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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台灣．綻放全球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洪德生

打造台灣
邁向亞太區域品牌管理中心
去，台灣產業以製造專長創造了台灣經濟奇

過

蹟，惟近年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大陸

等新興國家挾其廉價勞工等生產要素的優勢，使台
灣廠商面臨了嚴酷的生存挑戰。
而在如此發展過程中，我們清楚看到了全球產業
板塊的變遷趨勢──台灣業者必須從傳統代工思
維基礎中發展核心競爭力，以創造附加價值並拓展
國際市場。因此，深耕品牌將是台灣產業發展的必
然方向。

從「微笑曲線」到「以終為始」的品牌發
展概念
大家都知道產業「微笑曲線」，左端為研發創新
（產品原創），右端為品牌行銷（消費需求），從品
牌經營角度來看，須從消費者需求出發、並以符合

會、商業發展研究院、資策會科法所、工研院技轉

消費者需求為最終目標，無論產品或服務都應以此

中心及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等單位共同執行，除提供

為核心來進行研發設計、生產製造、行銷業務等。

品牌策略及經營輔導外，亦提供智財管理、專利布

而這個讓企業能把微笑曲線兩端接連成圓的工作，

局、設計美學及人才培育等客製化的輔導方案。此

也就是「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主要任務。

外，並建立「品牌情資中心」，以掌握企業品牌發展
歷程、營運動向、發展需求等質化與量化資訊。

「建基盤」、「調結構」、「轉文化」是主
要執行策略

都不相同，因此第二期計畫以協助企業「建基盤」、

從2013年起，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品牌台灣發展

「調結構」和「轉文化」等經營品牌三面向為執行

計畫」第二期，委由台灣經濟研究院結合智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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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企業的經營型態、體質、品牌化成熟度

策略。

大師序文

在「建基盤」面向，市場商情的掌握是觀察變化、

略，形塑而成企業經營最高指導原則；所有經營活

判讀趨勢的基礎，而對中小企業而言，在企業內部

動皆以此為核心方針進行業務推廣，方得促使企業

資源有限及經濟規模較小的條件下，洞察國際市場

各部門運作更具方向性與一致性，這也就是企業經

脈動與趨勢變化有其難度，因此「品牌台灣發展計

營品牌必經的思維轉變過程。

畫」第二期設立專案辦公室作為品牌諮詢服務的單
一窗口，提供企業諮詢及媒合的管道；而「品牌情
資中心」更針對市場進行調查研究、提供市場資訊
與分析資料供企業參考。

協助企業建立品牌永續競爭力
總結來說，「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架構，
以建構品牌服務窗口、完善品牌輔導平台、深化品

此外，「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也進行包括：

牌情資中心、擴大品牌人才供給，以及品牌價值與

品牌價值調查及前瞻性消費者生活研究，及提供

消費者行為調查研究等措施為主，目標在讓企業同

品牌企業資金融通的「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

時由微笑曲線兩端融入品牌精神，掌握更有效益的

款」，為台灣打造出良好品牌發展環境。

執行模式。

另外，在「調結構」方面，計畫內結合國內外21

此外，除了延續第一期既有的品牌輔導與市場行

家專業品牌管理顧問公司，協助企業量身訂作符合

銷溝通外，第二期更強化了無形資產的輔導能量，

需求的客製化品牌發展策略，有效提升品牌價值。

提供具國際品牌發展潛力企業智財管理、專利布

最後，在「轉文化」的課題上，不可諱言的是，台灣

局，以及設計美學的專案輔導。

過去以優質製造業聞名全球，因此佷多企業思維仍

發展品牌是一場持久戰，企業欲創造、提升品牌

難脫「產品導向」的影子、誤把產品的創新認知為

價值，應當注重的並不只有行銷，更要具備經得起

「建立品牌」；因此，「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

市場考驗的經營實力。

除針對品牌經理人辦理培訓課程外，亦針對社會大

我們預期透過「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執

眾及企業開辦核心講座、品牌國際論壇等活動，以

行，將可協助企業發展國際品牌並提升品牌價值，

達到知識擴散的目標。

進而協助企業拓展全球通路布局以扎根國際市場，

品牌管理屬於當代企業經營的戰略性範疇，因此
世界各個主要品牌業者皆以品牌策略融合業務策

共同打造台灣成為邁向「亞太區域品牌管理中心」
的願景目標。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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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品牌大使施振榮

從台灣品牌到品牌台灣
台灣發展國際品牌的優、劣勢來看，台灣在

從

「微笑曲線」左半端的創新研發、製造及全

球供應鏈管理，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台灣起步較晚 更要急起直追
對台灣企業發展國際品牌而言，除國際品牌行銷
人才的培養、創新能力以外，如何從代工製造、以
產品為中心的文化，轉換成以顧客和消費者為中心
的品牌文化，思維上的調整是最大的挑戰。
對於在國際上打前鋒的品牌企業，當品牌競爭
力往下掉的時候，應該藉機來提升能力，台灣的大
眾和媒體應該要給予更多的鼓勵，而不是唱衰、打
擊。台灣要發展品牌本來就居弱勢，但要面對這個
現實，要趁有能力時投資，為未來建立基礎。

通，若能有「全員品牌」的概念，品牌才有機會成功。

企業發展品牌，是整體經營能力的展現，需要長

發展品牌要及早，因為需要走很長的學習之路。

時間的努力。雖然政府資源有限，但也可以針對有

任何企業和品牌的經營都是一樣，重要的是思考品

心發展品牌而且願意承擔風險的中小型企業，提供

牌能帶給顧客和消費者什麼價值？現在的大環境，

關鍵協助，例如提供廣泛學習與觀摩的機會及教育

品牌多如牛毛，如果品牌沒有創新並為別人帶來價

訓練，以協助企業瞭解品牌的基本概念與思維，有

值，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大環境變化那麼快，但

利於企業文化的改變。另外，政府也應該儘快與各

也有不變的地方，人想要追求幸福、人和企業都有

主要經濟體組織簽訂互惠的經貿協定，以降低跨國

多元的需求，如果沒有用心和專注在這些事情上，

商貿往來的障礙。

就無法滿足顧客或消費者。
企業要改變經營的價值觀，時刻都要思考能在現

品牌永續經營 時時思考未來
我曾多次提及，中小企業更適合發展品牌，因為品
牌經營需要從組織內部共識開始，人少反而容易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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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未來、直接和間接、有形和無形的「六面向價值」
做出什麼貢獻，這是企業和品牌經營永遠的機會和挑
戰，也是企業永續發展必須具備的關鍵能力。

大師序文

專訪品牌專家祝鳳岡

品牌是企業必走的路
牌時代來臨，發展品牌已經成為全球企業必

品

走的路。雖然做品牌很辛苦，但一定要想辦

法克服困難，因為未來的企業競爭是比拚品牌！
台灣中小企業是台灣的經濟命脈，這些業者若要
繼續站穩市場，也必須發展品牌。然而中小企業投
入發展品牌之前，要先自問是否能做好產品與服務
的品質？經營模式可不可跟隨品牌進行調整，走向
獲利模式？
因為品質，永遠是發展品牌的基本面；沒有先做
好品質，就無法做好品牌。再者，中小企業要從代
工轉為發展品牌，得從改變經營模式做起。

企業經營者具備的五項品牌思維
企業經營者決定發展品牌時，要先掌握以下五項
品牌思維：
一、穩定的好品質：發展品牌的先決條件，就是

五、品牌要有個性：企業透過服務、流程，製造出
自有品牌的個性，例如提出限購４件的規定，顧客
想要買再多也不給買。

先做好品質，必須落實品質管理制度，維持產品與
服務的好品質。

製造業走向服務化

二、品牌要有風格：企業經營者得先思考自有品

因應OEM（客戶委託代工）微利化，台灣製造業

牌想要表現的風格，是走設計風，還是現代風，亦

只能改變經營模式，走向配合品牌發展的獲利模

或是傳統風。

式，首要進行「製造業服務化」，改為解決方案的供

三、品牌要有品味：也就是企業自有品牌要讓顧
客感受到吸引力，比方說LV打出「終身保固」的承
諾、IKEA標榜「北歐設計」。
四、品牌要有品級：企業經營者要為自有品牌設
定做到國家級，還是亞洲級或世界級。

應者，提供客製化的全方位服務。
所以做OEM的中小企業發展品牌時，必須檢討
經營模式，發展能打出品牌的ODM（客戶委託設計
製造），或讓代工及品牌獨立運作。
（品牌專家祝鳳岡為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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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芝軒企業

創新＋品牌

攻入贏者圈

做玩具槍的一芝軒企業跑在同業之先，研發生產電動玩具槍，不僅開創首先進入者的市場利
基，更累積豐富經驗及「ICS」品牌資產。尤其隨著當前休閒活動的多元化與市場競爭不斷增
加，一芝軒透過完整建構品牌，打造品牌成為企業長久營運的核心價值。

Proﬁle
一芝軒企業有限公司

1996年成立

官網：www.icsbb.com

為英雄的夢想，永遠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消失；但英雄手

成

上的武器，卻會與時俱進。拿著玩具槍在荒野空地奔

主力商品：電動玩具槍
大事紀：
•1996年 台灣最早研發電動玩具槍，並自創品
牌「ICS」發展外銷市場，成為台灣
電動玩具槍產業的領導指標企業
•2008年 以 輕 武 器 的 發 展 與 設 計 為 基 礎 ，
結合人體工學、玩家操作經驗，
開發出CXP（Concept eXclusive
Project）系列品牌電動玩具槍產品
•2012年 獲頒中華民國年度10大企業金炬獎的
「年度創新設計」殊榮
•2013年 獲頒第20屆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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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當起美國西部荒野大鏢客或模擬游擊戰，始終是男孩們最
熱衷的對抗遊戲，甚至變成一種新興的休閒娛樂活動。具有射
擊功能、仿製真槍的玩具槍，早年剛出現在市場上，被當時在
玩具公司做業務、採購工作的朱鎮堂看到後，篤定認為玩具槍
產品在台灣會有發展商機。
於是，朱鎮堂在1983年創辦一芝軒，生產瓦斯玩具槍。當時

一芝軒企業

專家
視野

少部分亞洲企業能一躍成為知名全球品牌，關鍵在於quick follow
（快速跟隨），並投入人力、金錢與時間，下功夫模仿、改良別
人產品後，立刻推出新品上市，取得全球品牌地位。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台灣許多企業也相繼跟進投產，在社會上掀起玩具
槍的熱潮，一時之間出現多達30幾家玩具槍製造
商。

圈等一般玩具，度過經營危機。
朱鎮堂指出，包括一芝軒在內的玩具槍業者，經
歷被嚴格壓抑的日子後，才懂得尋找生存之道，把

過去在台灣，只有男生服役時能接觸到真的槍

過去以內銷為主的經營，轉向外銷市場的拓銷；特

支，成了畢生難以忘懷的特別經歷。玩具槍產品因

別在合法化的大門打開後，不但能夠挺進美國、歐

而受到男性消費者的喜愛，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休閒

洲、東南亞等地的市場，而且這存活下來的廠商也

嗜好。

因為競爭者變少，反而擁有更多發展空間，規模愈

然而那時台灣社會仍在戒嚴階段，「槍」是帶著

做愈大，可說是「化危機為轉機」的最佳寫照。

敏感性和特殊性的物件，因此當玩具槍市場逐漸熱

後來日本業者率先推出電動玩具槍，與傳統瓦斯

絡時，也不免招來政府的關切，開始禁止販售並取

玩具槍互別苗頭，其主要市場位於東南亞地區，以

締玩具槍。

日本、香港、台灣為主要銷售市場，只有少數產品經

這麼一來，遭到最大衝擊的當然就是玩具槍業

由香港店家銷售至其餘地區國家。同時，玩具槍市

者。朱鎮堂回想，當時單單一家被警方查緝到的玩

場也從過去的短槍主力商品，增加了長槍款項。幸

具槍工廠，往往有上千支瓦斯玩具槍，規模如軍火

運的是，日本短槍產品價格高，加上中國製造的玩

工廠；在情況最嚴重時，會被以查獲真槍的規定來

具槍產品才剛起步、品質粗糙，正好給了台灣廠商

法辦，讓業者苦不堪言。因此，玩具槍業者透過舉

更多發展機會，使得台灣產品在市場上打開名號，

辦公聽會等方式來爭取權益，但歷經多年、直到真

受到全球消費者的歡迎。

正合法化後，台灣市場卻僅剩６家玩具槍廠商。

在那段時間裡，日本業者生產的電動玩具槍有多
達85%的比例走內銷，真正銷往國外其他市場的數

勇於投產高技術的電動玩具槍

量並不多；後續韓國廠商仿製日本的電動玩具槍，

在那段艱苦抗爭的期間，一些業者乾脆關門停

生產數量少、品質也不夠好。看到全球電動玩具槍

業，而一芝軒為求持續營運，開始生產娃娃、呼拉

市場缺乏量多質好的產品，一芝軒在1996年決定轉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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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芝軒品牌推手朱鎮堂強
調，發展品牌的目的，就是
要得到消費者認同，才能拓
展市場、提高市占率。

型主攻電動玩具槍，成為台灣第一家、全球第三家

出新產品，因此可以推出比日本更好的電動玩具

投入開發，並且是首位大量生產、以外銷市場為主

槍，連上市價格都比日本來得高。

的電動玩具槍廠商。

不過這樣的成果，是一芝軒花費了近兩年的研發

朱鎮堂自認，投產電動玩具槍，是個相當大膽的

才得以突破；尤其對於馬達、齒輪等這類較新的零

決定，一方面儘管一芝軒的營運狀況還算不錯，但

件和技術（在當時台灣尚無生產這類產品經驗），

就廠商規模來說，當時一芝軒是台灣市場中最小的

都需要與合作廠商重新研究開發，不斷地測試調

一家；加以其他同業雖然也看到電動玩具槍的市場

整，經常得辛苦地忙到半夜。

發展，卻都觀望不前、不敢投入，或者仍留在傳統
瓦斯玩具槍的製造領域，累積更多經驗。
在這些狀況背後究其原因，就在於電動玩具槍的

以一把電動玩具槍來說，約有400個零件，而且

技術更複雜、門檻更高，「他們也在看我們到底能

使用的材料各有不同製法，例如鋁壓鑄、鋅壓鑄、

不能做得起來。」朱鎮堂說。

塑膠射出、沖床、粉末冶金、鍛造、脫蠟鑄造、擠

為了搶灘外銷市場，一芝軒的策略是打造差異化
的競爭優勢。
即使電動玩具槍的原創來自日本，但一芝軒從
「改造槍支」的角度切入研發，仿效日本產品後再
加以改良，所以槍支結構上並不相同，等於是創造

8

打下一片天 推出自有品牌搶優勢

型、車銑五金以及各式的表面處理方法等。想要將
這些零件組裝起來，就必須透過不同的製程，整合
調整公差尺寸，並克服各式問題，才能做完美的結
合。
同時，製造電動玩具槍在公差尺寸上的要求，也

一芝軒企業

「CB」創新概念型槍款系列的客層，瞄準生存遊戲的入門新玩家。

相當嚴格。好比一芝軒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不同

有過５、６年的時間，一芝軒在市場上完全沒有競

批的產品有著不同的生產公差差異。因此直到現

爭者，獨獨拿下高市占率帶來的利益。

在，一芝軒仍持續地精進技術及品質，確保每一批

眼見新市場完全由自己主控，一芝軒乾脆順勢在

產品精度的公差都正確無誤，或是即使由不同人組

電動玩具槍產品上推出「ICS」
（I Chin Shivan，一

裝仍可保持產品的一致性。

芝軒的英文名縮寫）自有品牌，往全球各地市場推

朱鎮堂不諱言地指出，以現今製造玩具槍的工

進。

法，其實已經接近真槍，或者根本就是採用真槍的

在生存遊戲與長槍產品的帶動下，喜好軍事、戰

工法，使得製造技術有相當的難度；例如沒有相關

技的消費者紛紛組隊，背起長槍玩起戰鬥對抗賽，

技術的台灣業者就很不容易做好成型條件的掌控，

刺激電動玩具槍市場的成長。此外，因為電動玩具

這類問題也是一芝軒必須不斷摸索、學習的地方。

槍的操作與真槍極為相似，射擊又直又遠，並具有

因此，一芝軒後來生產的電動玩具槍產品，不只

調整彈道方向等功能，因而受到國內外軍警單位的

在外型上幾可亂真，製作的精密度比起真槍可說是

青睞，把它用於平時訓練；有些國內外的電影或電

不遑多讓，射擊起來也相當精準，能提供玩家更接

視劇單位拍攝戰爭、警匪片，為求逼真，也會採用

近真實的體驗。

這類擬真的電動玩具槍。

一芝軒從看見市場商機開始，到投入研發與生

除了研發生產電動玩具槍之外，一芝軒也因應消費

產，並成功推出電動玩具槍產品，不僅成為市場領

者的需求，陸續開發各式生存遊戲裝備、升級套件及

先者，不論是技術或品質都占有絕對優勢。甚至曾

超精密BB彈等，供消費者更多、更好的產品選擇。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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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165

764

一芝軒將日本玩具槍加以改良，研發創造出新產品，打造差異化優勢。

在品牌方面，一芝軒在「ICS」的主品牌下，自行

甚至在競爭者尚未出現時，一芝軒就已經意識

發展設計、結合人體工學與玩家操作經驗，推出

到未來前進海外市場時，可能會遭遇到市場發展速

「CXP」
（Concept eXclusive Project）創新概念型

度、產品售價、代理經銷模式等各種狀況；而當一

槍款系列、低階入門的「CB」
（Combat Boy）系列，

芝軒愈想要進一步掌控市場與客戶時，就愈會發現

希望吸引更多階層的消費者、建立品牌忠誠度。

更多的問題和需要推動的工作。
走高單價市場的一芝軒，看到後進競爭者以更低

品牌做得早 卻缺乏專家指點
隨著玩具槍市場出現了熱烈反應與發展機會，加

下游業者或市場有足夠的利潤支撐，這些低價產品

上一芝軒的成功經驗，促使中國、香港、台灣業者

就有發揮空間；若加上對方的技術快速提升，將可

加入電動玩具槍的生產行列。以台灣為例，目前玩

能逐漸拉抬銷售價格與市場規模，對一芝軒的衝擊

具槍廠商已增至20家，市場競爭程度已大幅提高。

也就更大。

一芝軒主打高價市場，也面臨到後續競爭者不斷

特別是在接觸過許多品牌的觀念知識與成功案

急起直追的急迫挑戰。朱鎮堂就提到，雖然一芝軒

例後，朱鎮堂愈來愈認同發展品牌、提升附加價值

享受了好幾年無人競爭的好光景，但也了解到當競

的重要性，開始靠著企業內的自行摸索及學習，一

爭出現後，如果本身不能好好經營、掌握市場，就

步步往品牌之路邁進。

會愈加突顯企業營運上的問題。

10

廉的價格搶市占，即使沒有因此亂了陣腳，但只要

例如在產品研發方面，一芝軒從一開始就強調

一芝軒企業

「設計」，不斷地培養研發人才及能力，開設台灣
玩具槍廠商中規模最大的研發部門，創造多元優質
的產品，獲得消費者認同，證明了走品牌這條路是
正確的選擇。
但朱鎮堂也坦誠，雖然多年來持續投入品牌發
展，但該如何去推動品牌工程、更有效地提高品牌
效益……他不是非常地清楚，而且充滿「缺乏指
點」的無力感。
好比過去一芝軒在各地打廣告，製作各種宣傳資
料與消費者溝通，但這些工作對於品牌產生了多少
效益，卻無從得知；一芝軒做的是B2B與B2C兼具
的生意，不易找到適用的行銷人才，因此急於推動
品牌的一芝軒也轉而對外尋求更多的外部資源。

一芝軒自創品牌「ICS」，在海外電動玩具槍市場擁有高知名度。

「明明知道要做品牌，但就是缺乏資源、踏不出
去，因此希望能有具經驗、更專業的資源來協助。」
朱鎮堂直言，發展品牌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得到消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自從有了品牌顧問的專業引

費者的認同，才能拓展市場、提高市占率。他也常

導，將有助於重新整合並確立品牌的核心及主軸，

對同仁們說，如果品牌做得不好，當產品賣得愈多

讓未來的品牌發展基礎扎得更穩固，同仁們也能清

就要愈擔心，因為這將無法照顧到所有的市場及消

楚了解該做哪些對的事情。

費者。所以，一芝軒一定要將品牌做好，透過更完
整的品牌建構，達到全面提升的目標。

輔導一芝軒的悅智全球顧問資深顧問李增鴻指
出，一芝軒過去累積了許多很好的基礎，具備了發
展品牌的良好條件，包括企業領導人投入產業與品

展現熱忱、高度接受新觀念

牌經營的熱忱，能高度接受新知識與新觀念，並以

在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協助下，一芝軒於

研發設計及自創品牌的方式，帶領「ICS」在全球市

2013年接受悅智全球顧問公司的輔導；其中最重要

場塑造領先的品牌地位，不像有些台灣企業對於改

的工作，就在於釐清並確定一芝軒的品牌定位，同

變既有做法會產生抗拒或懷疑。像需要將產品賣給

時建立品牌經營管理的能力與一致性的品牌行銷

終端消費者的一芝軒，能接納時下相當流行的「體

溝通策略，達到有效推展品牌價值、強化品牌競爭

驗行銷」，採行實際體驗的方式，讓消費者對品牌

力的目標。

有了直接的感受與認知，而一芝軒藉此也將品牌概

朱鎮堂說，以往一芝軒推動品牌顯得零散，多是

念與價值傳遞給消費者。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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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正是一芝軒發展品牌、推廣行銷的最佳時
機；而當一芝軒表達積極推展品牌的意願時，也就
能吸引更多資源來配合，加強品牌發展的力道，不
見得需要很多銀彈與人力，做品牌也不是只有大企
坐落台中市神岡區的一芝軒，以優異產品成為台灣玩具電槍品牌的
「隱形冠軍」。

業才玩得起。
尤其一芝軒著眼全面性的市場，從品牌核心的觀

體驗行銷對一芝軒來講，其實並不陌生。早在10

點出發，能先從關鍵市場中建立與關鍵顧客間的關

年前，一芝軒就曾組過槍隊到各地推廣介紹並提供

係，再運用適當的策略延伸成功經驗，複製擴展到

試玩，教導玩具槍的知識及玩法，但當時他們還不

不同的市場。

曉得什麼是體驗行銷，方法也欠缺整合性；而今在
顧問公司的指導下，才了解到體驗行銷也必須要有
對象的設定、行為改變目標、Contact Points、效益
矩陣分析等科學性的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品牌行銷
的效果。

有了專業品牌資源的挹注，讓一芝軒展開新的啟
發及學習。
「清楚定義品牌核心價值並落實到市場」是今

李增鴻以過去輔導的經驗來看，許多企業在評估

年規劃先進行的工作，這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藉

品牌發展時，往往認為需要花費大量資金與時間，

由內、外部的訪談調查及資料搜集，了解員工、代理

於是在未獲得效益之前就望而卻步，或是覺得不符

商、消費者對品牌的看法，以及「ICS」品牌對於市

合產業和過去的營運經驗，進而排斥發展品牌，因

場的意義。

此喪失轉型提升的機會。

朱鎮堂深有感觸，即使過去以來不斷地在企業內

「品牌需要持續經營，也要因應情勢來調整策

部溝通品牌觀念，也經由教育訓練、政策規定等管

略，才能提高成功率。」李增鴻說，長久以來一芝軒

道來推動，還仍不免有認知上的差異或投入程度的

在透過與代理商及消費者的互動、建立彼此更牢固

不同，以及做得不夠完善的地方，甚至還會讓同仁

的關係上，就做得相當不錯，也能接受這樣的投資

有所質疑；但有了顧問公司的溝通，可以讓同仁們

概念。

產生信心，更能認同且配合品牌發展的方向，希望

他認為，眼前的產業know-how與企業優勢已然

12

整合內外 強化品牌信念

盡快完整建構「ICS」品牌。

一芝軒企業

成功
關鍵解析

【悅智全球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落實品牌發展策略

李增鴻

成果必定驚人

一芝軒過去曾做過市場調查，希望從消費者身上得到更多訊息和答案，但殊不知這樣的調查需
要完整的內容設計與正確的分析判斷；這次經由品牌顧問的協助驗證，也才確認過去所走的品牌
方向並沒有錯，並且還能夠利用那份調查找出可以發展的策略。
同時，悅智全球也提供許多品牌管理的工具，結合一芝軒的需求融入工作中。李增鴻特別提
到，一芝軒過去做品牌多從產品面出發、單向對顧客傳遞訊息，如今卻勇於拋棄成見，客觀吸收正
確品牌管理智識與建議，能讓全球品牌管理最新資源為其所用，充分改善企業體質，迅速「切換」
到新觀念、新做法；如先選定關鍵市場再找出產品需求、設法主導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提供體驗
參與的機會等。以目前一芝軒這樣一個全球性的領導品牌而言，如果未來能夠持續真正落實品牌
管理，必能產生驚人的發展及成果。
李增鴻強調，像一芝軒這樣的隱形冠軍企業，堅持走品牌發展的路，不僅是許多中小企業可以
學習的對象，他們的成功品牌經驗，更能對台灣產業帶來正面的激勵效果與示範作用。

企業管理品牌的發展步驟

1

2

內部品牌探索
內
獲頒中華民國年度10大
企業金炬獎的「年度創
新設計」殊榮

6

外部品牌探索
外

3
內外部資料
蒐集彙整

•通路問卷調查
•次級資料搜集分析
✓市場資訊
✓競爭者

5

通路促動方案
通
•目的：如何應用多元行銷
工具達成通路促動
•工具建議組合：FB、
網站、展覽、Event

4
行銷通路

品
品牌策略
發展提案與確認
發
•品牌價值主張
(Brand Proposition)
•品牌管理架構

7

預期效益
預
•確立品牌定位、價值主張與品牌策略，
並協助建立品牌架構
•協助內部團隊形塑未來品牌發展的共識
•市場調查方法轉移與建立

資料提供：悅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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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機械

布局專利 提高品牌含金量
經過30多年來的投入，儘管已是相當知名的全球性品牌「GIANT」（捷安特），巨大機械面
對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仍藉由專利布局分析，找出未來技術發展方向，更能幫助「GIANT」
提高品牌效益、厚實品牌優勢。

Proﬁle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2年成立

官網：www.giant-bicycles.com
主力商品：各式自行車及相關產品配件、自行車旅
遊服務

2012年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中，由巨大機械於1981

在

年創立的品牌「GIANT」
（捷安特），以3.42億美元高居

第七，也是前十大品牌中唯一來自自行車產業的品牌。

大事紀：
．1972年

14

成立於台中大甲

然而，巨大一開始卻從國際上寂寂無名的台中大甲出發。

．1976年 公司轉虧為盈，訂定「以最高品質與合
理價格貢獻社會」為基本營運方針

1972年，台灣自行車代工外銷快速成長，開過木材廠、螺絲工

．1981年 成立捷安特（股）有限公司，擴展台灣
自有品牌「Giant」的行銷業

廠，做過汽車運輸、養鰻的劉金標，和朋友集資創業巨大，投

．1986年 於荷蘭成立捷安特歐洲總公司，邁向國
際化經營

入自行車OEM的市場。

．1990年 召開集團首屆全球經營會議；導入新企
業識別系統（CIS）

巨大經營初期因品質不夠好，加上台灣產品形象不佳而苦於

．2002年 與競爭對手連同協力廠商成立A-Team，
為自行車業根留台灣努力

接不到生意，後來經過持續改善製造技術與品質後，在1978年

．2005年 三度獲得富比士雜誌評選為全球200家
最佳小型企業之一

好不容易爭取到美國自行車大廠Schwinn的訂單。在雙方緊密

．2012年 慶祝成立40周年；獲選為經濟部第一屆
卓越中堅企業

合作下，巨大不僅成為Schwinn的主力生產廠商，更提升了自

巨大機械

專家
視野

企業利用發展品牌，增加附加價值與優勢，已經證明可獲得
3%~30%的利潤。還在做代工的企業，若出現被人殺價、獲利變
低，那就趕快改變經營模式，配合品牌發展出獲利模式。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行車的製造技術，成為世界級的代工廠，隔年就創
下75萬台的年生產量。
有了美國最大品牌的加持，巨大在1980年時成
為台灣最大的自行車製造廠，從OEM中獲得不錯

因而在1981年，巨大自創「GIANT」品牌，但為了
避免與既有代工客戶衝突，當時「GIANT」自有品
牌的產品僅在台灣地區銷售推廣，並只占營收的一
成。

的利潤。但是品牌客戶委託代工多是著眼於低廉成

不過，巨大對於擴展品牌的想法並未暫歇，但也

本，這讓巨大機械董事長劉金標對於接單代工生產

擔心會「未受其利、先受其害」，直到1984年才與

的經營模式，總覺得很不安。因為合作規模愈來愈

最大客戶Schwinn進行協商，希望能前進國際市場

大，劉金標怕客戶有一天把訂單全部抽走，巨大又

推出自有品牌。

沒辦法在短期內再開發那麼好的新客戶，巨大就會
倒閉！

起初Schwinn並不贊成巨大這項提議，經過兩、
三年的溝通後，雙方才決定以合組新公司的方式，

巨大機械工業總管理處特別助理兼發言人許立

將「GIANT」品牌打入國際，而且巨大甚至在新公司

忠解釋，一旦有其他競爭者提出比巨大更便宜的

只持股兩成，「只要能讓『GIANT』品牌在市場上出

代工價格，客戶很容易就把訂單轉移給對方生產，

現，我們就願意這樣做。」許立忠說。

「其實經銷通路、消費者都不知道自行車是由我們

沒想到的是，1986年巨大從市場上輾轉獲得訊

製造生產的，因此我們若要考慮企業永續發展，就

息，發現Schwinn已決定與香港的自行車公司合

要能對長期經營有自主性。」

作，前往深圳設立中華自行車公司，生產Schwinn
品牌的自行車。

自主掌握經營 迅速應變抽單危機

當時Schwinn的代工訂單，就占了巨大產量約

「自主掌握經營」是巨大成立品牌的最大考量，

3/4，結果Schwinn發出一張傳真告知巨大結束代工

同時希望藉此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與利潤，幫助提

業務。「我們擔心的事情發生了，這也是OEM的宿

升研發創新的能力和人才培育，並且累積更多的通

命。」許立忠說，也正是因為雙方合作破局、情勢急

路及行銷經驗。

轉直下，更加快了巨大對「GIANT」品牌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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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GIANT」的高級車款多由巨大的台灣成車裝配工廠負責組裝出貨。

但要走品牌卻也缺乏經驗、通路、人才等資源，兩
條路都很困難。
巨大的「GIANT」品牌如今享譽國際，歸功於巨大機械董事長劉金標
意識到「自主掌握經營」的重要性，在30多年前及早邁入品牌發展之
路。

不過相對於代工，品牌這條路雖然要自行面對市
場，卻也較有前途與未來價值，還能有機會實現研
發創新的想法，並且能了解消費客戶端的想法與需
求，透過自己的品牌來掌握企業經營。

巨大判斷Schwinn在５年內會抽走所有代工訂
單，於是立即成立危機處理小組，趕快利用這５年
時間做品牌、求生存，先在荷蘭設立歐洲總公司，

巨大過去沒有經營品牌的經驗與能力，但在初期

並接連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澳洲、加

拓展市場的策略上卻展現不少深思熟慮。包括首站

拿大等主要自行車市場成立分公司。

前往荷蘭設立歐洲總公司，除了避免立即與原有客

「由於有時間壓力，我們的自有品牌銷售量成長

戶有所衝突，也考量到當地並沒有巨大的OEM客

速度，必須要大過客戶的抽單速度，因此就要趁我

戶；之後在歐、美、日等地設立分公司，則著眼於這

們還有實力時，趕快踏上品牌這條不歸路。」許立

些先進國家也是自行車的主要市場。

忠強調，巨大做品牌只能成功，不然就成仁。
在得知最大客戶即將離開的危機下，巨大內部也
針對繼續做代工或發展自有品牌之間，展開一番討
論，因為想要再找到那麼大的OEM客戶並不容易，

16

生產高級車 扭轉台灣產品不良印象

「這些市場對於品質要求也很高，如果能夠打得
下來，往後在其他地方發展也會比較容易。」許立
忠說。
巨大當時未曾想找代理商或貿易商來推廣產品，

巨大機械

巨大生產高級車款，為台灣產
品樹立品質優良的新形象。

「他們也不見得能配合我們的經營理念與發展策

大在經營歐洲市場的第二年就開始獲利。

略。」許立忠指出，雖然在海外設立分公司的建置
成本較高，但是基於長期發展考量，巨大仍堅持以

利用運動行銷提高知名度

自行設立據點的方式開拓市場，加上招攬當地具

然而巨大在建構品牌的過程中，由於剛開始較少

有市場及通路經驗，並且對自行車產業較熟悉的人

人知道「GIANT」，因此行銷人才與通路的拓展，或

才，所以才能快速在各地建立起營運能量。

是需要更多研發資源投入，以及資金調度運用上，

另外，巨大同時落實「做中學」，隨著全球化的腳
步與環境變化，逐步調整品牌營運的方法、制度，
逐漸在全球打響「GIANT」的名號。

都和過往經營模式不同，是必須要一一克服的挑
戰。
好比早期因行銷預算不多，巨大採用運動行銷的

雖然巨大懷著發展品牌的決心和目標，但許立忠

方式，贊助頂尖的自行車隊及選手，透過獲得車賽

不諱言地指出，早期「Made in Taiwan」產品在國際

優異成績來打開品牌的形象與知名度，同時還可藉

上形象不佳，被認為是價格便宜、品質粗糙，確實

此得到選手們使用產品的意見反饋，成為後續研發

為Made in Taiwan的「GIANT」帶來不小的困擾。

新產品的重要參考，形成良性循環。

於是，巨大在面對工業發達且是自行車發源地的

除了車隊選手會告訴巨大好點子外，來自消費者

歐洲市場時，一方面打出高級自行車，扭轉當地消

的意見，也是巨大傾聽的重要對象。「過去做OEM

費者對台灣產品不良的印象，同時還引進在美國相

時，市場上出現的各種狀況，也都是由客戶面對處

當盛行的登山自行車，提供耳目一新的騎車體驗與

理；現在我們做品牌要考慮的則是消費者，消費者

樂趣。很幸運地，這兩個策略都相當成功，也讓巨

願不願意掏錢出來，就要看品牌和產品能帶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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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做品牌與市場的連結度更高，目前巨大持續
強化品牌發展的一大關鍵，就是要更精準地掌握產
品銷售狀況，以及快速因應市場趨勢。也就是說，
對於市場反應不佳的滯銷產品，必須及時喊卡下
架，免得庫存一堆賣不出去、造成損失；而銷售狀
況較好的暢銷產品，則要能有效地協調物料進貨、
組裝製造、出貨銷售等流程，以源源不絕的供貨來
滿足市場需求，才不會失去重要商機。
例如台灣市場在2007~2008年間的自行車熱潮，
就激起消費市場的大量需求，「GIANT」的銷售量
高達110~130萬台；儘管近年來已趨於穩定，但目前
「GIANT」年銷售量仍保持約95萬台，比過去每年
約60萬台要好上許多。
巨大機械工業總管理處特別助理兼發言人許立忠強調，品牌能夠提供
的價值愈高，消費者就愈願意買單，因此巨大非常重視消費者滿意的
品質。

許立忠分析，自行車的全球市場每年都還可成長
約5%，相當於600萬台的銷售量；此外，以全球尚
未騎自行車的人口而論，扣除年紀等因素後，仍有

多少價值。」許立忠表示，品牌能夠提供的價值愈

約82%、40多億人是自行車的潛在消費者。「因此

高，消費者就愈願意買單，因此現在巨大在乎的是

我們認為自行車市場會繼續成長，也還有許多發展

消費者滿意的品質，「當消費者提出問題或意見，

機會。」他口吻篤定地說。

也是希望我們能夠提升，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在當前訴求環保、樂活的趨勢下，騎自行車既可
運動健身，又能節能減碳，更可以融入生活、挑戰

瞄準40多億人口的自行車潛在市場

18

極限，成為品味的象徵。

創立並發展品牌自有商品30多年以來，對於巨大

2004年，巨大就委託英國InterBrand公司，重新

而言，也等於是不斷摸索、調整的過程，從中找出

審視「GIANT」品牌，並賦予全新的品牌精神──

最能符合企業需求的品牌經營模式。

「啟動探索的熱情」
（Inspiring Adventure），同時

許立忠強調，品牌所代表的意涵、傳遞的價值和

提出「頌揚騎乘經驗（Celebrate the Journey）、

精神，都要經過系統化的整理後，進一步內化、溝

超越自我（Push the Boundary）、拓展無限可能

通、建立共識，在管理上融入經營的方針及目標，

（Expand the Experience）、呈現真實（Keep it

並且和員工的績效考核連結，才能真正產生落實品

Real）、珍愛自然（Respect the Planet）」的五大品

牌策略的效果。

牌價值。

巨大機械

「我們希望能傳遞這樣的品牌價值，因此不論是
產品、通路、服務、行銷等，都是以相同的核心精神
來貫穿。」許立忠認為，自行車是生活產品，結合生
活、科技，提升產品的功能與性能，才能受到消費
者歡迎，帶給大家更多騎乘的樂趣與健康，才能使

1

產業繼續發展。

跳出框架做創新 爭取消費市場認同
巨大為了吸引更多消費者來騎自行車，運用許多
創新的方式，擴大消費市場、爭取認同。

巨大在以男性為主的運動市場外，另設「Liv/giant」女性品牌的自行車款與專賣
店，主攻不騎車的女性客群。

例如2009年，巨大成立捷安特旅行社，為車友們
規劃安排國內外的騎車旅遊。2011年時，巨大創下

組管理師周以琪指出，如果企業能在技術創新之

世界先例，推出以女性族群為目標的「Liv/giant」自

前，就先了解市場的技術發展變化與趨勢，並進行

行車品牌，在銷售通路上搭配女性店，拉攏更多以

專利的布局，可有效保障研發成果與企業資產，減

往不騎車的女性消費者。

少企業損失或成本浪費。

同一年，巨大與台北市政府合作，建置國內第

自行車是一項供應鏈分工及運作模式發展成熟

一套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YouBike，解決城市捷

的產業，巨大主要負責研發製造車架與組裝成車。

運、公車到居家、辦公室最後一哩的接駁，也促使

「雖然許多零組件是由合作廠商提供，但最終成

「GIANT」的品牌形象也能跟著提升。

車要能達到更完美的整合，成為最適合消費者的產

「我們要讓消費者感到騎車真的是件很有趣的事，
而且對於健康、環境、社會都有好處。」許立忠說。

品，就必須透過掌握各方面的技術，才能研發出屬
於『GIANT』的獨特產品。」巨大機械工業總管理處

在持續創新的帶動下，「GIANT」成為國際知名的

法務高級專員王蓓蕾表示，隨著品牌的國際知名度

領導品牌，引領自行車市場的風潮之際，讓消費者

提升，不免會遇到前來挑戰的人，利用專利與法律

產生樂趣的產品與技術，也需要參酌終端消費者的

手段干擾巨大的發展，或是期望從中獲得好處。

意見、觀察社會環境趨勢，進行不斷地創新。許立忠
直言，有效的技術創新，要倚重「專利」來著手。

周以琪進一步解釋，多數台灣企業往往忽略專利
布局的重要性，直到遇上這類問題時，才會有所警

巨大參加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希望透過

覺，開始尋找相關資源來處理；但是當企業缺乏專

工研院的輔導，協助分析自行車關鍵組件的專利布

利的意識時，就很容易被對手壓著打，「如果有專

局，從中發掘技術創新的有效關鍵。

利做為後盾，就不怕有人來告。」

輔導巨大的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產業智權輔導

自行車是業界氣氛相對溫和的產業，較少看到大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第二期

19

品牌台灣．綻放全球

業的市場發展，因此在進行分析時必須兼具技術與
市場的角度，為企業找出發展機會，進而擬定適當
巨大在以男性為主的運動市場外，另設「Liv/giant」女性品牌的自行車
款與專賣店，主攻不騎車的女性客群。

的策略。
「積極面是要研發創新具有魅力的產品，消極面
則是要避免侵權。」許立忠表示，即使巨大不生產

廠間互告專利侵權等情事，不過巨大過去在專利上

製造零組件，但仍可透過與供應商協同開發來達

踢過鐵板，因此能了解專利布局與分析的重要性。

成；以台北市公共自行車系統YouBike為例，其中獨

事實上巨大在2012年，曾自行推動專利布局分

一無二的電子鎖，就是由巨大構思，再委託其他廠

析，並選擇碳纖輪圈為題，編製專利地圖，覺得效

商生產。而且從技術、製程到產品都能受到專利的

果很不錯。

保護，如此一來巨大更能掌握主導權、建立市場優

但王蓓蕾指出，編製專利地圖相當耗時、費力，

勢。

尤其當時參與的研發及專利工程師，都是在既有工

依據巨大的估計，就單項組件的專利布局分析而

作外投入私人時間來進行；而此次透過品牌輔導的

言，因為在研發前就得知技術領域的發展狀況，而

機會，以工研院在開發前瞻技術與專利布局分析的

能減少反覆修改次數，縮短產品開發驗證的時間；

經驗，不只能夠在專業人力上提供支援，更可以結

一般開發專案約需３∼５年，但在專利地圖的協助

合巨大對自行車產業的了解，共同提出具有實用性

下，可省下約12個月的研發時程，而研發人員也藉

的專利地圖，也是現階段最符合巨大需求的品牌發

由目前市場和產業中的技術創新程度迴避侵權，避

展協助。

免閉門造車、白花力氣，更可清楚掌握研發的策略
及方向。

為企業找出技術新藍海

20

同時這麼一來，開模、打樣的次數與費用支出也

「以前許多台灣廠商只知道一直投入研發，既沒

跟著減少，平均１個研發項目就能節省約500萬元，

有專利概念，也不關心外界在相關技術上的發展狀

避免研發成本的浪費；另外，因避免侵權而省下的

況；等到好不容易研發出來、成為產品上市，才知道

權利金，保守估算每個車款１年就有1200萬元。

已經有人開發技術並申請專利，不僅讓之前所有的

騎在正確的品牌發展道路上，巨大不僅打造出聞

投入與心血毀於一旦，甚至產生侵權訴訟。」周以

名國際的「GIANT」頂級自行車品牌，此次透過專

琪指出，編製專利地圖不單是要了解技術部分，還

利布局，更為「GIANT」的整體品牌策略及長期技

涵蓋了市場面的趨勢；因為專利地圖是為了協助企

術發展帶來極高的含金量。

巨大機械

成功
關鍵解析

【工研院技轉中心】智權顧問

周以琪

保護核心高階技術 前進市場無往不利
「當企業發展的核心關鍵在於技術時，專利就是維護品牌發展非常重要的利基。」周以琪認
為，企業必須先掌握目前市場上的技術發展趨勢，才能找到技術的藍海與紅海，以及最佳的切
入點。
特別是在巨大長期投入研發的高階車架、智慧化技術的應用上，是創造品牌價值的重要關
鍵。因此工研院進行品牌輔導工作時，著重保護巨大的核心高階技術，以及為企業未來長期與轉
型發展上，提升自製零組件的技術能力，並且找到可能的市場發展機會。
周以琪表示，透過專利的分析，除了可以知道自己的優劣之處，客觀看待技術研發工作，不會
被來源不清的訊息打亂布局，幫助決策判斷；同時也能知道競爭對手在區域市場中的技術發展
狀況，進而擬定合適的策略，或是先行卡位、或是避免侵權，甚至在有人侵犯專利時還可主張權
力，更加保護企業本身在技術研發投入上的成果。

專利布局深入診斷輔導
需求洽談/主題擬訂

檢索策略
產業趨勢
技術領域
競爭對手

專利檢索

系爭專利

資料編修
檢索工具
各國專利官網、APIPM等專利資料庫

管理圖分析

技術圖分析

專利布局
輔導報告書

技術/功效分佈分析
技術/功
/功
/功 效分佈分析

專利技術功效矩陣分析

專利技術發展圖
技術發展圖

資料提供：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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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世界

打造品牌力

贏得顧客信任

全台最大床墊、寢具通路床的世界，從製造彈簧床起家，跨入銷售通路，提供消費者一站式選
購的服務。歷經SARS、金融海嘯衝擊，展望下一個10年，床的世界正揮軍中國，並重新檢視
品牌定位，提出市場在地化策略，不僅要成為市場第一，更要邁向全世界。

Proﬁle
床的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成立

官網：www.beddingworld.com.tw
主力商品：床墊、寢具、木製家具
大事紀：
•1972年 協榮彈簧床製造廠成立
•1974年 改組成立三燕彈簧床公司，經銷商由
20家擴展至全台500家

22

夜好眠，精神百倍。但處在生活壓力上升的環境裡，現

一

代人愈來愈難睡得好，因而促使許多人紛紛注重起睡眠

品質，願意選購合適的床墊、枕頭等寢具。
床墊的材質、種類多樣，消費者購買床墊一定得試躺。全台
最大床墊、寢具通路「床的世界」，特意在門市空間營造出居

•1981年 擴建廠房為國內規模最大彈簧床製造
廠，並引進瑞士百年品牌Spühl的專
利機器及技術，並由西德BASF提供
泡棉原枓，為東南亞第一套泡棉床墊
外框全自動化生產設備

家臥室的溫馨氛圍。每一張床墊都被鋪上材質講究的床單，並

•1998年 投資設立愛家家具連鎖展覽館，並成
立睡眠專區

「床的世界」隨著電視、報紙廣告強力放送，已經成為台灣

•2003年 創立「床的世界」，成為台灣首創專
業床墊寢具通路

消費者耳熟能詳、銷售10多種歐美品牌的床墊專賣店。但很多

•2013年 中壢新廠於3月28日正式啟用，更名
為「床的世界床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不知道它除了代理銷售床墊外，本身也擁有逾40年的製床

擺上枕頭、被子，提供消費者舒適、自在的試躺體驗。

床的世界

專家
視野

循規蹈矩做品牌，首先要設計品牌CIS（企業識別系統）；再來
整合行銷傳播的資源，懂得應用傳播媒體、廣告公關、數位工
具，發揮行銷效果；最後務必學會經營管理多元品牌。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經驗，它的前身「三燕彈簧床」成立於1972年，由董

比不上國外品牌的OEM、ODM，甚至是原裝進口

事長陳燕飛與兄弟共同創業。

床墊。」
為了扭轉家具店採購經理及一般消費者對三燕

忽略品牌力量的盲點
在1980年代，三燕已是全台最大的彈簧床製造
商，曾多次獲得中華民國產品設計獎。到了1990年

的印象，陳燕飛決定投入通路領域，轉型經營家具
店，希望能從直接服務終端消費者當中，達到產銷
合一。

代，國內床墊市場競爭愈趨激烈，三燕雖然是老字

1998年，陳燕飛開設愛家家具連鎖展覽館，並設

號，而且標榜MIT台灣製造，但仍不敵國外品牌的

置睡眠專區，為顧客提供最專業、最新款的床墊、

魅力。

枕頭等睡眠產品資訊。

陳燕飛的大兒子、床的世界總經理陳俊傑分析，

陳燕飛經營家具店以後，才發現有不錯的營運利

「工廠老闆都有個盲點，覺得我做的床墊不管是

潤，同一年就開設５家連鎖門市。另一方面，他派遣

手工、材料都比國外還好，他們卻都忽略了品牌力

３個兒子到美國考察時，發現當地幅員遼闊，消費

量。」雖然台灣老闆自認台灣品牌不比國外品牌

者買床墊時，往往得開車跑個大老遠到不同賣場比

差，但世界上第一張彈簧床是由美國發明，而且歐

價，因此一站式選購的複合品牌床墊專賣店在美國

美不乏超過百年歷史、高知名度的床墊品牌，消費

相當盛行，於是他從愛家家具其中一家門市先嘗試

者難免存有舶來品較好的品牌迷思，因而偏好原裝

轉型。

進口的床墊。

2003年３月，複合品牌床墊專賣店「床的世界」

「買床墊並不只是買材料，而是買組合起來的舒

正式成立。不巧的是，開幕不久後，５月就遇上了

適度，當舒適度出問題的時候誰來保固？當然是品

SARS，許多店家生意都受到影響，當時愛家家具

牌。」陳俊傑就專業角度來看，國外品牌與台灣品

從單店營業額從１個月500~600萬元，減少到只剩

牌相比，其實在舒適度上差異不大，但消費者對國

200萬元；相較之下，床的世界原本１個月有400萬

外品牌認知度高的現實，也讓三燕體認到「如果只

元營業額，只減少了100萬元。

是做本土品牌，不管價格再怎麼便宜，銷售量還是

「床的世界影響之所以較小，可能是民眾在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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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世界擁有全亞洲地區最大的床墊專業製造工廠。

「每次客人買的時候都天人交戰，我本身也是消費
床的世界品牌推手陳俊傑，將工廠推上第一線，讓消費者看得到工廠，作為品牌
最有力的後盾。

者，１張床墊要賣人家１個月薪水，我也交戰，我要
怎麼賣給他？」

到床的世界廣告，認為在家的時間多了，需要買張

如何讓消費者覺得好床墊「物有所值」？陳俊傑

好床。」陳俊傑推測，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消費

先打點門市空間，透過精緻裝潢拉開與競爭對手

者對彈簧床墊的需求正在提升。此外，家具店毛利

的級距，並在門市鋪設地毯，請客人進門先脫鞋，

僅剩15%，但床的世界毛利高達40%，讓公司毅然

營造回家的感覺，「有些人嫌麻煩，可能就不進門，

決然全心經營床的世界。

但這個決定很重要，做了才知道消費者是可以接受
的。」

裝潢門市、產銷合一 力求物有所值

24

產銷合一，是床的世界與其他通路差異化的最大

過去，台灣人習慣睡硬板床，很多人認為床能睡就

優勢，由於自己本身就是製造廠，不僅了解床墊，

好，不像國外消費者已有睡好床的觀念。在台灣，業

開發出來的床墊直接透過自己通路賣到市場上，也

者仍必須重新為消費者灌輸床墊的相關知識。

可避免被經銷商再賺一手。

陳俊傑指出，人一生有1/3的時間在床上度過，家

另一方面，銷售人員服務消費者時，可以將消費

中家具使用率最高的也是床墊，很多人買高級沙

者對床墊軟硬度、價格等意見反映給工廠，讓工廠

發、進口燈具、廚具、衛浴，卻捨不得買張好床；也

針對消費者需求去設計產品。

有人因為睡眠問題，試過很多方法，卻沒想過要換

此外，一般床墊價格包含工廠和通路毛利，等消

張舒適的床。雖然床墊價格從幾萬到幾十萬元都

費者買到手，價格已經翻倍，而床的世界由於產銷

有，但１張好床墊價格約３萬元，相當於１個月薪水，

合一，工廠、通路的利潤空間都能被壓縮一些，價格

床的世界

「一貫式垂直生產、一地完成全製程」是床的世界向來堅持的製造理念。

也更具競爭力。

床的世界擁有全亞洲地區最大的床墊專業製造工廠。

業認為地方台蓋台廣告有損形象，但陳俊傑指出，

為滿足消費者比價、比較的需求，床的世界除了

床的世界是中小企業，比起品牌形象，他更重視廣

銷售自家製造的三燕牌床墊外，也經銷代理美國

告效益。結果，鋪天蓋地的廣告策略，果然立刻吸

比格（Bemco）、英格蘭特（Englander）等多種品牌

引消費者的注意。

（獲得國外技術授權在台製造），以及原裝進口床
墊，提供消費者不同軟硬度及價格帶的選擇。

於是，床的世界開始有了飛躍式的成長，從每年
開３、４家分店，到了2006年單一年度就開了６家，
平均每兩個月就有１家新門市開幕。2007年，床的

規定員工試睡 知道自家床墊的好

世界營業額達到巔峰，創下１年10億元的紀錄。

消費者對於最重視床墊專賣店的是「專業」，床

可是，隔年遇到了金融海嘯，床的世界開始業績

的世界規定員工，每天中午都必須花１小時試睡所

衰退。近幾年，消費市場一直處於低迷不振，業績

有的床，才能知道自己所賣的床究竟有多好。門市

也連年下滑，尤其是2012年景況最差，營業額足足

還提供睡眠諮詢師服務，消費者藉由專業人員協

下降15%~20%。

助，只要跑一個地方，就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床
墊，獲得最健康舒適的睡眠。
床的世界後來靠著電視、報紙廣告，迅速打開知
名度。陳俊傑認為，廣告策略成功關鍵在於本身連
鎖通路，所以行銷費用能夠平均分攤。

歷經迅速擴張時期，床的世界受到金融海嘯衝擊
後，必須慢下腳步來，這幾年經營重心放在調整企
業體質及品牌形象。
2010年，床的世界推動一項重要策略──不二
價，並同步調整售價。由於過去銷售折扣空間過大，

床的世界也買了地方有線電視系統台的蓋台廣

一張定價５萬元的床墊，消費者在不同門市詢價，

告，強力放送品牌形象與折扣廣告。通常一般大企

價差竟高達１萬元，引發顧客在網路抱怨，大罵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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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世界在台灣生產自有品牌床墊。

的世界欺騙消費者、不誠實銷售。

具的喜愛。因此，床的世界也從消費者購買床墊所

陳俊傑表示，床墊好壞要睡過才知道，當初用意

延伸的購物需求，開發床頭櫃、床台等實木家具，

是能讓消費者先買回家睡睡看，所以當價格超出預

只要顧客購買床墊，就能以優惠的加購價購買實木

算時，銷售人員會給予較多折扣，希望符合消費者

類商品。

預算需求。

再者，以往廣告只刊登提供多少折扣，或是買上
墊送下墊等訊息，現在則直接亮出單價，當持有預

價格統一 反映品牌價值
但是，床的世界因為折扣而成功，也因為折扣而

26

算的顧客看到後，就可以直接前來購買。像今年的
週年慶活動，業績就比去年同期成長了４成。

失敗。陳俊傑說，推動不二價雖然挑戰度高，但顧

在人員方面，以往公司只要求銷售人員達到業

客都很認同，因為唯有價格統一才能反映品牌價

績，其他的服務、行銷都無關緊要。「當初因利益而

值，提供消費者最高水準的服務。

結合，也容易因利益而分開。」陳俊傑說，過去營業

不過，床的世界面對大環境不景氣，今年在不二

額高的時候，銷售人員１個月收入高達20幾萬元，

價之外，採行彈性因應，推出打折促銷、加購價的

有些員工到公司上班只為了賺錢，對品牌並沒有認

活動。

同感。

陳俊傑指出，去年國內不景氣，但某家實木家具

因此，未來將以團隊為基準、建立績效指標，除

品牌的營收仍逆勢成長，反映台灣消費者對實木家

了業績外，服務、行銷、業務拓展都要列入考評。去

床的世界

年還編列了300多萬元經費，舉辦員工教育訓練及
各式講座，將團體轉化為團隊，將來才更有戰力。

借助專業輔導 落實中國市場在地化
在台灣市場屹立多年後，2011年床的世界於中國

1

江蘇無錫的遠東百貨設櫃，成為進軍海外市場的灘
頭堡，至今年10月為止，在江蘇無錫已有５個銷售
據點。
當初床的世界隨著台灣名品展一起登陸，進而在
百貨公司設櫃，對產品本身帶來加分作用，每次在
當地週年慶活動，也都有不錯的銷售成績。
陳俊傑觀察，目前中國市場競爭激烈，台灣品牌
的優越性已不如以往，但床的世界鎖定高階客層，
打造源於台灣精品的品牌，並堅持在台灣製造、原

床的世界門市設有睡眠諮詢師，提供專業睡眠諮詢服務與床墊資訊。

裝進口，預計2014年將計劃前進上海，以產銷合一
方式，再下一城。

例如，愛芬尼顧問公司建議床的世界增加家具品

有了中國市場營運的成功經驗後，床的世界為

項，拓展市場，但陳俊傑心想：「我好不容易才從家

前進全球市場做準備，參與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

具店的不歸路轉型，從紅海走向藍海，現在又要我

二期，希望藉由政府輔導資源，擬定扎實的品牌策

走回紅海？」但是就在剛接受輔導後不久，他購入了

略，接下來將逐步朝亞洲其他市場拓展。

一批沙發，未來將在特定門市販售，他說：「時間沒

10年前，陳俊傑從父親手中接下責任的重擔，並

到，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與兩個弟弟分工，分別負責台灣及中國市場。長期在

陳俊傑雖然經營家具店時已頻繁接觸中國市場，

第一線打仗，床的世界一路走來的發展，都是陳俊傑

也觀察了10幾年，但是對他來說，進軍中國就像重

到各地市場考察後，以自己的實務經驗所建立出的

新開發一個市場，除了企業識別、品牌定位必須調

通路品牌，因此他以前很排斥理論，每當聽到學者

整，也需要踏實的品牌策略。

從理論角度提出建議，總是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

此外，中國每個省市的市場、地域，都存在極大

而這次參與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輔導，陳俊

差異，床的世界要如何在當地據點進行在地化，顯

傑起初態度有些遲疑，「從過去的經驗法則來看，我

得更加重要。床的世界借助品牌顧問公司的專業，

知道什麼行或不行，很容易抱著過去的成功經驗看待

著手進行市場調查，希望了解當地消費者的消費動

事情，現在突然要我改，心裡會很掙扎。」

機與需求，這些都是未來產品開發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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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世界進軍中國市場，還有一項祕密武器。
2010年，床的世界以42年來累積的製床技術與經
驗，開發「床的世界」同名的自有品牌床墊，鎖定高
階市場，包括日月潭涵碧樓等國內外觀光飯店及設
計師都選用這款床墊，也為「床的世界」品牌建立
新里程碑。
陳俊傑表示，當時父親提出要開發新品牌，並鎖

床墊．寢具．專業連鎖

定高階市場，定價以５萬元起跳，他自己心裡有很
多不同想法。因為在他印象中，一般通路自有品
牌，如7-Select、家樂福自製商品，都比其他店裡

的床墊，不同於以往流程。

販售的同類商品要來得便宜，而以往訓練銷售人

「直到今年，我才可以確認床的世界可以做出最

員，他也都教大家：「客人要買貴的就買原裝，如果

好的品質。」陳俊傑說，很多品牌銷售未必願意讓

買原裝買不起就買OEM，再不然就是台製。」這樣

工廠曝光，消費者甚至不知道由哪家工廠製造，但

的邏輯很合理，而且消費者也能接受，如今「床的

床的世界產銷合一，將工廠推上第一線，讓消費者

世界」自有品牌要走高價位路線，「我也問Richard

看得到工廠，作為品牌最有力的後盾，而消費者更

（愛芬尼品牌顧問王理查）這樣的策略對不對？」

不必擔心買到黑心床墊。

「後來是品牌定位時提到的信賴感說服了我。」

在床的世界門市裡，牆上貼著大大的標語：「萬

陳俊傑說，「床的世界」自有品牌不論品質、設計都

貫家財三頓飯，億萬豪宅一張床。」這是床的世界

很好，事實上，有很多顧客到床的世界，正是因為相

董事長陳燕飛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意思是說就

信床的世界這個通路，所以他也相信顧客會因為信

算睡在兩百萬元１坪的豪宅，最常使用的空間也不

賴而購買床的世界推出的自有品牌。

過是放床的那１坪多，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回顧第一個10年，陳俊傑憑藉著站在第一線的實

投資５億建亞洲最大工廠
為了贏得消費者信任，床的世界斥資近５億元，

速建立消費者的品牌認知。展望下一個10年，他借

在桃園中壢工業園區購地興建4000坪廠房，於

助品牌顧問的輔導，持續深化品牌力量，不但要銷

2013年3月底正式啟用，產能、占地規模堪稱為全

售最好的床墊，更要以客製化的服務與關懷，提供

亞洲最大的床墊專業製造工廠。

消費者最舒適健康的睡眠，讓床的世界成為優質睡

這座新廠結合協力廠商駐廠，整合製造所需各項
資源，從彈簧成型、床布面車花、車邊、圍邊包裝、
組合、品管等，全集中於一地完成製造出最高等級

28

務經驗，奠定床的世界品牌基礎，以密集的廣告迅

眠的泉源。
這目標不僅在中國市場做到第一，更期望能帶領
床的世界，邁向全世界，從第一做到唯一。

床的世界

品牌發展
成功關鍵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王理查

教育顧客重視品質是市場不敗之鑰
在這次輔導中，愛芬尼最重要的工作是協助床的世界開發中國市場，透過「發現、定義、發展和
傳遞」等４大步驟，確保專案成果。
王理查指出，「床的世界」不僅是個商品品牌，也是一個通路品牌，因此愛芬尼先為床的世界釐
清通路品牌定位，強調「床的世界」提供最好的床墊給消費者，商品涵蓋自家及多種進口品牌，所
以當消費者進到門市裡，不需要再多方比較，就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床墊。
以往，床的世界最重視的是專業和服務，王理查建議在品牌文化塑造上，可藉由睡眠諮詢師提
供的服務與關懷，將溫暖的關懷和信賴感帶入「床的世界」這個通路品牌，並成為企業堅持的品
牌價值。
愛芬尼進行市場研究調查，替床的世界搜集更多資料。王理查強調，由於中國消費者還不了解
床墊的概念及床墊品質的重要性，因此如何透過銷售時所提供的專業睡眠諮詢，來教育消費者開
始重視品質，將是床的世界站穩中國市場的成功主要關鍵。

「發現、定義、發展和傳遞」

Discovery
（探索）

Deﬁnition
（定義）

Development
（發展）

Delivery
（傳遞）

．市場研究與分析
．競業分析
．內部訪談
．海外市場分析

．品牌願景
．品牌定位
．品牌文化與價值
．商業經營模式
．品牌承諾與支援

．５大元素
．品牌視覺矩陣

．企業與品牌識別
．品牌口號
．品牌手冊

資料提供：愛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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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興電子

以終為始 實現健康光環境
即使在電子元件代理銷售與OEM中，已獲得經營成績的映興電子，仍堅持走向品牌，自創
「avin」智慧照明無線控制系統，不只創造領先的競爭優勢，更為消費者提供「健康光環
境」，運用品牌實現企業成長與綠色照明的價值。

Proﬁle
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成立

官網：www.avertronics.com
主力商品：電子元件代理、線組與模組化產品設計
製造、無線照明控制系統
大事紀：

30

環保節能的趨勢下，省電、減碳的LED照明崛起，逐漸

在

成為市場上的應用主流。映興電子整合軟硬體技術，成

功自創出「avin」自有品牌的智慧照明無線控制系統，進一步為
LED照明提供更好的節能效益。

．1986年

成立映興實業，代理電子元件銷售，
以及線組加工至模組化產品設計製造
與銷售

．2005年

更名為映興電子，成立R&D中心研發
燈控系統產品

景的專業經理人。學商學的他，退伍之後在家人的期待下，考

．2007年

正式推出「avin」自有品牌，發表手
持式無線搖控器與無線調光接收器

進銀行界服務了４年多，做過業務、總務、櫃檯等多種職務，接

．2009年

獲「智慧化空間產業聯盟」推薦為智
慧化居住空間專業廠商，發表8情境
無線壁控面板、電動窗帘／布幕無線
控制接收器等產品

．2011年

「avin」產品通過智慧化居住空間產
業聯盟專業廠評鑑授證

由於工作表現頗受肯定，有位客戶邀請賴柄源一起做吊扇配

．2012年

「多空間型無線控制系統」獲台灣國
際照明科技展頒發「科技創新獎」

線的創業。轉行加入創業的他，對電子、線材完全陌生，只能靠

．2013年

「智慧照明無線控制系統」獲台灣國
際照明科技展頒發「科技創新獎」

著自己從零開始學習，經常向機械廠、電線廠、端子廠請教。

不過創辦映興電子的總經理賴柄源，卻是個沒有LED技術背

觸到台中地區電機、家具、製鞋、文具等產業及相關人士，讓他
了解到許多企業的經營型態及樣貌。

映興電子

專家
視野

發展品牌，必須轉動下列兩個驅動引擎，而且缺一不可，其一是
機能性引擎，負責解決顧客問題、滿足顧客需求；其二是親和力
引擎，專門討人喜歡、得到顧客信任，做好形象管理。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幸運的是，那時正是1983年，也是台灣經濟起飛

提升，讓映興的產品不僅能應用在自動販賣機、投

的年代，賴柄源的公司營運狀況愈來愈好；等到他

影機、背光板、電動汽車、燃料電池、資通訊設備等

在1987年決定離開時，原本的投資竟賺回了1000多

多種產品上，同時還前往香港及中國設立辦事處及

萬元，成為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子公司，開拓海外市場。

拿著這一筆錢，賴柄源決定再度創業，在台中成

2001年時，賴柄源對外投資照明領域的東林科技

立映興實業；雖然仍是經營電子線材，但為了不與

（HEP）公司，同時接下HEP電子安定器等產品的

原公司有所衝突，除了盡量不碰觸過去認識的客戶

代理；也因為有了這層機緣，讓他有機會遇到後來

外，他還跨入電子元件的代理，以及端子連接器買

照明產業的重要變革。

賣等業務，並銷售供貨給中台灣的馬達廠、吊扇廠
等。
像是代理德州儀器的溫度開關，毛利率就相當可

賴柄源回想，在代理銷售HEP的電源產品時，有
客戶反應產品使用上過於複雜、需要連接許多電
線，問他有沒有辦法改成遙控？

觀，其他代理產品的利潤也很不錯，５、６年下來為

他在了解客戶的要求並快速判斷市場需求後，瞄

映興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礎，也為賴柄源賺進第二桶

準利用電子裝置控制燈光照明的新技術，並且發現

金。

在歐洲已有廠商利用才剛推出的ZigBee無線網路
協定，開發居家自動化的系統，於是他帶著公司研

從客戶需求中找商機
在映興成立的第二年，在客戶的建議下，賴柄源

發團隊研究ZigBee運用於無線燈光控制系統的可
能性。

再設立加工廠，開始為下游廠商提供線組加工，以

2005年映興開始投入研發無線燈控系統，很快

及後來的配線模組、板端模組等OEM代工生產，方

地在隔年下半年推出產品原型（prototype），並且

便進行後續各項產品的製造組裝，同時也提升了服

前往日本、德國等地參展，吸引了Toshiba、Sanyo、

務與附加價值。

Panasonic等國際大廠前來參觀。

尤其是隨著線組加工技術與業務不斷地開發和

賴柄源說，雖然那時候的原型還不是很成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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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興電子品牌推手賴柄
源認為，產品和技術的
發展方向要迎合據終端
消費者的需求，才能讓
「avin」品牌獲得消費
者認同。

也希望能夠藉由參展了解市場的反應與意見，才知

獲利來支撐。」賴柄源說。

道後續該如何研發。特別是當時照明市場吹起環保

燈控系統並不像映興向來經營的電子元件或加

風，正從鎢絲燈、螢光燈、鹵素燈等傳統產品，開始

工產品，只要將產品銷售出去並且能夠正常運作就

轉變為省電燈泡、LED燈；雖然被視為未來照明主

好，而是必須依據不同燈具、電源等相異特性，經

流的LED尚未普及，在技術規格上仍有不少變動，

過高度整合燈具、電源、控制等軟硬體後，才能顯

因此控制系統就必須配合LED的規格變動，隨時進

現燈控產品的關鍵價值。

行調整。

例如傳統的燈控僅是控制開關或亮度，而映興
開發的燈控系統，除了能夠調整燈光的色溫，還可

跳過有線 直接開發無線
在當時的燈控市場，主要還是以「有線」的燈控

具，在不同的燈光迴路中自行調配所需的燈光狀

產品為主。才剛進入市場的映興，決定先跳過有線

態，讓使用者能依喜好設定多種燈光情境模式，營

的燈控產品，直接進入開發「無線」燈控，這也為自

造出更豐富的燈光色調與生活情趣。

己創造出獨特的差異產品與領先優勢。

32

進行RGB的３色混光，並且可以對應各種光源與燈

也由於映興在燈控系統的開發中，發現若要達到

當然相對地，過去沒有相關系統開發與整合經驗

更佳的調光與混光功能，就必須要有更好的電源產

的映興，在研發無線燈控產品的過程中摸索得相當

品來支援，於是延伸成立ODM部門，專門設計開發

辛苦。

調光型、混光型等電源裝置。

「每年都要投入1千多萬元的研發經費，至今累

歷經一路艱辛的研發後，到了2007年，映興正式

計已經超過１億元，還好有代理元件及OEM產品的

發表無線燈控產品，並推出自有品牌「avin」
（取自

映興電子

「avin」智慧照明無線控制系統應用於商務、辦公室、旅館及居家照明案例，目前累積102件。

映興「Avertronics Inc.」英文名字的字頭兩個字母

效果。

組成），走上OBM的路，並接連在美國、日本、中

賴柄源認為，燈控系統或照明產品看來或許不太

國、台灣等地取得19項專利，成為無線燈控市場上

起眼，然而在生活中卻是不可或缺，尤其在智慧化

的領導者。

的推進下，未來居家生活應用必定走向無線控制；
因此「avin」的成功上市，不但讓映興有了領先優

無線燈控實現照明智慧化
近年來政府推動智慧型產業，鼓勵企業將智慧化

勢，並在市場需求逐漸增溫之下，他更自信「avin」
未來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概念應用在資訊設備、居家生活、建築住宅、手機、

以2013年來說，「avin」的單月營業額就從年初的

電視等各種領域，創新競爭優勢。這股智慧化的趨

10~20萬元，在不到１年的時間即突破了百萬元。

勢，也助長了映興持續發展燈控系統產品，精進無

隨著LED與數位照明等應用愈來愈普及，現在許多

線技術，讓「avin」進一步實現成為智慧照明的關

廠商只要是有調光、調色、混光、混色，或是有不同

鍵。

光環境等方面的需求，就會想到映興的智慧燈控產

「基於對生命尊重與生活品質的追求，智慧照明
無線控制系統對我來說，正是映興未來的發展主

品，將它廣泛運用在居家建築與辦公大樓中，也為
豪宅增添產品價值。

力。」賴柄源指出，映興10年前啟用的廠辦大樓，就

而國內的政府單位、工研院、資策會及多所學、企

是以綠建築的概念設計建造獲得認證，他希望從自

業，也都裝設映興的智慧燈控系統，甚至還有國外

家公司所使用的建築，展現出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學術機構特地購買回去研究，或是與國內大學合作

而這樣的堅持與執著態度，也反映在「avin」自有
品牌上，同樣以強調節能、安全、便利、舒適為設計
核心及訴求，展現產品減少耗能、提升節能環保的

研究燈光照明對人的影響，這些運用實例都更加突
顯「avin」的獨特價值。
而「avin」能夠吸引大型企業的注意，更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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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牆布線，甚至受限於原有裝潢而無法安裝開關，反
而可以透過更簡易的施工方式，隨建物裝修時安裝上
遙控器與接收器，無需特地布設開關電線。
同時「avin」近年來經過不斷的技術研發與進化
後，推出可設定８種情境的無線壁控面板，以及應
用於窗帘、布幕等無線控制的產品，並且結合其他
感測或影音監控系統，成為整合性的平台服務，給
予消費者更完整、多樣的選擇。
「還好這８年來的投入沒有白費，產品技術也堪
稱成熟，」賴柄源說，接下來就是要延伸效益、發展
品牌。

長期經營OEM 恐將被市場淘汰
如同許多台灣企業由OEM起家，並朝品牌之路前
進，映興也意識到做代工與做品牌兩者的經營模式毫
智慧住宅將會是未來市場主流，映興發展智慧照明，不只創造領先的
競爭優勢，更為消費者提供「健康光環境」。

不相同，以及需要轉換思維與管理做法的必要性。
賴柄源指出，過去不論是元件代理或OEM，訂單
並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代工廠之間的取代性也很

結果，尤其是與照明或智慧化有關的企業，也希望能

高，經過多年下來，毛利率已大不如前，「從長期經

與「avin」有所連結或合作。讓賴柄源印象最深刻的

營的策略來看，如果代工的營運方式再不改變的話，

是，在連年出國參展當中，都會遇到同樣也在發展無

企業就很容易會遇到困難，甚至遭到市場淘汰。」

線燈控產品的國際照明大廠飛利浦（Philips），派出
高階主管前來映興攤位上參觀了解。

公司董事長黃欽杉就提到，映興從元件代理到線材

雖然目前飛利浦以專業照明技術切入較為簡易

加工，正逢國內TFT-LCD等電子產業蓬勃發展，因

的DIY燈控應用市場，與屬於工程型市場的「avin」

此當時著重的是內部管理、策略改善等工作；到了

並不相同，賴柄源認為DIY燈控應用也是值得映興

映興決定跨入控制系統事業時，經過分析與考量

關切的未來發展。

後，才捨棄較有技術門檻的汽車電子，選擇投入居

就「avin」的產品特性來說，並不需要像過去有線燈
控產品那般，必須早在建物設計階段時就得規劃燈具
開關的管線位置，或是在進行空間改裝時大費周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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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起擔任映興顧問的友益企業管理顧問

家智慧應用領域，因為映興認為智慧住宅將會是未
來市場主流，而且規模更大、應用範圍更廣。
此外，從經營理念來看，賴柄源也希望映興是

映興電子

一家「小而美」的企業，因此除了落實企業的日常

重整、通路、價格等策略，並連結到公司內部的管

管理、策略管理外，從過去至今的各項業務不僅

理與服務流程，都要建構出清楚的制度及標準，同

沒被他放棄，並且持續擴大、推出新產品，同時在

步透過教育訓練與推廣加以落實。

「avin」的成長過程中，更成為穩定企業營運的支

「在產品已經成熟的狀況下，映興經過策略思考

柱，讓映興開創主動掌控的營運性質，進入全方位

與清晰的商品定位後，對於進入市場實戰的幫助也

的發展。

會更大，因此也很期待將來『avin』的市場發展。」

為了加快品牌經營的腳步，映興先在2009年委
請薩巴卡瑪國際公司建立「avin」的品牌識別系統，
設計產品型錄與Logo，利於和消費者建立關係。

1

黃欽杉說。
在可預見的未來，燈控系統將會走向B2C的營運
模式，大打平價和DIY的市場，創造更大的規模。黃

到了2012年，賴柄源參加智榮基金會提供的品牌

欽杉強調，目前「avin」仍處在商用為主、家用為輔

課程，並接受企業輔導，這不僅讓他對於推動品牌

的B2B2C市場導向下，並無法自行直接將產品銷售

發展有更深的認識外，經由輔導後也為「avin」提出
清楚的市場定位及品牌願景──聚焦提供「健康
光環境」的主訴求，從智慧住宅的應用出發，只要與
「光」有關的控制都可以被整合在「avin」平台裡，
成為無線智慧化空間的領導品牌。
較特別的是，以往映興經營的業務為B2B，面對的
是企業客戶，各項零組件產品也僅是終端成品的一部
分；但是「avin」要面對的除了客戶之外，還有真正使
用產品的終端消費者，做的是B2B2C的生意。
因此，賴柄源特別強調「以終為始」的品牌哲學，
也就是要以終端消費者的需求與意見，做為產品和
技術的發展方向，才能夠讓「avin」品牌真正獲得消
費者認同，從當前的B2B2C走向B2C的經營模式，
將「產品」變為以消費者為核心的「商品」。

連結消費市場是關鍵下一步
2013年，映興參加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讓
友益企管顧問繼續為它提供品牌輔導，在友益輔導
下，先疏理出「avin」的商品發展策略，包括商品的
映興開發手機APP的應用控制介面，讓使用者使用手機控制家中的燈
光情境。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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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消費者，而是透過建築師、設計師、建商等管道，
或是燈光工程公司、燈具通路商等來推動。換句話
說，映興要將這些中介角色視為品牌通路來經營，

WIRELESS. BOUNDLESS.

並提出相對應的通路布局與策略來搭配，才有辦法
將「avin」推廣進入消費市場，品牌及商品的發展才
能被有效提升。
進攻終端消費市場之前，映興必須知道多數消

實現。所以，不只是產品本身，在映興建構品牌的

費者既不會懂、也不需要理解燈控產品的規格和

工作中，公司內部同仁轉換觀念、建立服務資源，

技術，他們只希望能從產品與服務中獲得更高的

也都是相當大的挑戰。

價值。因此，映興就得針對通路上的每個角色與

好比在不斷「燒錢」研發的過程中，或是當產品

消費者，展開溝通，在每一個觸點上累積他們對於

品質還不夠穩定時，映興也曾飽受員工的質疑；由

「avin」品牌的觀感。

此可知，映興堅持品牌發展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賴柄源比喻，這就像是在整個燈控系統當中，若

事。

有一個細節出了問題，消費者就容易對產品與品牌

不過，即使遇到質疑，已經走上品牌之路的映

留下不良印象，甚至傳出惡評，連帶地影響其他消

興，仍得繼續向前挺進。透過品牌輔導，映興可以

費者，「我認為品質是製造出來的，品牌則是靠品

盤點出還有哪些地方沒做好、必須加以改善，累積

質累積出來的。」

品牌所需的整合實力與能力。賴柄源認為，直到現

「以前資訊不夠發達，現在只要有一個地方做不
好，很快就會到處傳遍，也會對品牌造成很大的衝

在引導同仁們具有做品牌的思惟，從內而外推動品
牌發展，也還有許多地方要努力。

擊。」在口碑傳播相當快速的環境中，映興拋棄一

黃欽杉分析，賴柄源身為企業的領導者，對於

般製造型或供應商的企業網站，特地建置了「avin」

做品牌的堅持程度之高，是許多企業少見的，至今

的專屬網站，將更為軟性的資訊，以及產品使用呈

「avin」品牌發展的策略也大致底定，但是在從「產

現的舒適感及享受感，傳遞給終端消費者。

品」到「商品」的演進過程中，仍需要建立足夠的

再者，映興考量到行動科技與雲端技術的應用，

團隊組織能量，以及與外部資源和夥伴進行結合，

開發了APP的應用控制介面，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手

這也是映興接下來必須再強化、落實品牌策略的重

機來控制家中的燈光情境。

要工作。
賴柄源期待在「avin」品牌的基礎架構建立後，

消費者指定安裝才算成功
「我們賣的不是產品，而是一種『感覺』。」賴柄
源強調這樣的「感覺」，是需要有效的品牌策略來

36

未來能更深化、更到位、更具生命，當有一天消費
者主動指定要安裝「avin」時，這才能算是成功的品
牌。

映興電子

成功
關鍵解析

【友益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經營者帶頭推動

黃欽杉

扎根品牌有力道

擔任映興企管顧問多年的黃欽杉，對映興的企業演進與品牌崛起，如數家珍。他強調，映興過
去８年投入研發燈控系統後，現在正將進入智慧照明產業的重要成長期，更需要在此時建立起
「avin」品牌系統。尤其是映興面對後起的競爭者，「誰的速度快，就能搶到市場。」
黃欽杉認為，映興創辦人賴柄源具備做品牌的思維，加上願意推動品牌發展的主動力，使映興
在發展品牌上，打下極佳的基礎；但是對於品牌行銷的概念與策略方法卻不那麼清晰，因此會經
歷時間較長的學習過程。
對中小企業而言，做品牌必須藉由扎實的「地面操兵作戰」，才能有效建構品牌的發展，也是此
次友益輔導映興發展品牌的重要方向。
友益協助映興釐清品牌定位與願景後，在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輔導中，則是以更完整
的品牌策略、重整商品線，及規劃、布建銷售通路，為該階段主要工作。這主要是因應映興從B2B
到B2B2C的營運模式轉變，必須要更著重於整體服務作業流程與能力的形成，以及相關人力及
資源的整合，才能在接下來的實戰當中創造優勢與成果。

TBM 架構下的品牌能力提升

品牌全球化

市場調研與
品牌策略

品牌溝通與
學習
TBM全面
品牌管理

品牌願景、
文化與價值

品牌承諾
與支持
商品企劃與
管理

品牌系統

通路開拓
與管理

資料提供：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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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AR & SPICE糖村

用點心過好生活
最初為了分享在國外體驗的美好生活，何子嫻創辦了「糖村」，一路逐夢踏實，如今已擁有
14個銷售據點，明星商品牛軋糖更在中國淘寶網熱賣。她還有個夢想正在實現，就是打造一
間兩層樓的旗艦店，帶給顧客全新的消費體驗。

Proﬁle
SUGAR & SPICE糖村

1996年成立

官網：www.sugar.com.tw

台中發跡的「SUGAR & SPICE糖村」，很多人第一個想

在

到的招牌商品就是牛軋糖。可是卻很少人知道「糖村」

主力商品：生日蛋糕、彌月蛋、伴手禮盒、節慶禮盒

其實是從烘焙餐廳起家，台中人甚至認為它的蛋糕名氣，遠勝

大事紀：
•1996年

崇德總店開幕

•2002年

中央工廠落成啟用，成為全台首座無
塵烘焙中央廚房

•2004年

台中向上店重新裝修，以「糕點專賣
店」方式重新出發；首度推出牛軋糖
伴手禮，造成市場轟動

台中人特有的熱情爽朗，當初她創業成立「糖村」，就是為了分

•2005年

台中文心店開幕，以「蛋糕．禮盒專
賣店」的分享概念成立

享自己在國外的美好生活體驗。這種熱愛生活的特質，也成為

•2009年

提出10年植樹計畫，與台大實驗林簽
訂「糖村蛋糕認養造林計畫合約」，
在南投水里營林區14林班98-5號造
林地進行植樹活動

「糖村」的最佳寫照。

於牛軋糖。
「糖村」創辦人、笠豐食品副總經理何子嫻，說起話來帶著

何子嫻表示，當年在加拿大求學，對於當地各式美味料理，

SUGAR & SPICE糖村

專家
視野

企業進行品牌的設計布局，必須給予包裝、CIS（企業識別系
統）、產品機能的設計。而且，設計布局必須與策略布局、智財
布局同時一起做好，才能發揮效果。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以及寬敞、舒適的餐廳環境特別難以忘懷。尤其是

生意，何子嫻也覺得無所謂。每當有客人上門，不

24小時營業的Cafe（烘焙咖啡店），更是身為學生

管對方會不會消費，她都熱情介紹店內產品，與客

的她最常與同學聚會的地點。Cafe裡彌漫的烘焙

人聊天、談心。她的熱情感染了客人，也逐漸建立起

香氣，讓後來已經回台灣的她，還時常魂縈夢牽。

口碑。
雖然現在的西式甜點店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但在

複製歐美Cafe與台灣民眾分享

當時「糖村」可是台灣第一家只做歐式麵包的複合

因為喜歡Cafe的用餐環境和甜餐，愛吃甜點卻不

式烘焙店，尤其是出國留過學的消費者，特別喜歡

會做甜點的何子嫻，一直希望能將歐美Cafe的餐廳

到「糖村」回味在國外生活。因此，「糖村」開幕半

型態複製回台灣，與大家分享。可是當她提出創業

年後，生意有了起色。

的想法時，卻首先遭到母親的反對：「吃的最難做，
妳還搞這個？」

由於「糖村」的經營型態，讓消費者不管老少都
喜愛，陸續有人反映希望「糖村」再開設其他分店。

不過，何子嫻始終對烘焙難以忘情，返台後在法

何子嫻為了回應顧客的需求，也為了讓員工有更好

國餐廳打工了近兩年時間，從採購、總務、會計到

的發展空間，於是根據收集到的顧客資料，從中挑

外場領台、跑腿的工作都做過，先了解餐廳營運模

選顧客最密集的地點，開了第二家分店。

式，接著才自行創業，開設「糖村」。

「糖村」的起步非常順利，蛋糕也廣受台中消費

1996年1月，「糖村」第一家門市在台中市崇德路

者的歡迎。最讓何子嫻印象深刻的是，在某一年的

誕生，從餐廳環境到餐點都比照國外的Cafe，除了

母親節，兩天內賣掉了１萬多個蛋糕，扣掉訂單創下

提供義大利麵等西式餐點，還有馬芬（muffin）、司

單日單店70幾萬元的高營業額。

康（scone）等歐式甜點、麵包、咖啡。在300坪的空

當時，她特地在門市外，另外租了貨櫃當工作空

間裡，刻意仿效美國、加拿大天然、溫暖與時尚的

間，動員所有能找得到的親朋好友前來幫忙。結果，

空間氛圍。

一盤有6個8吋蛋糕，才剛放下立刻就被客人買走，所

既然創業目的是為了分享，「糖村」一開始就算沒

有人忙到連吃飯、休息、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她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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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熱愛甜點，對「糖村」品牌很有認同感。

至心想：「客人可不可以等一下再進來？5分鐘也好！」

包、蛋糕師傅可以同時上攻，使得生產速度變快，

也因為忙不過來，讓她有了蓋中央工廠的念頭。

到了下午２點師傅們就可以洗鍋子準備下班。當時
工廠的產能可以供應10家門市，可是「糖村」只有

設中央廚房擴產 換來７年慘澹
何子嫻認為，由中央工廠統一控管生產，能確

子嫻沉重的經濟負擔。

保糕點品質。她專程赴日考察，參考日本工廠的規

為此，何子嫻開始積極找替人代工的案子，百貨

格，投資了２、３千萬元，在2002年成立全台第一家

公司、壽司店等凡是供應蛋糕的店家訂單都接；後

無塵烘焙中央廚房，以高標準的生產流程，確保產

來也接下外燴，像是精品品牌活動就看中「糖村」

品的衛生、安全。但是她沒想到接下來迎接她的日

的精緻形象經常找上門來。

子，卻是７年的慘澹經營。

由於「糖村」的代工毛利約５成，但何子嫻都使用

由於餐廳裡同時銷售麵包、蛋糕，以往每天早上

進口原物料，如果要降低成本採用其他原物料，又

５點左右，麵包師傅會先進店工作，揉麵、發酵麵

得另開一條生產線，無論如何都會侵蝕獲利空間。

團；然後10點左右，換成蛋糕師傅裝飾蛋糕，到了

此外，承接精品活動雖然反應不錯，但是每次主題

下午４點，做出蛋糕半成品，由另一批師傅組合蛋

都不同，「糖村」做得好卻很辛苦，「本來想養活自

糕、切片，放進冰箱。

己，沒想到卻愈做愈偏。」何子嫻說，這與當初「分

可是，中央工廠啟用後，因工作空間寬敞，所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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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小店，廠區的開銷成本與人事支出逐漸成為何

享喜歡事物」的創業初衷完全變了樣。

SUGAR & SPICE糖村

「糖村」從烘焙餐廳起家，美味的蛋糕讓顧客一吃就愛上。

「糖村」官網設置玉山銀行兩岸支付通、阿里巴巴支付寶的金流網購，讓
鳳梨酥、牛軋糖直接宅配中國。

於是，她重新思考「糖村」的未來，「我發現我花

門市規模縮小，投資回收的時間較快，「糖村」在

了好多時間、分享好多事，但還是口袋空空。」最

台中站穩腳步後，揮軍往外展店，在新竹、台北、高

後，她決定回歸品牌經營的蛋糕與產品，並忍痛將

雄開設分店。隨著分店陸續增加，中央工廠的產能

複合式餐廳的餐點、麵包部分取消，好好專心做一

滿載，何子嫻還蓋了第二間中央工廠。

件事，專注在蛋糕、甜點上。

「糖村」能夠走到今天，何子嫻認為最重要的支
撐因素是「人」，有很多員工從創始初期就跟著何

取得員工認同後再轉型
2005年，「糖村」轉型蛋糕、禮盒專賣店，賣起伴
手禮。產品除了原有的蛋糕外，台灣最具代表性的
鳳梨酥、台中名產太陽餅也都賣，可是烘焙作法卻
是中西合璧。

子嫻工作到現在，因為熱愛甜點，對「糖村」很有認
同感。有人甚至喜歡吃「糖村」的提拉米蘇，從工讀
生一路做到人資主管，待了12年。
何子嫻指出，如果不是源自對烘焙的熱情，恐怕
難以在工作上堅持，像「糖村」研發團隊每回出國

例如，鳳梨酥遵循古法純手工製作，卻突破傳統

考察，一天都要吃上７、８家餐廳的甜點。平常人吃

在酥皮中加入帕瑪森起士，以慢火烘烤至淡淡焦褐

甜點是種享受，但「糖村」團隊卻要爭取時間，一坐

色，讓香濃的義大利起士竟然也能與台灣風味鳳梨

下來，研發人員就開始畫甜點構造圖，小聲討論著

餡巧妙搭配出好滋味，讓「糖村」的鳳梨酥顯得更

第一層、第二層怎麼做，用了什麼樣的內餡比較適

特別。

合；設計人員則拿起糕點仔細端詳、研究包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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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村」對於食材及原物料的選用堅持，並沒有
因為食材漲價或其它因素而有所動搖！前幾年，澳
洲乾旱導致乳製品缺貨，加上歐元升值，使得生產
成本增加，雖然「糖村」為了維持一貫的品質與風
味，仍得在不漲糕點售價的情況下，照舊採用這些
價格上漲的原物料，不使用其他替代品。
在「糖村」的糕點伴手禮當中，牛軋糖是鎮店招
牌。當初加拿大朋友託何子嫻代購，讓她意外發現
牛軋糖的商機，索性自行開發。
「糖村」的牛軋糖使用法國諾曼地的天然奶油、
「糖村」牛軋糖是來台陸客指

美國加州飽滿香脆的杏仁粒，在考究的烘烤、煮糖

名購買的熱門伴手禮。

製作下，吃起來軟Q不黏牙，越嚼越香。
牛軋糖剛推出時，也在門市發送試吃包給消費
牛軋糖外包裝盒以小提包的造型，
為送禮增添優雅質感。

者，並收集顧客意見。不像蛋糕有攜帶、保存的問
題，牛軋糖很適合作為伴手禮，而且很多人一吃就

開前還要收集大量包材帶回台灣。有次到東京考
察，就連同行的美食記者都大喊吃不消。

上癮，反而成了「糖村」的代表作。
７、８年前，台北敦南門市成立，不少台商到中國

「糖村」從複合餐廳要轉型成伴手禮專賣店，何

經商都不忘帶著牛軋糖伴手禮，也因而讓「糖村」

子嫻擔心員工害怕這樣的經營改變會影響客源，於

走紅中國。第一批自由行陸客來台時，除了要逛誠

是先找來店長進行內部溝通。

品、住薇閣，也指名要買「糖村」牛軋糖當伴手禮。

「糖村的核心是分享，如果員工都不認同，就無

「糖村」牛軋糖被中國消費者叫出名號後，開始

法上下一致。」何子嫻說服了店長，再由店長再向下

有淘寶網買家賣起了「糖村」牛軋糖。而「糖村」自

溝通，當大家都有共識了才讓「糖村」真正轉型。

己也加入淘寶網銷售牛軋糖，訂單１天就有５千件，
還有人不時找上糖村要求代理品牌，熱賣的程度可

鎮店招牌牛軋糖 陸客指名伴手禮
台灣糕點伴手禮市場，向來競爭激烈。「我們要

５、６年前，何子嫻參加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舉辦

能勝出，產品的賣相和口感是決定性的關鍵。」何

品牌、文創、設計為主題的北歐考察團。在這趟的

子嫻指出，蛋糕除了要看起來漂亮、好吃，最重要

考察中，本身就喜歡美麗事物的何子嫻，回來後也

的是用料要實在，「口感騙不了消費者，他們吃過一

對品牌、設計更有概念。

次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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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斑。

她表示，自己做「糖村」品牌、轉型賣禮盒，讓她

SUGAR & SPICE糖村

1

中央工廠滿足各分店的商品需求。

糖村各門市空間放送幸福情調。

深刻體認到「有名字不等於有品牌」；雖然「糖村」

何子嫻希望設計公司為「糖村」整合品牌形象，不

有明星商品，但在很多消費者心目中，對「糖村」這

是只有性別、年齡這樣簡單的區隔，而是能像蘋果

個品牌的印象仍是模糊，因此，希望在接受設計管

iPhone一樣，在不分年齡、性別的使用者外，還能

理的輔導後，能讓「糖村」的品牌精神經由設計的

擁有一群核心的支持者帶動著產品的成長。

詮釋，讓消費者更為難忘。

如何為「糖村」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群核心消費

尤其在時下烘焙市場的競爭局面中，各家業者陸

者？何子嫻提出她的粗略想法，「我所希望品牌層

續端出不同品牌，為消費者帶來不同風格、個性的

次不在於製作好吃的甜點，而是能營造出什麼樣的

品牌新形象。「如果『糖村』是個小孩，從會坐、會

生活型態。」雖然現在她還不能明確指出「糖村」的

爬、會走到現在，都已經18歲了，也該有自己的個

品牌精神，但藉由這次參加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

性。」何子嫻說。

期接受設計管理的輔導，能讓「糖村」的品牌藍圖
逐漸成形。

整合品牌形象 吸引核心支持者

目前輔導「糖村」的汎特品牌顧問公司總經理劉

過去，何子嫻陸續找了幾家設計公司，想要整合

怡表示，汎特診斷「糖村」品牌、了解需求後，目前

品牌形象，可是設計公司提出的第一個建議都是更

已完成與何子嫻、門市及消費者的訪談，初步提案

改商標。但她認為改商標只是換掉招牌就結束了，

以「用點心過好生活」作為品牌承諾。她強調，點心

與產品方向及定位、客層目標等有關的品牌文化，

除了代表蛋糕甜點，更代表品牌的用心及態度。

才是應該整合的重點。

「糖村」品牌用了18年的粉紅色，已經是許多消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第二期

43

品牌台灣．綻放全球

結，讓它不只是觀光工廠或採購伴手禮的賣場，也
將是一個與消費者一同分享生活，享受美好事物的
幸福所在。
「我希望這家旗艦店不是買賣的空間而已，就像
誠品不只是書店，而是一種人文空間。」她期待糖
村也能呈現不同的商場氛圍，帶給顧客全新的品牌
體驗。
何子嫻心中一直有個畫面，在日本北海道著名甜
點店六花亭成立的美術館裡，最吸引她的不是牆上
的畫作，而是從大片落地窗看出去一望無際的白樺
樹，當時她就這麼坐在板凳上欣賞了１個多小時也
「糖村」開發的伴手禮，不僅產品滋味好，包裝造型也精緻，展現送
禮者的品味。

不厭倦。
在車水馬龍的文心路上，「糖村」旗艦店雖然不

費者心中的共同記憶，現在透過設計顧問的色彩分

能擁有同樣的天然美景，但是何子嫻希望能轉化室

析，要為「糖村」找到帶領風潮的時尚「新粉紅」。

內空間，讓人彷彿置身大自然裡。目前門市的規畫
才剛提案，預計2014年完工，但她腦海裡已經想像

糕點店也是分享生活的人文空間
如果設計是種語言，該如何整合過去糖村的發展

何子嫻除了參與設計輔導計畫，也運用各種政府

歷程，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就是糖村？糖村，或許

資源，增加行銷曝光管道，包括接受國內外媒體採

會是最好的答案。

訪、參加外貿協會的台灣名品展，積極拓展海外市

除了重新檢視品牌定位、整合品牌識別系統，最
重要的是旗艦店的空間規畫。
旗艦店是收斂、整合過去糖村的發展歷程，並展
現品牌精神的重要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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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完工後的畫面。

場。目前更透過天貓（香港淘寶商城）西進中國，在
廣州設立辦公室，期待讓「糖村」這個品牌能順利
行銷中國市場。
憑著「分享美好生活價值」的理念，支持何子嫻和

何子嫻的創業理念根植於美好生活的記憶，而預

「糖村」員工從創業一路走到現在，接下來他們以

計明年5月落成的「糖村」旗艦店位於台中市文心

「用點心過好生活」的一回華麗轉身，持續為顧客

路上，兩層樓的店面空間將著重於品牌與在地的連

創造幸福。

SUGAR & SPICE糖村

品牌發展
成功關鍵

【汎特品牌顧問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抓住核心定位

劉怡

任誰掌舵都一以貫之

劉怡多年輔導企業經營品牌，發現包括「糖村」在內的很多品
牌，在操作上都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就是品牌發展常隨著經營者喜
好而改變，但是如果有了核心定位，不管換了哪個經理人，一樣能
維持原有的品牌形象。
有時候，經營者因為存著盲點，反而抓不住自己的品牌，這時透
過外部顧問協助，更能找到品牌最特別、消費者最能接受的核心，
成為品牌發展的藍圖。
劉怡強調，設計也是如此，小到廣告傳單、大至門市空間，企業
在發包設計時，都要和設計公司溝通品牌定位、策略，而這麼一
來，不管經營者喜好怎麼改變，設計都能圍繞著既有核心變化，不
會偏離原先品牌設定。
此外，品牌經營也考驗主導者的決心。她提醒企業內的品牌主導者，如果為了迎合消費者意見或市場壓力，使得品牌精神
無法被貫徹落實的話，雖然可能在短期內為企業賺進了收益，但卻也會導致品牌形象不一致。
劉怡指出，品牌有賴企業內部去建立，「糖村」員工對公司有很高的忠誠度，也熟悉「糖村」的品牌作法，加上經營者本身
親力親為，所以顧客不管在哪家門市，都能感受到一樣的服務熱忱。未來，「糖村」隨著拓展海外市場，勢必透過教育訓練建
立標準化的服務流程，而且規範必須量化，例如顧客來電時，員工必須在幾個響聲內就要接起電話等，有了具體指標，才能
確保每個服務端點，都能落實品牌形象。

檢視品牌定位的「3D」步驟

Discovery（探索）

Deﬁnition（定義）

初衷
強項、弱勢
消費者洞察
市場

萃取精髓
品牌定位

Development
（發展）
傳播手段
目標族群接觸

資料提供：汎特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第二期

45

品牌台灣．綻放全球

裕珍馨食品

用情感、品牌與顧客交心
從台中大甲發跡、以奶油酥餅聞名的裕珍馨，長久以來在產品品質上的堅持，獲得消費者的喜
愛；而在企業不斷成長的過程中，裕珍馨更要透過品牌創新與建構，展現多年來企業營運的核
心價值，持續傳承品牌的精神。
Proﬁle

年來，每年到了農曆３月時，台中大甲鎮瀾宮啟程的媽

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966年成立

官網：www.yjs.com.tw
主力商品：奶油酥餅、金賞纖果鳳梨酥、紫玉
酥、小葛蕾鬆塔、大甲積木、道卡斯
Q餅、綠豆椪、蛋黃酥

祖遶境進香活動，完整保留百年前的原汁原味，全程以

步行方式進行，吸引上百萬人的參與，是華人地區最盛大的宗
教盛事，也是台灣最熱鬧的宗教活動。

大事紀：
．1966年

創立人陳基振與劉雪娥夫婦投入糕餅
業，成立廟邊店

與大甲媽繞境進香同樣守護傳統味的台灣知名餅店裕珍

．1983年

推出以天然奶油取代傳統豬油的「奶
油酥餅」

馨，從崛起到成長、發展，不僅與媽祖信仰、大甲風土有著深遠

．1988年

大甲鎮瀾宮建醮，裕珍馨奶油酥餅的
口碑隨香客流傳全台

的關係，更飽滿蘊藏著人際往來的濃厚情感。

．1996年 成立「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

成立裕珍馨文化基金會、設立大甲三
寶文化館、創刊《馨世代》

．2010年

成立淘寶網網路商店、入選為「台灣
百大觀光特產」、通過ISO 22000/
HACCP國際認證

．2011年 成立松山機場專櫃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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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成立桃園機場專櫃，於同年榮獲「台
灣OTOP企業大賞」

裕珍馨創始研發的「奶油酥餅」，一向是香客認為敬拜大甲
媽的必備供品。而奶油酥餅與大甲媽的淵源，得從半世紀以前
說起。
1966年，對製作糕餅完全陌生的陳基振與劉雪娥夫婦，來
到鎮瀾宮求媽祖指點迷津，結果得到大甲媽的籤詩與連續６個

裕珍馨食品

專家
視野

品牌路漫長，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結合創新，不斷推出新產品，跟
著世界競爭。像蘋果、谷歌能夠做到知名全球品牌第一、二名，
就是想辦法讓品牌發展、行銷策略與創新結合。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允筊指示，在鎮瀾宮旁創業開了糕餅店。
當時用豬油製作的中式酥餅，是大甲地區最受民
眾喜歡的糕餅，不僅拿來拜大甲媽，後來更成為鄰
近地區的訂婚喜餅或送禮用餅。

較高，大甲當地餅家幾乎是有人訂購喜餅時才會製
作，不像裕珍馨除了接單生產外，每天還固定做餅
零售，讓更多人吃到酥餅。
不過也因為每個客人購買數量不同，常會在拿取

訂婚喜餅市場一向是糕餅業最大的獲利來源，

過程中產生許多餅屑，或不小心碰壞餅身致使無法

酥餅成了裕珍馨必須掌握製作技術的主力糕餅。不

銷售，於是陳基振為酥餅設計規格化的包裝，１包

過，陳基振在創業之初，不只毫無製餅的技術與經

裝成１斤，方便客人選購。

驗，連要請位糕餅師傅來都四處碰壁，最後才找到

後來有不少茹素的客人陸續向陳基振反映，希望

一位做西點麵包的師傅，以不純熟技術做出來的豬

吃到不使用豬油的素食酥餅。這才讓他發現，原來

油酥餅，口感過硬，遭到客人調侃「酥餅硬得像唱

素食市場需求大，開始嘗試研發素食酥餅。

盤、怎麼摔都不會破」。

當時陳基振的兒子、現任裕珍馨食品董事長陳裕

這些話卻讓陳基振奮發圖強，開始到處請教製餅

賢，已退伍在家、與父親一起做餅。陳裕賢回想起

方法、參加烘焙班，練烘焙功夫，甚至還向大甲媽

當時父親試過花生油、沙拉油，發覺效果不佳，之

許下心願，發誓要做出讓大家都吃得起的好餅。結

後換用天然奶油，沒想到做出來的酥餅味道相當不

果，努力加上決心，讓他終於做出鬆軟有層次的酥

錯。

餅，受到顧客肯定，逐漸打開裕珍馨的名聲。
香客前往鎮瀾宮拜大甲媽，也會直接走到廟旁的
裕珍馨，採買酥餅當供品，裕珍馨的生意因此扶搖
直上。

素食者能吃的天然奶油，賦予酥餅高雅微甜的香
氣。陳基振經過測試、調整配方後，在1983年正式
推出以天然奶油製作的奶油酥餅。
不過奶油酥餅卻為裕珍馨帶來營運大問題，就是
１斤天然奶油的成本，要比豬油貴上20多元，兩者

不偷工減料 但賣愈多、賠愈多
酥餅作工相當繁複，花費的時間與成本也相對

成本相差約50%；即使裕珍馨的奶油酥餅大受歡
迎，每日生產量不斷增加，而且很快就銷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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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珍馨品牌推手陳裕賢
(左)、陳穎政(右)強調，
裕珍馨經營團隊經過品
牌輔導後，已經梳理出
品牌更清楚的定義。

但是賣得愈多、賠得也愈多。

可想而知，堅持不漲價的裕珍馨，在建醮期間

看到這樣的情況，陳裕賢建議父親改用價格較低

的生意比平常還要忙，員工在１天內得輪流兩班做

的人造奶油（乳瑪琳），但陳基振卻堅決反對：「如

餅，出爐的餅還不夠賣，必須拜託來客一人買兩包，

果跟人說用的是奶油，那就要用真的奶油，不可以

好讓其他人買得到、吃得到奶油酥餅。

這樣騙人。」最後裕珍馨只得用豬油酥餅的銷售利
潤，補貼賣奶油酥餅的虧損，繼續苦撐下去。

陳裕賢說，那時不免有客人無法諒解「買兩包」
的拜託，他心裡想著父親要是能接受自己的意見就
好了。但裕珍馨也就在陳振基一點一滴的正派處事

不跟風漲價 堅持正派做生意
到了1988年，鎮瀾宮舉辦規模盛大的建醮活動，

在過去尚未盛行品牌的年代，陳振基專注產品的

大甲糕餅界預期將有大批香客湧入大甲，加上當地

製作與品質，堅持工法、用料，建立裕珍馨的信譽。

民眾也會踴躍參與，估計酥餅需求也會跟著提高，

有一次因為生意愈來愈好，人工作業辛苦，陳裕賢

因此就有店家預備在建醮時漲價，將原本一個40元

建議父親改用機器來擀皮，但怎麼試都做不出手工

的豬油酥餅調漲為80元。

油皮的層次。

聽到消息的陳裕賢認為這是個好時機，自家的奶

陳振基藉機告訴兒子：「雖然做餅很辛苦，如果

油酥餅成本較高，就算漲至80元也不為過；但陳振

用機器做卻不好吃，客人不喜歡，以後你想要辛苦

基立刻將陳裕賢的提議打回票，他訓斥兒子趁著眾

都沒機會了。」因此裕珍馨的奶油酥餅，至今仍以人

多客人有需要、想買酥餅的時候漲價，並不是做生

力手工製作。

意的方式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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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漸累積出令顧客信任的企業與品牌特質。

還有一回從企業講座學到行銷知識的陳裕賢，想

裕珍馨食品

顧客的好評口碑，亦是裕珍馨重要的品牌資產。

為了維持口感，裕珍馨在擀皮、填餡等製餅過程，仍維持手工作業。

利用「價高量少、價低量多」兩種包裝定價同步上路

公疼憨人」則反映了陳振基以實在、良心的態度來

的策略，刺激消費者購買價低量多的包裝產品，提

經營裕珍馨。

高銷售量。

雖然陳裕賢有不少新點子被父親攔下，不過裕珍

結果這個現在看來相當普遍的訂價策略，還是被

馨奶油酥餅因鎮瀾宮建醮而受到更多消費者關注

陳振基打回票：「沒事弄這些幹嘛？」
「來和我們買

卻是事實。許多進香客回家後還想再吃到酥餅，或

餅的都是鄉親、鄰居，要不就是親戚、朋友；這位買

是在建醮時來店卻向隅的客人，直接寄現金袋向裕

得多就比較便宜，另一位買得少就比較貴，這要我

珍馨訂購酥餅，請裕珍馨寄貨。

怎麼跟他們解釋？」當時陳裕賢覺得有理說不清，
只能聽從父親。

剛開始裕珍馨透過火車託送酥餅，但陳基振擔心
酥餅會在運送中碰碎，都不忘致電問客人有沒有收
到、產品是否完好。

全心待客 以良心經營餅業

沒想到後來這類遠距直購的客人愈來愈多，訂

在講求變中有變的競爭力時，誠信仍是一切的核

購數量直線上升，裕珍馨也改與貨運行合作，開始

心，只有童叟無欺，生意才做得長久。目前在裕珍馨

提供郵購服務，到了現在仍是裕珍馨的主要服務項

大甲光明旗艦店的兩側石柱上，刻有「秤頭就是路

目。

頭」、「天公疼憨人」兩句話，代表著裕珍馨的經營
理念。

像這樣經由顧客的要求或反應而產生的服務，在
裕珍馨屢見不鮮，最常看到的就是新產品的開發。

陳振基要求產品包裝重量，一定要「超過」標示

好比客人來到裕珍馨，聊起店內怎麼沒有某種糕

重量，就是源於他父親陳來成開雜貨店的待客之

餅，或是曾在其他地方吃過什麼樣的糕餅時，陳基

道，因此「秤頭就是路頭」即是陳家歷來做生意的

振就會趕快買來品嘗，試著用自己的方法做出來，

根本精神，也是贏得顧客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天

或是加入新想法，做出更好吃的餅；不然就是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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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甲人使用，「父親這些思考與做法確實深植我
們心中，也是生意之外最重要的部分。」
如今在裕珍馨大甲光明旗艦店二樓，就設有大甲
三寶文化館和文化講堂、糕餅DIY教室等，規劃活
動推廣大甲在地文化。
陳裕賢還記得裕珍馨剛開店時，長輩們討論取店
名，第一個字就選定陳裕賢這一輩的「裕」字，象徵
這份糕餅事業要替孩子打基礎之外，大夥兒就在眾
多相關的字中挑出「珍」、「香」兩字。「後來祖父把
『香』字加上『聲』字的上半部，成為『馨』字，意思
就是餅除了要做得『香』，名『聲』也很重要，於是
就成了『裕珍馨』。」這也看得出即使當時還沒有清
楚的品牌概念，但注重品牌形象的想法今昔皆然。
「我們不是做生意的！」陳裕賢坦言，數十年下來
歷經半個世紀來，奶油酥餅依然受顧客喜歡，站穩裕珍馨第一招牌商
品的地位。

很多時候都只是在「救火」，遇到做餅人手不夠時
就趕緊找人，找不到人就自己下場做，當找到人時

店內糕餅師傅自行研發，做出新的產品。
就在這份糕餅事業的成長茁壯中，裕珍馨與員工

地不夠時，就換更大一點的店面。

之間也培養出緊密的關係，有很多年輕學徒被父母

很幸運的是，每當生意來時，裕珍馨就多做一

託付給裕珍馨，還有同一家人都來裕珍馨工作，這

些，而每多做一些、生意也變得更好一些；這些年

都讓陳基振感到照顧員工的重要性，主動編列員工

下來不僅沒有遇到太大挫折，而且就算沒有做行

退休準備金、為員工辦理團體保險等，照顧員工與

銷，生意仍是愈來愈好，「口碑」幫了裕珍馨生意最

他們的家庭。

大的忙。

口碑幫了生意最大的忙

現階段需要完整的品牌發展

「裕珍馨能夠有好的發展，是因為有媽祖的保佑
與在地親友們的支持。」陳裕賢表示，父親總是惦

50

以為可以輕鬆些，但生意卻又變得更好；或是當場

走過近半個世紀，裕珍馨的營運模式面對社會環
境改變與經營管理層接手後，開始有了新風貌。

記著自己的製餅事業是受到媽祖與大甲人的庇蔭，

例如在傳統的奶油酥餅之外，研發出尺寸小、不

經常在許多地方活動與公益活動中，回饋鄉里；甚

同口味的酥餅，以及創新的非油炸沙其瑪、天然奶

至在購入新店面時，還指示陳裕賢兄弟要留一層樓

油外皮的鳳梨酥等，經常被選為地方特色產品或美

裕珍馨食品

食伴手禮。
隨著產品發展與業務擴增，裕珍馨也希望能在企
業營運上同步改進，透過引進政府資源，著手進行
企業e化、知識再造、商業優化等，建置電子化系統
與網路行銷模式，並連結營運與服務流程、架設知

1

識管理平台；同時市場開拓也運用數位網路，並前
往中國參展推廣，建立更高的品牌口碑。
這些持續的改革帶動裕珍馨朝現代化的管理與
企業邁進，更加能因應市場的需求及變化。但如何

迅速反應顧客的需求是裕珍馨的強項，近年應客人要求，進駐桃園與
松山機場設櫃，方便顧客提貨出國。

建構更完整的品牌發展與策略，是現階段經營團隊
所關心的重點。
目前裕珍馨的經營團隊，是由陳裕賢在內的第二

以今日消費者的眼光來看，裕珍馨已是知名品

代５位兄弟姊妹，以及從小就在家裡幫忙的第三代

牌。不過陳穎政提到，裕珍馨經營團隊在公司不斷

陳穎志、陳穎政兄弟組成的７人小組。做品牌對他

成長的同時，發現營運並無相當清楚的規範和制度

們來講，概念模糊、摸不著頭緒。

可依循，各部門力量也未能加以整合，「總覺得還

陳穎政笑說，他上大學時雖然有機會了解品牌，

少什麼東西，也擔心有一天可能會失控。」

但根本還不清楚品牌到底是什麼、該怎麼做，一度
以為看得到的東西才是品牌。

循序漸進釐清品牌核心價值

當他回到裕珍馨後接下文案工作，發現海報或

裕珍馨在2012年，接受智榮基金會微笑品牌發

DM的設計表現，和自己所想的並不太一樣，他提出

展中心的輔導，有步驟地幫助自己找出企業的核心

意見、參與討論，以為自己這樣就是在做品牌。

價值。

後來陳穎政不斷嘗試運用網路管道，或搭配贈

陳穎政指出，過去的外部協助多從市場分析開

品、設計話題訴求，希望促進產品銷售，可是所得到

始，並從企業的願景與承諾切入，「可是我們沒有

的成果讓他受挫。

這些東西，不像一般企業都有相當理性的營運目

他認為，過去裕珍馨靠著客人的口碑宣傳，將品

標，也就不曉得該從何著手。」

牌建立起來，現在仍是需要口碑，但是由於傳播的

於是，智榮召集裕珍馨經營團隊成員，從他們的

工具、方法都不同於以往，像是網路團購活動，對

共同記憶，也就是創辦人陳基振與劉雪娥夫婦，請

於成本並不低的裕珍馨產品來說，根本無法操作，

他們談起與創辦人的相處及故事，從裕珍馨的發

「那時不知道哪種方式才適合裕珍馨，也不曉得方

展與經營團隊中，發掘出許多情感面的因素，經過

向在哪裡。」

不斷地討論、整理，最後歸納出「誠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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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珍馨與員工培養出緊密的關係，主動提出多項照顧員工的福利。

「惜福」等３個企業價值觀。
陳穎政說，即使大家談的是同一件事，每個人的

業設計公司一起合作，共同找出符合品牌價值與個
性的表現。

感受和解讀卻不盡相同，因此必須將這些情感梳

就像陳穎政所說，有了「誠信」、「負責」、「惜

理整合成判斷事情的標準，讓品牌有更清楚的定

福」的企業價值觀後，等於有了抉擇及評判事情的

義，才能對外精確傳達。

最高標準，所有喜好或選擇都要講得很清楚，並且

為延續品牌發展工作，裕珍馨在2013年申請品牌
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繼續由智榮協助，希望在品
牌對外的溝通上能夠更明確，並且化為具體的行動
與目標。
此次輔導重點將選擇新設台北饒河門市為實驗
店，透過實際的開店營運，制訂每一項流程細節，

詳盡記錄下來，於是在發展品牌時才不易有偏差，
不僅能達到最終目標，也更適合裕珍馨這個品牌。
「我們都還在學習！」陳裕賢有感而發地表示，裕
珍馨經營團隊經過品牌輔導後，更能了解做任何決
策背後的原因、理由，以及開始有能力判斷這些決
策能不能符合企業價值。

確立品牌與行銷通路的規範，以及標準作業流程。

然而這過程相當辛苦，與裕珍馨過去的思考、做

這對於將來裕珍馨持續拓展國內外通路及市場時，

事方式亦不相同，加上每個人也各有自己的觀點，

能提供很大的幫助。

需要彼此不斷磨合。所以當衝突發生時，管理階層
本身就必須率先透過「源頭」的企業價值觀，解決

企業價值觀領航品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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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協調出可行的方案。

裕珍馨針對這家新的實驗店，在店面空間規劃與

從傳承過去經營者留下正派的企業價值觀，加上

設計、產品包裝形象、門市人員服務接待等層面進

經年累積的顧客好評口碑，裕珍馨用情感、品牌，

行高度整合，同時與空間、包裝、服務等不同的專

繼續與顧客交心。

裕珍馨食品

成功
關鍵解析

【智榮基金會微笑品牌發展中心】

從「內修」到「外顯」
品牌之路走得更順利

過去裕珍馨曾向整合行銷公司、包裝設計公司
尋求協助，嘗試改變產品包裝，或是導入新的行銷
模式。但這些僅就部分營運內容的改變與推動，效
果不彰，加上裕珍馨本身不了解整體性的品牌改善
工程，因此讓裕珍馨曾有放棄做品牌的念頭。
不過裕珍馨後來才逐漸了解，品牌是從內到外、
需要全員了解及參與的工作，這樣的思維不像以前
只是強化各個環節，而且可以把每個部分都串連
起來。
裕珍馨經過數十年來兢兢業業的經營，在走上
品牌之路前，已經奠定了良好的實力與基礎。特別是在企業不斷成長當中，仍能堅守初衷、重視承諾，成為贏取顧客
的最大原因。
然而在裕珍馨的發展歷史中，有許多因為「人」而產生的經驗或做法，如果要能轉化為未來的助力，就要了解自
己、釐清方向，這也是智榮基金會微笑品牌發展中心為裕珍馨首要提供的協助。
在「誠信、負責、惜福」的企業價值觀下，智榮進一步為裕珍馨擬定了「內修」及「外顯」的品牌發展計畫；也就是
改善與調整內部的思維、結構、流程，作為形成未來前進的動力，再到找出符合真實內在的外顯調性。因此，在本期
輔導工作當中，裕珍馨以饒河新門市為實驗點，做為未來品牌發展的重要起點。
不過，既要能夠維持企業原本的運作，同時又得調整步伐，對裕珍馨而言是個辛苦且漫長的過程，也並非能立即見
到效果。
對初衷的堅守，以及對未來的想望，是裕珍馨的基底與動力。濃厚的情感色彩，也讓裕珍馨的品牌深度更形突出，
只要能好好掌握，良善發揮，必能走出自己的特色。然而，過多的情感，卻也成為品牌可能無法有效成長的限制。理
性與感性的天平，如果能有效地平衡及掌控，品牌這條路，應可走得更順暢些。
堅持「內修與外顯」計畫，在既定的方向中前進，紀律與堅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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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廣生技

溝通觸動人心 首重安心信任
在全球血糖儀市場中，華廣生技獨家開發的血糖監測系統「BIONIME Rightest （瑞特）」，
以高準確度與穩定性，獲得全球使用者的肯定；在追求企業成長與升級的願景下，華廣更積極
藉由品牌的規畫與策略，拓展營運能力，帶動「BIONIME」成為世界領導品牌。

Proﬁle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度技術與資金密集的生技產業，被視為是本世紀的明

2003年成立

官網：www.bionime.com
主力商品：醫療量測器材（血糖儀、非侵入式血糖
儀、血液分析儀、脂質檢測器等）

星產業。其中的量測醫療器材項目，因開發時程較短、

研發經費較低，加上台灣多年來在資通訊產業累積的實力，成
為台灣廠商較易切入發展的生技領域。

大事紀：
．2003年 成立華廣生技
．2005年 取得美國FDA與中國SFDA認證
．2007年 達單月損益平衡及全年正EPS；通過
歐洲TNO產品認證
．2009年 由德國第三公證單位IDT於歐洲糖尿
病協會年會發表德國市售「27型血糖
儀的準確度評估」報告中為產品準確
度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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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011年

取得美國奇異（GE）全球品牌獨家授權

．2013年

GM720（MyLife Unio）瑞特血糖監
測系統獲德國紅點設計獎、經濟部技
術處產業創新成果表揚

俗稱「血糖儀」的血糖監測系統，目前即有多家廠商生產或
代工，是台灣醫療器材出口的一大主力。
在台灣生產血糖儀的廠商中，華廣生技較其他同業晚５至10
年成立，並且和其他廠商開發多種產品線的狀況較為不同，而
是僅以獨特的血糖測試專利技術，透過自有品牌「BIONIME」
行銷全球80餘國，外銷比例達99%；在美國、澳洲、瑞士、中國

華廣生技

專家
視野

品牌必須具有四大層次，分別為symbol（符碼象徵意義）、
meaning（給出有意涵的故事）、response（讓顧客有感）、
relationship（讓顧客對品牌產生信任與喜歡）。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等地皆設有分公司，開創出足以和國際大廠抗衡的

異性及可行性，同時以血糖監測系統「BIONIME

產品技術優勢。

Rightest （瑞特）」為目標，與機構、電子等技術進

核心技術是血糖監測系統廠商的發展利基，擁有
相同基礎、優勢的業者都想搶下領先位置。

行整合，進而在2003年成立華廣生技，投入血糖測
試系統產品。

有電子技術背景的華廣生技董事長黃椿木，過
去一直投入產品的創新與開發，將技術商品化視
為無比的成就感，曾經創業過３回，卻也因此弄壞
了身體。
而自2000年起，黃椿木在家中休養期間，因緣際
會地受人委託設計生化檢測儀器，作為創新事業的

高安規標準先一步到位
黃椿木透過產業研究發現，隨著全球糖尿病患人
數不斷增加，雖使得血糖儀每年都有２位數以上的
高成長，但是市面上的血糖儀品質卻無法滿足使用
者的實際需求。

依據；可是由於對方開不出實際規格，他只好自行

以美國糖尿病協會（ADA）為例，過去20多年來，

查找資料，可惜在產品尚未設計完成時，卻遇到對

即數次要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提高血糖

方結束創業計畫。

儀的安全規格，包括於1993年時建議應將血糖儀的

不過在這一趟自行摸索的過程中，黃椿木發現生

檢測誤差訂為±5%；但FDA在2003年提出解釋，說

化檢測技術若想有所突破，最大挑戰在於專利的侵

明全世界沒有一家血糖儀廠商的低價產品能夠達

權限制。

到如此標準。

事實上在技術門檻較高的醫療器材產業裡，黃椿

因此FDA與歐盟就共同制定ISO 15197的血糖儀

木算是個門外漢，但他仍自行持續投入研發，成功

規範，限制取得販賣准證的血糖儀產品，必須經過

取得生化檢測試片的專利，成為目前華廣血糖監測

醫院臨床測試達100人以上，並與醫院使用的大型

系統「BIONIME Rightest （瑞特）」的核心技術。

生化儀進行測試比對；而家用血糖儀的測試值則要

後來他與中興大學化學系教授曾志明合作，確

有95%以上的結果，於中高血糖濃度（≥75mg/dl）

認這項「崁入式貴金屬生化感測試片」技術的優

時落於±20%誤差內、或低血糖濃度（<75mg/dl）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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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全球重要的慢性病議題，華廣致力為糖尿病患創造一個良好的血糖自
我檢測環境。

「血糖儀是難得的『對的產業』，但更需要我們
將對的產業做對，才能產生效益。」黃椿木認為，血
糖儀不僅是產品生命周期長、毛利高的產品，以台
華廣品牌推手黃椿木認為，未來醫療器材走向優質、平價，「BIONIME」透過
品牌的發展與經營，才能提升品牌價值。

灣的製造管理能力與產業群聚效應，更有機會打造
完整供應鏈與更高的市占率。
因此在創業初始，他也將「崁入式貴金屬生化感

達到±15mg/dl的誤差。
不過，在如此誤差容許值較寬鬆的安規標準下，

測試片」專利技術無償授權給華廣使用，希望藉此
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相對也較無法提供糖尿病患安全有效的血糖管控，
甚至可能因量測數據誤差過大而造成用藥不當、危
害生命。

「崁入式貴金屬生化感測試片」的獨特之處，在

血糖儀規範雖然在科技持續進步及FDA準備提

於以貴金屬來取代傳統碳墨印刷的電極傳導方式，

高安規下，未來將有所加嚴。然而黃椿木在創立華

並以崁入式設計、採用少量貴金屬的方式，能有效

廣時，早已深刻了解醫療器材對於使用者生命的重

降低成本，僅為其他貴金屬檢測試片產品成本的

要性，所以透過產品品質提供能夠安心使用的醫療

1/10，同時又可提高量測準確度。

器材，不只成為華廣的重要願景，更將血糖儀的長
期目標規格訂在誤差為±10%內。
血糖儀主要包含量測的儀器（Meter）與單次使用
的檢測試片（Strip），全球每年產值約為100億美元。

56

建立專利製程平台 為生產製程添火力

在整體產品上，則是以塑膠射出、一體成型的無
導線設計，並利用橫插式的試片避免碰觸血液，僅
需要少量血液樣本就可檢測，提高糖尿病患使用時
的便利性。

華廣生技

「崁入式貴金屬生化感測試片」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量測準確度。

華廣推出的GM720血糖儀，以更智
能的使用方式、輕巧的攜帶外型，
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

黃椿木強調，華廣血糖監測系統「BIONIME
Rightest （瑞特）」需要整合醫學、生化、電子、機

在成長。就在不斷精進品質下，華廣在2009年遇上
向上激勵的大轉折。

械、自動化等技術，而且這些技術缺一不可。因此，

當時德國第三方公證機構IDT（糖尿病技術研究

華廣除了在瑞士設立設計中心，還進一步建立高規

機構）受國際大廠羅氏（Roche）委託，對於德國

格的專利製程平台，達成製程簡化、大量生產的目

市售來自10家製造商的27型血糖儀產品，進行ISO

標。

15197安規的實測研究，並於歐洲糖尿病協會年會

而血糖監測系統「BIONIME Rightest （瑞特）」

上提出報告，這也是血糖儀走入家庭20多年來，首

專利製程平台的know how，還能應用在其他血液、

次針對主要市售產品準確度，進行規模最大的綜合

尿酸、膽固醇，或是疾病檢驗、農藥殘留等其他生

評比。

化檢測產品上，能提升生產平台的效益。

在這項評比中，共有16型市售血糖儀符合ISO

華廣後來經由陸續測試取得歐盟、美國等地認

15197國際安規，也就是有95%落於誤差容許範圍

證，並於2005年3月開始量產出貨，在兩年內即達

中，其中更有7款產品可達到100%的合格標準，華

到單月損益平衡並逐漸獲利。

廣的產品就是當中的2款。

「如果產品真的好，消費者信賴你的產品，就會

在準確度前10名的產品中，華廣的「BIONIME」

持續使用。」以第一款推出的血糖儀產品GM300為

更在第一名項目中取得2個名額，其他才是羅氏、亞

例，至今仍貢獻華廣５成的營收。

培（Abbott）、嬌生（Johnson & Johnson）等國際
大廠的產品。

市場實測印證產品優異性
所以華廣推出的血糖儀機型並不多，但營收都還

此外，在業界認為最困難的低血糖檢測技術上，
也僅有「BIONIME」產品能夠百分百達到高規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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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廣雖然擁有不錯的技術與品質，但為了要保護
各地的經銷商，往往必須回絕不時上門的OEM或
ODM機會。
這樣的情況直到2011年，全球醫療器材大廠美國
奇異（GE）公司主動向華廣洽談合作，希望華廣跳
脫一般的委託代工模式，由華廣取得GE全球品牌
華廣推出的血糖儀機型並不多，但在精進品質下，營收不斷成長。

獨家授權，並負責所有GE品牌血糖儀的設計、製
造、銷售、行銷等工作。
±10mg/dl誤差。
這個相當重要且公正的實測結果，在2010年
發表於糖尿病學術期刊Diabetes Technology &

GE的策略對華廣來說，即能以雙品牌征戰市場，
能快速擴展美國市場。對GE而言，也能有效切入血
糖儀產品、提高居家醫療的資源整合。

Therapeutics，不僅讓華廣在未花一毛錢的情況
下，讓「BIONIME」聲名遠播，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提高經銷商的信心，「BIONIME」品牌形象也隨之
提升。
同時這項結果也證明了華廣血糖儀在量產後的

將權利金當成廣告費也值得
「在成熟市場中，小品牌真的很難進入。」黃椿木
解釋，在不同的國家與市場型態中，行銷策略也會
有所調整。

短短３年內，品質已達國際級的技術水準，甚至領

例如在新興市場，「BIONIME」多是從醫院通路

先已經投入１、20年的國際大廠，印證華廣兼具高

開始發展，再逐步推廣至零售市場，因此相較於美

品質產品與高競爭力成本的優勢。

國、德國等幾乎８、９成營收來自零售的成熟市場，
反而在新興市場中，不易與大廠競爭，更能利用自

技術優異 吸引國際大廠合作
「因為產品有優異性，銷售狀況相當好，也推

來得好。

升了『BIONIME』的品牌發展。」黃椿木坦言，至今

目前全球血糖儀前５品牌大廠，共占有全球近９成

「BIONIME」品牌能夠做得起來，都是靠著產品的

的市占率，但在烏克蘭、白俄羅斯、伊朗等許多新興

優勢來行銷，或者也可以說是「自然形成」的。

市場中，「BIONIME」的市占率卻可高達３成以上；

通常自行開發的新產品，初期根本沒有代工市

以中國市場為例，目前「BIONIME」市占率雖僅約

場，必須透過多年的產品推廣，建立自有品牌，在

5%，卻已是位居３家國際大廠之後，並高出台灣競

市場上製造聲量和能見度，才能吸引代工訂單與

爭同業的銷售總和，每年還有30%~40%的成長。

機會。但以目前華廣的營收，有９成以上都是來自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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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產品優勢向消費者推廣，銷售成績也較成熟市場

除了新興市場外，占有全球半數血糖儀消費規模
的美國，自然是華廣接下來想要發展的市場。若能

華廣生技

透過與GE合作的雙品牌策略，以「BIONIME」主攻

各地的銷售成長狀況有所差距，連品牌效益也跟著

新興市場、GE品牌耕耘美國等成熟市場，將可收到

降低。

「各取所需、相輔相成」之效。

以中國為例，原是一個省歸屬一家經銷商負責，

於是，以GE的品牌加上華廣的品質，在當時即

但是當市場需求愈來愈大時，部分資金有限的經銷

合理預估可以搶占1/10的美國血糖儀市場，即使是

商就會受到醫療院所積壓款項，而無法再去擴展更

「將權利金當成廣告費也都值得，因為花一大筆廣

大的市場。

告費在美國打自己『BIONIME』的品牌也不見得有
效。」

1

「如果用到對的手法，大家就會做得很愉快；要
是用了不對的手法，成長規模就一直上不來。」針

只是沒想到的是，美國健保制度變更後，血糖儀

對發生在各地經銷商身上的類似問題，黃椿木的解

價格被大幅壓低，不但造成市場結構完全改變，整

決方式是將既定市場範圍再細分，讓原經銷商繼續

個產品供應鏈也受限於還在持續因應調整，導致華

經營既有客戶，再將其他醫院劃分給新經銷商來營

廣在美國推出的新品遭受衝擊、影響獲利。「這可

運，藉以擴大市場與銷售業績。

以說是做品牌之後遇到的最大挫折！」黃椿木說。

然而這不只是資金問題，包括經銷商的行銷能
力、通路、人才等，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狀況；因此，

調整通路結構 創造品牌再成長
從自創品牌、將產品行銷至全球，到爭取品牌合作
與代工機會，10年下來華廣在血糖儀市場占有一席
之地後，希望未來能進一步擴增規模、發展品牌。

就品牌商的角度，華廣希望能透過品牌的重新整
合，擬定出全球性行銷策略，提高品牌價值與溝通
效益的輔導方向。
史 孟 康 表 示，為 華 廣 進 行 初 期 的 品 牌 審 查

美商方策顧問台灣分公司策略暨執行總監史孟

時，他發現部分經 銷商是很有方法地推 廣經營

康指出，華廣生技就像許多台灣企業在轉型或成長

「BIONIME」，但有些經銷商卻只是將「BIONIME」

時，由於目標市場多在海外，不只要面對國際化的

當成是眾多代理產品的其中一項來銷售而已，在行

問題，同時在資源並不充裕的情況下，也需要搭配

銷的配合度及效果上也就會產生落差。

行銷策略來推廣。

即使經銷商的能力與態度參差不齊，但也代表著

目前華廣在全球建構的通路，大多採取和經銷商

華廣必須由自己先制定出更清楚、有系統的行銷方

合作的模式，快速打入當地市場，並在數年之間創

式，調整通路的運作結構，進而幫助經銷商、甚至

造出不錯的成績。

選擇更優質的經銷商，才能創造「BIONIME」品牌

然而黃椿木也觀察到，過去「BIONIME」採取的

的第二波成長。

區域化行銷模式，是讓各國的經銷商主導當地市
場，並由華廣提供相關行銷支援。這種分散式的做
法，不僅使得行銷策略與執行未能同步一致，導致

單項產品突擊市場的祕訣
就如同史孟康所言，血糖儀看起來雖是個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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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放在醫材行等店頭裡面賣就可以了；而且
醫院與零售通路之間的行銷做法，既有相互影響的
關係，卻也有很大的差異。

往台灣醫材行選購血糖機，發現除非消費者已有指

在產品銷售上，血糖儀除了是醫療器材產品，銷

定的品牌偏好，否則醫材行銷售人員大多會推薦醫

往各國時都需要經過當地政府單位核准才可販售。

院使用品牌或進口品牌。如果消費者有價格上的考

由於在產業發展演進下，市場多由國際大廠把持，

量，才會輪到本地品牌出線。

所以這些大廠們藉由多元化的產品線，可以透過更
彈性的產品組合及銷售條件，打進醫院通路。
好比有的大廠在藥品或營養品方面，具有不錯的
品質與知名度，就可順勢將血糖儀一起推廣至醫療
通路中；然而華廣僅有血糖儀的單項產品，就更需
要強調產品技術的特殊性，並配合有效的品牌策略
來突破。

「這就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要打破這樣的思
維，讓消費者能了解挑選血糖儀應該要注重產品本
身的性能。」史孟康說。
所以，在 零 售通 路上 的 行銷 改 善，也 是 提 升
「BIONIME」品牌的一大重點。
特別是在產品溝通的「內容」
（content）上，必須
拿掉過去常用的技術性話語，改以消費者能夠理
解、接受的形式，清楚介定出華廣應該提出什麼樣

產品品質擦亮品牌價值
近 來 在 中 國 等 地，華 廣 直 接 挺 進 醫 院，將

此外，透過與經銷通路的溝通互動，除了讓經

「BIONIME」和醫院使用的生化儀進行測試比對，

銷商了解產品的獨特性，並能在消費者前來選購

對醫護人員深植「BIONIME比其他產品更好」的信

時傳達出「BIONIME」可提供的價值，突顯能夠為

念，也就是以產品技術面來支持品牌發展。

消費者帶來的「精準度」利益，進而提升消費者對

儘管在國際大廠環伺下，目前「BIONIME」在醫

「BIONIME」的品牌信任度。

療通路上並未有顯著優勢，但特別的是，當糖尿病

因此無論是醫療通路或零售通路，醫院裡的醫護

患或使用者在選購血糖儀時，多會參照就診醫院所

人員以及醫材行的銷售人員，對於消費者的決定都

使用的品牌去購買。因為多數人會認為，專業醫療

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影響，而這正是華廣尋求成長時

院所使用的產品一定是品質較好、值得信任，這也

所要克服的挑戰。

使得華廣必須細膩經營醫療通路，才能影響消費者
的選擇方向。

黃椿木體認從過去的產品技術導向，轉為未來的
市場行銷導向，必須要以產品品質為基礎，更需要

但即使「BIONIME」產品技術真的很獨特，這份

各項資源與企業本身的投入配合；尤其在未來醫療

價值能否在零售通路中顯現出來，亦成為華廣的一

器材必定走向優質、平價的趨勢下，透過品牌的發

大挑戰。

展與經營，才能提升品牌價值，成為企業持續發展

史孟康曾與華廣生技人員一同扮演消費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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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銷溝通「內容」。

的憑藉。

華廣生技

成功
關鍵解析

【美商方策顧問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史孟康

以技術品質為本
運用品牌策略創新價值
在代工與生產製造所累積的產業特性下，華廣擁有革命性與突破性的技術，正是能與國際大
廠平起平坐的實力。但史孟康認為，華廣面對國際性的市場競爭，過去採用的行銷通路與品牌策
略，也面臨必須調整的階段。
由於經銷商具有不同的素質及能力，突顯出企業成長與品牌發展受阻的情況，因此美商方策從
品牌審查開始，釐清「BIONIME」的品牌定位和策略，同時透過市場分析，找出華廣可以運用的行
銷模式及方法，進而提出具有一致性的品牌溝通策略與系統，才能更有效地將「BIONIME」推展
到世界各地。
在醫材產業的特性下，「BIONIME」需要兼顧專業及一般零售的不同通路。史孟康表示，透過
與專業醫護人員和經銷商的溝通互動，以及擬定出更適合消費者的溝通內容，才能促進消費者對
於「BIONIME」產品特性的了解與品牌的信任度，創造更高的品牌價值。

「BIONIME」品牌溝通策略

A

準確度
準

B

新一代試片（Next-Gen Strip）
新

優點：
• IDT第三方報告佐證

優點：
• 獨特專利科技

訊息概念：
最準確 (IDT報告)
HDST 信號科技

訊息概念：
新一代試片
廣受全球糖尿病患者喜愛新一
代試片

資料提供：美商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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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采實業

重練商標布局 護己禦敵躍國際
看到自己苦心研發的咖啡紗產品不斷被仿冒，興采找來智財專家協助解決產品仿冒、品牌搶註
風險、營業秘密保護不夠完整的問題，利用專利、商標等智財權重新布局品牌，為日後上櫃先
立下大公司應該具備的周延智財制度。

Proﬁle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咖啡渣 能除臭，你要不要把咖啡渣放進布料裡試試看效
1989年成立

官網：www.singtex.com
主力商品：環保機能性紡織品、從紗線到布
料及成衣，包括S.Café®環保咖
啡紗、eco2sy®環保保暖棉、AEx
Technology®
大事紀：
•1993年 開發機能性布料
•1994年 自創品牌SINGTEX 5000®

果？」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美惠某天在咖啡店喝
著咖啡，看到有人向店家索取咖啡渣除臭，於是靈光乍現，驀
地對丈夫興采總經理陳國欽丟出這句話。
陳國欽立刻組團隊，認真研究從咖啡店回收來的咖啡渣，找
出渣內奈米孔洞的低溫碳化結構，結合由回收寶特瓶製成的

•2006年 研發大樓落成
•2008年 獲第五屆台灣優良品牌獎、經濟部產
科獎優等創新企業獎及中小企業創新
研究獎

聚酯纖維，發展出能夠除臭、吸濕、抗菌、抗UV效果的新款機
能性特殊纖維，成為全世界唯一取得專利的咖啡紗。他身體力

•2009年 S.Café®系列產品正式推出
•2011年 SINGTEX®獲建國百年台灣百大品
牌，S.Café®獲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
展金牌獎及特別獎、德國紐倫堡國際
發明展金牌獎
•2012年

S.Café®獲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
牌獎及特別獎

行地將太太的創意發想，化為研發產品的實際行動。

低碳排、零廢棄的環保布料
３杯咖啡渣加上12支寶特瓶，光用這兩項回收材料就能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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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采實業

專家
視野

智財布局是品牌發展的內容之一，尤其是做研發的企業必須懂得
管理智財，進行基本面的支撐。不然一旦打出品牌，若缺少智財
布局的防護與攻擊，則會被競爭對手指控侵權。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一件夾克所需要的咖啡紗布料。

啡油成分，使布料散發淡淡的咖啡香；不過一旦被

而且煮咖啡剩下來的咖啡渣，在生豆狀態時，經

汗水浸濕，油汗混合後就會發酵變成臭味。所以，

過低於攝氏200度的二爆烘焙，早已呈現均勻的烤

陳國欽蒐集客戶的使用意見，持續改善咖啡紗浸

焦狀態，所以並不需要像竹子、椰子那般，為了快速

濕汗水發臭的問題，找出從咖啡渣萃取咖啡油的方

取得竹碳、椰碳，必須進行800度的高溫碳化。

法，再將咖啡油委託其他業者進行再次利用，加工

此外，興采使用的咖啡渣，都是員工在上班途中

做成肥皂、洗髮精等美容保養品。

順路向咖啡店回收取得的。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零廢棄的環保表現上，咖啡紗絕對是個優等生。
人類喝咖啡喝了1000多年，現在全球每天有超過
10億人飲用咖啡，但是只有興采掌握「把咖啡穿在
身上」的本事。

走不一樣的路 為環保永續做創新
咖啡紗把興采的知名度帶上最高點，在媒體的爭
相報導下，也讓更多一般大眾認識了它。
不過，興采並不是因為咖啡紗一舉得名；在還沒

興采從2005年展開咖啡紗的研發，歷經８代產品

發明咖啡紗之前，長期發展防水透氣複合薄膜技

的開發，到了2009年才將掛有「S.Café®」品牌的咖

術的興采，就以防水、透濕、透氣的「SINGTEX®」

啡紗上市，引發業界關注、討論這項新的纖維材質，

機能布，在國際機能性布料市場攻下穩固的供應

並在2011、2012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德國紐倫堡、

商地位，早已是Patagonia、Timberland、The North

瑞士日內瓦的國際發明大獎。

Face、Adidas、Nike、Puma等國際性戶外機能性服

目前興采的咖啡紗是第九代產品，除了具備為人

飾及運動服飾品牌大廠ODM的長期合作夥伴。

體帶來舒適感的多元機能性外，亦能透過環保染助

紡織專業技術出身的陳國欽，與賴美惠在學生時

劑染成五顏六色，突破過去只能做成黑、灰、咖啡

代即是學校合唱團的團長與團花。唱歌是他們夫妻

色的限制；但是，陳國欽卻認為咖啡紗應該還要表

的共同興趣，當兩人創立興采後，就以紡紗機運轉

現得更好。

出的聲音旋律，發想出期待世界更美好的「Singing

興采一開始推出的咖啡紗，奈米結構中仍含有咖

a lovely textile song」
（唱一首紡織愛樂）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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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采品牌推手陳國欽體認到智慧財產策略布局有助公司與國際客戶進
行深度接軌。

slogan，為興采「SINGTEX」英文品牌的濫觴。

由 於「S I N G T E X ®」防 水 透 濕 透 氣 布 料、

「從公司命名到後來產品發展走向，代表興采與

「S.Café®」咖啡紗、「eco2sy®」科技保暖棉，都是

創辦人（陳國欽）想走不一樣的路！」興采總經理室

能與歐美機能布媲美的利基商品。像叫好又叫座的

執行祕書胡孝廷解釋「SINGTEX」命名由來，點出

咖啡紗，被Timberland、TNF、Asics、Hugo Boss、

興采不同於業界剛性風氣的感性企業文化。

Giant、New Balance等百餘家國內外大品牌指定用

在抱持「走不一樣的路」的信念下，陳國欽往研

於服飾、鞋子。「這是因為我們咖啡紗的高附加價

發領域深度探索，因為他認為興采產品的存在價值

值，只有國際品牌的價格敏感度比較契合。」胡孝

不僅要滿足人們穿著衣物的功能性（Function）與

廷說。

流行性（Fashion）需求，更重要的是還必須落實環
境保育，與地球創造共存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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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紗價格高 引來山寨抄襲

因此，興采立足咖啡紗的專利技術, 研發出熱帶

能賣到高價的咖啡紗，也因此引來一些布料供應

地區民眾適用的冰咖啡紗產品外，也針對寒溫帶

商的覬覦。想從咖啡紗商機分一杯羹的業者，利用

國家民眾保暖、續熱的需求，利用回收寶特瓶發展

興采參展、開放參觀總公司等機會，想盡辦法取得

100％超細環保纖維的「eco2sy®」科技保暖棉。

相關製程的資料，暗中抄襲模仿，推出低價競爭的

興采實業

咖啡紗產品。
「一開始我們不知道咖啡紗的專利被別人侵犯，
是不懂得保護自己。」胡孝廷直言。
他解釋，坊間出現許多宣稱布料有咖啡成分及相
關除臭、排汗等功用的產品；在這些山寨貨中，有
的布料僅塗上一層不知名的粉體，就宣稱是咖啡
紗；有的再經過高溫碳化程序，卻宣稱是節能減碳
的製造過程。
「我們拿這些市場上的咖啡紗送去第三方公證
機構檢驗，他們宣稱的功能不耐水洗，功能經水洗
即大幅度降低，而我們咖啡紗的功能都經得起上百
次的洗滌。」胡孝廷強調。
仿冒品不僅嚴重影響「S.Café®」等品牌營收，劣
質仿冒品亦間接影響「S.Café®」等品牌形象。為了
遏阻不斷冒出市場的仿冒品，興采必須花時間、花
金錢，找出山寨貨送驗、追查來源、處理智財相關

興采利用回收的咖啡渣、寶特瓶，製成有除臭、吸濕、抗菌、抗UV效
果的咖啡紗布料。

爭議。胡孝廷坦言，興采做這些對抗山寨的事情覺
得很累，「如果一開始就懂得去保護苦心研發的品

後，才開始回頭檢視自己的專利、商標布局、營業

牌產品，後面就不用爭議了！」

秘密管理等智財面向有沒有做好。
由於上櫃是興采接下來的目標，但是作為一間準

先衝研發生產 智財布局腳步卻跟不上

備上櫃的企業，興采必須先檢核內部制度是否具備

以機能性布料起家的興采，是一家以研發技術為

上市櫃公司一樣的規格。這才發現自己法務部門編

核心本位的企業，過去全心專攻研發，生產出能迎

制不足，而無法全面管理整合智財相關事務，因此

合時尚流行的機能布料，即使為防水透濕透氣布

透過參加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尋求資策會科

料、咖啡紗、保暖棉做了品牌，仍未意識到在智慧

技法律研究所（以下稱資策會科法所）的品牌智財

財產權例如商標、專利領域做出完整布局的重要

輔導，希望藉此提升品牌發展第一線員工的智財認

性，致使那些沒有咖啡紗know-how的業者能從智

知能力，並進行完善國際智財布局，有效保護興采

財保護的漏縫中，出拳打游擊。

實業的多元品牌及關鍵的研發成果。

胡孝廷不諱言興采與大多數的台灣廠商一樣，在

資策會科法所在接受興采尋求品牌智財能量提

研發、生產領域衝得很快，直到在市場打下一片天

升、跨國商標布局分析的輔導案需求後，數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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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的獨特性設計因而外流，不僅喪失研發競爭
優勢，還可能損失客戶大廠訂單，甚至毀損品牌形
象。
資策會科法所擔心發生的狀況，有部分是興采
曾經發生的事實。「我們創辦人很open mind（心胸
開放），同仁也很友善，公司裡沒有特別進行營業
秘密保護及管理作法，也因此在有些場合中，這些
copycat（抄襲仿效者）會發現我們提出的任何構想
與方向，他們也跟著做，然後搶較低價的市場。」胡
孝廷說，雖然興采本來就無法經營所有市場，但總
覺得不舒服，畢竟過去投入很大的預算、人力，研發
技術、經營市場，所以無論如何從現在起都要加強
公司內部品牌智財認知這塊領域。
興采總經理室執行祕書胡孝廷強調，企業應及早透過智財布局保護苦
心研發的品牌產品，才能避免技術與產品被他人抄襲濫用。

經營者帶頭重新認識品牌智財
加強認知，就從課堂開始。由於興采從創辦人到
員工，對品牌智財的認知幾乎是一張白紙，資策會

興采進行訪談溝通、密切會議，針對興采進行個案

科法所規劃品牌智財認知課程時，找來國內外紡

智財分析，並配合興采品牌實際經營管理需求，擬

織業相關案例當作教材，讓興采員工的學習特別有

定輔導執行內容兩大主軸，分別為對內「品牌智財

感。

認知輔導」及對外「品牌智財策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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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案例，眼睛都亮了，甚至一些主管感

在品牌智財認知輔導部分，資策會科法所品牌智

覺到資策會科法所比我們還更了解公司。」胡孝廷

財顧問經過訪談後，發現興采掌握的防水透氣複

說，本來這些規定參加課程的副理級以上主管，覺

合薄膜技術及環保咖啡紗相關專利與技術，僅針對

得要花費半天上課很浪費，但是後來上完課後，他

部分技術內容註冊專利加以保護，至於其他機密技

們都覺得課程超棒、收獲很多，還問資策會科法所

術、製程，並無採取對應保護及管理的措施。

能不能再多辦幾場。

資策會科法所品牌智財顧問點出，在此機密防護

從營業秘密課程中瞭解到保護營業祕密的重要

漏洞下，一旦對外參展、開放參觀，以及在委外生

性後，興采馬上為研發、財務等重要部門強化門禁

產製造、設計過程中，沒有做好機密保護管理，很

管控，讓過去每位員工、來訪賓客在公司內輕易穿

有可能讓內部機密技術、製程，甚或品牌客戶委託

梭自如的狀況不再發生；同時，針對物料清單BOM

興采實業

表，設定瀏覽權限，控管資料不外流。
興采之所以能在品牌智財上，立即做出改進的措
施，主要是因為陳國欽全力支持這項品牌智財輔導
工作。
例如在各系列智財認知課程中，陳國欽帶頭全程

1

參加、努力做筆記，「過去我自己錯過很多這種上
課機會，但是我也一定要學習管理智財。」他自認
以往他想到的都做發明、做專利，並未多設想其他
智財，也搞不清楚自己辛苦研發的成果到底是要用
商標、專利，還是營業秘密去管理。現在上完課程

Timberland為興采特製一款咖啡外帶杯造型的「S.Café®」吊牌，讓
Timberland的消費者看見興采的品牌商標，增加市場曝光度。

後，他才恍然大悟，大力認同「深入了解智慧財產
觀念後，做好智慧財產策略布局，才能跟國際客戶
接軌得更深入、更全面。」。
陳國欽笑說，自己是個秘密是藏不住的人，因為
太喜歡分享，常常在公開場合講出興采的研發秘
密，「我們的專利被拷貝，是因為他們太喜歡我們
的產品，叫座才會被拷貝。」

興采的客戶遍及北美、歐洲、日本、香港市場等
世界知名運動品牌商，許多國際大廠甚至找上興采
合作共同品牌策略(co-branding)。
例如英國超級足球聯賽百年豪門球隊─利物浦
足球俱樂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推出使用興

不過，把品牌視野看得更遠的他認為，好的專利

采咖啡紗製成的球衣，興采更特地為其設計專屬

要有好的行銷，即使專利被拷貝，但只要行銷走在

「S.Café®」吊牌，讓「S.Café®」與「LFC」的品牌

前面，那些抄襲者永遠只能尾隨在後「割稻子尾」

一起在國際殿堂發光發熱。

而已，「所以我們不能只當農夫，應該要有更深耕
的東西推出去，那就是無遠弗屆的品牌力。」

興采憑著有故事性、功能性的咖啡紗，讓合作
客戶願意在產品上秀出「S.Café®」吊牌，以類似
「intel inside」的做法，讓終端消費者看到興采的品

完整布局國際商標
為共同品牌效益加分
但是品牌力要如何去經營，讓它更進步、更美
好？資策會科法所品牌智財顧問建議興采應先將已

牌商標，知道自己買的是具有環保、功能性的產品，
進而促使原本B2B的品牌經營效益，擴散到C端消
費者身上，透過共同品牌策略的加持，快速在國際
市場曝光。

打入國際市場的相關品牌，進行完整商標布局，為

不過，隨著品牌能見度提升、品牌策略聯盟機

辛苦努力經營的品牌提供後盾，保護並提升品牌形

會增加，興采如何完整保護自有品牌、維護品牌形

象。

象，將成為品牌經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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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科法所提供的「品牌智財策略輔導」，將
擔綱啟動興采著墨品牌經營的重要角色，並告訴興
采如何因應品牌發展狀況及需求，進行更完善且有
效的國際商標布局，完整保護多元品牌，提升與國
際知名大廠共同品牌策略聯盟的能量。
資策會科法所品牌智財顧問指出，輔導興采進行
認識品牌智財策略過程中，首先協助興采盤點各商
標的國際註冊保護現況，然後再依照不同國家銷售
市場及品牌行銷策略，評估在不同地區是否有進行
各品牌的商標註冊保護，針對已有註冊的商標，檢
視有沒有做好完整的註冊類別保護，或是從一些開
發性低的市場，評估商標存在及支付商標延展費用
的必要性，詳盡提醒興采商標布局、管理維護的重
要性。
例如興采的咖啡油能用於生產美容保養、化妝
品，因此在《商標法》規定的45類商品及服務類別

內衣品牌華歌爾使用興采咖啡紗製成內衣，藉助「S.Café®」品牌行銷
愛護地球的企業社會責任。

量的重點。」
東風吹，戰鼓擂，全球市場已經進入品牌大戰。
每一家打品牌的企業都必須認知，這是一場「不做
則敗、不改則退」的持久戰。

中，「S.Café®」商標若要使用於美容保養、化妝品

陳國欽強調，台灣大型企業像鴻海，都有自己的

等產品，並得到商標保護，原有的第23類紡織用紗

大型智財團隊，但是中小企業本身的智財力量不

及線商標註冊即有不足，興采還須跨入第３類化妝

足，而政府能夠提出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協助中小

品註冊才能得到完整保護。

企業檢視、盤整品牌，重新做智財戰略布局後，最

雖然現在興采還在計畫是否行銷掛有
「S.Café®」商標的咖啡油化妝品，但是透過此次
的輔導後，興采決定先將「S.Café®」商標註冊於第
３類，為未來可能進行的多角化經營預做布局。

重要的是還可發現如何運用各類智財權進行品牌
產品保護及價值的提升。
「這個策略布局力量能夠整合起來，運用方法得
宜，其實能為競爭者製造進入市場的高障礙。」他
把智財布局視為探照燈、保鏢，當企業征戰市場宛

智財布局照亮來路、對付敵人來襲
資策會科法所表示，商標一定要先布局，不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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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進入叢林裡，需要探照燈照亮來路、保鏢對付敵
人來襲，才能保護研發人員衝過難關。

別人搶先註冊了，就無法再接下共同品牌策略合作

打品牌，術業有專攻！興采正布設攻擊制敵、守

客戶的訂單。「如果連品牌商標的保護都做不好，

備防護、後勤補給、戰力養成等重要位置，打好未

要如何告訴客戶你在打品牌，這是所有企業應該考

來的企業贏局。

興采實業

品牌發展
成功關鍵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務專人專職

捍衛品牌智財有方

做研發、製造起家的企業，通常會將營運重點擺在推出產品、提高市占，而忘了做品
牌智財相關策略，直到邁向國際大廠後，才會發現品牌智財的重要性。
資策會科法所指出，多數產業對無形體的智財，相對比較無感，甚至存著「只
要品牌夠大、產品夠好，就一定會有營收」、「做專利等於做智財」的錯誤觀念。
「專利、商標等智財事項是法律領域，需要法務專人處理！」資策會科法所強
調，現在台灣很多中小企業甚至是知名公司，都是研發或行銷兼法務，但是工程師
或行銷業務不一定能看出智財權在布局上的完整性，一旦在不知情狀況下發生侵權被
告，被請求損害賠償，公司都要付出不小代價。
過去興采並未設全職法務部門，像研發單位除了做專利之外，有時還兼做商標申請及管理，常

興采法務人員正統合、
管理咖啡紗的智財，保

導致各部門各行其道，差點出現同樣商標在同樣類別重複申請，或者漏掉其他類別的申請註冊。

護品牌獨特性。

在品牌智財認知及策略的輔導中，興采意識到成立法務部門的重要性，因而在最短的時間內推
動成立法務部門，初期先設置一名法務人員，整合處理專利、商標等智財工作，日後則視業務需求
量增設人員。
企業懂得重視法務，由專人專職管理及運用智財權，才能在品牌發展路上走得長遠。

客製化智財教育訓練
Step

1

藉由訪談，瞭解廠
商品牌發展困境及
智財需求。

Step

2

依據廠商品牌產品、經營
現況、前述品牌發展困
境及業務上智財權需求
比重，進行廠商品牌發展
上所需的智財權觀念說明
（包含申請註冊、保護布
局、維權管理、侵權因應
等面向）。
．例如品牌logo或名稱可
藉由商標權進行保護，但
在商標註冊後應如何有效
維權及使用管理，避免被
廢止註冊商標，品牌失去
保護。
．例如品牌產品除了利用
商標權以外，同時可以運
用設計專利註冊布局，交
叉運用不同權利別有效保
護品牌產品設計。

Step

3

課程內容設計利用與廠商
產業相關之案例分享(包
含最新新聞動向、智慧局
審查基準、法院判決趨勢
等)，以貼近員工第一線工
作所觸及之智財事件，有
效提升品牌發展上智財認
知程度。

Step

4

最後，透過課前、課後分
別測驗，加深員工課程知
識的印象，並且督促員工
積極學習。

資料提供：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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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淵企業

拚品牌發展 進擊利基市場
以「膠」起家的德淵企業，生產「3秒膠®」、「合得樂®」、「合得妙®」等馳名業界的產
品，廣泛用於生活日用、汽車、電子等產品的黏合膠裝用途，搞定顧客「黏」的需求。如今，
德淵將以品牌力量，與顧客發生「如膠似漆」的關係。

Proﬁle

3

秒膠®」，這一個家喻戶曉的瞬間接著劑，卻顯少人知

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6年成立

官網：www.texyear.com
主力商品：「合得妙®」環保熱熔膠、「3秒膠®」
「合得樂®」特用化學品、「equs®」
醫療器材

道它其實是由德淵企業所創造出來的產品。

成立於1976年的德淵，早期以代理高性能接著劑的貿易商

起家。德淵董事長林啟琛笑著說，為了強調瞬間接著劑的快乾

大事紀：
•1976年

成立德淵貿易、德圓貿易，此為公司
的前身，進口日本高性能接著劑

性能，而有為產品取名「3秒膠®」的點子，爾後這樣的幽默創

•1979年

德淵貿易改組為德淵化工，生產車窗
玻璃填縫膠、缺氧® 嫌氣性接著劑、
合得樂® 兩液型構造用接著劑；成立
化工廠，研製各種黏膠

意還出現於「合得樂®」
（結構膠）、「合得妙®」
（熱熔膠、感壓

•1986年 與工研院合作開發3秒®、3妙®瞬間
接著劑
•1991年 德圓貿易、德淵化工合併為德淵企業

膠）等產品名稱上。
從純粹的貿易代理商跨入黏著劑製造，能有今日的成就，林
啟琛認為應歸功切入研發及開拓市場所賜。

•2000年 榮獲經濟部小巨人獎
•2012年 醫療器材─微電腦高壓蒸氣滅菌鍋獲
選台灣精品獎

他表示，德淵之所以進入研發領域，有內外兩個因素，「在外
在大環境方面，當時台灣處於對日貿易逆差，進口商必須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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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視野

工業製造商做B2B市場，一般終端消費者較少見到它們的產品。
但這些製造商也必須發展品牌，利用「intel inside」的品牌行銷
方式，可為自有品牌打出知名度。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口實績才能進口物品；內在因素方面上，研發部門

進行銷售，在其它國家則使用企業品牌「德淵TEX

發現，德淵也有能力自行研發與部分進口膠類一樣

YEAR」做為產品品牌；另外除了自有品牌外，也同

的產品。」

步進行代工事業。

綜合上述這兩項因素，德淵決定展開研發，設立

隨著愈趨嚴苛的環保要求，德淵的熱熔膠比起其

化工製造廠，希望在台灣本地研發生產新產品，取

它黏著劑，更具備易儲存、易搬運、環保等優點，應

代進口品之後，並以自有產品征戰國際市場。

用層面因而不斷擴大，像產品包裝、吸管黏附、紙
尿褲與衛生棉的棉條、書本膠裝、食品包裝、電子

研發借力使力 發展利基產品
德淵最早研發出來的黏著劑產品是汽車用填縫
膠及以第二代壓克力樹脂為基材、俗稱「AB膠」的

元件固定、汽車內飾件的貼合，以及近年來製鞋業
使用的部分溶劑型膠水，都逐漸被熱熔膠取代，成
為利基市場商品。

結構膠，不過當時在資源受限、研發投資的回收較

德淵以熱熔膠為核心產品，延伸發展出感壓膠、

難預期下，德淵必須借力使力，找上工研院化工所

瞬間膠、光硬化黏著劑與塗料等各式黏著劑，以及

合作研發，共同開發嫌氣性接著劑及瞬間接著劑，

電子特化品；近年進行多角化布局，進軍綠能材料

也就是眾人耳熟能詳的「3秒膠®」。

及醫療器材產品，而近期新開發的微電腦高壓蒸氣

「這項研發案的營業獲利雖然不大，但是卻成

滅菌鍋產品，還獲得台灣精品獎的肯定。

功累積了產品研發的經驗與能量，為接下來極為

林啟琛指出，在德淵內部，研發是最重要的單

成功的研發案奠定雄厚的基礎。」林啟琛說，德淵

位，最優秀的人力都配置在研發部門，由高分子工

發展至今，以熱熔膠、高性能黏著劑取得優勢競

程、化工、機械與電子碩博士等36位菁英所組成的

爭，成為國內專業的黏著劑領導廠商、最大的熱

研發團隊，已累積65項研發專利，「我們規定不論

熔膠廠商。

是化工產品或醫材產品，每月都要檢討開發進度、

站穩市場龍頭地位後，德淵接下來為了做出市
場區隔，針對台灣、中國市場以「合得妙®」品牌

成果及要如何達成目標？所倚靠的動力就是研發及
市場開發，這也是企業成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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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淵品牌推手林啟琛建議
企業在擴展海外市場之
前，務必先做好品牌基本
功，落實單一品牌策略行
銷全球。

然而台灣內銷市場終究還是有侷限，德淵也意

當產品進入成熟期、大量生產的時候，德淵不以

識到企業經營的格局必須放在全球市場，因此在

擁有強大、有效率的製造力為滿足，而是繼續走向

重視研發外，德淵也加強行銷及國際布局。「展望

「製造業服務化」，提供客戶不僅是現有產品的服

全球市場的拓展，OEM、ODM完全受限於客戶，只

務，還有客制化的整體技術服務方案，針對客戶不

能有微薄的加工利潤，惟有開創並推動自有品牌的

同的需求、新產品的開發、新設備製程的導入，開

發展，才能創造產品的價值，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利

發符合客戶不同階段所需求的黏著劑產品，滿足客

潤。」林啟琛說。

戶現有及未來發展所需，提升整體競爭力。
林啟琛特別強調，其實早在公司草創初期，創辦

分散倚外風險 發展品牌提高利潤
德淵目前的產品有80%出口，其中OEM代工比

好規劃，所以非常重視自有品牌的建立，才會陸續

例佔66%，等於生計大部分都掌握在別人手裡，這

產生包括「3秒膠®」、「缺氧®」、「合得樂®」、「合

也促使我們想要加速發展自有品牌的決心。德淵總

得妙®」等自有品牌，「不過，這些品牌其實缺乏完

管理處協理曹連第說，德淵的行銷策略布局採自

整的品牌發展系統，必須有更完善的發展計畫，才

有品牌、代工雙軌併行，在開發中國家耕耘自有品

能建立起可與美國3M或德國漢高等國際大廠競爭

牌，而對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發展，除現有OEM、

的強勢品牌價值，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ODM業務外，也積極拓展自有品牌，另外也同時積
極申請專利，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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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蕭錦聰先生就已經為公司及產品的永續經營做

以自有品牌進入其它新興國家與中國市場，如
此方可擁有較高的利益及市場主導權。於是，德

德淵企業

熱熔膠至今仍是德淵的核心技術產品。

德淵切入醫療器材領域，開發因應牙科、手術室滅菌需求的微電
德淵切入醫療器材領域 開發因應牙科 手術室滅菌需求的微電
腦高壓蒸氣滅菌鍋。

淵開始著手規劃品牌發展計畫，期望能加速品牌

展的戰略架構，健全品牌管理概念」，當時是由智

價值能量。

榮基金會輔導，光是德淵內部進行凝聚共識，就整
整花了一年。

先凝聚共識 建立品牌共同語言

「從OEM或ODM，再到OBM的轉變，對企業來

德淵在2012年主動接觸、參加了經濟部工業局

說，是一場變革。」資深顧問師從過去輔導傳統製

「協助企業發展國際品牌推動計畫」的輔導，把過

造業的經驗來看，最重要的第一堂課往往在於協助

去發展品牌的工作，加入策略規劃、智財管理、形

企業釐清目標、凝聚共識，並且對企業不停地「洗

象與商品設計，也有了更完整的品牌發展配套。

腦」，讓企業了解品牌的重要性及價值所在，這樣

負責輔導德淵的智策慧行銷顧問公司首席顧問

才能再順利展開後續的品牌發展計畫。

陳茂鴻表示，包括德淵在內的台灣企業，在發展品

「給魚吃，不如教他釣魚！」資深顧問師協助德

牌時，由於過去專心在做製造，外銷市場也大多透

淵成立品牌小組，藉由引導式對話的工作坊，讓德

過代理商或經銷商進行銷售，所以常常缺乏取得

淵內部員工針對品牌形成共識，再一步步帶入新的

外部資訊進行差異分析；因此，智策慧輔導德淵凝

品牌概念、討論出最佳品牌決策，畢竟，顧問只可

聚「品牌共識」外，還要協助公司進行內外部分析，

能陪伴企業一段時間，企業想打造品牌，就必須有

找出所謂的「品牌組合」及建立未來品牌可發展的

跨部門的品牌小組，定期討論品牌議題。顧問師希

「品牌聖經」。

望在品牌輔導期間，讓企業的品牌小組運作順利成

2012年第一期的輔導重點為「建立企業品牌發

形，並有足夠的品牌知識、共同的品牌語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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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組合、品牌定位，以及品牌識別等輔導內容。在
市場調查項目中，點出德淵在發展品牌時，忽略從
外而內協助品牌發展的重要性，並且也讓德淵了解
到熱熔膠海外市場的拓展上，先進國家屬於成熟市
場，多被設廠於當地經營的歐美國際大廠所壟斷，
國外供應商只能以OEM方式低價銷售進入此市
場。所以，為了區隔自有品牌發展市場，德淵提出聚
焦新興市場、中國市場及鎖定利基市場為策略，希
望從中找到一條差異化的路。
智策慧協助德淵透過標竿企業與競爭者研究、全
除了產銷熱熔膠產品外，德淵也做起醫療器械用清潔消毒劑的進口銷售生意。

球重點客戶與經銷商訪談、目標市場的品牌競爭優
勢問卷調查，大量蒐集外部對德淵的品牌觀點，也

面對往後長期的品牌挑戰。
德淵與顧問攜手順利完成第一階段凝聚品牌共

讓德淵看清了未來的創新與發展機會，進而研擬出
品牌差異化與定位策略。

識的工作，曹連第回溯過去一年的歷程指出，「凝

此外，德淵旗下產品線眾多，有品牌的產品也不

聚共識的確是不小的挑戰。好比說德淵的業務員拿

少，紛沓雜亂的品牌成為德淵在發展品牌上的另

到OEM的訂單，絕對比賣自有品牌產品來得容易，

一個重點課題。因此，智策慧提出品牌組合（Brand

如今要轉換變成銷售自有品牌產品，從上到下的觀

portfolio）的概念。

念、實際作為，都得徹頭徹尾的改變。」

陳茂鴻進一步解釋，德淵現階段品牌發展關鍵問

在企業內部對新觀念、新做法的推動，最需要老

題主要在於，德淵同時以「TEX YEAR」與「合得妙

闆出面支持，以產生一呼百諾的效果。林啟琛領頭

®」在台灣、中國與其它國家銷售熱熔膠產品，同時

參加品牌小組的討論活動，讓員工意識到發展品牌

近年進入醫療器材與綠能材料領域，集團旗下品牌

是德淵全體必須共同努力完成的目標，雖然費了番

已發展超過10個自有品牌，這些品牌必須重新再整

功夫才達成品牌共識。

頓，才能形成最佳的品牌組合，達到最大綜效。目

對此肯定，林啟琛開心地說：「這是好的開始！」
德淵有了去年初步輔導成果後，今年更持續參與品
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

前，這項品牌組合工程也已完成。
然而企業處理品牌組合時，該注意哪些事項？吳
秀倫指出，企業管理品牌組合通常有主品牌、子品
牌、聯合品牌、背書品牌，公司品牌及產品品牌的

重組母子品牌 發揮價值綜效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主要進行市場調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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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決策，所以企業進行品牌組合時務必考慮，品
牌組合中的品牌是否存在重疊或不足？是否能夠在

德淵企業

1
不影響營收及利潤的情況下剔除一個品牌？是否有
一個優勢品牌能夠帶動某一市場的開發？是否有一
個區域品牌和全球品牌的最佳組合？
以德淵為例，這幾年台灣與中國市場的品牌營運

德淵以主品牌「TEX YEAR」，進行海外市場的推廣。

成績不錯，尤其在中國市場的「合得妙®」熱熔膠，
已具知名度，如何利用主品牌「TEX YEAR」與子品

團隊整合出共識、找出品牌定位，定下短、中、長期

牌「合得妙®」的組合擴大品牌效益，將是關鍵。

品牌策略目標。「整個引導討論的過程中，智策慧

陳茂鴻解釋，主品牌一般是公司品牌或產品品
牌，代表公司形象和企業產品的總體形象，具有很

也自行研發使用很多不同的品牌引導工具，非常專
業且活潑。」林啟琛說。

高的聲譽，在市場上的號召力也比較強；子品牌也

因應全球化策略，品牌需要有明確的識別度。「以

稱副品牌，指的是公司的產品品牌，代表某種產品

『合得妙®』來說，沒有好的英文名字，是很不利

的個性和形象；主、子品牌互相搭配，既可借助主品

的一塊。」林啟琛感嘆中國仿效速度快，德淵過去

牌的聲譽和實力，又能各自擁有特色。

有不少產品被快速模仿，加上德淵過去在品牌命名

他提醒，企業管理品牌組合時，要注意建立和維

上，通常以產品功能的「諧音」或強調功能性出發，

護主品牌的形象，防止主品牌被濫用，而子品牌則

然而像「3秒膠®」在中國就不能申請成為一個品牌

是要做到真正反映產品的特點，在市場上建立相對

的商標，即便翻譯成英文，也缺乏特色及識別度。

應的個性和形象，做到「名實相符」。

因此，智策慧引導德淵發想出 合得妙® 的英文
命名，像是「hold melt」之類的英文名字，除了能直

名字易記易懂 強化品牌識別度
德淵有了品牌組合的正確觀念，將「德淵合得妙
®」熱熔膠發展成為強勢品牌，讓客戶指名採用後，
接續要做的就是品牌定位。
德淵內部上下在引導式工作坊當中，討論、擬定
品牌願景價值、品牌個性、品牌文化，由品牌小組

接反應產品的功能，也希望易記易懂，強化品牌識
別度。此項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再者，為吻合品牌願景、品牌價值、品牌個性、品
牌精神等品牌內涵的一致性外在表現，並提升全球
品牌形象，這次智策慧輔導德淵發展的新全球品牌
識別，也被挹注創新元素，變得更簡單且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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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智策慧也幫德淵完整建構品牌聖經規範、
擬定形象管理策略，包含品牌內涵說明、設計使用
規範（基本系統、事務用品、公關用品、環境系統
等），期望未來有助於德淵進行全球品牌管理。
最後，隨著品牌內化與對外形象建立的完成，與
所有外界利益關係人進行溝通是重要的一哩路，所
以智策慧接下來也計畫後續協助引導德淵對集團

地，在台灣練好基本功，建立起品牌運作模式及養

全球員工，以及對外部媒體、客戶、經銷商等等進

成品牌發展人才，待未來品牌重整完成後，將落實

行溝通管理機制的建立。

單一品牌策略行銷全球 ，達到全球品牌訊息一致
性（one voice），並且強化品牌力的同時，也讓資源

做好品牌基本功 為製造業服務化奠基
「透過這次輔導，目前我們達成了『全員品牌管

林啟琛認為，台灣品牌朝國際化發展，除了企業

理』機制建立，促成品牌形象、品牌知名度全面提

本身建立發展品牌的決心、策略、持久性競爭優勢

升，也藉由品牌帶動『製造業服務化』模組與價值

外，還需要政府的強力支持。

成長機會。」林啟琛說。

「韓國三星能夠竄起，即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

他進一步強調，過去德淵專心做製造，外銷市場

機發生時，靠著韓國政府大力扶植，將OEM轉型著

也大多交給代理經銷商銷售，所以並沒有積極掌握

力於品牌，加上企業轉型品牌的決心及經營策略成

品牌終端市場的需求，也缺乏探索消費市場的調查

功，才造就出韓國品牌現在的全球領導地位。」林

與開發，導致自有品牌的銷售難有大幅度的成長。

啟琛認為德淵能夠參與品牌台灣發展計畫不僅受

從去年至今年的兩階段品牌建立過程中，德淵已

76

更集中於刀口上。

益良多，也從中獲得重新思考品牌的啟發機會。

強烈感受到藉由品牌的建立，不僅能橫向整合公司

打品牌是一場長期戰，台灣企業除了自組品牌團

跨部門組織之間對於未來公司發展的高度共識，也

隊外，有時也需要政府及專業品牌專家協助品牌管

能縱向整合主管與幹部之間對品牌認知的落差，完

理技術轉移工作，企業品牌藉由群策群力之助，才

成內部上下的品牌整合，達成最大綜效。

能加速成長。

「2012年營收額為23.99億元，其中自有品牌銷

陳茂鴻強調，雖然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品牌台

售約占34％。我們希望經由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

灣發展計畫第二期，但像德淵這類台灣隱形冠軍，

期輔導後，在接下來的2014、2015年新興市場自有

未來要躍升成強而有力的國際品牌，與全球抗衡，

品牌市占率，能有倍數成長。」林啟琛提及未來期

勢必還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但無論如何，台灣

待的同時，也建議企業在擴展海外市場之前，務必

一定要先有很多成功的品牌，才能帶動後續蓬勃發

先做好基本功，像德淵即是先把台灣當做扎根基

展。」

德淵企業

品牌發展
成功關鍵

【智策慧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陳茂鴻、吳秀倫

內部凝聚力 是品牌發展的萌芽點
智策慧此次輔導德淵做品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讓德淵成立品牌小組，形成品牌上的共
牌最
一，
，
識，再一步步帶入新的品牌概念
一
，引導德淵內部上下
上下
上下討論出最佳品牌決策。
。
陳茂鴻表示，
，德淵品牌小組在輔導期間能夠順利組軍、
、展開運作，
，並獲得足夠的品牌知識、共
、
同的品牌語言後，才能面對未來長期的品牌挑戰。
。
吳秀倫說明智策慧輔導德淵建立自有品牌，是以自創的
秀倫
，
「swem
「s
「
swem Brand.i-sec」
c」
c
」架構進行，
，強調
打品牌就是要讓企業客戶「Brand I see!
see!品牌，
，我懂了」完全搞懂品牌這件事，輔導流程共分成是
，

智策慧行銷顧問陳茂鴻

）、Brand.sys（品牌系統）
（
）、Brand.exe（品牌施行）
（
）、Brand.com（品牌傳播）
（
）
Brand.ini（品牌啟始）
４
。
４個模組。
而且，他們進一步強調，
，
一
，企業要成功推動自創品牌，非得把品牌概念深耕到每位員工的心底，而德
，
，
淵對品牌發展的積極配合，由上而下開展，團體的凝聚力才是讓品牌能夠成功發展的萌芽點。
，
。

「swem Brand.i-sec」輔導流程

swem
swe
sw
em

Brand.i-sec
Br
and.i-sec
i

Brand.

Brand
initiation
品牌啟始

Brand
system
品牌系統

Brand
execution
ecution
品牌施行

Brand
communication
品牌傳播

□品牌共識
□品牌價值
□品牌願景
□品牌組合

□品牌分析
□品牌定位
□品牌承諾
□品牌識別

□品牌能量
□品牌績效
□品牌觸點
□品牌內化

□品牌影片
□品牌公關
□品牌活動

Brand.
and. ni

sys

exe

Brand.

com

Brand.

資料提供：智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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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達科技

做好準備 力求完美亮相
慶達科技發揮底子雄厚的創新研發能力，製造出媲美歐美品質的人工牙根產品，以及完整的植
牙解決方案。接下來，慶達要靠一套完美的行銷計畫，讓自有品牌「BIOMATE」順利進入市
場，從螺絲業轉型醫材的努力，來一趟華麗轉身。
Proﬁle
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早才剛過上班打卡時間，一輛輛載著盤元的大卡車，駛

1984年成立

官網：www.shanyin.com.tw
www.biomate-device.com.tw
主力商品：汽車、3C、環保、工業用途的螺絲與
扣件，以及人工植牙相關醫材與設備

進舊稱「阿公店」的高雄岡山，交貨給當地500多家的

螺絲、螺帽業者進行加工。
岡山是全球螺絲、螺帽扣件的重要供應地，也是「什麼螺

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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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4年

設立台灣總部於高雄

．1989年

在馬來西亞檳城成立馬來西亞廠

．1997年

獲ISO 9002品質系統認證

．2006年

升級轉型進入人工牙根產業

．2007年

獲選經濟部「科專獎勵推動人工植牙（植
體）產業」輔導獎勵轉型廠商之一，並成
立京達醫材科技（BIOMATE），為推動
牙科植體及各項醫療器材品項為核心

．2011年

京達無菌針灸針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認可

．2012年

「BIOMATE」人工牙根系統取得歐盟CE
認證及通過 ISO 13485:2003 醫療器材
最高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絲、螺帽都能做」的「台灣螺絲窟」。自小在岡山長大的蘇國
材，有著大學國際貿易系的專業商學背景，退伍後回到家鄉的
螺絲廠上班，學起屬於理工領域的螺絲設計與製造，從事起螺
絲產業這一行業。
回溯當時的1980年代，與螺絲、螺帽相關的成型、模具、熱
處理、電鍍等相關周邊產業，群聚岡山，形成螺絲、螺帽的產
業聚落，內外銷蓬勃發展。在當地只要有技術，創業開工廠，

慶達科技

專家
視野

品牌是需要長期布局、長期承諾，以及長期引入人員、基礎研
發、經驗、金錢等資源，至少需要發展2、30年的時間。如果懂
得在品牌、行銷領域，結合力道強勁的創新，大概花10年時間就
能讓品牌快速站起來。
～祝鳳岡（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絕對可以拿下商機、取得獲利。

工牙根產品的不二選擇。

「1984年，我哥跟我各出資10萬元，一起創業開

螺絲外型與人工牙根極為相似，不過螺絲論斤以

設慶達，從螺絲產業起步，建立起高精密零件王

百元賣，牙根植體則是論根以萬元計價。兩者比較

國。」談起當初創業的故事，慶達科技總經理蘇國

之下，顯然人工牙根是目前螺絲產業進行高值化的

材說起話來，反應快速，口吻裡透出一股為事業打

正確方向。

拚的幹勁。

服膺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不創新，即死亡」
論述的蘇國材，一心想替自家螺絲、扣件的研發製

研發力道強 追求產業高值化
任何人只要跟蘇國材談上3分鐘的話，會立即感

造，找出創新價值，於是在2006年接受政府輔導，
瞄準發展牙根、手術器械等人工植牙解決方案。

受到他投入螺絲產業的熱情與積極。「我雖然讀國

「我們做過高精密零件，知道只做代工是沒有出

貿，但是慶達最原始的4項螺絲專利，都是由我設

路！」意識到「代工模式已末路」的蘇國材，透過國

計。這些專利算是基本款，現在慶達很多新款產品

家及政府培植成立京達醫材科技（BIOMATE），發

都是這些基本款去發揮及創新。」他快步走入慶達

展「BIOMATE」自有品牌，全力衝刺製程無污染的

總部大廳裡，亮出爽朗的笑容，向記者介紹外銷歐

人工牙根植體及相關療器材產品，為螺絲事業的升

洲的各式汽車、建築、環保精密螺絲。

級轉型鋪設新出路。

放在陳列櫃裡的高精密螺絲樣品，宛若一件件做

「BIOMATE」設計出全亞洲人牙床適用的人工

工細緻的精品，具備高效能的抗腐蝕作用與極佳的

牙根尺寸規格，並選在台灣市場先深耕發展，向台

附著性，這些就是慶達這30年來累積全球80多項

灣民眾推廣品牌，等資源豐沛後，再前進亞洲市

專利、產品行銷30多國的重要成就。

場。日後，待亞洲市場穩固下來，再發展歐美市場。

在螺絲研發、製造的表現上，慶達是台灣出色的

站在技術優勢上進行轉型，慶達很快地整備原有

資優生。所以當經濟部推動螺絲產業升級轉型醫療

的螺絲專業技術，與工研院進行產研合作，透過科

器材產業時，慶達理所當然的成為政府輔導發展人

專計畫研發出製程環保、完全無毒性殘留的P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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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達董事長蔡雪紅(右)、總經理蘇國材夫婦，是帶領慶達轉型發展人工植牙解決方案「BIOMATE」品牌的關鍵人物。

精準多維雷射表面處理技術(Precise Dimension

費的付出。

Laser) ，並另外興建廠房，打造與國外醫材產業相
同製程等級的潔淨生產環境。
從進口醫療級鈦金屬材料、特製雷射表面處理

「政府選上我們，要輔導我們做人工牙根，我們

機台、超純水清洗牙根植體、全程管制落塵落菌的

很高興，但後來發現事情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原本

檢驗清洗包裝區，到牙體數位技工中心、植牙教育

的預期。人工牙根從研發、製造到要能順利上市，

訓練中心、微生物實驗室等，這些以往不可能出現

是要花上好幾億元、和好幾年的時間才辦得到的

在螺絲工廠的設備規格，全被蘇國材一項一項做起

事。」蘇國材解釋，以慶達的研發能量而言，本來預

來。

計研發出人工牙根，頂多再花兩年多時間，產品就

蘇國材強調慶達這套製程環境與設備，台灣業界
短時間內可能難以追趕得上。這些心血投入目的是
要確保所有牙根植體產品無毒性殘留，以醫療級的
最高製程在為使用者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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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延展成20年 品牌路漫長

能推出上市場，但是事後發現光是人工牙根的醫材
相關認證，準備申請認證就得花３年的時間。
牙根植體需要經過人體實驗、累積一定的試用
案例量，認證審查時間比一般醫材更久。「在國內，

不過，慶達轉型做人工牙根，雖然硬體技術與研

得委託牙醫測試用『BIOMATE』，然後還需通過

發上絕對勝任，但是卻在醫材認證上遭遇耗時、耗

C-IRB（衛生福利部人體試驗委員會主審中心）的

慶達科技

「BIOMATE」人工牙根
能發揮最佳的細胞增生
與骨整合效果。

為了提供牙醫與患者最佳的服務品質，「BIOMATE」發展出包含植體、手
術器械與跟刀手服務的「BIOMATE」人工植牙全方位解決方案。

心）的審查。」蘇國材說人工牙根醫療產業用認證

我們要攻入牙醫界，自己得先要有相當的實力才

不容易，而且通過認證後，得加深牙醫界對國產

行。」

「BIOMATE」的了解，以產品的品質堅持及整體解
決方案的用心，才能贏得牙醫界的信任。

一向積極吸收最新企業管理知識、擁有EMBA碩
士學歷的蘇國材，自知在牙醫領域打「BIOMATE」

因此，蘇國材進一步將經營人工牙根產業的「事

品牌絕對不是做螺絲產業起家的慶達，憑一己之

業」心態轉變為「志業」經營，一來以時間累積資源

力可以辦得到的事，必須要懂得「借力使力」，茁壯

努力開拓，二來藉著產品協助弱勢團體回饋社群，

「BIOMATE」品牌的實力。

於是乾脆把原本認證、上市的品牌發展２年營運計
畫時間，乘上10倍，展延成20年經營志業的計畫。

因 此，慶 達 在 2 0 12 年 申 請 品 牌 台 灣 發 展 計
畫 第一期，並 獲 得入 選，由真 觀 顧 問公司輔 導
「BIOMATE」驅動品牌價值的引擎，以及規劃進入

借力使力 發展品牌策略

市場的策略。

有了產品，就得做市場行銷；要把產品推到市

真觀顧問檢視慶達在接受輔導之前的2007年至

場，品牌是絕對必要的武器。「但是做了品牌，

2011年營運點滴，整理出「品牌高安全、產品高療

就能攻得下市場嗎？」這個疑問其實在蘇國材做

效、服務全方位、客戶高滿意、增進人類生活品牌」

「BIOMATE」品牌時，就已經思考過了。

的五大經營理念。在這段期間，慶達也已完成研發

蘇國材說，慶達做汽車零組件的生意，靠長期專
業技術與人脈關係的累積，取得汽車客戶的信任，
「醫材就跟汽車一樣，都是領域很封閉的產業，

人才的投資、製程設備的購置、技術的提升、國際
認證的陸續取得、創新專利的申請等準備工作。
緊接著，從2012年至2014年則是進行全球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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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方 說，慶 達 發 展 人 工 牙根 事 業時，必 須 先
了解人 工牙根的全球產業競 爭狀 態，知道未來
「BIOMATE」將會遇上哪些競爭對手、可以銷售哪
些產品。「這就像做碩士論文一樣，要去找文獻，做
分析歸納。」蘇國材說。
「BIOMATE」經營團隊與品牌顧問進行多次
workshop的討論後，為品牌核心精神下了「夥伴
關係」４個字的註解，期許「BIOMATE」能夠「以醫
材技術取得信任，成為友善醫師與病人的最佳夥
伴」。
「BIOMATE」倉儲室內陳列美國進口的四級純鈦，是全世界公認生物
相容性最佳的金屬，適合製造生產牙根植體。

「夥伴」兩字，存在著為了完成某種特定目的而
相互支援的緊密關係。為何會出現這般流露「服務

的布局，主要工作是在國內建立成功的推廣模式、
累積臨床案例、鎖定重點開發國家、建立國際化通
路管理部隊。

意味」的品牌核心精神呢？
蘇國材解釋，目前台灣的人工牙根市場由歐美、
韓國品牌二分天下，發展歷史悠久、名氣大的歐美

慶達的目標，是在到了2015年後，邁向集團化的

品牌，並不為牙醫提供跟刀、植體客製化等體貼

企業模式。屆時慶達將擁有高精密零組件、化工塗

服務，而傾國家之力做行銷的韓國品牌，雖然提

材與生醫器材３個子集團，而企業的社會責任、將

供跟刀手的服務，但植體品質參差不齊，售前售後

台灣品牌推向國際會是此一階段的使命工作。

服務水準也不一致；因此台灣製造的「BIOMATE」
希望以「醫師與病人的夥伴角色」，同時思考兩者

自許為 友善醫師與病人的最佳夥伴
事實上從「BIOMATE」品牌創立開始，慶達也曾
做過發展品牌的努力，但力有未逮。

「BIOMATE」有能力切入的服務性市場。
真觀顧問協助慶達向牙醫、植牙患者進行深入的

蘇國材坦言，過去慶達對「BIOMATE」品牌斷斷

市場研究，讓慶達了解牙醫與患者的需求。對牙醫

續續提出一些定位的片面看法，總是無法將這些看

而言，進行人工植牙手術時，注重器械操作容易、

法整備成為有結構的品牌系統，在落實品牌策略上

手術時間短、成功率高等因素；而植牙患者在意的

時而顯得發散而無法聚焦。但自從有了品牌顧問輔

是植體高品質、手術無疼痛、成功率高、價格適切

導後，顧問透過有系統的模組和結構協助慶達整理

等因素。

出品牌的願景、個性與發展方向，從通路與行銷等
面向切入，使行動方案具體而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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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找出歐美與韓國品牌無法勝任、而只有

必須在歐美與韓國大品牌夾擊下走出自己的路的
「BIOMATE」，將自己原有製造植體與醫材器械的

慶達科技

技術優勢、能與骨頭快速整合的高品質人工牙根植

求，要改成需求導向，不能有自己的立場。」現在慶

體，加上提供跟刀手服務、根據醫生意見客製化的

達是做製造服務業，必須多些貼心。

植體、操作更簡便的手術器械，整合出一套人工植

真觀顧問公司汪志謙總經理指出，慶達目前進入

牙的全方位解決方案，同時滿足醫病雙方的需求與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的輔導階段，火力全開主

期待。

攻「BIOMATE」的推廣行銷與品牌曝光工作。

談到滿足醫病需求時，蘇國材心有戚戚焉，因為

目前真觀顧問已經為慶達搭建好與牙醫界的聯

他就是一個害怕坐上牙科治療椅的患者，「小時候

絡橋樑，周期性的舉辦醫師工廠參觀活動、大型研

看牙醫，很怕治療時磨牙齒的『吱、吱、吱』聲，那

討會與讀書會，讓「BIOMATE」品牌團隊取得進入

是很可怕的夢魘。」

牙醫通路的鑰匙。

所以，他認為患者做人工植牙時，能不能在手術

「 我 們 做 高 精 密 螺 絲 的，專 精 領 域 有 所 不

打了麻醉，聽著音樂就睡著了，醒來就有一口好牙，

同，一開始 難 以 取得 信任，接 觸 牙醫界的 確 是

「這是多麼好、多麼舒服的夢想！」

一個相當大的挑戰，這真的需要有人幫忙架橋

另外，他也設想高齡化社會來臨，人會變老、牙口

引薦。」蘇國材表示，在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的協

不好，需要做假牙，如果原本造價不菲、被視為奢

助下，「BIOMATE」品牌團隊拿著醫療機構測試

侈品的植牙，能夠成為一般人都能負擔得起的平民

「BIOMATE」人工牙根的最新測試報告、佐證品質

化治療，缺牙的長輩就能擁有好牙口，一方面能咀

的醫學資料，拜訪台灣牙科界名醫，目前已有多所

嚼食物、攝取足夠營養、維持身體健康，另方面也

醫學大學、教學醫院、牙醫診所，與「BIOMATE」展

敢開口說話、微笑，重拾自信，保持人際關係。

開研究與試用合作計畫，和牙醫的接觸終於開花結

以人工植牙成為醫師最好的助功團隊，協助夥伴

1

果，引發良好的市場漣漪效應。

成功、協助病患「重建微笑」，成了蘇國材經營人工
牙根新事業的願景與使命。

服務導向 投其所好、多些貼心
擁有高品質的產品，接下來的挑戰，則是如何營
造同樣質感的品牌形象。大部份重視品牌形象的成
功企業，都會回應客戶的意見，迅速改進產品與服
務的品質。
「以前我們是螺絲專業領導者，做生產導向，
所以主觀意識很強，我們發展產品要客戶來配合
用。」現在做了人工牙根，要迎合牙醫、病人的需
慶達投資上億元的資金，打造製程使用的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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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國 材 強 調，「B I O M AT E」有 了 前 期 的 牙
醫夥伴後，與牙醫界逐 步建 立 良 好合作關係，
「BIOMATE」專業且服務細膩的品牌形象也一步
一腳印的在牙醫界建立起來。
「BIOMATE」一方面除了在台灣市場耕耘外，也
同時扎根中國市場，與中國的口腔醫學院校展開合
作計畫。
現在「BIOMATE」的業務根據設定好的品牌
SOP，專業且勤快地拜訪牙醫，詢問產品與器械的

練好扎實基本功 等待上市爆發能量
從2006年決定轉型進入人工牙根產業，慶達研
發生產、策劃品牌同時進行，並一路默默用心蹲馬
步練功，即將在2013年準備衝刺市場。

使用意見，然後把牙醫意見攜回給研發部門，立刻

「由於植體是用在人體，所以我們要小心驗證，

進行改善。研發部門為了滿足牙醫夥伴的需求，重

快不得，常常回頭檢視自己。因為人工牙根是醫

新畫設計圖、測試植體、建立模擬系統，為了滿足

材，做得好不好是人命關天的事情，如果沒有準備

醫師的需求無不卯足全力。

好，對台灣產業的整體傷害會很大。」蘇國材表示，

為了能讓牙醫夥伴能夠快速完成植牙手術，慶達

之前台灣一些人工牙根業者因為競爭激烈急於發

花了一番心思將手術器械單純化，發展出操作容易

表新品，卻因為產品發展不夠穩定成熟，導致產品

的系統性器械，讓一支鑽頭或手術刀可當兩支使

評價低，使得台製人工牙根的形象受損。

用；同時派遣跟刀手服務醫師，隨時為醫師提供使

在同業負面教材的警惕下，慶達發展人工牙根解

用植體、操作器械的相關資訊，並記錄手術過程，

決方案時，總是小心翼翼，並不躁進，未曾出現衝

幫助醫師更有效率的完成植牙手術。

動發表新品的動作，深怕「吃緊弄破碗」。
在「BIOMATE」廠房的成品區內，料架上早已儲
放著就緒的人工牙根及手術器械的產品，這些百經
歷練的成熟產品，準備在拿到各國核可證後，就能
立即全部上市。
蘇國材表示，「BIOMATE」的人工牙根在2012
年已 經 取 得 歐 盟 C E 的 認 證，預 計 明年會 陸 續
拿到台灣與 其他國家的核可證，接下來將發動
「BIOMATE」人工牙根第一次台灣發表會，讓更多
牙醫知道台灣頂尖醫材技術製造的「BIOMATE」，
將是醫師與病人追求美好植牙醫療品質的最佳的
選擇。

BIOMATE」的製程比照全球大廠的高潔淨生產規格，才能確保人工牙
根的安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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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發展
成功關鍵

【真觀顧問有限公司】品牌顧問

汪志謙

將代工與品牌分流
為品牌打造新團隊

台灣利用產業聚落的優勢，鍛鍊出全球一流的研發製造能力。論研發、談製造，大多數的台灣企業顯得十足把握，但是
當面對通路、行銷時，總覺得資源不夠或人才不足，不知道如何下手。
「台灣企業通常花了90%的能量做產品研發，但要做出品牌，關鍵在於『定位要有差異』。然後利用有效率的行銷和通
路操作，讓差異能被傳遞出去。大部份的廠商都搞不清楚如何利用通路的力量去極大化品牌價值傳遞的效率。」輔導台灣
企業、從旁觀察多年的汪志謙提出他的看法。
汪志謙表示，慶達以其一流的研發技術，發展優越的產品，但要把「BIOMATE」的產品與品牌打出去，卻遇到難題，因為
牙醫通路是個相對閉鎖的環境，慶達之前要拓展牙醫通路效率不夠高，因為有了政府加持的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的協助，
使得慶達能有效的加速切入專業的牙醫環境。
然而企業經營者重視品牌的程度，攸關日後打品牌戰的成果。「慶達的蘇總在很早期就有決心將代工與品牌拆開來做，
現在『BIOMATE』的生技品牌與人員組織，是完全獨立且充分授權的組織，這在業界是非常特殊的現象。」汪志謙指出。
慶達投入大量資金打造「BIOMATE」的硬體廠房設備外，也廣納優秀人才進入「BIOMATE」的團隊裡，團隊人員的碩博
士資歷占有５成。
汪志謙說，目前台灣螺絲業者轉型進入人工牙根產業後，普遍需要政府單位進一步給予國際市場上行銷推廣的協助，
像韓國就傾國家之力，協助韓國人工牙根業者進入海外市場。相信以台灣業者的產品品質與經營實力，如有政府更多力量
的挹注，將能在布局中國、東南亞的醫材市場上取得更亮眼的成績。

慶達為「BIOMATE」打造專屬技術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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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培育企業品牌力量
進入第二期的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強調以終為始的概念，以協助企業了解終端消費者需求為
出發點，並以企業實務需求為規劃主軸，多次舉辦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台灣品牌培力活動。期待
在計畫專案辦公室的推廣說明下，讓愈來愈多台灣品牌企業藉由單一資訊窗口的服務，以及計
畫人培、診斷和輔導等資源，成功走上國際品牌的道路。

48
月

4 ∼10

日

月

計畫啟動：
品牌領航 大師對談

月

品牌學院：
品牌核心講座&品牌
培訓班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
期-品牌領航大師對談」，邀

品牌核心講座 於北中南巡

請到台灣「品牌教父」宏碁集

迴舉辦，內容涵蓋品牌行銷、

團創辦人暨智融集團董事長

設計、智財、專利、通路等領

施振榮先生，以及素有「流通

域，邀請知名企業代表及學者

教父」美譽的財團法人商業

專家，以全方位角度探討品牌

發展研究院董事長徐重仁先

經營策略及發展趨勢。

生進行首度跨界對 談，同心
品牌經理基礎班 及個案班

齊力引領台灣企業走向國際
品牌。

4 ∼6
月

月

巡迴推廣：
品牌計畫說明會
為推廣工業局品牌計畫內
容，並針 對輔導內容及 企業
申請方式進行說明及宣傳，
計畫辦公室與計畫內核心講
座及優質平價計畫合作，於北
中南共辦理9場說明會，廣邀
各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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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從行銷方面著手，依
課程 屬性分為策略篇 及實戰
篇，透過進階品牌課程及個案
研討強化實質運用效果，培養
多元且專業化的品牌經理人。

品牌台灣大事紀

7 30
月

日

Power Branding：
台灣國際品牌論壇
於 7 月 3 0、3 1 日 舉 辦 的
「2 0 13 年 台 灣 國 際 品 牌 論
壇」，邀請到全球暢銷書《亞
洲品牌戰略》的作者Mar tin
Roll以 及IBM成長市場區品
牌策略總監Caspian Smith

4 11
月

日

翻轉思維：
創世紀高峰論壇

等 品 牌 大 師，以「 P o w e r
Insight精闢洞見」、「Power
I n n o v a t i o n 創 新 為 王 」、

10 29
月

日

跨界合作：
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

「Power Green綠色顯學」、
「Power Marketing行銷致

為拓展計畫 聯 結度，特與

勝」四大戰略進行專題分享。

遠見雜誌合作辦理華人領袖

為探討國際品牌企業競爭

高 峰會，以 打造 華人幸 福 經

力的來源及台灣企業的下一

濟為議題 主軸，邀請兩岸及

波 成長機會，以協助 台灣 企

美國企業家與領袖人物深入

業在未來市場競爭中掌握趨

探討各項議題。其中針對「創

勢，由計畫內智榮基金會執

新，品牌帶動華人經濟動能」

行的「創世紀高峰論壇」特邀

之議題，邀請經 濟部 次長杜

請到美國史丹佛大學Media

紫軍、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X執行總監Mar tha Russell

郭祥，以及台達電子品牌長郭

博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商學院

珊珊等與談人共同交流剖析

暨 新加坡亞洲消費行為研

國際品牌發 展 趨勢，以 及台

究院（ACI）執行長Bernd H.

灣在創新和品牌發展的挑戰

Schmitt 教授來台分享經驗。

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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