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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品牌傘策略」意指以企業名稱帶領個別產品品牌，為產品品牌背書

的一種品牌策略，屬於上下層次的影響關係，與一般品牌延伸策略中，產品與

產品間的平行相互影響有所不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影響企業品牌傘策

略背書效果的因素。藉由品牌延伸文獻，歸納出「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企業

強度」、「企業形象」及「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四項因素，可能會影響消費

者對受背書新產品之態度與購買意願。經二次預試選出食品飲料業與資訊通訊

業各四家真實企業做為研究標的，採 2（旗下品牌數目多⁄少）× 2（強勢⁄弱勢
地位）× 2（形象佳⁄普通）× 2（類別契合度高⁄低）的混合實驗設計，以 363

位大學生為研究樣本。結果顯示，企業形象佳或產品契合度高時，企業的背書

效果較大，且兩者間有交互作用，企業旗下品牌數多及強勢企業亦有部分較佳

的背書效果。研究結論可提供給行銷人員做為日後採用品牌傘策略時的參考。 

關鍵字︰品牌傘、品牌延伸、企業形象、類別契合度、品牌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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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umbrella branding strategy” is to employ a corporate brand as an endorser to 

support the product brand, and show both names on the package or in the advertising.  

Referring to the findings of brand extens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ndorsing effects of 

“number of existing product brands under the corporate”, “corporate superiority”, “corporate 

image”, and “fitness between corporate and product category” on a new product brand.  Two 

pretests are run to select eight suitable parent companies in two product categories and new 

extended produc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363 college students in a 2 × 2 × 2 × 2 mixed 

design show that firms with positive image and endorsing for fit products are more likely to 

success than negative image or unfit ones.  The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marketers on their 

branding decisions.  Also,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s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Umbrella Branding, Brand Extensions, Corporate Image, Category Fitness, 

and Number of Product Brands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十多年來企業廣告 (corporate advertising) 蔚為風潮，連企業廣告本質

也產生了改變，從原本消極式的告知企業名稱或企業形象廣告，轉變成積極地

為企業旗下各項產品與品牌背書支援 (Benady, 1994)。許多原本只呈現產品相

關訊息的廣告，如今也開始將企業名稱揭露在廣告之中：飛柔、好自在、幫寶

適等知名產品品牌的電視廣告在最後一幕打出「P&G 寶僑家品，創新佳品」

的背書字樣，此舉非僅限於國內市場，在北美、日本市場亦同；又如絲逸歡、

蜜妮、歌婷、一匙靈等知名品牌廣告中，出現代表花王企業的月亮標誌；國內

老牌的黑松企業，近來也在黑松沙士、韋恩咖啡等電視廣告的最後，出現企業

標識及廣告短歌 (jingle)，其他諸如中華汽車、金車、金百利、統一…等企業

亦採取類似做法，企業名稱的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 

由一個母品牌或超級品牌帶領眾多個別品牌的品牌策略，可以被稱為「品

牌傘策略」(別蓮蒂，2003)，例如：由企業名稱背書，伴隨個別產品品牌出現，

就是一種企業品牌傘策略。在目前市場上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的趨勢下，一個新

產品要在品牌投資上回收已日益困難，企業品牌的背書便成為降低個別品牌投

資成本的一種方法 (Hatch & Schultz, 2001)。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即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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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用企業名稱為產品品牌背書的品牌傘策略，使行銷資源獲得最大化利益，

而這也是國內外均缺乏完整研究探討的領域。 

就實務觀察可得知，企業選擇為產品品牌背書的策略時，應考慮不同情境

的適用條件，方能發揮品牌傘之效益。例如資生堂以其高知名度、專業形象為

新洗髮精品牌「Tessera」背書，消費者對於新品牌喜愛度會較高，進而比較願

意接受新產品；但以「旺旺仙貝」起家的宜蘭食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企業知

名度略為不足，即使大力宣傳由宜蘭食品出品的洋芋片等休閒零嘴，對於消費

者的吸引力顯然有限，背書效果不強，可見企業背書效果與其本身的強度及形

象有關。而以金貝貝、好奇寶寶、可麗舒、靠得住等知名日用品牌聞名的金百

利 (Kimberly-Clark)，對旗下各產品品牌均有相當程度的企業背書貢獻，然一

旦以其日用品大廠的形象與定位為新產品「健利生食用油」背書，卻可能因其

家庭紙類用品形象與食用油間的產品屬性及定位不相符，反而使消費者對此企

業背書產生負面聯想。由於品牌傘策略牽涉到企業與產品雙方，所以企業與產

品類別兩者的特徵對於品牌傘策略的效益必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此點亦為

本研究所欲深入探討的方向。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首先要釐清品牌傘策略的定義及其基本概念，

同時藉由品牌延伸相關文獻的豐富研究結果，整理出可能相關的品牌延伸策略

影響成敗因素，類推到品牌傘策略，探討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企業強度、企業

形象、及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四者對於企業運用品牌傘策略效果之影響，以

做為行銷人員選擇與執行品牌策略的參考。 

貳、觀念架構建立 

「品牌傘」是品牌策略的一種，然而過去有關品牌傘的研究並不多，甚至

對品牌傘的定義亦不盡相同，迄今尚無統一的看法。因此本研究首先釐清各種

品牌策略與品牌傘策略的定義，再進一步歸納探討影響品牌傘策略效果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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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策略與品牌傘策略 

品牌並非一定是單一名稱，反而經常是由許多不同的品牌要素組合而成

的，企業一般會考慮其需求與目的，為旗下各項產品選擇適宜的品牌策略，即

使在同一企業內，也可能會視各產品特性而採用不同的品牌策略。LaForet & 

Saunders (1994) 從英國的前二十大供應商中，隨機選取 400 個品牌做為研究

對象，歸納出三大類品牌策略導向： 

企業品牌導向：又可分為企業品牌策略與部門品牌策略，前者乃直接以企

業名稱做為產品品牌，後者則是以部門名稱當成產品品牌。 

混合品牌導向：其下可再分為雙重品牌策略與背書式品牌策略，兩者皆是

以個別品牌加企業名稱、部門名稱或家族品牌，但前者其兩個層級的品牌具同

等重要的地位，後者則是個別品牌的重要性勝過另一品牌，而僅在產品包裝某

處清楚呈現企業名稱或 logo為產品背書。 

產品品牌導向：可分為個別品牌策略與獨立品牌策略，即各產品有專屬的

品牌名稱，前者雖不刻意突顯企業名稱，但企業名稱仍會出現在產品包裝的背

面或角落，後者則完全不揭露企業名稱。 

LaForet & Saunders (1994) 發現，在英國超過半數 (52%) 的產品採用混

合式品牌策略，而亦有高達 95%的企業旗下有至少一項產品是使用混合式品

牌策略。以企業／部門／家族品牌搭配產品品牌的組合，是目前實務界使用最

多的一種品牌策略，推測原因是混合品牌策略在運用時較具彈性，另外也因為

企業間購併頻繁，許多公司在購併一品牌後，會將原品牌與新公司名稱做一連

結，以收相互提攜的效果 (LaForet & Saunders, 1994)。無論起因為何，混合式

品牌策略的經常出現，反映出行銷人員相信此種上下層級兩個品牌的搭配能為

產品帶來正面效應。 

在台灣市場中，根據鄭秀倫 (2000) 針對六大類產品類別 (食品、飲料、

藥品、日用品、家庭耐久財、通訊電子) 共 65 項品類之常見品牌的產品調查

數據顯示，以品牌傘策略為主的品類有 23種，約佔 29.23%，遠低於歐美市場

中採混合品牌策略的比例。推測可能是因為多數本土企業的行銷資源有限，無

法同時負擔多重品牌或多項個別產品品牌所需的行銷經費，因而傾向採用企業

家族品牌，以發揮品牌綜效；七成的產品採單一品牌策略，包括企業品牌策略

與產品品牌策略，但國內廠商之產品品牌策略實則由多項產品共用一個品牌，

類似家族品牌概念，並非真正個別產品品牌，僅因品牌名與公司名不同，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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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名稱絕少出現，因之被歸類於產品品牌策略，例如：喜年來為賀群公司之產

品品牌、清境純水為泰華油脂公司之產品品牌、香吉士為家鄉公司之產品品

牌。但由於目前國內許多民生消費品為外國企業之進口品牌 (如：P&G、

Unilever、Lion等)，因此推測國外市場盛行的混合式品牌策略，亦將逐漸為國

內市場廣泛採用。 

(一) 品牌傘策略的定義 

「品牌傘策略」這個名詞，過去曾被諸多學者用於不同層次的品牌延伸研

究領域。Pitta & Katsanis (1995) 及 Keller (1998) 將品牌傘策略廣泛地定義

為：將一個品牌沿用在不同產品上之策略，所沿用的品牌可以是企業品牌、家

族品牌或個別產品品牌，前兩者為所謂的品類延伸，後者則是產品線延伸，他

們對於品牌傘此一名詞的運用，與一般廣義的品牌延伸策略並無不同，可說是

相當模糊不明確。Owen (1993) 則清楚地將品牌傘策略定義為一個企業／家族

品牌帶領數個個別產品品牌或產品線品牌之策略，即前述之混合式品牌策略，

包括雙重品牌及背書品牌兩種策略，此定義下的品牌傘策略強調的是上層品牌

對下層品牌的垂直影響力 (Owen, 1993)，重點在於企業／家族品牌帶領產品

個別品牌或產品線品牌時，所提供的傘狀品牌庇蔭效果。 

因此，本研究採 Owen (1993) 的看法，將「品牌傘策略」定義為一種企

業名稱帶領產品品牌的品牌策略，包括雙重品牌策略及背書品牌策略，探討上

下兩層品牌之間的垂直連動關係。為避免與有些學者的一般性品牌傘概念混淆 

(Pitta & Katsanis, 1995; Keller, 1998)，本研究特將此種企業名稱帶領產品品牌

的混合式品牌策略稱之為「企業品牌傘策略 (Corporate Umbrella Branding 

Strategy)」，行文時簡稱「品牌傘」。 

(二) 品牌傘的角色與功能 

一個品牌在公司的品牌系統中，有六類可能的角色與功能：驅動者 

(driver)、背書者 (endorser)、策略品牌、附屬品牌、品牌益處與銀色子彈 (silver 

bullet) (Aaker, 1996)，其中與企業品牌傘策略最直接相關的，應是驅動者與背

書者這兩項。擔任驅動者角色的品牌，直接傳達消費者期望自產品得到的利益

或好處，引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所以通常驅動品牌在產品包裝、通路貨架、

或媒體廣告中，都是以顯眼的地位與尺寸呈現，讓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驅

動者可以是企業品牌，也可由企業品牌與產品品牌一同擔任，例如消費者購買

Mercedes-Benz E-Class轎車，主要是被 Benz所驅動，但購買 Ford Metrosta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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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則是被 Ford 與 Metrostar 雙重驅動所影響。另一方面，擔任背書者

角色的品牌之主要的功用是強化主品牌的訴求，為主品牌提供保證，降低消費

者知覺風險，相當於出借本身的信用為主品牌背書，在「企業品牌傘策略」中，

企業品牌的名稱與形象便可產生背書的效果，敦請消費者相信一個原本不熟悉

的新產品品牌。 

品牌傘包含企業名稱與產品品牌兩個不同層次的品牌要素，由於擔任角色

不同，自然具備不同的功能以相輔相成。產品品牌主要在傳達該產品本身的定

位、訴求與差異點，因此可以創造消費者對該產品專屬的態度與信念，同時協

助消費者瞭解產品特質利益，有助於消費者做出正確的選購決策。而將產品品

牌與企業名稱加以連結後，又可經由企業名稱聯想到企業整體形象，包括企業

知名度、品質、個性等，為產品帶來額外的附加效果。 

根據 Landor ImagePower在 199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採取品牌傘策略的

公司在 ImagePower的排名，顯著優於採取單一品牌策略的公司，諸如：Kraft、

Johnson & Johnson、Nabisco等都有相當亮眼的表現 (Owen, 1993)；然而在鄭

秀倫 (2000) 所調查的台灣市場品牌中，僅有洗髮護髮產品一項之企業品牌背

書與理想品牌排名間得到顯著正相關，更可見品牌傘策略之背書效果究竟如

何，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探討品牌傘效果的相關文獻不多，但基於品牌傘策略這種企業名稱對產品

品牌的背書效果，是一種上下層次的影響關係，而品牌延伸策略則是產品與產

品間的交相影響，是一種平行層次的影響關係，兩個策略在應用與功能上應具

有某種異曲同工之處；換言之，雖然兩種品牌策略在結構與應用方式上有所不

同，但由於兩者均利用原品牌所提供的保證為新產品背書，從品牌延伸相關的

豐富文獻中，應可歸納出部分與品牌傘效果可能有關的影響因素，藉以對品牌

傘策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協助本研究假說的推導。 

二、影響品牌延伸效果的因素 

品牌延伸一般是指將一個已存在的品牌沿用到新的產品類別 (A aker & 

Keller, 1990; Farquhar, 1990; Tauber, 1981)。根據 Tauber (1988) 的解釋，採用

品牌延伸策略存在四大利益：善用原品牌的資產 (Aaker, 1990; Farquhar, 1990; 

Keller, 1993)、擴大原品牌的銷售 (Aaker, 1990; Farquhar, 1990; Keller, 1998)、

減少延伸產品的上巿費用 (Aaker & Keller, 1990)、降低延伸產品的失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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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ber, 1988)。 

綜合各學者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在品牌延伸之研究領域初期，大多數學

者集中在單次延伸的探討，以及原品牌特質對延伸產品的正負面影響 (Aaker 

& Keller, 1990; Boush & Loken, 1991; Park, Milberg, & Lawson, 1991)，之後部分

研究的重心轉移到多次延伸的效果 (Dacin & Smith, 1994; Keller & Aaker, 

1992; Smith & Park, 1992; Reddy, Holak, & Bhat, 1994)。本研究參考 Reddy 等

學者 (1994) 的架構，重新將文獻中常見的品牌延伸成敗影響因素歸納為：「過

去延伸經驗」、「原品牌本身特質」及「延伸產品特徵」三大類，依序探討，並

據以推導出與品牌傘策略相關的假說。 

(一) 過去延伸經驗 

就過去延伸經驗而言，許多學者都提出一個品牌過去的延伸次數可能對於

後續延伸產品造成潛在的影響 (Dacin & Smith, 1994; Keller & Aaker, 1992; 

Smith & Park, 1992; Reddy et al., 1994)，但過去的多次延伸經驗對新產品究竟

是正面助力或負面阻力，則引發學者間兩種不同論點的爭議。 

一派學者是從類別理論 (Categorization Theory) 的角度，說明反對延伸次

數過多的理由。由於每個成功崛起於巿場的品牌，通常都會在消費者心中烙印

下鮮明的品牌認同與專屬的核心聯想，一旦將此品牌延伸到其他品類上，則隨

著延伸次數增加，各個不盡相似的品類共同隸屬於同一品牌下，該品牌原先存

在消費者心中的專屬聯想與定位，會因為其他不相似甚或相抵觸聯想的加入而

變得抽象、模糊，導致品牌權益的稀釋 (Aaker, 1990; Ries & Trout, 1986)。由

於品牌強調的是在消費者心中的無形價值，一旦這個價值隨著多重延伸而分散

消失，這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充其量只不過是個產品名稱，缺少特殊意義，這

樣的品牌便喪失其延伸潛力，無法再為後續延伸產品帶來背書的裨益。 

另外一派學者則從訊號理論 (Signaling Theory) 的角度，說明過去延伸次

數的正面助益：當企業將一個成功的品牌延伸到其他產品上時，代表企業願意

以該品牌的成功經驗、未來口碑及銷量為新產品背書保證 (Wernerfelt, 1988)。

因為消費者過去對此品牌感到滿意，建立起品牌忠誠度，連帶對於該品牌之其

他產品的接受程度都會較高 (Roselius, 1971)；反之，若新的延伸產品表現不

佳，消費者對該品牌旗下所有產品的評價可能都會連帶降低，進而影響該企業

所有產品的銷售量 (Sullivan, 1990; Wernerfelt, 1988)。所以當一品牌有多個延

伸產品時，企業因其中一項不良產品所引發的損失可能會相當嚴重，需要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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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維護產品的品質與形象，因此多次延伸對新延伸產品而言，是一種更強的

背書保證，可提高消費者的信心與喜愛度 (Dacin & Smith, 1994)。 

相對於產品品牌而言，許多企業原即擁有多個產品或品牌，因此消費者對

企業的整體觀感通常較多元，聯想也較抽象，而以抽象聯想為核心的品牌，所

能夠延伸的產品範圍較廣 (Park, et al., 1991)，類別理論雖有其意義，但應不至

於因此造成延伸次數的限制。加上根據訊號理論，當企業旗下品牌數目已經相

當多，而企業還願意以本身形象為一個新產品背書時，代表企業宣告其對該產

品品牌的信心與保證。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旗下品牌數目多的企業採用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旗下

品牌數目少的企業更大。 

(二) 原品牌本身特質 

在品牌本身特質方面，過去最常被探討的因素為品牌強度 (Broniarczyk & 

Alba, 1994; Reddy et al., 1994; Tauber, 1981, 1988) 和知覺品質與形象 (Aaker 

& Keller, 1990; Keller & Aaker, 1992; Smith & Park, 1992)。 

品牌強度在過去研究中，有主觀與客觀兩種定義。消費者主觀認定之品牌

強度是指消費者對於一個品牌的整體評價，又可稱為品牌態度或品牌形象 

(Aaker & Keller, 1990; Smith & Park, 1992)；但 Reddy et al. (1994) 提出不同的

看法，認為品牌強度要表現的是該品牌的巿場地位，應以客觀指標來衡量，包

括：巿場佔有率、廣告與促銷支出、通路據點與分布…等。本研究採用 Reddy 

et al. (1994) 對品牌強度的定義，以具體、客觀的指標呈現企業品牌的巿場地

位，並將消費者對品牌的主觀評價直接命名為品牌形象，於後討論。 

在巿場上居領導地位的品牌，通常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及產品普及率，或者

具備其他競爭品牌所缺乏的 know-how和效益，而這些實質優勢有助於延伸新

產品，相較於其他競爭品牌更具有知覺優越性 (Perceived Superiority)，亦可有

效地降低消費者初次購買時的知覺風險，使得延伸產品可以奠基在原品牌既有

的鞏固基礎上，取得消費者的認同 (Roselius, 1971；Tauber, 1981; Reddy et al., 

1994)。因此，當一個品牌在巿場擁有愈強勢的力量，消費者對其延伸產品通

常會給予較高的評價，該品牌的延伸潛力愈強；即使強勢品牌的延伸產品屬於

巿場上的後進者，其成功機率仍會大於具有先進優勢的弱勢品牌 (Reddy et al., 

1994)，可見強勢品牌擁有的強大巿場力量。且當企業的規模愈大，通常能夠

提供旗下品牌愈多的資源、優越的管理能力與獨特的行銷能力，使得消費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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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企業的延伸產品有較高的評價 (Reddy et al., 1994)。所以就品牌傘的企業

背書效果來看，當企業在巿場上擁有較為強勢的地位與力量時，其所背書的產

品品牌愈能被消費者肯定與接受，據此可推導出以下假說： 

H2：強勢企業採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弱勢企業大。 

消費者對一品牌的整體態度愈正面，該品牌便可說是消費者心中的強勢品

牌，此品牌進行品牌延伸時成功的可能性也愈大 (Aaker & Keller, 1990; Smith 

& Park, 1992)。消費者對單一品牌持有的主觀整體態度，稱為品牌態度或品牌

形象，而對一家企業所持有的整體態度即為企業形象。 

Aaker (1996) 與 Keller (1998) 將企業形象劃分成四個構面：產品屬性/態

度/利益、企業信用、員工與顧客關係、企業文化。產品屬性/利益/態度與單一

品牌一樣，是指提到一企業時所立刻讓人聯想到其旗下的產品，像是由趨勢科

技公司，可以立即聯想到其所提供的防毒軟體，以及防毒軟體的產品屬性、知

覺品質等功能面聯想；另外像是由麥當勞想到歡樂好時光，這種情感面聯想也

是一種產品態度。企業信用則代表消費者對其產品與服務能否滿足消費者需求

的信任程度，其下可再區分成三個決定因子，包括企業的專家能力（企業提供

產品與服務的能力）、企業可信度（企業是否誠實、值得信賴、能迅速回應消

費者需求）、企業受喜好度（企業是否受喜愛、有吸引力、具優越地位），而消

費者對這三者的評估又會受到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 (Keller, 1998)。此二項企

業形象的構面，直接影響消費者是否信任和接受此企業所提供的新產品，與企

業品牌傘策略的效果有直接的關係。 

企業形象的另外兩項構面—員工與顧客關係、企業文化，則與消費者對新

產品的評價較無立即直接的關係。員工與顧客關係對服務業較為重要，消費者

所接觸到的是第一線服務人員，因此員工的表現可決定一家企業對外的形象 

(Aaker, 1996; Keller, 1998)，但在本研究中，一則由於非以服務業為主要研究

對象，一則是研究操弄中無法呈現員工與顧客關係，因此略過此構面不予以討

論。而企業文化則包括企業對內的價值觀及對外的社會責任，可以影響組織權

力運作的方式、員工工作的信仰教條、企業對社會公益的關心及參與等 (Aaker, 

1996; Keller, 1998)，這些結果對於消費者選擇產品的影響相當間接甚至無關。

因此本研究在探討企業名稱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影響時，將企業形象限定在

「產品屬性/利益/態度」與「企業信用」這兩個構面。 

在品牌傘策略中，企業體擔任的是為產品品牌背書的角色，同時也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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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的來源，因此企業形象特質會影響到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當企業

在巿場上享有專家地位、可信度高、廣受喜愛的企業形象時，企業對於產品品

牌的背書效果就會愈強 (Aaker, 1996)。 

H3：形象佳的企業採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形象弱的企業大。 

(三) 延伸產品特徵 

在有關延伸產品特徵的眾多因素中，以「知覺契合度」受到最多學者的討

論與關注。契合度大致上分成兩類說法 (Dawar & Anderson, 1994)：一類認為

契合度高低意指原品牌與延伸產品間共同的產品特質數目 (Keller & Aaker, 

1992)，改變產品特質便能改變契合度高低，屬於產品特質契合度或內部契合

度 (Smith & Park, 1992; Park et al., 1991)，是製造商能力和技術可移轉的部份 

(Aaker & Keller, 1990)；另一類說法認為契合度高低意指原品牌與延伸產品在

品牌觀念上的知覺連貫性 (Dawar & Adnerson, 1994)，不需要改變產品特質就

能改變契合度高低，例如產品使用情境或功能的替代與互補 (Aaker & Keller, 

1990)，專屬品牌聯想的移轉 (Broniarczyk & Alba, 1994)…等，屬於品牌概念

契合度或外部契合度 (Smith & Park, 1992; Park et al., 1991)。 

無論採用何種契合度定義或衡量構面，所有的學者均同意當原品牌與延伸

產品契合度高時，消費者比較容易將兩者聯想在一起，也可將對原品牌的正面

聯想轉移到延伸產品上，進而認為該延伸產品是可接受的 (Tauber, 1981, 

1988)；反之，若契合度低，消費者並不認同延伸產品與原品牌間的相關性，

甚至可能產生負面聯想，例如海尼根若推出爆米花，給人感覺像是帶有啤酒怪

味的爆米花 (Aaker & Keller, 1990)。所以原品牌與延伸產品間的契合度愈高，

對於延伸產品的評價就愈高 (Aaker & Keller, 1990; Boush & Loken, 1991; Park 

et al., 1991)。 

就品牌傘策略觀之，企業與產品品牌間的契合度應該也同樣會影響到品牌

傘的企業背書效果。Krishnan (1996) 認為人們的記憶是由許多的資訊點相連

而成的網路結構（如圖 1所示），例如以筆記型電腦為思考出發點時，會聯想

到各類電腦軟體、硬體、周邊設備、其他類似功能產品…等等；又例如提到

Nike時，會進一步聯想到運動鞋（產品）、耐用性（產品屬性）、麥可喬丹（代

言人）、飛躍（品牌概念）…等各式各樣的聯想，在腦海裡形成一個以 Nike 為

中心的基模（schema）；其中每一個資訊點的內容與資訊點間的連結，都代表

過去日積月累而形成的經驗和形象 (Stayman, Alden, & Smith, 1992)，消費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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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種基模記憶的方式，加以儲存或處理接收到的資訊。也因此當企業為旗下

一新產品背書時，消費者會自然而然地將此新產品類別與原企業聯想之基模相

比較，而兩者間的契合度高低便會影響到企業為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 

電視機 

電腦補習班 

電腦 

螢幕保護程式 

磁碟片 

防毒軟體 

印表機 

DVD 

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 

公事包 

手機 傳真機 

年節禮品 

筆記型電腦背包 

股票機 

證券公司 

模型飛機 

自行車 

運動健身器材 

PDA 

電子字典 

數位相機 

掃瞄器 

答錄機 

 

圖 1  聯想網路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前測二之產品聯想圖例 

由於消費者認識或知曉一家企業的最初起源，通常是來自於企業旗下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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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因此提到一家企業往往最直接的聯想就是其旗下知名的產品類別，另外還

可能聯想到其他相關的產品屬性、廣告場景與訴求、代言人…等，形成一個完

整的企業基模圖。根據類別理論，消費者可以將企業與某些產品類別聯想在一

起，在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企業類別定位，像是金蘭食品讓人直接且強烈地聯

想到醬油，「金蘭」這個企業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類別定位就是醬油，因此「金

蘭」企業出品的佐味醬料、調味料等相關產品時，由於製造技術上的互通、且

品牌概念一致，可輕鬆地在消費者腦海中「金蘭」的基模內插入此新產品，取

得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同；但如果金蘭為其旗下的顆粒飲料「Miss Lu Lu 米

思露露」產品強力背書，不僅產品特質與製造技術無法相通，品牌概念亦不同，

消費者難以在金蘭醬油與新潮的顆粒飲料間建立關係，這樣的背書就比較不容

易引起正面效果。又如提到黑松就會想到沙士這項主力產品，所以如果黑松生

產沙士口味的糖果，或許會比黑松背書畢德麥雅咖啡來得更有說服力。 

H4：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高的情況下，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

比契合度低的情況好 

總括而言，消費者對於延伸產品的評價來自於三方面，一是原品牌聯想的

強度 (salient or accessibility)，二是消費者知覺原品牌與延伸產品間的相關性 

(relevant)，三是對原品牌聯想的喜好度 (favorable)。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間具

有相關性、契合度夠高，對原品牌的喜好度便會移轉到延伸產品上；若消費者

認為兩者間不具有相關性，則不論對原品牌的好惡，都不會對延伸產品造成影

響 (Keller & Aaker, 1992)。 

而原品牌知覺品質對延伸產品的影響力，是否會受到契合度的左右，在

Aaker & Keller (1990) 與 Keller & Aaker (1992) 的兩次研究中出現不一致的

結論。Aaker & Keller (1990) 研究結果發現，原品牌知覺品質的高低無法直接

影響到消費者對延伸產品的評價，只有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間的契合度高時，

原品牌的高知覺品質優勢才可以有效地移轉到延伸產品上，亦即原品牌知覺品

質與契合度兩者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但 Keller & Aaker (1992) 卻發現，無論

原品牌與延伸產品的契合度是高或低，只要原品牌具有高知覺品質，都有助於

增加消費者對延伸產品的評價，兩者間的交互作用並不顯著。 

就品牌傘策略而言，當以企業名稱為產品品牌背書時，若兩個層級的品牌

要素間無法讓消費者知覺到相關性時，對消費者而言，企業名稱的意義只代表

是該產品的製造商，消費者不易將企業與產品品牌聯想在一起，則企業具備的

形象優勢無法有效移轉到產品品牌，因此無論企業形象好壞，對於產品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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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效果都不大。若企業推出的新產品類別與消費者心中的企業類別定位相似

時，代表兩者在品牌概念有一致性或技術上可以互通，消費者可感覺到企業與

產品品牌間的高度契合，此時企業的績優形象可以為產品品牌帶來較高的背書

效果。換言之，類別契合度除了直接影響品牌傘策略的背書效果之外 (假說

四 )，也可視為假說三中企業形象對企業背書效果影響程度的調節變數 

(moderator，或稱之為 quasi-moderating effect, Sharma, Durand, & Gur-Arie, 

1981)，亦即類別契合度與企業形象兩者間應有交互作用： 

H5：企業形象對品牌傘企業背書效果的影響，在類別契合度高時大於契合度

低時 

在參考過去品牌延伸的相關研究後，本研究提出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企業

強度、企業形象、企業與產品品牌的類別契合度等四項可能會影響企業背書效

果的因素，完整的觀念架構圖與相對應的假說呈現於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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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觀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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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驗法，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運用品牌傘策略時，可能

影響企業背書效果強弱的因素。在進行正式研究前，先以兩次前測選定實驗的

真實企業與背書產品。雖然大學生同質性較高，會使研究結果之外部效度受

限，但就本研究目的而言，同質性樣本 (Homogeneous Sample) 較異質性樣本 

(Heterogeneous Sample) 更適用於驗證理論模式，以避免受到樣本本身特性差

異過大之干擾 (Cook & Campbell, 1975; Calder, Phillips, & Tybout, 1981)。 

一、研究變數的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共包含四個自變數：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企業強度、企業形象、企

業與產品品牌類別契合度，及二項依變數：消費者對受背書之產品的態度與購

買意願，各項變數的操作型定義，以及操弄或衡量方法分述如下： 

(一) 企業旗下品牌數目 

即企業目前旗下的產品品牌數目，區分成「品牌數目多」與「品牌數目少」，

為一操弄變數。在 Dacin & Smith (1994) 研究中，以七個品牌和三個品牌分別

代表品牌數目多和少的兩種情境，但由於本研究選定之本土企業旗下產品品牌

數目多不足七個，因此調整為以五個和一個品牌分別代表品牌數目多與少兩種

情境，由研究者在問卷上列出該企業旗下的品牌名稱，因品牌個數差異頗大，

應足以操弄受試者在此變數上的認知。 

(二) 企業強度 

本研究參考 Reddy et al. (1994) 的概念以客觀方式衡量一個品牌的強度，

但由於各家企業之財務報表資料不盡相同，所以本研究直接採用天下雜誌

1999 年 5 月份公布的「一千大製造業排行榜」做為衡量企業強度的指標。天

下雜誌每年度皆會透過大規模調查，公布當年度台灣企業排行榜，調查指標包

括：營業收入、營收成長率、資產總額、稅後純益、獲利率、資產報酬率、負

債比率、股東權益等多項財務比率。由於調查規模大且經驗豐富，加上其公信

力與權威性為社會大眾所認可，因此各家企業的年度排名往往被視為企業地位

的象徵，甚至是各家企業進行媒體宣傳的焦點。根據天下雜誌的排名，本研究

將企業強度區分成「強勢」和「弱勢」，並提供受試者關於測試企業在一千大

製造業內排名的資訊，以操弄企業強度這項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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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形象 

配合本研究主題，企業形象分為「產品屬性/利益/態度」和「企業信用」

兩大構面 (Aaker, 1996; Keller, 1998)，企業之形象高低由前測結果決定，區分

成「形象好」與「形象弱」兩類。由企業整體在消費者主觀感覺中的巿場領導

地位、知名度、獲利能力、巿場佔有率、企業規模等，結合知覺品質、創新能

力、專家能力、可信度、與受喜愛度等共十個項目 (Keller, 1998)，作為企業

形象高低之替代指標，以五點 Likert-type量表衡量。 

(四) 企業與產品的類別契合度 

企業所屬類別由品牌聯想的前測結果決定，本研究將企業之品牌聯想中被

最多受試者聯想到的產品，視為該企業的主要類別。而企業與新產品的類別契

合度則經由前測聯想所繪出的基模圖，判定各種產品與企業類別之契合度高低

後，從中選出數種與企業類別分屬高、低契合度的產品，以操弄「企業與產品

類別契合度」的變數。 

(五) 背書效果—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及購買意願 

依變數為企業品牌傘策略的背書效果，參考品牌延伸及品牌權益相關文獻

後，以消費者對新產品的態度與購買意願為衡量概念。企業背書效果對消費者

態度造成的影響，過去以「品牌喜好度 (Broniarczyk & Alba, 1994; Boush & 

Loken, 1991; Klink & Smith, 2001; Muthukrishnun & Weitz, 1991; Park, et al., 

1991)」、「品牌與產品知覺品質 (Aaker & Keller, 1990; Keller & Aaker, 1992; 

Muthukrishnun & Weitz, 1991)」二個構面為最多學者所使用討論，此外，本研

究另加入「品牌可信度」以突顯企業品牌的背書效果 (參考 Keller & Aaker, 

1992; Park, et al., 1991)，以此三項構面代表消費者對背書產品的態度，採五點

Likert-type量表衡量；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購買意願反應，則是指企業背書效果

對消費者行為意圖的影響，即消費者對背書產品所產生的「購買意願 (Aaker & 

Keller, 1990; Keller & Aaker, 1992; Sheinin & Schmitt, 1994)」，亦以五點

Likert-type量表衡量。 

二、前測一：選擇企業 

前測一的目的是選擇適合做為研究標的的企業，需要界定出強度與形象分

屬高、低之企業，並決定該企業在一般消費者心中所歸屬的產品類別，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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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背書新產品的基礎。 

(一) 產業選擇 

本研究擬選定兩個產業為研究對象，選擇的標準有四個條件：第一、兩個

產業分屬於消費品產業及耐久財產業，以提高外部效度；第二、必須包含在天

下雜誌「一千大製造業排行榜」所調查之二十七種行業別的範圍內，始有企業

強度的資料；第三、產業內之企業不得橫跨太多的產品類別或多角化程度過

高，以避免原產業類別難以界定；第四、為配合受試者的特性，所選產業必須

是一般消費者及大學生所熟悉的產業。最後選定以「食品飲料業」和「資訊通

訊業」為研究標的產業。 

(二) 前測企業 

再從此二產業中各選出數家真實企業做為前測企業，主要選取標準一是前

測企業必須同時包含強勢企業與弱勢企業，另一是企業必須具備高知名度，為

一般消費大眾聽過但並不甚清楚其旗下品牌數目多寡，以便正式研究時可對品

牌數目予以操弄，因此如統一、味全等多數人熟知其旗下品牌數目眾多、多角

化程度高的企業，並不利於本研究操弄所需。 

基於上述兩點考量，在食品飲料業中，本研究將天下雜誌一千大製造業之

前五百名視為強勢企業，選出具知名度的味丹（第 121名）、金車（156）、泰

山（196）、愛之味（282）、及新東陽（362）；一千大製造業後五百名視為弱勢

企業，選出具知名度的聯華食品（510）、久津實業（513）、台鳳（523）、維力

食品（592）、金蘭食品（702）及桂冠實業（729），共十一家企業作為前測對

象。在資訊通訊業中，由於產業本身成長性與獲利性高，不僅在一千大製造業

中上榜家數多，且排名多在傳統製造業之前，所以將資訊通訊業的企業強度區

分標準提高至第五十名，於前五十名中選出宏碁電腦（第 4 名）、華碩電腦

（21）、大眾電腦（27）、和致福（33），視為強勢企業；在五十名以外者視為

弱勢企業，選出倫飛電腦（63）、藍天電腦（94）及東元資訊（150）等七家企

業。兩種產業共選出十八家企業為前測對象。 

(三) 前測受測對象與問卷設計 

前測一以大學生為受測母體，採便利抽樣方式，共發出 140份問卷，回收

130份，回收率 92.86%，有效樣本 129份，各測試企業的有效樣本數由 24至

32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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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成兩個部份：首先是「品牌聯想」，主要是為確認前測企業在消費

大眾心中歸屬的產品類別，採開放式問題，由受試者自行填寫所有的聯想。之

後為「企業形象」，包括巿場領導者、知名度、獲利能力、巿場佔有率、企業

規模、創新能力、知覺品質、專家地位、可信度、與受喜愛度等，共十題之五

點 Likert-type題目衡量。先進行品牌聯想部份，再進行企業形象衡量，以避免

受試者在聯想過程受到形象題目干擾。 

前測標的包括兩個產業共十八家企業，但為避免同一位受試者回答過多題

目而產生疲乏，每位受試者只受測其中四家企業，搭配方式有「兩家食品飲料

企業＋兩家資訊通訊企業」及「三家食品飲料企業＋一家資訊通訊企業」兩種，

由十一家食品飲料企業及七家資訊通訊企業隨機組合及排序。 

(四) 前測結果 

品牌聯想部分採內容分析法，兩位分析員對十八家企業聯想的分類一致性

自最低的愛之味 89.61%至最高的泰山 100%，信度相當高。由品牌聯想中出現

的相關產品可發現，十家食品飲料公司雖均屬同產業，但各自有其形象專屬的

產品類別：「味丹企業」的代表產品類別是味精和泡麵，「愛之味企業」為罐頭、

麵筋醬瓜和八寶粥，「台鳳企業」為罐頭和鳳梨，「桂冠實業」為湯圓和火鍋料，

「泰山企業」為礦泉水、仙草蜜和八寶粥，「新東陽企業」為肉品，「聯華食品」

為零嘴和餅乾，「維力食品」為泡麵和炸醬麵，「金蘭食品」為醬油，「金車企

業」的代表產品類別為沙士、飲料和泡麵，而「久津企業」則有過半數的受試

者表示從未聽過，因此不列入形象部分之量化分析。 

在企業形象部分，十家食品飲料企業之十題題目的 Cronbach α 值都界於

0.833~0.914 間，具有相當良好的信度，且企業形象的各構面皆是參考過去文

獻而得，因此應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 

根據十家食品飲料企業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分數，並配合天下雜誌一千大

排名之企業強度，挑選出四家企業做為後續研究標的：愛之味，為強勢/形象

好的企業代表、味丹屬於強勢/形象弱的企業代表、台鳳為弱勢/形象弱的企業

代表、桂冠為弱勢/形象好的企業代表，分類結果如表 1 所示。進一步以 t 檢

定確認兩兩企業間的形象高低達到顯著差異，檢定結果顯示愛之味與味丹

（t=2.99）、愛之味與台鳳（t=3.25）、桂冠與味丹（t=4.41）、桂冠與台鳳（t=4.55）

四組皆達 α = 0.01的顯著水準，顯見愛之味與桂冠在形象上顯著高於味丹與

台鳳，確實可為主研究中食品飲料業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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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通訊業中之「東元資訊」讓多數受試者聯想到「東元家電」，因

此先予以刪除不做進一步的分析，其他六家前測企業的品牌聯想結果則顯示，

六家企業所屬的產品類別同質性頗高：「宏碁電腦」的代表產品類別為電腦和

網路，「華碩電腦」為電腦和主機板，「大眾電腦」為電腦，「致福」為電腦、

數據機和手機，「倫飛電腦」和「藍天電腦」均為電腦和筆記型電腦。「電腦」

為貫穿六家企業的共通產品類別。 

六家資訊通訊前測企業的十題形象題目的 Cronbach α 值界於

0.903~0.947 間。同樣根據企業形象結果與天下雜誌排名的企業強度，可得到

四種組合：宏碁的企業形象遠勝過其他家企業，屬於強勢/形象好的企業代表；

但致福、倫飛與藍天在企業形象上得分都不高，在相對比較之下，勉強可將致

福視為強勢/形象弱的企業代表，藍天為弱勢/形象弱的企業代表，而倫飛歸於

弱勢/形象好的企業代表 (參表 1)。進一步以 t 檢定檢驗兩兩企業間的形象差

異，結果得到宏碁與致福（t=8.22，p=0.00）、宏碁與藍天（t=9.83，p=0.00）

的形象差異皆達顯著水準，但倫飛與致福（t=1.30，p=0.20）、倫飛與藍天

（t=1.31，p=0.19）間的差異則未達顯著水準。因為已無其他條件適合的企業

可替換，且天下一千大排名中亦無更適合的產業，本研究仍然擇定以此四家做

為主研究中資訊通訊業的研究標的。 

表 1  企業強度－企業形象分類之代表企業 

  企業形象 

  高 低 

高 
愛之味 (282; 3.51, 0.50) 

宏碁 (4; 4.22, 0.45) 

味丹 (121; 3.10, 0.51) 

致福 (33; 2.86, 0.71) 

企

業

強

度 
低 

桂冠 (729; 3.76, 0.59) 

倫飛 (63; 3.10, 0.62) 

台鳳 (523; 3.03, 0.56) 

藍天 (94; 2.89, 0.54) 

註： 括號內依序表示各企業之天下一千大製造業排名、企業形象分

數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三、前測二：選擇產品 

前測二主要是採取開放作圖方式，選出與企業類別分屬契合度高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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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產品數項，以做為正式研究中受背書的新產品類別。 

(一) 進行方式 

首先由五人專家小組根據前測一選出之八家企業所屬的產品類別為發想

起點，搭配消費者對各家企業的獨特聯想，例如愛之味讓人感覺很溫馨、倫飛

引起「在空中飛翔的電腦」的聯想…等，最後由專家小組為食品飲料業列出

23種可能的新產品類別，為資訊通訊業列出 25種可能的新產品類別以進行前

測二。 

十位瞭解基模圖基本概念的碩士班學生受邀參與研究，請受試者根據本身

所認知的產品間相關程度，將所有產品畫成一張基模圖，在說明作圖方式後，

各自獨立進行作圖，沒有時間限制，每位受試者需完成食品飲料業與資訊通訊

業兩張基模圖。問卷上列出的產品類別，包括由前測一所得到的企業所屬類別

以及可能的延伸產品，受試者作圖結果如圖 1所呈現。開放作圖的結果需先經

過量化以利比較分析，原擬以企業類別與產品類別間的連線次數與長度做為判

定契合度的綜合指標，但因受試者在以連線長度表達契合程度時並不夠精確，

所以只能採用連線次數將受試者基模聯想結果量化，愈多位受試者在基模圖上

將企業類別與該延伸產品相連，即連線次數愈多，代表契合度愈高。 

(二) 前測結果 

經分析基模圖的結果，並配合前測一中各家企業的獨特聯想做為判定參

考，在食品飲料業部分，選出火鍋店、清粥小菜店、高湯罐與冰品四種延伸產

品；在資訊通訊業部分，選出電視機、單槍投影機、手機、筆記型電腦背包、

自行車、股票機和傳真機七種延伸產品。四家企業與四種延伸產品的類別契合

度關係如表 2所示。 

四、正式研究 

正式研究有四個主要研究變數，為一 2 (旗下品牌數目多⁄少) × 2 (強勢⁄弱
勢地位) × 2 (形象佳⁄普通) × 2 (類別契合度高⁄低) 的實驗設計，共分成 16種變

數組合，分別於食品飲料業與資訊通訊業測試此 16種組合下的企業品牌傘策

略效果。 

(一) 實驗程序與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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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之兩項測試產業非主要變項，僅為複檢 (replications) 以增加

外部效度，因此一位受試者可回答兩個產業的問題，以降低所需樣本數。但為

避免受試者因問卷過長而產生疲乏感，每位受試者僅回答四家食品飲料企業與

一家資訊通訊企業之題目1。 

表 2  食品飲料企業與延伸產品間的的類別契合度關係 

企業 

名稱 
旗下主要產品與獨特聯想

註 1 高契合度延伸產品
註 2 低契合度延伸產品 

味丹 味精、泡麵 清粥小菜店、高湯罐 火鍋店、冰品 

愛之味 麵筋醬瓜、罐頭、甜八寶 清粥小菜店、高湯罐 火鍋店、冰品 

台鳳 鳳梨、罐頭 冰品、高湯罐 火鍋店、清粥小菜店 

桂冠 冷凍食品、火鍋料、湯圓 火鍋店、高湯罐 冰品、清粥小菜店 

宏碁 
電腦、筆記型電腦、DVD、 

證券公司、股票 

筆記型電腦背包 

單槍投影機 

電視機、股票機 

傳真機、 

自行車、 

手機套 

致福 
電腦、手機、 

招致福氣、股票 

手機套、自行車、 

股票機、電視機 

筆記型電腦背包、 

傳真機、單槍投影機 

倫飛 電腦、筆記型電腦、飛翔 
筆記型電腦背包、 

單槍投影機、自行車 

傳真機、股票機、 

手機套、電視機 

藍天 電腦、筆記型電腦、股票 

筆記型電腦背包、 

單槍投影機、 

自行車、股票機 

傳真機、 

手機套、 

電視機 

註 1：各企業旗下主要產品與獨特聯想來自於前測一之品牌自由聯想結果。 

註 2：契合度高低之延伸產品得自前測二之結果。 

主研究的問卷分成四大部份，第一部份衡量四家食品飲料企業在不同情境

下的品牌傘企業背書效果，第二部份衡量資訊通訊企業在不同情境下的品牌傘

企業背書效果，第三及第四部份為操弄檢定 (Manipulation check)，以確認企

                                                        
1  由於四家食品飲料公司在前測一中的代表產品均不相同，但四家資訊通訊企業的形象及聯想卻相當近

似，為兼顧控制問卷長度、避免受測者猜測到研究目的、有效運用有限樣本三項原則，每位受測者回答

一家資訊通訊與四家食品飲料企業的問題。另亦因四家資訊通訊企業的形象高度相似，在其所背書的新

產品品牌部分(即類別契合度)，採組內設計(within-subject design)比較合理，也較容易突顯差異；而當類

別契合度為組內設計時，便不宜讓一位受試者同時回答四家企業的題目，以避免受試者猜測到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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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形象與前測結果是否相符，每位受試者均回答四家食品飲料業與一家資訊通

訊業的形象問題，題目與前測一的十題相同。最後是受試者的性別、年齡等個

人基本資料。以下就前兩部份的設計詳細說明： 

第一部份是衡量食品飲料公司的企業品牌傘背書效果。首先列出天下雜誌

一千大排名的節錄，以表格方式呈現味丹、愛之味、台鳳、桂冠四家企業的排

名及財務績效，由資訊的呈現來控制「企業強度」這項變數。之後問卷內先針

對每家企業提供三項簡單資訊：（一）該企業現有的產品類別，（二）該企業旗

下現有的品牌數目及名稱，（三）該企業即將推出的新品牌與新產品，再請受

試者依序回答對四家企業所推出的新產品之看法。 

每家企業搭配一種品牌數目情境及一種延伸產品，所以問卷的第一部分共

有 4 (四家企業) × 2 (一個或五個品牌數目) × 4 (四種延伸產品) 之 32種操弄組

合。四家企業為組內設計 (within-subjects)，因此強度和形象兩變數屬於組內

設計，以隨機順序排列四家企業以平衡順序可能造成的干擾；品牌數目及契合

度則屬於組間設計 (between-subjects)，所以為混合實驗設計 (mixed design)。

每家企業下的依變數問題相同，共有四題：產品的知覺品質、可靠度、受喜愛

度及購買意願，均採取 Likert Scale五點量表。 

八家測試企業現有產品與品牌等資料是透過中華徵信所出版的「2000 年

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企業自建的網站及直接向企業查詢等三種管道取

得。而在品牌數目的操弄上，若是品牌數目少的情境，則問卷內只列出一個最

知名的品牌名稱；若是品牌數目多的情境，則問卷內列出五個現有品牌名稱；

由於是以真實企業為研究對象，而台灣企業旗下的產品品牌一般不多，台鳳、

桂冠、藍天三家企業旗下實際的品牌數目便不足五個，基於操弄之需，以虛擬

品牌替代湊足五個，虛擬品牌的命名原則是需與原本的產品品牌近似，例如桂

冠原有「卡好」品牌，另虛擬「好呷」。此做法雖有可能造成受試者對沒聽過

品牌的困惑，但由於各企業原有品牌中，也有許多知名度相當低的品牌，如味

丹的「綠力」與「隨緣」、台鳳的「天璽」與「帝門」、宏碁的「Veriton」、致

福的「Perfection」、倫飛的「Cometrue」，因此虛擬品牌的效果等同於原不知

名品牌，應不至於影響實驗結果。 

另外，必須為新推出的產品取新品牌名稱，以探討「企業對產品品牌的背

書效果」，虛擬品牌及新品牌之命名皆經由六人專家小組討論，參考該企業原

有之品牌名稱特點，創造出類似概念的新名稱以增加真實感。味丹、愛之味、

台鳳、桂冠四家企業新推出的產品分別為「品味」、「可亞」、「台佳」、及「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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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個新品牌。 

問卷中的第二部份是衡量資訊通訊企業的品牌傘背書效果。此部份的問卷

設計與前述大致相同，但每位受試者只受測一家資訊通訊企業，搭配七種延伸

產品，所背書的延伸產品統一命名為「Trendy」。因此第二部份的問卷共有 4 (四

家企業) × 2 (一個或五個品牌數目) 之 8種組合，每位受試者只受測八種組合

之一。所以就企業而言，屬於組間設計；就變數來看，契合度為組內設計，強

度、形象與品牌數目則屬於組間設計，亦為混合實驗設計。 

經由一項十人之小規模前測顯示，五個新產品名稱給予受試者的感覺並無

明顯差異，感受均為「普通」。所有新產品資訊呈現時，皆以放大加粗斜體字

的產品名稱為主體，企業名稱及企業強度之資訊則以一般字號呈現，以避免企

業名稱吸引過多受試者對產品品牌名稱的注意。 

(二) 樣本數 

主研究以北部兩所大學之學生為受測樣本，總共發出 400 份問卷，回收

387 份，回收率 96.75%；剔除回收問卷中填答不完整、全部圈選相同選項、

及圈選方式隨便等無效問卷 24份後，有效問卷共有 363份。 

肆、研究結果 

雖然本研究選擇兩項標的產業的目的僅在於複檢，但因兩產業變數之組內

與組間設計不同，無法合併處理資料，因此所有分析均分別依食品飲料業與資

訊通訊業兩個產業進行，首先以操弄檢定確認實驗操弄有效，再以 ANOVA檢

定品牌數目、強度、形象與契合度四項變數對企業背書效果的影響顯著性。 

一、操弄檢定與信度 

在進行假說檢定前先進行操弄檢定，以確認主研究的八家企業在企業形象

上的高低區別與前測結果一致，操弄達到效果。 

四家食品飲料企業在十題形象題目之 Cronbach α 值達到 0.862~0.930

間，信度良好。再以 t檢定驗證四家企業的形象差異性，檢定結果得到愛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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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味丹 (t=7.36) 愛之味與台鳳 (t=15.74)、桂冠與味丹 (t=10.81)、桂冠與台鳳 

(t=-18.50)，四組 t檢定皆達到 α = 0.01的顯著水準，顯示愛之味代表強勢/形

象好、味丹代表強勢/形象弱、台鳳代表弱勢/形象弱、桂冠代表弱勢/形象好之

歸類方向正確。 

四家資訊通訊企業的十題形象題目之 Cronbach α 值在 0.894~0.928 間，

均在可接受的信度範圍。t 檢定結果顯示宏碁與致福 (t=15.38)、宏碁與藍天 

(t=16. 00)、倫飛與致福 (t=5.04)、倫飛與藍天 (t=6.20) 等四組間的差異皆達

到 α = 0.01的顯著水準。檢定結果比前測結果更顯著，確認四家企業的企業

強度與形象之歸類合理。 

此外，衡量消費者對產品態度的三個構面為「知覺品質」、「可信度」及「受

喜愛度」，Cronbach α 值在食品飲料業高達 0.791~0.806間，在資訊通訊業亦

高達 0.879~0.887間，信度均在可接受的範圍；而購買意願則因僅為單題，無

信度值。 

二、食品飲料企業背書效果假說檢定結果 

在以 ANOVA檢定假說前，首先確認二個依變數在兩產業的資料都不違反

常態分配，且 16 種組合之變異數亦不違背同質性的前提 (其中差異最大之二

組的 F=3.65，p=0.06，其他組間比較之 p 值均在 0.1 以上)，可進行 ANOVA

分析。 

如表 3 所列，食品飲料業的態度面與購買意願整體模式均達到顯著水準

（F=14.18，p=0.0001；F=5.05，p=0.0001）。其中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主效果達

到顯著水準，而且現有品牌數目較多的企業為新產品背書的態度面效益（平均

值 3.34）高於品牌數目少的企業（平均值 3.30），顯示企業旗下品牌數目愈多

時，運用品牌傘策略能使受試者對新產品品牌的態度產生較大的背書效果，但

在購買意願則未達到顯著水準。假說 H1：「旗下品牌數目多的企業，採用品牌

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旗下品牌數目少的企業大」獲得部分支持。 

企業強度主效果達到顯著水準，但因受試者對強勢企業的產品態度（平均

值 3.27）低於弱勢企業（平均值 3.37），且對強勢企業的產品購買意願（平均

值 3.38）亦低於弱勢企業（平均值 3.50），顯示強勢企業採用品牌傘策略，對

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較小，與假說 H2：「強勢企業採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

背書效果比弱勢企業大」相反，H2 不成立。推測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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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天下雜誌一千大排行榜判定企業強度高低，雖然在問卷中提供天下雜誌

的調查結果以操弄受試者認知，但可能無法立即產生效果，消費者心中知覺的

企業強度與天下一千大排行榜並不一致，導致研究結果與假說相反，結論部份

將針對此點再做進一步討論。 

表 3  食品飲料類企業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態度面 購買意願 

來源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均方和 F 值 

品牌數目 1 1.93 4.96 * 0.95 1.28 

強度 1 3.66 9.40 ** 5.35 7.22 ** 

形象 1 46.90 120.53 ** 42.66 57.57 ** 

契合度 1 18.14 46.61 ** 17.18 23.19 ** 

品牌數目×強度 1 0.00 0.01 1.58 2.13 

品牌數目×形象 1 0.07 0.17 0.58 0.78 

品牌數目×契合度 1 0.04 0.09 0.76 1.03 

強度×形象 1 8.94  22.97 ** 8.93 12.04 ** 

強度×契合度 1 0.08 0.22 0.84 1.14 

形象×契合度 1 0.08 0.21 0.61 0.83 

品牌數目×強度×形象 1 0.35 0.90 0.91 1.23 

品牌數目×強度×契合度 1 0.53 1.37 2.12 2.86 

品牌數目×形象×契合度 1 0.22 0.57 0.20 0.27 

強度×形象×契合度 1 2.40 6.16 * 4.66 6.28 * 

品牌數目×強度×形象×契合度 1 0.73 1.88 0.87 1.17 

模式 15 5.52 14.18 ** 5.96 5.05 ** 

註：「*」代表 p<0.05；「**」代表 p<0.01 

企業形象主效果達到顯著水準，且對企業形象好之新產品的態度與購買意

願（平均值 3.50、3.62）均遠勝過形象弱的企業（平均值 3.14、3.28），顯示形

象好的企業採用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較大，與本研究假說 H3：

「形象佳的企業採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形象弱的企業大」一

致，H3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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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主效果「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在態度面及購買意願亦皆達到顯著

水準，且契合度高組之態度平均值（3.43）高於契合度低組之平均值（3.21），

契合度高組之購買意願平均值（3.42）也高於契合度低組之平均值（3.35），顯

示企業將品牌傘策略運用在契合度較高的產品類別時，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

較大，假說 H4獲得支持。 

表 4  食品飲料企業在企業強度、企業形象 

和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的組間比較 

  態度面 購買意願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弱勢×形象好 363 3.62 a 0.60 3.76 a 0.75 

強勢×形象好 363 3.37 b 0.65 3.47 b 0.86 

強勢×形象弱 363 3.17 c 0.66 3.30 c 0.95 

弱勢×形象弱 363 3.11 c 0.63 3.25 c 0.91 

弱勢×形象好×契合度高 183 3.77 a 0.58 3.92 a 0.65 

弱勢×形象好×契合度低 180 3.47 b 0.59 3.59 b 0.82 

強勢×形象好×契合度高 178 3.46 b 0.65 3.57 b 0.81 

強勢×形象弱×契合度高 179 3.33 bc 0.61 3.48 b 0.83 

強勢×形象好×契合度低 185 3.28 cd 0.64 3.38 bc 0.90 

弱勢×形象弱×契合度高 184 3.17 de 0.65 3.26 cd 0.94 

弱勢×形象弱×契合度低 179 3.06 e 0.60 3.25 cd 0.88 

強勢×形象弱×契合度低 184 3.02 e 0.67 3.12 d 1.02 

註： 各組縱列之平均值旁標註相同英文字母 (a、b、c、d、e) 時，代表以

Student-Newmen-Keuls檢定無組間差異，如「強勢×形象弱×契合度高」與
「強勢×形象好×契合度低」之態度面均有「c」標註，表示此二項間無顯

著組間差異；無相同英文字母標註之組，表示組間差異達到 α=0.05 的顯

著水準。 

假說 H5：「企業形象對品牌傘企業背書效果的影響，在類別契合度高時大

於契合度低時」需檢測「形象×契合度」的二維交互作用，但在態度與購買意
願均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假說 H5不成立；由於形象和契合度兩者的主效果

皆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只要單一特徵存在即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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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雖然沒有針對「強度×形象」之交互作用提出假說，但結果顯示「強
度×形象」的交互作用在態度與購買意願皆達到顯著水準（參表 3）。進一步檢

視後發現，弱勢企業中形象好與形象弱對背書效果造成的差異（3.62 vs. 3.11；

3.76 vs. 3.25），大於強勢企業中形象好與形象弱對背書效果造成的差異（3.37 

vs. 3.11；3.47 vs. 3.30）(參表 4上半部），顯示「企業形象」對弱勢企業背書

效果的影響力大於強勢企業。 

三維「強度×形象×契合度」的交互作用在態度與購買意願均達到顯著水
準（參表 3），雖亦無相關假說，但由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弱勢企業中形象好

與形象弱對背書效果造成的差異性大於強勢企業中形象好與形象弱對背書效

果造成的差異性，顯示「企業形象」對弱勢企業的影響力大於強勢企業，與二

維交互效果分析結果相似。Student-Newmen-Keuls 的檢定結果則發現，弱勢/

形象好/契合度高的企業是最佳的背書組合，顯著優於其他的組合 (參表 4 下

半部)。 

三、資訊通訊企業背書效果假說檢定結果 

由表 5可知，資訊通訊業在消費者態度與購買意願兩者的整體模式均達到

顯著水準（F=13.20，p=0.0001；F=9.39，p=0.0001），且四項主要變數在二個

模式中的檢定結果均一致。 

企業旗下品牌數目的主效果並未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資訊通訊企業旗下品

牌數目多寡對於背書效果不會造成顯著差異，假說 H1：「旗下品牌數目多的企

業採用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旗下品牌數目少的企業大」不成

立。 

企業強度的主效果達到顯著水準，而且強勢企業的產品背書效果（態度平

均值：3.48、購買意願：3.23）高於弱勢企業（態度：3.30、購買意願：3.09），

可見以強勢企業為產品品牌背書比弱勢企業有效，與假說 H2：「強勢企業採品

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弱勢企業大」一致，假說 H2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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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資訊通訊類企業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態度面 購買意願 

來源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均方和 F 值 

品牌數目 1 0.28 0.46 0.67 0.73 

強度 1 18.12 29.30 ** 10.05 10.97 ** 

形象 1 37.12 60.01 ** 17.94 19.58 ** 

契合度 1 3.62 5.85 * 5.63 6.15 * 

品牌數目×強度 1 4.94 7.99 ** 0.99 1.08 

品牌數目×形象 1 1.89 3.05 8.82 9.63 ** 

品牌數目×契合度 1 0.00 0.00 0.02 0.03 

強度×形象 1 0.30 0.49 0.12 0.13 

強度×契合度 1 0.55 0.89 0.04 0.04 

形象×契合度 1 13.62 22.02 ** 26.75 29.21 ** 

品牌數目×強度×形象 1 0.03 0.04 45.03 49.16 ** 

品牌數目×強度×契合度 1 0.12 0.20 0.04 0.05 

品牌數目×形象×契合度 1 0.87 1.41 1.58 1.72 

強度×形象×契合度 1 32.86 53.13 ** 0.00 0.00 

強品牌數目×度×形象×契合度 1 0.10 0.17 0.45 0.49 

模式 15 8.16 13.20 ** 8.61 9.39 ** 

註：「*」代表 p<0.05；「**」代表 p<0.01 

在企業形象方面，主效果亦達顯著水準，且形象好的企業之背書效果（態

度平均值：3.52、購買意願：3.26）優於形象弱的企業（態度：3.26、購買意

願：3.06），顯示形象好的企業採用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有較大的背書效果，

假說 H3：「形象佳的企業採品牌傘策略對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形象弱的企業

大」獲得支持。 

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的主效果達到顯著水準，而且契合度高時的企業背

書效果（態度平均值：3.42、購買意願：3.21）高於契合度低時（態度：3.35、

購買意願：3.11），推知當企業與產品的類別契合度高時，有助於對產品背書

效果的提昇，與假說 H4：「企業與產品類別契合度高的情況下，品牌傘策略對

產品品牌的背書效果比契合度低的情況好」一致，H4成立。 

資訊通訊業之「形象×契合度」二維交互作用在態度與購買意願二模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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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達到顯著水準（參表 5），如圖 3 及表 6所示，當類別契合度高時，企業形

象高低對品牌傘企業背書效果的態度有明顯的影響（3.65 vs. 3.23）；而當契合

度低時，企業形象對產品態度就沒有清楚的背書效果差異（3.39 vs. 3.29），購

買意願與態度結果相仿 (參圖 3及表 6)，均顯示高類別契合度的情況下，企業

形象對背書效果的影響大於契合度低的組合，假說 H5：「企業形象對品牌傘企

業背書效果的影響，在類別契合度高時大於契合度低時」得到支持。

Student-Newmen-Keuls 檢定結果則顯示，形象好/契合度高的企業對產品品牌

的背書效果顯著優於其他組合，為最佳的企業背書組合 (參表 6)。 

其他僅在單一態度或購買意願顯著之二維或三維交互效果，由於並無一致

性且無相關假說，為節省篇幅，此處不予以討論。 

整體而言，無論是食品飲料業或資訊通訊業，品牌傘策略對於態度與購買

意願的影響都非常相似，且「企業形象」對產品品牌背書效果的影響均較「企

業強度」對背書效果的影響強。 

表 6  資訊通訊企業在企業形象和類別契合度的組間比較 

  態度面 購買意願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形象好×契合度高 636 3.65 a 0.78 3.42 a 0.96 

形象好×契合度低 631 3.39 b 0.78 3.12 b 0.94 

形象弱×契合度低 543 3.29 c 0.79 3.10 b 0.95 

形象弱×契合度高 721 3.23 c 0.84 3.01 b 1.01 

註： 各組縱列之平均值旁標註相同英文字母  (a、b、 c) 時，代表以

Student-Newmen-Keuls 檢定無組間差異，無相同英文字母之組，表示組

間差異達到 α=0.05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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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資訊通訊業之企業形象和類別契合度間的交互作用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企業品牌傘策略明確定義為「以企業名稱背書產品品牌」的做

法，以金字塔型的品牌層級結構 (brand hierarchy) 觀點來看，企業品牌是品牌

層級結構最頂端的品牌要素，一家企業只有單一企業品牌可以沿用在所有的產

品類別上，共用性高；而產品品牌則是位於品牌層級結構中層的品牌要素，一

家企業旗下可以擁有多個產品品牌，沿用在數個或單一產品類別上，專屬性相

對較高。以企業名稱為不同的產品品牌背書，屬於兩種品牌要素間上對下的影

響關係，而將一個品牌延伸到不同產品類別上，屬於兩項品類間平行的影響關

係。 

品牌延伸策略向來被實務界視為成長途徑之一，且廣為運用，但其潛藏的

機會成本便是喪失創造及累積個別品牌權益的機會，而且延伸失敗時也較容易

危及原品牌形象，但完全使用個別產品品牌策略，所需行銷成本又過於龐大。

因此以企業名稱為產品品牌背書的品牌傘策略，不失為延伸策略與個別產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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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策略兩者間的折衷方法，藉由企業體長期累積的品牌權益為旗下個別產品品

牌背書，既可有效運用行銷資源讓新品牌快速被消費者接受，且可累積個別產

品品牌資產，把握創造新超級品牌的機會。 

一、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影響企業品牌傘策略之背書效果的因素，藉由品

牌延伸文獻歸納出「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企業強度」、「企業形象」及「企業

與產品類別契合度」四項可能影響品牌傘背書效果的企業或產品特徵。結果發

現形象良好的企業運用品牌傘策略時，能夠對產品品牌發揮較強的背書效果，

消費者對新產品的接受度較高，此點與 Keller & Aaker (1992) 對品牌延伸的

看法有異曲同工之處：當原品牌具備高知覺品質時，消費者對其延伸產品的評

價都不會太差，即形象佳的企業確實能夠提供個別產品品牌較佳的背書效果。 

企業與產品類別間的契合度也會對品牌傘的背書效果產生影響。企業與產

品類別間契合度愈高時，企業的背書效果愈強，此點亦與大部份品牌延伸文獻

對契合度的研究結果一致。當企業在多數消費者心中形成特定的產品類別時，

由於該產品類別通常是企業最主力、累積相當口碑的旗艦產品  (flagship 

product)，例如：由味全聯想到鮮奶、掬水軒想到餅乾、柯達的底片等，通常

消費者對這些產品也持有相當正面的評價，因此一旦消費者將企業名稱與這些

獨特的產品類別連結後，企業再為其他高度相關的產品背書時，消費者會比較

容易接受。 

而且當企業與產品類別間的契合度愈高時，消費者較容易將企業與新產品

品牌聯想在一起，認為兩者間具有攸關性 (relevance)，企業的績優形象便比較

能夠移轉到旗下的產品品牌，提高對產品品牌的背書力；如果企業與產品類別

間契合度低，消費者難以建立企業與產品品牌間的連結關係，原本對企業形象

的好惡也就不會對產品品牌造成太大的影響。因此，企業形象對背書效果的影

響在兩者間契合度高時，比契合度低時更為清楚明顯。 

此外，本研究中「企業旗下品牌數目」的多寡只對食品飲料企業的態度面

背書效果產生顯著差異，對於購買意願則沒有造成明顯效果；對資訊通訊企業

則完全沒有影響。顯見企業旗下品牌數目的多寡可能只足以影響消費者對產品

的態度，但無法激發嘗試購買的實際行動。而且產品品牌數目在以技術導向、

企業品牌為主導的產業中，就無法發揮背書效果，如資訊通訊業，推測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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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類產業的產品品牌通常只代表不同產品線或品類的區隔，即使企業旗下

擁有許多產品品牌，但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通常會以企業組織為考量基礎，對

產品品牌並不太重視。又如：購買冷氣機時，消費者會選擇三洋、東元、或松

下，而非自「健康」、「夢鄉」或「合歡」牌考慮起，所以企業旗下現有產品品

牌數目多寡，對消費者而言意義並不大。 

本研究亦發現「企業強度」的高低會對品牌傘的企業背書效果造成顯著影

響。只是在食品飲料業的研究結果發現，天下雜誌一千大排名較高的味丹與愛

之味，在企業背書效果上反而不及排名較低的台鳳與桂冠。推測可能是因為消

費者心中知覺的企業強度與天下雜誌一千大的企業排名不一致，所以即使在問

卷中提供天下雜誌調查排行榜資料給受試者，仍無法立即發生操弄作用。天下

雜誌主要以營業收入、營收成長率、稅後純益、獲利率、成長率…等指標計算

各家企業排名，顯然消費者並非以這些構面來判定食品飲料企業的強度。但就

資訊通訊業來看，一般消費者對資訊通訊企業強度的認定則與天下雜誌計算排

名的方式較為相符，因此當問卷上提供天下雜誌一千大排名時，受試者很容易

接受，且依排名高低決定資訊通訊企業的強度。 

Reddy et al. (1994) 曾以品牌巿佔率、品牌年齡及品牌廣告支出三項衡量

品牌強度，發現品牌強度愈強，消費者對於延伸產品的評價愈高。在深度檢視

食品飲料各企業品牌的廣告支出後發現，愛之味的廣告量雖高居前五百大廣告

主排名第 35名，但若以同業排名—即 share of voice的觀點來看，由於飲料同

業中如統一、金車、黑松、味全等的廣告支出均遠超過愛之味，使得愛之味的

廣告投資效果無法突顯。而桂冠的廣告支出雖然僅位居廣告主的第 101名，但

桂冠在電子媒體大量宣傳湯圓、包子、水餃、火鍋料等產品，廣告支出居於同

業冠亞軍地位 (突破雜誌，2001.3)；台鳳是四家企業中多角化程度最高、資產

最龐大、品牌年齡最悠久的，「台鳳」品牌更跨足食品業、營造業及汽車代理

等。推測本研究結果中弱勢企業—台鳳與桂冠，在背書效果上反而高於強勢企

業，即可能是基於其對品牌所投入的資本較多、歷史悠久或多角化層面較廣，

進而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使得其企業背書效果較好。 

二、建議與貢獻 

根據本研究結果，首先對行銷實務界提出建議，當企業形象愈優良時，消

費者對於企業的良好印象很容易轉移到企業推出的產品品牌，因此運用企業良

好的形象為產品品牌背書，自然容易引起消費者的喜愛、信任與認同，企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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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效果較大；反之，若企業形象普通或不佳時，為減少消費者將對企業不認同、

不信任、不喜愛的情緒帶入，形成對產品品牌的負面聯想，應儘量避免運用企

業名稱為新產品品牌背書，以免引導消費者對新品牌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 

而形象塑造有很多方法，如前述，本研究結果間接暗示了廣告投資的重要

性，透過廣告對產品屬性或聯想加以塑造，或直接強調產品的高品質，便能逐

步地影響企業形象。除廣告外，產品形象也會影響到企業形象，從品牌聯想的

前測中發現味丹企業的形象相對較差，主因在於其主力產品為味精及速食麵，

這兩項產品一般被認為是吃多有害的食品，連帶使得味丹在形象上出現部分偏

負面的聯想，因此當味丹推出「多喝水」礦泉水時，就不應以味丹為此新品牌

背書。 

企業與產品類別間的契合度高低亦會影響品牌傘的效果。當企業在消費者

心中被定位成一特定產品類別時，消費者很容易將對該特定類別的刻板印象做

為評估企業新產品品牌之標準，一旦對企業類別的刻板印象無法與新延伸產品

類別相容時，新產品品牌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沒有邏輯、不合理的延伸產品，因

此反而容易引發負面的評價。以 P&G運用品牌傘策略的方式為例，旗下的好

自在、幫寶適等產品品牌，皆於電子媒體上打出「P&G寶僑家品，創新佳品」

的字樣，藉由 P&G日用品領導廠商地位為這些產品背書；但對於 SK II與品

客洋芋片這兩項產品，則完全沒有提到 P&G企業名稱，目的即是要避免消費

者將「P&G 為日用品廠商」的認知移轉到化妝品及食品，引發負面聯想，由

此可以清楚看出契合度高低，對於選擇採用品牌傘策略與否的重要性。 

企業旗下品牌數目之多寡也是行銷人員可在品牌傘策略中加以運用的條

件。當企業已有多次背書經驗，或旗下已擁有數個成功品牌時，消費者可能會

因為認同企業已有的成功經驗，而提高對後續新產品品牌的接受度。因此建議

行銷人員在企業已擁有多次成功的背書經驗後，推動新產品品牌上巿時可採取

聯合促銷手法，以企業體為單位，集合旗下數個成功品牌及新產品品牌，一起

進行宣傳促銷活動，讓消費者認知到一家企業能同時擁有多項產品品牌，具有

優良的行銷與製造能力，應可使消費者對新產品品牌持有更正面的態度和認

知。但若企業是第一次為產品品牌背書，對於品牌傘策略的運用就應該較為嚴

謹，以免失敗經驗影響以後企業欲再度背書的能力。 

然而，企業組織大部份的特質如：企業強度、企業形象、旗下品牌數目、

在消費者心中的類別定位等，都是經年累月逐漸形成的，難以在新產品品牌推

出之前做立即的改變。也就是說，如果冀望品牌傘策略真正為產品品牌帶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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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果，經營企業品牌的重要性就不亞於產品品牌的重要性。因此，建議行銷

人員多注重企業形象的建立與維護，如此的企業品牌傘策略才可能確實奏效，

品牌策略的應用也可更多元化。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產業選擇時，基於台灣服務業的品牌策略運用仍未成熟，產值較

大的服務業，如金融、通訊等，基本上以單一企業品牌為主 (鄭秀倫，2000)，

因此本研究選定屬於消費品的食品飲料業與屬於耐久財的資訊通訊業為研究

標的產業。但隨著服務業比重日益成長，且品牌價值是服務業的成功關鍵，因

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選擇服務業進行研究，瞭解品牌傘策略在服務業的可能應

用方法與效益，提供給服務業行銷人員參考。 

此外，本研究基於同質性樣本較異質性樣本更適合用以驗證理論模式，因

此僅以大學生為受試者，使得外部效度有所限制。為提高外部效度，使研究結

果能更廣泛應用到一般消費大眾，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改採問卷調查法對一般消

費者進行研究。 

在研究中所選定的部份企業，旗下真實品牌數目不足五個，便以虛擬產品

品牌替代，但此處理手法或許會影響品牌數目的操弄效果。當受試者沒有聽過

該虛擬品牌時，可能傾向認為這些虛擬品牌是巿場上經營失敗的品牌，另外如

味丹的「隨緣」、「綠力」、台鳳的「天璽」與「帝門」，雖為真實品牌，但是知

名度均相當低，受試者也可能會認定其為失敗品牌。Keller & Aaker (1992) 曾

指出，若原品牌過去有多次的失敗延伸經驗，會使得消費者對於後續延伸產品

的評價較低，因此企業旗下不知名品牌數目過多時，企業背書可能反而會對產

品品牌產生負面的效果。據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企業旗下各品牌及其知

名度間的交互作用進行探討，亦即探討過去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對未來企業背

書效果的影響。 

隨著探討品牌延伸策略的文獻日漸豐富，有些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品牌延伸

對原品牌權益造成的正面強化作用或負面稀釋效果 (Loken & John, 1993；

Gurhan-Canli & Maheswaran, 1998)，建議後續研究者也可參考此一研究領域，

進一步探究下層的個別產品品牌對上層的企業品牌造成的回饋 (feedback) 作

用，亦即探討企業是否可運用品牌傘策略，藉由具備高品牌權益的產品品牌，

來改善或提昇企業體之整體形象與權益。例如：台灣菸酒公賣局 (現為台灣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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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公司) 以搖滾、酷炫、年輕的新訴求，成功重塑台灣啤酒的品牌形象，同時

也讓消費者對台灣菸酒公賣局的形象感到耳目一新；反面實例如台灣凱楠代理

的 Volvo 960汽車，自 1995年起連續的「疑似暴衝事件」，雖未完全證實為產

品瑕疵所造成暴衝，但已使 Volvo一向訴求的品牌核心價值「安全」受到消費

者質疑，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急速擴散，不僅影響 Volvo 960車種的銷售，凱楠

整體的業績銳減近三成 (民視新聞網，1999)。 

本研究是少數專注於探討企業品牌傘策略的研究之一，品牌傘策略的應用

在國外相當普及，在國內則處於發展階段，但無論國內外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

及資源皆相當缺乏，形成實務界應用大幅領先學術研究的情況，也使得品牌傘

策略的效益與應用技巧一直無法獲得具體佐證或結論。與品牌延伸策略研究的

豐富文獻相比，顯然品牌傘策略為一亟待開發的研究領域，期待更多後續研究

者的投入，趕上實務界對於品牌傘策略應用的重視與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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