併購動機，顯然其中的差異性並不大。跨國併購有企業成長的

整體性目標，藉此擴張企業本身的市場、造就規模的提升、減少資源的成本、深

化技術以服務更多顧客、搶佔市場利基來獲取企業更高的利潤，如此循環以茁壯

企業本身，並減少其營運風險。 

 

                                                 
87 陳錦堂與沈仰斌（1988），購併動機之理論與實證：以美國與亞洲之購併歷史為例，經濟情勢

暨評論季刊，四卷二期，民國 8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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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上述仍與併購之動機相同，因此需對跨國併購需融入「跨國」之外在環

境條件，作法上需同時評量：跨國外在環境條件與併購標的內在條件。企業成

長的策略目標下，考量併購的內外在條件，亦可影響企業採取併購方式「建立

品牌」的條件： 

1. 跨國外在環境條件： 

(1) 政府之政策、法令（產業環境） 

政府制訂的法令、關稅配額、獎勵措施，尤其該國家有無意圖培植、

或防範某一產業類別皆會影響跨國的合併收購。例如：國防工業（國家安

全考量）、傳播業（防止壟斷）、高科技產業（防範技術外流）、以及其他如：

內陸運輸、瓦斯、天然氣、礦業等，皆限制跨國性進行投資、併購的產業。 

相反地，當中國大陸欲進入世界貿易組織（WTO）時，始開放外資對

它其進行的貿易條件，如：服務貿易比照商品貿易、執行國民待遇、市場

透明度與貿易壁壘降低，開放行業：銀行、保險、運輸、建築、旅遊、通

訊、法律、會計、諮詢、商業批發、零售等 150 種行業讓外資進入，條件

包含：外資的持股比例、地區限制、可投資對象等。 

(2) 政治經濟穩定性 

政治經濟穩定性會加大投資的風險，政治穩定性包含：戰爭、政府政

權易動頻率、政策執行穩定度、主要黨派差異性、政府對產業的培植程度、

大眾市場的消費能力，併購前要考慮政府對於經濟、金融市場的干預程度，

是否有補貼、融資擔保或是沒入資產的作為。 

(3) 匯率（併購條件） 

貨幣強弱影響一國對外併購的議價能力，在經濟景氣的變動下會連帶

影響併購的支付價格、融資、成本及匯回母公司的利潤，各國的會計慣例

也是影響的動因之一。因此併購交易的價格的設定，亦應瞭解整體經濟對

匯率的影響，避免匯率風險造成支付價格超出預期。 

(4) 產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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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產業的成熟程度，分佈於供應鏈中的重要廠商與其競爭關係為

何，觀察併購標的產業中扮演的角色為何，與其他競爭者、合作伙伴的間

關鍵性程度，以有利於未來併購標的後，在建立品牌的營運上有所窒礙。 

2. 併購標的內在條件： 

(1) 專屬資產：專利（Know-how、技術）、商標、通路 

  企業內部的資產可分為有形與無形，往往無形資產為企業帶來市場上

價值的提升，因此這些無形資產的運用造就市場上、產業中的議價力量，

亦可利用其來獲利，牽涉產業中的角力關係，如：聯盟合作、授權、買賣

等。 

  跨國併購動機在於併購標的在專屬資產上的運用、產業關鍵力量，擁

有具卡位力量的資產，是一併購動機。美國製藥公司 Watson Pharmaceuticals

公司經常採用收購策略來降低自行開發新藥品的成本，提高投資報酬的可

能性。透過收購 There Tech，Watson Pharmaceuticals 至少獲得 50 項和先進

藥品配送技術相關的專利。 

  通路則經過觀察被併標的的產業關係，已瞭解其在產業市場上的供應

結構為何，是否有利於主併企業本身的品牌傳遞、對於主併企業對此一關

係的延續是否順利等。 

(2) 員工素質 

上述企業內部之品牌資產，其中的專利（研發、Know-how）的知識、

技術含量需要被併標的之員工進行創造、開發，因此員工素質應加以觀察，

同時瞭解其關鍵研發人員是否仍存在於該企業之中，人員的併購也是併購

品牌資產的一環。 

要求因各產業類別而有差異，如欲於該國併購建立品牌，由於消費品

牌所要傳遞的對象為全國大眾，企業間品牌則是供應關係的合作伙伴，品

牌的基本理念在產品上需有「品質」的要求，因此被併企業之員工的知識

水平亦會影響商品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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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跨國併購中，除需瞭解併購標的的品牌影響力之外，除了瞭解市

場消費者的品牌觀念如何，對未來品牌建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文化 

  企業文化可引領企業內部的知識員工，因此跨國併購不只是其內部的

知識資產、外部的競爭力量，有時亦需思考如何利用文化、管理方式來讓

自身的企業提昇層次，跨國企業所具的視野、面對挑戰時的態度，此皆與

企業長久形成的文化有關，因此在跨國併購時調整企業的體質，關注文化

的焦點也是不可遺漏的。 

(4) 營運擴張方式 

研究被併標的的擴展方式（如：產品線），可得知該企業的在該國市場，

或其全球區域中的經營模式，併購標的不只是單純的將其智慧的存量買

下，亦要學習其智慧的經營模式，不論是企業經營、品牌管理亦然，是何

以達成現今的結構地位，將其去蕪存菁、知識得以流傳。 

 

各國企業建立至今，在強調滿足市場需求的顧客導向之下，企業無不進行

品牌化工作，早期為了強化、重整企業本身的資源，開始進行併購的工作，併

購發展至今尤其發現品牌與市場結構（競爭者、合作伙伴）、顧客息息相關，其

代表著具優良品牌的企業已在顧客留下深刻印象，在市場的產業結構也具一席

之地，競爭的環境在無龐大劇烈變動下會產生穩定的結果，形成一穩定的態勢。

為了使企業能在市場上縮短籌辦時間、快速打入消費市場，完善企業整體資產，

尤其是品牌資產如商標、專利（技術、Know-how）、通路是需要耗費極大的時

間去打造修煉，尤其在產業結構已成熟、競爭態勢穩定的情況下，要能快速打

進市場便是採取併購。而要擴大經營區域甚或提升品牌層次（歐美品牌與亞洲

品牌是具有層次差異），則進行跨地域的跨國併購，亦需注意其外在的環境條

件，如政府政策、環境穩定性等。 

自 2002 年以來中國大陸施行走出去政策，中國國有企業對外進行歐美知

名品牌企業的併購。同樣地亞太地區經濟提升、銳不可檔的態勢，造成外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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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亦開始有意進入大陸市場，亦採取併購當地品牌的方式，顯現「併購品牌」

以打入目標消費市場是跨國企業併購的首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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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國企業併購品牌之策略 

 

 本節分成產品品牌與企業品牌兩部分。產品品牌部分說明在一般情況下，

產品或服務之品牌策略有哪幾種？影響企業使用產品品牌策略的要素有哪些？

之中再進一步提到「併購」會如何影響這些品牌策略的使用。 

 企業品牌部分，則是同時說明企業併購動機與併購後企業品牌的使用策

略。當被併標的的形式是被併企業公司本身或旗下一部份資產，如：子公司、

企業內部門、產品線等，主併企業應如何處理、運用這些被併標的的品牌，使

其化為最佳的品牌策略。 

因此結合主併企業併購品牌的動機目的，及其背後需要的品牌資產，結合

外在環境的因素考量來決定購入後之品牌操作，上述內容必須思考主併企業在

一跨國併購品牌的行為後，其品牌策略是否有達到提升其品牌權益的效果。 

壹、 產品品牌策略的運用 

學者針對產品上的品牌呈現方式，試圖發展一品牌的基礎架構，因此得出

下列研究結論：企業對產品較少使用單一品牌名稱，多運用混合或搭配品牌的

方式，這些混合、搭配的品牌名稱通常與企業擁有者（Corporate Owner）不具

有連結性；另外超過 50%的產品採用的品牌方式也不只一個。品牌的延伸、併

購會增加品牌策略組合的複雜度，相同產業間競爭廠商會使用差異頗大的品牌

策略。 

Oline（1989）對品牌策略之架構概念的形成，提出三種方法去彰顯其要說

明的企業識別： 

1.  整體結構（Monolithic Structures）：整體結構說明企業採用單一名稱將

企業的形象傳遞給消費者，採用的公司如：Kellogg（家樂氏）、Shell

（英國殼牌）、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 

2.  背書結構（Endorsed Structures）：使企業識別要與旗下具多樣化形式

的子公司連結，如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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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別品牌結構（Branded Identity）：個別品牌則是在相同類別產業運用

完全不同的品牌名稱與外觀88，如P&G旗下的洗髮精有多個品牌，如

潘婷、海倫仙度絲、飛柔等。 

一. 產品品牌策略 

在 Laforet and Saunders（1999）的分類下，可將企業的品牌策略分為三種

品牌層級：企業主導層級（Corporate Domination）、混合品牌層級（Mixed 

Brands）、品牌主導層級（Brand Domination）。以往對企業主導及品牌主導兩大

層級的關注較多，於產品上只標示一個品牌，但由於之後大部分的產品多標示

兩個以上的品牌，且領導企業亦套用混合品牌，因此大致可分為上述三個品牌

層級。 

其層級結構又細分為六項品牌策略：企業品牌策略（Corporate Brands）、

部門品牌策略（House Brands）、雙重品牌策略（Dual Brands）、背書式品牌策

略（Endorsed Brands）、個別品牌策略（Mono Brands）、獨立品牌策略（Furtive 

Brands），其中背書式品牌策略又分為企業背書策略及部門品牌背書策略89，但

形式上仍相同。 

                                                 
88 Laforet, Sylvie; Saunders, John.（1994）, Managing Brand Portfolios: How The Leaders Do It,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Sep/Oct. 94, Vol. 34 Issue 5, pp64-76. 
89 Laforet, Sylvie; Saunders, John (1999), Managing Brand Portfolios: Why Leaders Do What They 
Do,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Vol. 39 Issue 1, pp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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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品牌策略 部門品牌策略 

雙重品牌策略 

企業背書策略 部門背書策略 

個別品牌策略 

獨立品牌策略 

層級 

品牌 

層級 

主導 

混合 

品牌 

層級 

主導 

企業 

 

圖 18 品牌策略之層級 
資料來源：Laforet and Saunders（1999）,90  

利用下圖 19 可簡略顯現各品牌策略的之中的意義: 

企業主導層級企業主導層級

混合品牌層級混合品牌層級

品牌主導層級品牌主導層級

企業品牌策略
（使用企業名稱）

部門品牌策略
（旗下子公司名稱）

雙重品牌策略
（2或2個以上，具平等地位的名稱）

背書品牌策略
（品牌由企業品牌或部門品牌背書）

個別品牌策略
（使用單一品牌名稱）

獨立品牌策略
（使用單一品牌名稱，且將企業識別性隱藏）

企業主導層級企業主導層級

混合品牌層級混合品牌層級

品牌主導層級品牌主導層級

企業品牌策略
（使用企業名稱）

部門品牌策略
（旗下子公司名稱）

雙重品牌策略
（2或2個以上，具平等地位的名稱）

背書品牌策略
（品牌由企業品牌或部門品牌背書）

個別品牌策略
（使用單一品牌名稱）

獨立品牌策略
（使用單一品牌名稱，且將企業識別性隱藏）

 

圖 19 品牌策略之說明 
資料來源：Laforet and Saunders（1994）91 

                                                 
90 同註 89。 
91 同註 88。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三章 跨國企業品牌的建立 

（一）企業主導層級（Corporate Domiant） 

此一策略符合上述 Oline 之整體策略。 

表 7 品牌策略之統計 

品牌策略類型 產品（%） 企業（%）92 

企業主導層級   

企業品牌策略 5 20 

部門品牌策略 11 65 

混合品牌層級   

雙重品牌策略 38.5 95 

背書品牌策略 13.5 50 

品牌主導層級   

個別品牌策略 19 75 

獨立品牌策略 13 65 
資料來源：Laforet and Saunders（1994）93 

1. 企業品牌策略（Corporate Brands Strategy） 

Laforet and Saunders（1994）說明企業品牌策略使用在定義狹窄市

場，例如：家樂氏（Kellogg）的玉米麥片與吉百利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的巧克力、飲料，它們傳達單一形象予消費者。當企業進入到

不同市場、構成多角化時，其須考量是否沿用單一形象的企業品牌？不同

的產品市場是否會分散其企業形象？產品對企業品牌策略的使用極少，根

據表 7 所示，當時（1994）僅有 5%的產品採用，20%的企業會使用該品牌

策略在一或一個以上的商品上，極大多數的廠商會將品牌混合搭配，僅少

數企業會單純使用單一企業品牌。如 Kellogg 採企業主導以在產品上展現

其企業識別性，伴隨在產品品牌旁邊的方式呈現，如 Kellogg＇s Toppas。 

  併購產生時會造成兩個企業主導品牌名稱的結合，例如：Cadbury 

Schweppes94，前後兩者原分別代表代表巧克力與調味飲料的產品公司，併

                                                 
92 此加總會超過 100%，因為統計的樣本數中，企業會採用一個以上的品牌方式。 
93 同註 88。 
94吉百利史威士股份有限公司（Cadbury Schweppes）是一家國際性公司，集團公司總部位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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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後其企業名稱結合在一起。 

2. 部門品牌策略（House Brands Strategy） 

部門品牌策略的使用頻率較企業品牌策略為高，有 11%的產品使用此

品牌策略及 65%的企業會運用於商品上。 

  部門品牌策略的使用時機在於一企業需面對多個不同的區隔市場，旗

下設有多個子公司，各有其不同的名稱以在不同市場有所建樹，當子公司

的產品/服務的品牌是以這些子公司名稱命名時，便是採用部門品牌策略，

方式如同企業品牌策略。 

  部門品牌的數量會伴隨母公司對外併購納入而增加，當併購帶來的不

只是增加一個產品種類或區隔市場時，企業會有時使用部門（子公司、產

品線）的品牌名稱，或強調母品牌，使母品牌不被混淆或稀釋95。例如：

早期還未併入百事可樂（PepsiCo）旗下的Quaker就是將其企業識別投注於

玉米片，另外Quaker以Fisher-Price專注於玩具市場；雀巢（Nestle）購買萊

雅（L＇Oreal）96的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持有股份各為 50%，萊雅為雀

巢旗下部門品牌的一部份，各保有其品牌名稱。另有一方式，是將購入之

品牌融入主併企業之中，則形同採用企業品牌策略的單一企業品牌，其被

併品牌消滅。 

因此企業主導層級的企業品牌策略與部門品牌策略，當主併企業外購一企

                                                                                                                                            

於高品質調味飲料的領導地位。檢索日期：2008
m/wiki/%E9%A6%96%E9%A1%B5

國倫敦，主要生產、推廣及分銷糖果(巧克力、糖製糖果、口香糖等)及飲料產品。集團公司總

部設在英國倫敦，目前全球雇員有 55000 名，產品遍佈全球 200 多個國家。吉百利公司是全球

第一大糖果公司，第二大口香糖公司，第三大軟飲料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同時擁有巧克力、糖

果及口香糖產品的公司。吉百利（Cadbury）和史威士（Schweppes）公司於 1969 年宣告合併，

此後便開始實施其全球性的發展計劃。Schweppes的創辦人為Jacob Schweppe，是製作調味氣泡

飲料的第一人，而目前在全世界Schweppes以居

年 11 月 15 日，網址：MBA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 。 
95 黃聖棋（2007），品牌觀念與消費者奢華態度對產品現象下延伸策略效果之影響，國立政治

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頁 9。 
96現在歐萊雅集團最大的兩大股東是歐萊雅品牌創始人的獨生女貝當古夫人（27.5%）和雀巢集

團（29%）。2008 年雀巢在出售Alcon 25%股權於諾華，並同時宣佈將提升在歐萊雅的股份持有

量至控股地位其有意收購歐萊雅集團股權，將其視為策略性資產。資料來源：覃羿彬（2008），

雀巢逆勢增長：併購不是唯一途徑，21 世紀經濟報道網路版，2008 年 10 月 30 日，線上閱讀

日期：2008 年 11 月 14 日，網址：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stock.southcn.com/qyxl/content/2008-10/30/content_4677862.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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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產，形成旗下的子公司，被併標的的品牌仍得以保留，形成企業品牌與

部門品牌各自存在，雙方形成組織階層上的母子關係，另一種則是被併標的的

品牌消滅，統一使用企業品牌。 

（二）混合品牌層級（Mixed Brands） 

 當一新產品上市或是促使品牌層次升級時，採用「混合品牌」所獲得的力

量較大且易獲消費者注意。 

1. 雙重品牌策略（Dual Brands Strategy，企業-產品的搭配方式） 

多數產品會混合使用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品牌且給予「同等」的重視，

同時標示新產品自身的品牌名稱和企業品牌名稱，此為最常使用的品牌策

略約佔 35%，且為企業採用達 95%。 

上表已經說明一家企業對品牌會採用不只一種的品牌策略，最常使用

的方式為以企業（母公司）、部門品牌（子公司）的名稱再搭配上一個單一

品牌名稱，組合方式為：企業品牌-產品品牌、部門品牌-產品品牌，如 Crosse 

& Blackwell Branston Pickle，兩個以上的形式形成雙重品牌，Crosse & 

Blackwell 為英國老牌醃漬食品、佐料等製造商的企業名稱，其醃漬物之產

品名稱為 Branston。 

2. 背書品牌策略（Endorsed Brands Strategy） 

同樣是產品品牌搭配企業或部門品牌，但與雙重品牌策略不同的是，

背書品牌策略是由「產品品牌」主導，背書性質的企業與部門品牌名稱以

較小字體且僅出現在產品的正面或是背面較明顯處，顯示兩者間的強弱。

企業對背書品牌策略的使用度較雙重品牌策略為低，約佔 50%。例如：P&G

會將品牌放在背景，許多多角化的企業也會使用使一品牌策略，如 3M。 

（三）品牌主導層級（Brand Domiant） 

 利用單一品牌的組成形成個別品牌與獨立品牌的策略。 

1. 個別品牌策略（Branded Brands Strategy） 

  個別品牌策略為市場領導廠商所採用，讓產品的品牌形成主導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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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P&G，因此品牌出現在包裝上的數量並不只一個。當一企業的產品範

圍極廣且多樣化時，旗下產品的行銷手法相似，但消費者對其產品直觀的

意義又不相同時，個別品牌策略就會出現讓產品具有專屬的名稱，企業品

牌名稱則置於不易發現的位置，如：產品背面的簡介。 

2. 獨立品牌策略（Furtive Brands Strategy） 

近似個別品牌，但是企業品牌名稱隱藏程度更高，並未出現於商品的

包裝上，不使用企業形象作為產品識別性。各個產品品牌是採取隔離不相

關連的方式呈現，因此消費者亦不知道由哪一企業製造。運用此方式，可

使企業品牌形象不被稀釋得以維持其品牌一致性，如：Mars 利用本身的企

業識別在人類使用的消費品上，另外擁有 Pedigree（寶路）的狗食與 Thomas

品牌的寵物配件，但是在 Pedigree 的包裝上並不會出現 Mars 的公司品牌，

以減少人類與寵物產品間的連結性。 

品牌主導層級的類別在於彰顯產品本身的品牌聲譽，有的單一企業內部救

擁有數個產品品牌而形成一屋子品牌（A House of Brands）的品牌策略，該企

業通常擁有多條產品線，其中相同產品類項中的產品因其定位、功能不同具有

不同的品牌名稱，雖然讓旗下多個品牌於市場上彼此競爭，目的在於利用眾多

品牌去吸引消費者購買，在一零售店中消費者雖然購買不同的品牌產品，但是

仍屬予同一家公司出產，整體營收仍歸屬其企業本身，例如：P＆G、Unilever

便是採一屋子品牌的產品品牌方式，其並不強調背後源自於哪家企業、製造商。 

二. 品牌名稱種類與階層 

產品品牌策略分為三種階層，其策略的運用方式端看其「品牌名稱」源自

於何者，是企業名稱抑或為產品另創新名。 

從前述的品牌策略可知，有從採用母公司企業名稱的企業品牌策略，位於

母公司旗下子公司名稱之部門品牌策略，而後到企業與產品品牌名稱組成的混

合品牌名稱，直至強調產品本身的品牌名稱。其中部門品牌策略（House Brands 

Strategy）以母公司的角度檢視可分為兩種品牌名稱：一為母公司內生之子公司

名稱的「部門品牌名稱」（House Brand Names）；另一則是由母公司對外併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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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子公司的「家族品牌名稱」（Family Brand Names），以下會針對兩者的品

牌名稱、及其他名稱種類進行簡略說明，以對展示於產品/服務上之產品品牌策

略有所瞭解。 

（一）品牌名稱種類 

 品牌名稱種類與上述之品牌策略有其層次上不同，品牌名稱種類是組成品

牌策略的基底，其中部門品牌名稱（House Brand Names）、家族品牌名稱（Family 

Brand Names），他們有其基礎的定義，因此與部門品牌策略（House Brands 

Strategy）不同，部門品牌策略可涵蓋兩者的意義。 

企業品牌名稱（Corporation Brand Name）的意義明瞭，其直接使用於企業

品牌策略上；為產品新創之單一品牌名稱（Mono Brand Name）多為市場領導

廠商所用，另外若包裝上出現超過一個以上的品牌數量，較不顯著、較不突出

的品牌名稱，使用在混合品牌層級的品牌策略中。Virtual Brand Names 則是在

混合品牌策略與背書品牌策略上的應用有顯示地位的不同，Description（描述）

顧名思義就是針對品牌作少許文字的說明，以上品牌種類皆為架構企業「品牌

策略」的基底模式。 

 以下針對部門品牌名稱、家族品牌名稱作說明，其和部門品牌策略（House 

Brands Strategy）較為相關。 

1. 部門品牌名稱（House Brand Names） 

多樣化公司會使用子公司或企業部門（Divisions）的名稱來推銷不相

關連之產品，尤其在不同的市場、定位層次予以區隔時使用。如：Ford 與

旗下的 Jaguar、Quaker 旗下的玩具品牌 Fisher-Price 來與它的玉米片產品作

區隔。 

2. 家族品牌名稱（Family Brand Names） 

使用於涵蓋一定範圍或在一整體的品牌傘架構下，不同於部門品牌名

稱（House Brand Names），它們會避免與主併企業結構作連結。 

本研究對部門品牌名稱（House Brand Names）定義為自企業內部所衍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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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品牌，可以子公司、部門形式來展現於企業組織當中，而家族品牌名稱

（Family Brand Names）則是由外購入，但就整體而言其是屬於同一企業範圍

內，原企業整體與外購品牌的形象或有不一，但實屬於企業結構的一份子，與

部門品牌名稱相同，成為企業一部門或成為企業的子公司。但是唯一差別在，

其與主併企業的品牌連結相對薄弱，對外行銷時反而不會讓人得知兩者為同屬

一個集團，而是讓兩者各自發展，賺取品牌利潤。不論是部門品牌名稱或家族

品牌名稱，本研究皆將其納入部門品牌策略（House Brands Strategy）之中。 

企業品牌名稱
（母公司）

部門品牌名稱（內）
家族品牌名稱（外）

（子公司）

產品品牌名稱
（產品）

企業品牌策略

部門品牌策略

個別品牌策略

獨立品牌策略

雙重品牌策略
企業背書品牌策略

雙重品牌策略
部門背書品牌策略

企業品牌名稱
（母公司）

部門品牌名稱（內）
家族品牌名稱（外）

（子公司）

產品品牌名稱
（產品）

企業品牌策略

部門品牌策略

個別品牌策略

獨立品牌策略

雙重品牌策略
企業背書品牌策略

雙重品牌策略
部門背書品牌策略

 
圖 20 產品之品牌名稱種類與產品品牌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二）品牌名稱之展示方式 

 

圖 21 產品品牌名稱之展示方式 

資料來源：Laforet and Saunders（1994）97,  

                                                 
97 同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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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產品品牌策略所運用的品牌名稱種類之後，藉由上圖來解釋一企業

其產品品牌的展示方式，以看出其品牌策略。上述完整的品牌名稱為Frickies 

（喜躍）Gourment（美食家） A La Carte（菜單點菜） with seafood，圖中顯

示該品牌的擁有人為雀巢（Nestle），最上位之母公司的企業品牌名稱是雀巢，

但是為了避免兩者之間的連結性，雀巢在喜躍（Frickies）98貓食的產品包裝上

並未出現。喜躍（Frickies）因屬於雀巢由外購入成為旗下之子公司，成為雀巢

品牌大傘中的一員，因此其屬於「家族品牌名稱」不納入部門品牌名稱之中。

Frickies雖在展示方式中屬於次階，其欲以Frickies帶動Groirment品牌且兩者置

於產品相同位置、大小，因此Frickies與Groirment A La Carte 是屬於混合品牌層

級中的雙重品牌策略，具有同地的地位層次，此為一產品品牌策略表現的形式。 

三. 產品品牌策略之影響因素 

產品品牌策略歷經長時間歷史的條件下而逐漸成形，企業對於品牌策略上

的運

（一）歷史文化

此可用以解釋企業如何展現與管理他們的品牌，排除市場推動品牌的因素

下，

企業歷經市場多年的長久經營，企業多採取直接承襲品牌名稱（Brand 

Inher

當企業決定發展多樣化（Diversification）時，可利用部門品牌策略（Housed 

Bran

                                                

用，會連結到下列所述的七項因素，由企業內部的歷史根源、理念進而透

過產品連結到市場上，如此的交互應用就造就出之前討論的各種品牌策略。 

 

品牌專家皆一致認同歷史是引導品牌策略的主要因素。 

itance-History Owned）。企業在一強力領導者的組合下，將組織個性與名稱

加諸於企業之中形成傳統，企業品牌在歷史累積、品牌傳承及傳統的因素下使

用最多。 

d Strategy）來與企業品牌主要產品作分別。如：United Biscuits 以餅乾為本

業，自 1940 年代開始採用家族品牌開啟巧克力（Terry＇s Chocolate）和零食（KP 

Snacks）等產品。但是當多樣化產品的市場與原企業差異甚遠時，則利用獨立

 
98 喜躍（Friskies）為雀巢併購的品牌之一，資料來源：蔡志杰（2007），國際食品業最大的掠

食者：雀巢集團，線上閱讀日期：2008 年 11 月 25 日，網址：苦勞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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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策略（Furtive Brand Strategy）不與企業品牌連結，可藉以差異化卻又不會

減損企業品牌的品牌權益。 

另外企業成長方式除多樣化之外，亦包含外在成長的合併與併購，被併企

業歷

 

（二）企業結構

企業結構亦可反應品牌策略。組織結構的功能考量在於集權

（Ce

一集權企業較要求標準化，因而多採用企業主導的品牌策略（企業品牌策

略、部

相反地，高度分權的企業則不對標誌（Logo）有所控制，甚至允許國際性

事業

公司因併購而獲得多個產品品牌的時候，結構上行形成一屋子品牌，其亦

可採

                                                

經合併成為主併企業的子公司、部門，主併企業（Acquiring Firm）則會為

了強化本身股東對被併企業的主權及讓他們適應調整該項併購的發生，企業或

部門名稱始出現於被併企業上，被併企業容易因此失去本身的識別性。1980 年

代產生一股併購潮以讓企業成長，因此多會使用部門背書（House Endorsed）

或企業背書（Corporate Endorsed）的混合品牌策略；相對地，內部成長（Organic

Growth）99通常會盡量與企業品牌維持緊密的關係，因此內部衍生的企業多採

用企業品牌策略（Corporate Brand Strategy）。 

 

ntralization）與分權（Decentralization）的程度，同時亦包含地理區域（目

標市場）及產品線。 

門品牌策略），旗下所有的產品（線）對外與利害關係人溝通時，就是統

一採用企業/部門品牌名稱。多項產品利用相同的品牌名稱可以節省行銷的費

用，但卻也面對品牌過度延伸到多項不適合的商品上，會造成品牌價值的稀釋

100。 

單位（子公司）發展自身的辨別性。Olins（1998）表示分權的企業由於掌

控性低，建議採用品牌主導層級的策略，讓品牌擁有各自的獨立性如：個別品

牌與獨立品牌策略。 

取「分權」的管理方式，在零售通路上可佔據貨架展示空間，藉此擠壓競

 
99 內部成長（Organic Growth）：企業擴張是透過本身內部的產出與銷售增加，並非透過外部的

合併（Merger）、併購（Acquire）、接收（Take-Over）。檢索日期：2008 年 8 月 5 日，網址：維

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Organic_growth。 
100 同註 9，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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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然，多樣化的品牌策略所要耗費在品牌行銷的資源甚鉅，但企業內部也

會發生爭奪預算、相互壓制的情況，因此採取品牌主導層級策略的多樣品牌，

需要以民主參與式的分權結構來進行管理。 

 （三）公司理念

公司理念應用至品牌始自於 Hall（1992），企業的識別性應將價值深入於

企業的管理系統與態度中。企業主導層級可反應出其該品牌建立至今、歷史演

公司理念同歷史因素，皆與企業品牌策略（Corporate Brand Strategy）具

有緊密的連結。但個別品牌策略與公司政策、理念呈現負相關，此猶如當管理

（四）策略

策略對於產品議題而言並非短期採用，其會逐漸加深對品牌決策的影響

101。

此處將策略分為三構面：企業本身、對外市場、目標對象。 

1. 企業本身的部分：

著重在企業領導 業聲譽（Corporate Reputation）、產品品質（Product 

Qual
                                                

進中的價值轉換，對許多公司來說企業名稱（Corporate Name）較標籤（Label）

更具有意義，如：Body Shop（美體小舖）照字面所述，可以表現出企業的價值

與利益。企業主導層級可以透過企業名稱將之中的利益與價值聚焦並溝通其理

想。公司可藉由企業名稱來彰顯其榮譽感，甚至是國家榮譽，如：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irline（新加坡航空）、Deutsche Bank（德意志銀行）或企業主的

榮譽，如：Virgin（維京）及 Microsoft。 

者分權企業中會採取個別品牌策略，可依照子公司的意思獨立行動較不受母公

司的控制。採個別品牌策略的產品並不會將本身與母公司有所連結，可避免負

面的聯合形象。 

 

管理者會將企業品牌與市場領導、利益加以連結，領導品牌通常可獲得較

競爭者高的報酬。品牌擁有者會希望將領導效益延伸至企業品牌名稱，如此可

增加消費者的購買頻率與消費者對其品牌的忠誠、聯想強度。 

  

、企

ity ）、溢價產品連結企業（ Associate Corporate With Premium 
 

101 Murphy, J.（1987）, Branding A Key Marketing T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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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透過產品行銷（Promote Across Product）、顧客忠誠（Customer 

Loyalty）等。企業品牌策略（Corporate Brand Strategy）允許企業轉換其

品牌強度至許多的商品上，企業品牌可讓產品與企業本身具一致形象的連

結，如擁有良好企業聲譽好的品質、具有溢價的產品。為大眾所熟知的企

業名稱可以連帶強化零售商的力量，給予消費者信心保證，當產品生命週

期縮短、企業品牌能幫助謹慎的消費者以「製造廠商」為購買依歸，不論

產品多樣化的改變而轉向他人購買。 

企業品牌策略的利用對新商品於上市期間（Promote Across Products）

具兩

2. 對外市場

對於外部市場必須面對以下四項內容：（1）取得市場佔有率（Gaining 

Mark

獨立品牌策略由於刻意隱藏母公司品牌 彰顯產品本身的品牌，它對

防止

3. 目標對象 

建立品牌不僅是鎖定顧客，亦與企業內部的股東溝通，Hall（1993）

說明

項益處：利用顧客對既存產品品牌的品牌知覺來強化企業的識別性，

及企業背書品牌策略（Corporate Endorsed Brand Strategy）與雙重品牌策

略（Dual Brand Strategy）可以強化行銷成本的效益。產品經過廠商的推銷

之後，可以間接創造顧客忠誠，以企業品牌策略與企業背書品牌策略展現

之效益最直接。 

  

et Share）、（2）取得上架空間（Gaining Shelf Space）、（3）建立個別

品牌名稱（Building Individual Brand Name）、（4）防範利益衝突（Protect 

From Conflicting Interests）。個別品牌策略在前三項中較具表現，Jones

（1986）研究指出在 Nielsen 資料顯示個別品牌策略比起市場中既存品牌

傘名稱，易取得更多的市佔率及上架空間。 

，

品牌間利益衝突是最適合的方式。品牌延伸對企業品牌策略而言，會

減弱它的品牌權益，因此當面對跨越多項產類別時，避免使用企業品牌策

略。 

 

企業運用企業名稱為其產品背書，就是要聚焦在股東身上。而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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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的效益夠強大時，亦可從員工身上獲得他們的忠誠。 

策略因素下，雙重品牌策略與背書品牌策略有近似之處，雙重品牌策略會

出現

市場結構依照產品的性質、種類可區分為：同質市場（Homogenous 

mark

不同的品牌組合有其適合的市場結 ，個

別與

（六）區隔

品牌架構展現在市場區隔上的利益，此以品牌主導層級的個別品牌策略與

獨立

（七）產品範圍

在品牌邁向品牌主導層級（個別與獨立品牌策略）的過渡時期，但是長久

使用雙重品牌策略可得到品牌槓桿的價值，如：Kimberly-Clark＇s，或是雙重

品牌策略採取副品牌的方式效果亦同，如原品牌 Kleenx 搭配副品牌 Velvet，

Kleenx Velve t（主-副），以此交互影響。 

（五）市場結構 

et）、零星市場（Fragmented Market）、多類市場（Multiple Markets）、時尚

市場（Fad Markets）、不相容市場（Incompatible Markets）。 

構，如：企業品牌以同質市場為主

獨立品牌則對同質市場而言造成負面的影響；個別與獨立品牌分別適合多

類市場與不相容市場。部門品牌對於零星市場與時尚市場有不同的結果產生，

時尚市場適合採用部門品牌策略如：LVMH（企業品牌）旗下有多的部門（子

公司）品牌，因為流行時尚往往轉換快速，可利用許多新部門名稱來拉抬新產

品市場，卻又不影響企業品牌 LVMH 的效益，而部門品牌在面對零星的市場時

會帶來負面的效果，廠商面對的產品市場不為主要、集中的趨勢下應採企業品

牌的大一統形式較佳。品牌可採用單一企誒品牌或多種產品品牌的策略，如：

使用多品牌（Multiple Brand）進入一近乎於無差異化的市場，如：寵物食品、

啤酒等，多個個別品牌藉此增加它們之間的差異性。獨立品牌在產品線與公司

核心產品不相容時所採用（產品線發展具有抵觸的狀況─不相容市場）。而市場

結構對於混合品牌層級，意即背書品牌與雙重品牌，而言並無太大的影響。 

 

品牌策略為主，個別品牌策略除了差異化商品之外，其在鎖定特定市場、

差異定位以及帶來不同的利益到差異化產品類別，可以帶來顯著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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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是否相同或多樣，及競爭之產品範圍分類結果，企業

品牌策略（Corporate Brand Strategy）適合相似品質的產品範圍，利用公司內部

資源專注於此，小的品牌組合可解釋部門品牌策略與獨立品牌策略是無法升任

的，因為它們的特性是能對應多個不同市場所衍生，小的產品品牌組合並不適

用。 

Individual Brand Strategy）則是適合大的品牌組合

與多樣品質的產品範圍，若一大型企業本身的產品範圍很廣，則很難找到適合

所有產品與活動的品牌名稱（Brand Name）與標誌（Logo）。可相互競爭的產

品範圍以品牌主導層級為主，但消費者多無法意識到其所購買商品來自同一家

製造商所製。 

說的各項因素，本研究認為最主要的因素為：歷史文化、企業

結構、策略與市場結構。企業結構可明顯與品牌策略搭配，例如：最上位階的

是企業品牌、次則是部門品牌（部門或子公司等），最底層即是產品品牌，如：

IBM（企業品牌名稱）→Think Pad（PC 部門之產品品牌名稱）→X61、X300

系列名稱），藉由產品品牌名稱及其彰顯的程度來瞭解該企業在產品品牌

策略的運用方式，是否具備其他的。 

述的有六種，母公司往往是綜合使用這

些品牌策略，可打造子公司、產品線系列等的部門品牌、或用品牌傘網羅的品

牌方式。歷史文化、策略、市場結構則必須迎戰競爭者，同時考量股東與顧客

的需求，進而達到創造最大利潤的首要目標。品牌背負著歷史因素而承襲各國

的文化，影響各方人士對來源國品牌刻版印象，策略則涉及企業的內部營運、

甚至是市場、產業的延伸，母公司的品牌要如何呈現才可以將其自身的品牌權

益擦亮，或採用旗下各個品牌的集合做其他的市場用途，以下將結合企業品牌

策略與併購目的作說明。 

根據產品範圍

相對地個別品牌策略（

綜合上述所

（產品

產品品牌策略的呈現方式如之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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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企業品牌的策略運用 

上一段說明企業對產品/服務之品牌策略的三大層級：企業主導、混合品

牌、品牌主導，及之中的六大策略：企業品牌、家族品牌、雙重品牌、背書品

牌（企業與部門兩種）、個別品牌、獨立品牌等，上述六大品牌策略說明品牌在

其產品上之呈現方式，並於其中瞭解影響品牌呈現方式的因素。 

在此本研究直接利用品牌的數量來看：單、雙品牌，探討主併企業面對「併

購」時，其所採用的產品品牌及企業品牌組合的方式與影響，於此探討兩家企

業的併購，最具直接衝突的企業品牌，其對企業品牌的處理方式如下： 

一. 企業品牌處理方式 

企業經過併購之後對於被併企業的品牌應如何處置，其行動是消除抑或保

留，因此主併企業採取的品牌策略可為消除被併企業的單品牌策略，與保留被

併企業之品牌的雙品牌策略，若一企業不斷進行併購，並對被併品牌皆保留，

因此可形成主併企業旗下擁有多品牌。顧名思義此一單、雙或多品牌的方式會

受主併企業的意圖而有所操弄，面對消費者、競爭者、合作夥伴，品牌要如何

脫穎而出？面對成長、擴張等狀況，企業品牌策略的選擇亦會影響消費市場對

原主併品牌的忠誠度。 

企業品牌策略是單就兩家品牌企業的併購活動對品牌的保留與消除，分為

單品牌策略與雙品牌策略，此處是指企業併購後之雙品牌在市場上的對外聲

明，但在產品品牌策略上，併購雙方的實質業務與產品服務上仍是各自維持原

本的品牌，如 AOL Time Warner。 

單品牌策略為： 

1. 存續（A/B）：單獨留下併購雙方 A 或 B 企業品牌。 

2. 新創（C）：由 A 企業和 B 企業合併後更名為 C。 

而雙品牌策略為： 

1. 共同品牌（Joint Brand，A-B） 

 不同於產品品牌中的雙重品牌策略（Dual Brand，企業-產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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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其併購後之組織形式為母子關係企業的結構，是採取企業-部門的

品牌名稱共同存在於消費市場上，如 Daimler-Chrysler，Chrysler 被 Daimler

併購納入旗下成為關係企業。 

2. 彈性使用品牌（Flexible Brand，A＆B） 

 被併品牌保留，形式如上述的共同品牌形成關係企業，可視狀況挑選

A 或 B 企業品牌單一使用，甚或是兩者同時使用，因此其品牌策略可為單

一存續或共同品牌，兩者可因不同地區交互使用。 

共同品牌會出現另一種方式：當主併公司買下被併標的的子公司或部門，

因而獲得被併標的的企業品牌使用權，利用「契約」約定雙方的權利義務、協

商併購的條件。簡言之，本研究亦同時探討另一併購後主併公司獲得另一方的

品牌授權，主併企業可和被併標的的企業品牌成為一聯合的形式，在此以「聯

合品牌」（Co-Brand）稱之，兩者不屬同一家企業，形式如：BenQ-Seimens、

IBM-Lenovo。 

本研究在此不探討兩企業合併後的新創品牌（A＋B＝C）的方式，著重於

主併企業採取跨國併購在當地市場建立、打響其企業或產品自有品牌，或利用

被併企業的品牌權益來帶動、強化主併企業的品牌。 

二. 併購後之企業品牌策略 

根據Kunal Basu（2006）102研究，在此列出品牌併購目的，以及併購後運

用的企業品牌策略，茲如下表所示並說明之。 

 
102 Basu, Kunal（2006）, Merger Brands after Merger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 48, No. 
4, Summer 2006, pp.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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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併購動機及其後之品牌組合 

動機 
策略 產能過剩 

整合/版圖擴張

（地域） 
產品/市場 

擴張 
R&D 
研發 

產業匯流 

A/B 
存續 

 
HSBC 

(HSBC & CCF) 
GE 
奇異 

Cisco 
思科  

A-B 
共同 

Daimler 
Chrysler 

戴姆勒克萊

斯勒 

   AOL Time Warner

A&B 
彈性 

 
HSBC & 

Household 

Renault & 
Nissan 

雷諾日產 
  

C 
新創 

    
Aventis 

(Rhone-Poulenc & 
Hoechst) 

資料來源：Kunal Basu（2006） 

（一）產能過剩（Overcapicaty） 

為整合企業內部營運的問題—產能過剩，可藉由併購行為來進行重整，尤

其是成熟的產業市場中，可併購同業競爭者來強化產能利用率，此部分在汽車

產業中最常發生，它們往往會有交叉持股聯盟、併購的事件產生。 

於此動機下 Daimler Chrysler 為一例。1998 年德國 Daimler 集團以 360 億

買下美國 Chrysler，產生 Daimler Chrysler Inc.（戴姆勒克萊斯勒），在此所採用

的品牌方式是共同品牌（A—B）其中德國人持有股份 53%，其餘的 47％由美

國人持有，雙方在當時皆享譽國際，品牌策略上以共同搭配的方式可顯其威嚇

的聲勢，兩者不相上下，此一共同品牌的形式下亦因牽涉「國家形象」，要排除

其中任一者勢必造成內部與外部的反彈。 

其最終於 2007 年走向分離，結束九年產業聯姻關係，Daimler 將手中

Chrysler 的持股出脫，以 74 億美元售予私募股權公司 Cerberus 資產管理公司，

DaimlerChrysler 聲明將公司名稱改回原來的 Daimler，並繼續持有剩餘的

Chrysler 19.9%股權，另一透露的訊息是私募股權公司於近幾年投入併購的實

例。 

（二）整合/版圖擴張（Roll-up） 

英商香港上海匯豐銀行 HSBC 分別在 2000 年和 2003 年收購法國商業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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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美國的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兩者皆於 19 世紀下半成立，具

有百年的歷史。HSBC 不斷藉由併購長久經營之品牌來壯大自己的產業版圖，

法國商業銀行於收購時已有 650 家分行，而 Household 屬於美國最大的消費融

資公司，當時於美國 46 個州設有 1,400 個辦事處，客戶超過 5,000 萬人，據點

亦遍佈美國、英國及加拿大各地，使 HSBC 在北美的業務實力大增。 

在品牌的運用及觀察 HSBC 的組織架構可看出，HSBC 在相同的品牌併購

意圖中為整合、擴張金融產業版圖而進行併購，其將法國商業銀行購入之後，

品牌採用 HSBC（匯豐）單一存續品牌策略（A/B），統一採用 HSBC 的企業品

牌。 

相較於法國商業銀行，HSBC 則將美國的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 予以

保留，採用彈性使用（A＆B）的品牌策略，允許被併者維持兩方併購前的工作

狀態，之後再逐漸融入主併公司（HSBC）的品牌之中，直到 2009 年的今日其

已全面更名為「HSBC Finance」（匯豐融資）。 

（三）產品/市場擴張（Product/Market Extension） 

此有兩例，奇異（GE）的單一品牌策略及雷諾日產（Renault & Nissan）

的彈性使用策略。 

GE 會併購處於利基市場中資源無法擴充、成長但又具承諾的小企業，其

進行併購新事業採取單一的品牌策略，確保旗下事業皆在 GE 品牌的保護傘

下，例如：奇異家電、奇異融資、奇異化工產品公司。 

 另一例則是 1999 年雷諾成為日產的單一最大股東，雖然當時日產負債 220

億美元亟待救援，但雷諾仍看好兩者間的市場互補性，意圖擴展歐洲以外的市

場，同時日產亦存在技術、設計的優勢，因此雷諾決與之交換股份形成併購聯

盟。企業品牌策略採用彈性使用品牌、兩方品牌得以保留，可適時、適地使用

兩者的品牌名稱，雙方在各自品牌上仍具影響力，且具民族、國家的意義，不

斷然拋棄一方品牌。 

（四）研發（R＆D） 

企業為凝聚自身的研發能量，積極對外尋求具研發能力且質量優良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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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採取併購方式可快速納為己力，減少研發成本。例如思科著眼於併購以達

企業成長的目的，尤其鑑於科技迅速消逝的生命週期，對於研發的渴求更是旺

盛。其採用方式為併購企業後融入為思科的企業品牌，藉由旗下企業的技術專

業、吸取之專利對外訴訟、賺取權利金，以此營運手法打響思科（Cisco）的企

業品牌。 

 其實不只是思科，微軟與Google採取相同的作法，特別是網路、資訊技術

在競爭上具有分秒必爭的特性，因此亦多採取併購，其目標可以是只有三人的

小公司，但是它卻擁有主併公司發展產品上所要的技術，例如Google自 2001

年起開始併購而發展了各項服務，如：網路廣告、Google Personalized Search、

Blogger技術、電子地圖、網路分析與統計等103。 

（五）產業匯流（Indusrty Convergency） 

在此說明兩種不相關的產業形成聚集，它們的群集會吸引消費大眾的注

目，尤其當併購廠商皆具有高度的品牌權益時，對於併購後品牌的採取方式會

如 2000 年初美國線上（AOL）併購時代華納（Time Warner）形成「共同品牌」

的 AOL Time Warner，一個是線上服務龍頭，另一個則是傳播通訊的媒體帝國，

此一網路與傳播產業的結合，藉由共同品牌的展示，可知曉該企業將兩個產業

匯聚在一起。然，該合併在AOL的品牌價值營運不如預期而無法發揮效益，於

2003 年時將AOL除名改回時代華納104，可見營運策略的重分配。 

Aventis在 1999年時由德國Hoechst與法國Rhone-Poulenc的生命科學部門

進行合併而成，其性質為一跨國性併購，且之後專注於生命科學領域，業務集

中在醫藥和農業，因此新設一企業品牌”Aventis＂以和前企業 Hoechst、

Rhone-Poulenc 作區隔，由於新設品牌的公司其營運內容不同於他們前身兩家企

業的企業文化、產品組合，因此服務的顧客也不相同，利害關係人也隨之改變。 

此外企業品牌策略亦會受到併購目的與型態的影響而產生成功結果，但並

不保證併購後的品牌策略一定會如上述分類，實際上仍有不同於上述品牌策略

分類的成功案例。如：現為全球第三大的製藥巨擘AstraZeneca，在 1999 年時

                                                 
103 馮震宇（2006），智慧財產併購的策略考量，能力雜誌，2006 年 5 月，頁 100-109。 
104 馮震宇（2006），從明基看跨國併購的成與敗，能力雜誌，2006 年 11 月，頁 98-107。 

81 



跨國企業併購建立品牌之研究  第三章 跨國企業品牌的建立 

82 

                                                

由瑞典製藥公司Astra105與英國製藥公司Zeneca106經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

（FTC）的許可合併，其新公司定名為AstraZeneca，使用的是共同品牌（A-B）

策略。其併購目的所屬性質為「產品/市場擴張」，對專注於製藥業的Astra而言，

併購Zeneca可擴張其領域至生化、農藥領域。而新公司品牌策略可採用單一品

牌的存續策略（A/B），或是採用彈性使用（A＆B）的品牌策略，因為合併前

有其各自所屬的市場業務，在醫藥領域上具有版圖整合的意味，如：雙方在呼

吸道、疼痛控制、心血管疾病的領域都有耕耘，合併後產品線更加完整107。 

綜合上述營運面與策略面的五項併購品牌目的，其最主要仍牽涉到「市場」

的因素，不論是整理內部的產能、研發，甚或是策略上的版圖整合、市場擴張、

產業匯流，皆影響主併公司對於既存市場、未來想要擴張的市場領域。 

 

 
105 Astra 是瑞典第一大藥廠，其主要販售呼吸道、疼痛控制、心血管疾病、消化性潰瘍四類藥

品。 
106 Zeneca 在 1998 年 5 月從卜內門集團（ICI）獨立出來，具有西藥、農藥、特用化學三大領

域。 
107 謝宏媛（1999），Zeneca、Astra 合併後排名世界第三，商業週刊，第 600 期，1999 年 5 月

24 日，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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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併購品牌的策略性思考 

在思考併購品牌目的的市場因素之前，企業應具前瞻性地觀察被併公司的

品牌資產為何，掌握品牌資產同時思量併購品牌目的、意義不只是影響併購意

圖，同時也影響併購後的企業品牌策略，及對產品上的產品品牌策略），最後融

合品牌具備的歷史文化、企業結構等因素而影響對被併企業品牌的安排，最後

的品牌策略處理會影響主併企業的品牌權益，尤其是以成為一跨國企業而進行

跨地域性品牌的併購活動。 

以下本研究將試圖整合之前品牌資產、跨國併購動機以及以併購方式影響品

牌策略的因素、併購品牌動機，來說明企業在併購後對品牌的處理方式為何。 

Kunal Basu（2006）將併購品牌的目的分為五項，本研究依據企業營運與

策略兩大構面將其分類，在營運部分其併購目的是產能過剩（Overcapacity）和

研發（R＆D），策略則是為了地域整合（Roll-up）、產品/市場擴張、產業匯流

（Industry Convergence）。 

下圖 22 顯示併購品牌的目的不論是營運面或策略面，皆需品牌資產來增強

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而品牌資產可為企業帶來顯性與隱性的收益。顯性收益方

面，強大的品牌資產能順利打開產品的銷售點通路和進行銷售帶來直接的收

益，與本研究所指稱的「通路」意義相符，亦可維持產品較高利潤；隱性收益

藉由提升企業對外的社交能力（消費者、客戶、人才），如透過商標、專利、技

術等品牌資產，來間接建立企業實力108。再融入併購品牌的目的與品牌策略影

響因素，如歷史文化、企業結構等，來說明企業於企業併購後名稱結合在對外

聲明及運用於產品上的品牌策略。 

                                                 
108 陳文剛，中國企業創建國際性品牌的意義，咸寧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5 期，2006 年 10
月，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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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併購品牌之目的及品牌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品牌往往在併購之後皆需面臨品牌的去留，品牌之於消費者、利害關係人

有著難以切斷的情感，更何況是跨國併購後，外來品牌需對被併的當地品牌做

出品牌保留或消滅的決定，此處指的是透過「併購」因此具備被併公司商標、

品牌資產的「所有權」，而決定品牌去留決定的時候。 

對於併購品牌的企業品牌，包含多項因素：企業經理人的遠見、合併組織

的文化、內外利害關係人對品牌形象差距的看法等。依企業品牌的採用會隨時

間而有所改變，在顧客認知該併購已融合成單一的企業品牌前，會先行採用共

同品牌（A-B）、彈性使用品牌（A＆B），暫且先維持併購前的意念，待時機成

熟後再施行品牌權益的移轉策略。如：AOL-Time Warner 一開始採用的雙品牌，

後來因營運策略無明顯效益，而後又改為單一品牌 Time Warner。 

一. 併購後借力使力之品牌 

接下來探討企業對品牌的運用，首先本研究在此作一分類：（1）被併標的

為企業旗下之子公司、部門，主併企業擁有被併標的，因而獲得被併企業的品

牌授權，取得企業品牌的使用權；（2）被併標的為一公司主體本身，主併企業

對被併公司的企業品牌而言具有擁有權。使用權與擁有權在使用上的程度或有

差異，但同屬於主併企業借助他人109的品牌資產來為自身的品牌作一牽引（進

                                                 
109 陳時奮（1997），品牌借用策略—突破國際行銷障礙的捷徑，世界經理文摘，第 129 期，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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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的工作，尤其當標的屬於一跨地域性的全球品牌時，主併企業更是可

以藉由併購事件跳脫地域限制，讓全球知道主併企業的存在。 

二. 主併企業運用他人品牌之方式 

此處以企業組織的角度說明併購後的對他人企業品牌運用，並對於併購後

納入之產品品牌策略加以說明，意即其併購後之企業品牌亦能成為產品品牌策

略中的（企業主導層級）企業品牌或部門品牌。 

1. 消滅 

 將該企業、其子公司或部門融入主併公司，採用企業品牌策略的單品

牌，如微軟、Google、HP。此處之後企業對產品採用單一名稱，使用在產

品上，如同品牌策略中的企業主導之企業品牌策略，但使一形式並非為借

用他人品牌的案例，而是取得他人的品牌資產。 

 另外，GE 在 1984 年將小家電部門賣出給百工（Black & Decker），百

工並未獲得 GE 品牌（此指擁有權），百工需思考要如何將 GE 小家電的品

牌聲譽移轉到自己身上，強化企業品牌。 

2. 保留：彈性使用品牌（母子關係企業品牌同時存在） 

 各自存在、營運的單品牌，產品品牌上分別為企業品牌、部門品牌策

略，形成一階層性品牌各自運作，如：ACER 併購 Gateway Inc.成為其組

織架構的一部份，擁有 Gateway 達八成以上的股權，致使 ACER 對其

Gateway 品牌有掌控權，於此併購中 ACER 也可以影響 Gateway 於 2004

年併購的低價電腦品牌 eMachines。ACER 與 Gateway 仍得以保持其企業

品牌的運作，其於企業品牌上的操作可為彈性使用品牌，而以 ACER 為企

業集團的角度來看產品品牌，分別為企業品牌策略—ACER 與部門品牌策

略—Gateway。 

以上兩者利用企業主導層級（企業品牌策略、部門品牌策略）的產品品牌

策略，對於產品品牌的使用，因併購後之組織結構—母子關係企業的結構，母

公司對子公司企業或產品品牌皆擁有控制權（擁有子公司經營權之下），甚或是

                                                                                                                                            
年 5 月，頁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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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的擁有權（併購中間的商標轉讓予母公司）。 

3. 授權：聯合品牌（Co-Brand）： 

 將子公司、部門融入主併企業，但主併企業可依簽訂之合約，借用被

併標的其原來母公司的企業品牌，兩者同時掛名，如：BenQ-Simens、

IBM-Lenovo，以上的排列方式皆為最後協商品牌授權出來的形式，授權方

願以此形式與主併公司出現在其規定的商品上，此僅具有商標的使用權，

權利仍在授權人手中。 

三. 雙（保留）品牌運用之考量 

不限制說明購入後之品牌是企業品牌抑或產品品牌，主併公司對此跨國併

購後雙（保留）品牌的運用，應考慮下列因素： 

1. 目標市場中其品牌的地域強勢性 

主併企業在併購品牌之後，對於在目標市場販售的目的下，被併品牌

要如何使用，端視被併標的的品牌、主併企業品牌在目標市場中的地域強

勢性。即便主併公司是一全球知名品牌，但地域上的強勢程度不若被併品

牌時，但為了強化主併品牌，因此在一開始多半會採取雙品牌，但主併企

業的品牌在該地區上具有強勢性，仍可單一使用主併企業品牌。 

應觀察被併標的品牌在目標市場上的能見度、聯想性、顧客忠誠度等，

若其上述內容與顧客連結的程度極為緊密，主併企業是否能夠成功移轉被

併企業的品牌權益，會影響其在當地品牌策略的選擇。 

2. 品牌的文化、社會意義強勢性（品牌認同） 

將地域強勢性更深入去探討就是目標市場（全球、當地市場）的各個

利害關係人，如：顧客、股東、供應商，供應商對品牌轉換後會影響消費

者對產品的需求，造成訂單數減少，影響收入。 

陳時奮（1997）說明文化及社會差異是阻礙跨國品牌聲譽滲透的因素，

尤其當品牌代表特殊社會意義時，因此當品牌本身具備的當地文化及社會

意義，讓利害關係人，尤其是消費市場具有高度認同時便會產生品牌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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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併企業在進行品牌併購後，一時難以消滅他們對原品牌付出的情感，因

而採用雙品牌110。 

品牌也代表著消費者對其來源國的印象，因此若消費市場對來源國印

象不若原品牌時，會導致消費者的抗拒以及投資者的懷疑，因此主併企業

在未具把握之下，要滲透目標市場仍須採取保守的漸進式作法：保留被併

標的的品牌，採取雙品牌或單一使用被併品牌，待其有效掌握品牌資源、

消費者對其產品具有信心時，主併公司再將被併品牌抽離，並聲明其能有

效掌握被併品牌資產（如：品質、服務等），來增強自身的品牌強勢度。 

Unilever 因併購而將中華牙膏（產品品牌）打入冷宮，但因為其數十年

的品牌歷史，其在將中華牙膏注入新的品牌活力之後再現市場銷售。因為

Unilever 採取的是一屋子品牌方式，企業品牌與產品品牌（獨立品牌、個

別品牌）在中國市場仍是採取各憑本事的品牌策略。 

3. 是否具備掌握被併標的品牌資產的能耐 

能否掌握併購取得之品牌，減緩利害關係人對兩者品牌結合、形象差

距所帶來的衝擊，以及品牌購入後如何調整主併企業的營運方式讓自身品

牌權益得以提升。當主併企業無法有效掌握被併標的的品牌資產的競爭優

勢時，仍應採雙品牌讓其制度得宜維持、讓主併企業得以整合企業內部能

耐，經過調整後使之得以操作，讓主併企業及其併購後的利害關係人對此

併購信心倍增。 

4. 檢視品牌資產的保護策略 

除了需瞭解被併標的在品牌資產上的法律權利，其對產業活動上的保

全方式為何，檢視其品牌資產權利移轉是否完全，有無與他人仍待解決的

爭議問題，檢視被併標的其在保護策略上的行使，若其已完備則主併企業

在雙品牌的行使下，對自身品牌有正面效果。另外須注意的是併購後之品

牌更名是否會影響到原先專利等法律權利的行使，尤其是需要註冊登記而

後得行使權利的內容。 

                                                 
110 陳時奮（1997），國際品牌的優勢與障礙，世界經理文摘，第 128 期，1997 年 4 月，頁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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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企業中的產品品牌策略可為企業品牌、部門等單一品牌策略，甚或是發展

產品的自有品牌，策略方式可依品牌的地位是否同等、標示的字體大小等因素，

可分為：雙重品牌、背書品牌、獨立品牌、個別品牌等策略。然面臨併購時，

不論被併標的形式為資產、部門、公司，產品品牌策略會因歷史文化、企業結

構、策略、市場等因素，有其品牌適用的策略、品牌是否保留，另一特殊則是

取得被併方企業的「品牌授權」。 

而企業在併購後，對被併的企業品牌具有控制權、擁有權，因而其品牌名

稱進行操作—存續、彈性使用、共同品牌等策略（保留品牌的延伸就是待數目

便多之後的多品牌策略—一屋子品牌）以及使用授權後之聯合品牌策略，如此

操作可以借力使力、藉此強化目標市場對主併品牌的熟悉感、聯想力，進而使

消費者產生品牌的認同度。 

之後將藉由下圖進行個案分析，之前的描述下可知，品牌在企業併購後因

種種因素對被併企業的品牌消除或保留而形成單、雙品牌策略，而企業品牌策

略的應用可分為對外聲明或應用於產品上，企業品牌策略亦可對商品/服務命

名，因此主要的品牌策略可分為（以品牌的數量區分）： 

1. 單品牌：企業品牌策略、部門品牌策略 

2. 雙品牌：雙重品牌策略、背書品牌策略；共同品牌策略、彈性使用品

牌策略，其中多次併購保留導致旗下擁有多品牌，而形成一屋子品牌 

3. 聯合品牌策略：透過併購而取得被併標的之企業品牌的授權，允許在

限制商品上共同出現。 

然本研究所選取之個案情境在於亞洲企業併購歐美品牌，並將其品牌於以

保留，因此個案內容主要以雙品牌、與多品牌策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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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企業品牌、產品品牌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跨國企業如欲採用併購來建立品牌，必須思考被併對象的品牌之外，也需

延續使用支撐其品牌的「品牌資產」，進而讓主併企業本身提升品牌權益，打造

建立起自身的品牌。因此接下來會採用下圖進行個案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