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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組織學習與台灣廠商自創國際品牌關係之研究 

The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Creating Global Brands 
for Taiwanese Firms 

計畫編號：NSC 92-2416-H-004-013 
執行期限：92年 8月 1日至 93年 7月 31 
主持人：洪順慶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計劃參與人員：鄧智豪 

 
 
一、 中文摘要 
 

台灣過去一向自豪於世界的代工生產模

式(OEM、ODM)，的確為台灣經濟成長留下不

可磨滅的貢獻，但代工生產模式的利基－品

質與成本，卻不斷被其他新興開發中國家所

取代，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競爭，因此台灣廠

商自創國際品牌(OBM)的趨勢，隱然成為台灣

經濟再成長的重要路線，也是政府推展知識

型經濟的重要一環。 

然而建立自有品牌不是不得不的路線，

品牌的經營要成功，絕對需要對消費者或客

戶有相當深入的了解，經營心態則是必須充

滿熱情與專注，這與過去習於代工製造的台

灣廠商，它的思維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過去

很多台灣廠商都是以代工業務起家，面對代

工與自創品牌兩者截然不同的經營模式，心

態上不免躊躇不前，到底要不要自創品牌？

或是如何自創品牌？ 

本研究採行質化的研究方式，以2003年

中華民國外貿協會與國際品牌顧問公司合作

評選出的「台灣十大國際品牌」，作為成功自

創品牌企業的研究樣本，實地訪談這十家企

業，了解成功自創國際品牌的心路歷程與經

營手法，我們希望結合組織學習的理論，從

組織學習模式的觀點來看台灣企業自創品牌

的成功因素，並提出相關的命題。 
 
關鍵詞：組織學習、自創品牌 
 
Abstract 
 
 Taiwanese firms are proud of the so-called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 and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 

business models, which have been making 
major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rincip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OEM, namely, quality and cost are being 
emulated and replaced b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Therefore, creating 
own brands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business 
model for the Taiwanese firms. 
 Though it’s a must for creating 
own-brands, companies have to understand 
consumers and run business from consumers’ 
perspective, as opposed to satisfy OEM buyers. 
The management needs completely different 
mentality to run its company. Since over 
99.99% of Taiwanese firms start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rom an OEM mode, it’s quite natural 
that CEOs wonder if it is a good idea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brand, or how to do it? 
 We us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study 
the 2003 Top 10 Global Brands, which were 
selected by TAITRA and Interbran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conducted field 
interviews with CEOs and senior executives of 
these 10 companies. We took brand-build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suggested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propositions for building global brands. 
 
Keywords：organization learning；original 

brand marketing 
 
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過去四十餘年來，藉著充沛而低廉

的勞動力，依循出口擴張與進口替代的產業

政策，為台灣創下「經濟奇蹟」的美譽，而

其背後主要的經營方式是外銷導向的原廠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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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製造(OEM)，成為經濟發展的幕後英雄。
而後由於技術進步，慢慢進展到所謂的原廠

委託設計(ODM)，但仍未能直接掌握消費者。 
台灣目前漸漸邁入已開發國家，勞力不

再低廉、土地成本高昂、環保意識抬頭等，

甚至面對中國大陸市場開放的強烈競爭之

下，過去的優勢不再。突破之道可以有三個

思考方向：(1)產業外移；(2)產業升級；(3)
企業經營升級。產業外移是原先的 OEM 模

式，產業升級就是政府目前極力發展光電或

是生化科技的結果，但這不是我們研究的主

題。本研究主題就是希望以企業價值鏈為基

礎，將過去以生產活動為主，延伸至品牌經

營活動為主的經營活動，藉此持續發展台灣

的經濟競爭力。 
雖然美國對於品牌的文獻很多，但是以

美國為主的國際品牌經營活動，大都是大陸

型經濟發展的模式，而台灣以海島型經濟為

主，且又是以代工起家的特殊經濟發展情

況，所以台灣企業在發展品牌的歷程與背後

原因，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原本代

工的經營模式下，如何成功轉型成自創品牌

的企業，與企業本身的組織學習歷程息息相

關。 
本研究希望透過實地企業訪談的質性研

究，深入了解成功自創品牌企業的轉型過

程，以及它們在這個過程中組織學習的歷

程，如何由過去以生產為主的模式，成功轉

型成以品牌經營活動為主，或是以品牌經營

活動為目標的經過，希望可以給台灣其他也

想自創品牌的企業一些借鏡的地方，減少他

們所犯的錯誤，增加未來品牌發展之路的成

功機會，共同為台灣企業的品牌成長之路邁

進。 
 
三、文獻探討 

 
品牌一詞根據美國行銷學會(AMA)的定

義為：「一個名稱、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

他們的聯合使用，以試圖去辨認銷售者之產

品或服務，並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

別。」McWilliam & de Chernatony(1990)將品
牌的定義分成四類：(1)品牌是一種辨識的機
制；(2)品牌是一種一致性品質的承諾、一種
保證；(3)品牌是一種投射自我形象的工具；
(4)品牌是決策的輔助工具，一種速記形式。

前兩種定義是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後兩者是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Doyle(1990)也是分成這
兩個角度，可見品牌對企業或消費者均具重

要性。 
從次級資料與訪談這台灣十大國際品牌

(2003)廠商的品牌建立過程，發現台灣廠商自
創國際品牌的過程都經歷過OEM/ODM的階
段，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意指在委託廠管理監督下，利用代工廠的設

備，委託其加工生產合乎設定規格的自有品

牌產品，再交由原委託廠商自行銷售；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意指工
廠擁有設計與生產能力，而由其他知名廠商

以其品牌進行銷售；OBM(Original Brand 
Marketing)則是以自己的品牌銷售產品。 

Doyle(1990)提出企業可以經由兩個途徑
來擁有自己的品牌：一是自創品牌，二是購

買品牌或購併品牌所有公司而擁有品牌。基

本上當市場吸引力低，購買的相對成本較

低，購買的潛在綜效高，品牌的策略低，公

司的現金充裕，或公司的行銷、研發的能力

弱時，可採取購買策略，否則應採取自創的

策略。因為長期而言，購買策略證實很少成

功，而且在國際市場上難以創造戀貫的品牌

策略，通常最終形成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

品牌與不同的定位策略，對現有事業不能產

生綜效。 
在國際企業領域內，學者對多國籍企業

有不同的定義，較為普遍的定義是在國外兩

個國家以上設有生產設施者 (Czinkota, 
Ronkainen & Moffett 1994)。因此我們可以界
定「國際品牌」為廠商某一自有品牌之國外

銷售值佔該品牌全球銷售值比重超過某種比

例者。根據本次研究案中，英國的品牌顧問

公司 Interbrand 對於台灣國際品牌的調查方
法，是選擇品牌營收中至少有 20﹪是來自海
外或國外客戶者(數位時代雙周刊 2003)。 

一家公司是否以品牌導向的思維來經營

公司，對於公司品牌的發展至為重要，甚至

會影響到企業最後的存續。de Chernatony 
(1990)認為品牌策略發展必須納入所有層次
之管理活動，並且在公司內部部門及外面媒

體的結合下才有較大的成功機會，並從製造

商、配銷商、消費者、競爭者與行銷環境五

個不同角度來分析品牌發展的架構。Me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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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de(1990)提出品牌金字塔之架構，強調品牌
經營的三種關係：(1)目標客戶經由正面的產
品使用經驗，建立了與產品間的緊密關係；

(2)公司經由行銷活動，建立產品與品牌之強
力關係；(3)最後消費者將決策過程直接聯想
到品牌，而不是經由產品再聯想到品牌。 

Urde(1994)進一步發展品牌導向公司之
結構圖，其中最為基礎的部份是品牌願景，

它代表品牌策略的本質，以此作為指導原

則，管理當局可以控制所有對目標客戶的訊

息溝通，以配合達成長期目標；公司名稱必

須強烈的與企業識別關聯；而在與市場溝通

時，產品(設計、包裝、品質等)式與功能價值
聯想在一起，而品牌則是與情感價值(安全、
健康、流行等)聯想在一起。公司名稱、企業
識別體系、品牌、產品及定位五種訊息必須

密切調和，共同對目標客戶傳送攸關及具吸

引力的公司形象，這種品牌導向公司的價值

可以從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認知品質

及正面品牌聯想反映出來(Aaker 1991)。 
Urde(1994)也提出從產品焦點公司轉向

品牌導向公司的八個原則：(1)讓品牌議題成
為重大管理議題；(2)發展品牌願景；(3)保護
公司的品牌與專利資產；(4)定義公司的附加
價值；(5)制定品牌策略；(6)同步與一致性的
溝通；(7)投資在可以建立與增進品牌價值之
行銷活動；(8)發展達成成功品牌導向公司的
能力。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
是一個集體的組織，透過和環境互動的一種

學習過程(Cyert and March 1963)，在這個組織
學習的循環過程中，組織的成員互相分享資

訊，並且以共同信念、假定、規範等的方式

創造組織的記憶(Argyris and Schon 1978)，這
個組織記憶會再進一步指導個人和組織的行

動。 
關於組織學習的基本概念，Shrivastava 

& Grant(1983)整理了相關研究指出學者對組
織學習的觀點可區分為四類，分別是調適、

分享假設、發展知識庫和機構化的經驗效

果。這些觀點並非完全互斥的，我們可以發

現其中也有許多相互重疊且一致的觀念：(1)
組織學習是一種組織程序，它透過個體的學

習，並藉由知識、信念和假設的分享，影響

組織的心智模式、規範、價值觀和行為。(2)

組織學習改變了組織整體的參考架構，所以

行為的改變是發生在組織修正其實用理論之

後。(3)組織學習的成果為全體所分享，整合
成為組織程序中的實用理論。(4)組織學習與
經驗息息相關，無論組織學習、復原學習

(unlearn)或再學習(relearn)皆由過去經驗所堆
砌而成的。(5)組織學習是建構在組織機制當
中，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資訊溝通、分享、

計劃和控制。 
在組織學習的過程方面，Argyris & 

Schon (1978)認為，組織所知道的事情和個人
所知道的事情可能是兩回事，在很多情況下

組織的知識遠超過個人；而在某些情況下，

個人所知道的事情卻是組織所未能擁有的。

Sinkula (1994)主張組織學習是個人將其知識
傳送給組織的過程，使其他人亦能使用此知

識。組織學習除了是一種組織程序(程序觀點)
的觀點外（Shrivastava 1983），個人學習和
組織學習的過程在表面上也有其類似之處，

有人認為組織取得資訊、傳播資訊並且分享

資訊是組織學習的三個主要步驟 (Sinkula 
1994)。也有學者認為(Nevis et al. 1995)組織
學習的過程可以分為知識的取得、知識的共

享和知識的利用。 
Huber(1991)認為組織學習最重要的四個

建構為資訊的取得、資訊的傳送、資訊的解

釋和組織記憶。而上述這些看法更凸顯了組

織學習中一個重要的成分，也就是知識在整

個組織學習過程中的角色。知識和資訊的基

本觀念可能不太相同，除了知識是一種存

量，而資訊則為流量的觀念外(Moorman & 
Miner 1997)，真正的知識不只是資訊，而是
包含了資訊的意義和解釋，甚至包括許多無

形的東西，例如，有很多寶貴經驗的不可言

傳的(tacit)知識，雖然無法明白的表達，但卻
可以決定組織的能力(competence)。 

有關組織學習模式，Snyder & Cummings 
(1998)提出一個一般模式(general model)：成
功的組織學習會完成四個程序：探索、發明、

製造和類化。探索(discovery)的程序包括定義
和設定組織目標、績效標準，再和現在的結

果相比較；發明(invention)的程序包括分析績
效缺口和發展解決之道；製造(production)的
程序包括針對績效缺口所發明的解決之道所

採取的行動；類化(generalization)則是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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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他們的經驗、將結果書面化、透過組織

程序、觀念架構和社會規範等加以編碼

(encode)的程序。 
組織知識方面包括三個要素：技能、認

知和系統。組織技能(skill)包括組織成員的技
術性、專業性和社會性的專家知識；認知

(cognition)指的是組織成員所共享的資訊、觀
念、態度、規範和價值觀；組織系統包括了

執行任務、協調資源和管理外部關係有關的

結構、程序和政策。上述這三個組織知識的

成份是彼此互相牽連在一起的。 
有關組織內的集體學習，Argyris & 

Schon (1978)則是提出單圈(single loop)和雙
圈(double loop)學習。單圈學習是指發現和改
正錯誤，並且導致在既定範圍內的規則修

改，組織成員集體修正他們的主觀理論或心

理模式。雙圈學習則是一個更多認知的過

程，組織成員會挑戰組織所持有的假定和原

則。雙圈學習可以導致一個對情境和事件的

全新了解，進而促成新規則的發展，並且要

求組織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或是「做不一樣的

事」。 
其他學者們對於組織學習的型態大致分

成兩至三類：第一種學習型態，無論稱之為

單圈、調適專業化、維持、較低層次或調適

性學習等名詞，所探討的是組織如何調整其

行為在既定的目標與環境假設下完成其任

務，此種學習為組織最基本的學習型態，學

習的發生在於組織既定的假設領域中(Slater 
& Narver 1995)，本研究以下將此種學習型態
稱之為單圈學習。學者們認為調適性學習型

態的主要目的在於將組織過去的行為予以例

行化和機構化(Fiol & Lyles, 1985)，使組織在
解決問題時，能夠引用過去既定的模式、方

法和法則，提昇決策的正確性 (Bennis & 
Nanus, 1985)，此種過程乃組織透過情報蒐集
和某種程度的實驗，增加組織適應外在環

境，使組織在變動的環境下維持穩定的能力

(Argyris & Schon, 1978)。 
第二種學習型態本研究稱之為雙圈學

習，它不同於單圈學習用以維持組織的穩定

性，而是視組織之永續經營為第一要務，目

的在於增加組織在不確定環境下的生存能力

(Chakravarthy, 1982)。雙圈學習發生在組織願
意對既有的假設(例如組織使命、目標顧客、

能力或策略 )產生質疑 (Slater & Narver, 
1995)，進而對組織政策、目標和潛在規範進
行修正(Senge, 1990)。組織學習的過程則強調
在發展複雜法則和新的因果關係 (Fiol & 
Lyles, 1985)，藉由變革、創新、重組以及重
新定義問題來提高組織的績效與效能(Bennis 
& Nanus, 1985)。雙圈的組織學習促進組織對
問題的解決方式產生新的參考架構，以作為

決策的基礎。 
第三種學習型態，為 Snell & Chak (1998)

所稱的三圈學習，其意義在許多學者的研究

都有所提及，也就是 Argyris & Schon (1978)
和 Sinkula (1994)所謂的 deutero 學習，本研
究也稱之為三圈學習。此種型態的學習更進

一步使組織學習如何學習，組織成員檢討過

去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發展新的學習方式

與蒐集資訊的方法，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四、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是質性的研究，至於研究的方法

則是以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是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
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結果。換言之，紮根理論

是經由系統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而發掘、

發展，並以暫時地驗證過的理論，所以紮根

理論不是先有一個理論然後去驗證它，而是

先有一個待研究的領域，然後自此領域中萌

生出概念和理論。紮根理論研究法的目標，

是要去建立能忠實反映社會現象的理論，所

以我們採用這種方式來找出台灣企業成功發

展國際品牌的策略。 
本研究擬以 2003年 9月 Interbrand所評

選出的台灣十大國際品牌的公司為研究對

象，這十大品牌的公司依序為：趨勢科技

(Trend Micro)、華碩(Asus)、宏碁(acer)、康
師傅(Master Kong)、瑪吉斯輪胎(Maxxis)、巨
大機械(Giant)、明基電通(BenQ)、合勤科技
(ZyXel)、聯強國際(Synnex)、威盛電子(Via)。
因為這些公司的成功是已經被客觀認定的，

所以在成功的定義上比較具有客觀的基礎。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為這 10 家公司的

CEO和品牌管理小組，來了解這些公司推行
品牌策略或執行品牌管理時所運用的理念與

執行的方式。在次級資料的蒐集方面，因為

這些公司都是自創國際品牌相對有成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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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以相關的報導與書籍很多，因此希望

蒐集這些已出版的資料，作為相關資訊的素

材。結合這兩者的資訊希望可以找出企業經

營品牌的全貌觀點。 
我們歸納訪談的內容大致有發展品牌的

前提、策略與績效等三大主題，內容都是開

放性的問題。問題的內容約略如下(這裡必須
強調的是，每家公司的特性不一，所以訪談

過程會視實際情況增減)：(1)公司品牌的建立
是否在公司建立初期就已規劃完成？(2)品牌
建立時，身為企業所有人所採取的態度，以

及目前所採取的態度，是否希望繼續投資在

品牌的經營？(3)國際品牌建立的過程為何？
關鍵成功因素在哪裡？可能遭逢的困難與因

應之道？是否每一家公司都可以朝建立品牌

之路前進？(4)是否引進外來的專家協助國際
品牌的建立？外來的專家有哪些，以及公司

如何與這些外來專家共同合作？(5)公司內是
否有專責的品牌管理小組？若有，是如何成

立、運作與分工？(6)發展品牌是長遠的經營
策略，公司內部是有針對內部員工做品牌經

營的教育訓練，成效如何？與品牌建立的成

功關聯性如何？ 
 
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經由十家自創品牌公司的深入訪

談，前後歷時四個月，訪談對象的層級大都

是公司負責品牌管理的最高主管，甚至是公

司的 CEO或是董事長。我們之所以要訪問如
此高的層級是因為，要自創品牌還是設計代

工是一個最高層級的策略決策，這些問題只

有公司的最高層主管來回答才有意義。 
根據組織學習的文獻探討，我們知道組

織學習是經由個人學習而來(Argyris & Schon  
1978)，也如同 Sinkula (1994)主張組織學習是
個人將其知識傳送給組織再保留在組織記憶

中的過程，所以我們訪談結果歸納出第一個

命題：台灣企業成功自創品牌的前提是一定

先有一位熟悉品牌經營或是支持品牌經營的

高階管理者帶領。 
由於這些企業在成立初期都曾經做過

OEM、ODM 的生意，也因此累積了相關的

產品知識，因此我們提出命題二：台灣企業

成功自創品牌的前提是對於OEM或ODM委
託廠商的核心技術或知識非常了解，甚至超

越國外買主的技術層次。 
對於產業特性的考量方面，如果廠商進

入產業早，由於產品製造和品質的知識累積

很多，就有自創國際品牌知識的本錢，因此

我們提出命題三：台灣企業成功自創品牌的

重要前提是OEM和ODM所培養出的量產和
品質能力，為自創國際品牌不可或缺的核心

能力，這個現象在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相

關產業尤其明顯。 
和命題三息息相關的是，在產業價值鏈

上的活動來看，台灣企業進入品牌經營活動

的一個特殊現象是知識的擴散是由製造流向

研發，再流向行銷活動，因此我們提出命題

四：台灣企業成功自創品牌的現象是由製造

活動開始，再往價值鏈上方的研發整合，最

後再走最下游的行銷活動(品牌經營)。 
在組織學習的知識來源方面，這些企業

大都藉由外來品牌領域專家的幫助，儘快導

入品牌經營的活動，因此我們提出命題五：

台灣企業成功自創品牌的策略之一是引進外

來的專家協助國際品牌的建立。 
為力行品牌經營活動的順遂，這些公司

在組織內知識擴散的策略，是以教育訓練來

達成知識的擴散與累積，因此我們提出命題

六：台灣企業成功自創品牌的策略之一是針

對內部員工做品牌經營的教育訓練。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有幾家公司已經發展出自己的

品牌經營知識體系，在現階段並不借重外界

專家。 
由於台灣廠商發展品牌的知識基礎大都

是由製造或研發累積而來，由於這一知識基

礎的特殊性，因此我們提出命題七：不少台

灣企業成功自創品牌的策略之一是以優良的

產品品質為主要訴求。 
相對於歐美大廠的品牌發展，由於台灣

企業發展品牌的時間相對很短，所以國際品

牌知名度低，未在短時間內衝刺品牌知名度

的提昇，因此我們提出命題八：台灣企業成

功自創品牌的策略之一是花很多的錢去快速

打響國際品牌知名度。 
最後對於品牌經營的知識投入，各家公

司表示對於發展品牌的績效回饋，都表示是

肯定的，因此我們提出命題九：台灣企業成

功自創品牌後的收益，與投入之前相比都有

顯著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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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組織學習的型態方面，我們認為在

台灣企業品牌發展的過程當中，扮演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以單圈學習型態的組織而言，

由於學習的發生在於組織既定的假設領域

中，因此這類學習型組織很難跨出 ODM 與

OEM的領域；以雙圈學習型態的組織而言，
他們的學習是發生在組織對既有的假設(例
如組織使命、目標顧客、能力或策略)產生質
疑(Slater & Narver, 1995)，進而對組織政策、
目標和潛在規範進行修正(Senge, 1990)，意即
台灣企業必須跳脫過去生產導向的經營方

式，以全新的思維來經營品牌活動，這樣比

較容易成功，目前這十家企業大都進入雙圈

學習的境界。 
最後是三圈學習的境界，這類的學習更

進一步使組織學習如何學習，組織成員檢討

過去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發展新的學習方

式與蒐集資訊的方法，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

果。這一部份對台灣企業的啟示為，過去歐

美國家發展品牌的知識典範對於台灣企業已

經有些地方不適用，因為主客觀條件都不

同，所以我們要走出台灣品牌經營的路，勢

必從現在的品牌經營中，逐漸累積自己獨特

的知識，學習品牌知識累積與歸納的方法，

逐步整理出自己的關鍵成功因素，摸索自己

的路。 
 
六、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的實質貢獻在於我們希望透過這

樣的研究，找出一個我國企業主最關心，也

是許多行銷學者常被問到的問題：「台灣企業

到底適不適合發展國際品牌？」以及「我們

要如何創造和經營國際品牌？」希望可以找

到相關的部分解答。除此之外，本研究成果

希望透過拋磚引玉的效果，喚起學者與業界

對於台灣自創品牌或是自創國際品牌的重

視。觀諸與我們經濟發展相近的鄰國－南

韓，以及經營品牌管理甚久的日本，乃至於

進年來急起直追的大陸品牌，我們不禁憂心

台灣對於品牌經營發展的投入似乎不夠，因

而造成未來品牌經營的領域逐漸喪失優勢。

因此我們期望透過第一手的品牌研究，讓台

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可以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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