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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資產、策略聯盟與市場經營績效之研究
-以兩岸生技業之 A 公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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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政府政策獎勵生技相關產業發展，使得該產業逐漸朝向多元化、大眾化與國際化發
展。然而，隨著快速成長之競爭壓力，生技業的廠商在營運上若僅運用自身核心能力已無法趕上市場
需求，故強化企業之品牌資產與策略聯盟等相關議題就逐漸重要。
因此，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為主，選擇個案 A 公司為研究對象，並輔以該公司之多位高階主管進
行多次深度訪談，以探討該企業如何運用品牌資產、策略聯盟等策略去提高經營績效相關作法。本研
究結果發現：個案企業能預應環境改變，去執行品牌資產、策略聯盟等相關策略對公司整體經營績效
是有成長的，期許個案企業能落實持續改善品牌資產、策略聯盟等策略之執行，並對其未來的發展方
向提出行銷實務上的建議。

關鍵詞：品牌資產、策略聯盟、市場經營績效、生技業。

聯繫作者：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商學院 7 樓)
Tel: 0930-118-056
E-mail: 103355506@nccu.edu.tw
11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三十五卷第二期 (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117-131
泰)也將投資觸角延伸至生技產業，整體泛生技產

壹、緒論

業的蓬勃發展已成為未來重要亮點。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再就兩岸合作進軍中國市場的例子來剖析，以
生技相關的「醫學美容」相關服務為例，由於台灣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由於政府政策加持扶植獎勵生技產業

醫療水準高，醫學美容已成為亞洲最成功的國家之

發展，使得生技產業逐漸朝向多元化、大眾化與國

一，佳醫集團與中國的國藥集團在大陸合設醫美通

際化發展。本研究以下將就「兩岸市場」、「產業

路，首家萬麗醫美診所已在 2012 年 10 月在上海開

發展」及「產品品牌」三項不同觀點，進一步分析

業、2013 年已大幅擴點，根據佳醫估計，大陸每

該產業的發展現況並歸納本研究背景。

年約有 300 萬人接受整型手術，未來十年年複合成

1、以「兩岸市場」觀點剖析：兩岸生技市場的發

長上看 15%，商機龐大。

展皆「前景看好」

3、以「產品品牌」觀點剖析：企業藉由多品牌策

目前台灣高齡化、少子化成為國家人口趨勢，

略搶攻市場佔有率

以生技相關的「健康照護」行業相形重要，根據衛

以生技相關的「女性化妝保養品」相關產品為

生署調查，我國 65 歲以上之 255 萬老年人口中，

例，百貨專櫃的品牌就超過 17 個以上的品牌，目

失能人數約為 42 萬人(佔 16.5%)，2016 年起的長

前還在持續增加中，美妝產品的製造商為達市場佔

照十年計畫 2.0 至今進入第 3 年，我國長期照顧需

有率極大化，會將顧客分群為熟女及年輕美眉兩

要人數將由 2017 年的 55.7 萬人，推估至 2026 年

類，而分析市場現況是熟女信賴百貨專櫃品牌；年

增加至 77 萬人以上，增加約 38.24%以上，其中以

輕美眉最愛連鎖藥妝店開架品牌，由此可知，企業

居家及社區式照顧為主。

因應之道即是善用多品牌策略去發展設計不同價

再就中國市場來剖析，隨著預防醫學的概念興

位的產品，以追求最大的產品市場佔有率。

起，以及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其中生技相關的「保

再者，產品市場替代性高，且藥妝店開架品牌

健食品」市場每年可成長 10%以上，未來潛在商機

的忠誠度低，使得廠商致力于發展品牌策略並積極

仍相當龐大，故國內已有不少保健食品廠已前進中

維持其品牌資產，造成各類產品品牌充斥市場。而

國，而兩岸生技產業已展開合作，在廈門、福州先

一種產品多個品牌的原因也是為了爭取在市場上

行試點，其中包括保健食品，未來可望加速上市審

能有多一點上架的機會，使消費者能多接觸該公司

批時程，爭取快速登陸。此外，2013 年的 18 屆 3

的產品。而由於市場競爭激烈，開架品牌並無任一

中全會，已將醫改列為習近平未來十年施政重點，

廠商或任一品牌可以長期獨佔多項產品的市場領

依官方統計資料顯示，預估到 2015 年中國 60 歲以

導地位。

上人口會慢慢增加到 2 億人，且三大保險參保率已

(二)研究動機

達 95%，也成長拉升了中國藥品市場(2013 年約

由上述研究背景可得知，品牌資產對市場績效

7,200 億人民幣以上)。

的影響關係大，以及對於企業整體競爭優勢之形成

2、以「產業發展」觀點剖析：兩岸大型生技醫療

有絕對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各構念之間

集團涵蓋市場脈動

的探討，可作為企業未來研擬行銷策略之參考，並

由於全球產業趨勢快速移動，跨界投資也成為

引發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如下：

最熱門的共識，在國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2013 年

1、未來兩岸生技市場的商機與成長潛力無窮

國際電腦展，除消費電子產品外，生技相關的「醫

以「健康照護」行業來剖析，根據工研院 IEK

療電子」相關產品的應用，也成為吸引市場目光的

Consulting 之預測調查，到 2021 年，台灣健康促

焦點，除鴻海、廣達、明基、華碩等電子五哥紛紛

進相關產值將超過台幣 1,322 億元，成為相關業者

搶進此領域外，傳產集團(如：統一、永豐餘、潤

兵家必爭之地。再以中國「保健食品」市場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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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成長 10%以上，至 2018 年整體市場規模約

銷策略規劃之研究-以昇湧生物科技公司為例，再

為 2,898 億人民幣。此外，大陸保健食品的人均消

者，這些研究均未提及品牌在此產業競爭中的重要

費也大幅成長，2000 年以前每人消費 17 元人民

性。因此，本研究將從個案企業所擁有的品牌資產

幣，到了 2018 年每人消費達 117 元人民幣，但此

為出發點，希望能提升行銷相關研究領域中的完整

消費水準僅是日本人均的 17.67%(662 元人民幣)及

性。

美國的 12.66%(924 元人民幣)，因此中國保健食品

二、研究目的

市場未來成長空間仍相當大。

根據前述之研究背景及動機，生技行業未來將

2、品牌資產是維持兩岸生技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

快速成長，故 A 公司如何運用品牌資產、策略聯

來源

盟去創造市場績效的表現，以求利潤極大化是本研

以台灣的醫美產品為例，由於網路美容資訊的

究所欲探討的主題。然而，本研究著重於個案公司

快速流通，也是醫美產品擴大消費者信賴的管道之

之品牌資產、策略聯盟的運作發展及可能所衍生的

一。現在消費者蒐集情報的能力很驚人，只要將產

相關問題，與執行品牌資產、策略聯盟相關策略

品名稱當成關鍵字搜尋，消費者就可以在網路上，

後，是否會影響個案公司的市場績效來探討，並且

找到關於產品的評價，然而素人消費者試用的心得

希望透過本研究，能深入了解個案公司目前品牌資

報告，將產品好壞赤裸呈現，足以影響消費者的購

產、策略聯盟之相關策略的執行現況。

買意願，如此使很多原本並不知名的醫美品牌，快

因此，歸納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

速在主要消費客群中傳播，讓醫美保養品得以在品

(一)探討 A 公司如何掌握市場商機，維持品牌資產

牌眾多的美妝保養品市場，迅速累積人氣，並轉換

優勢確保銷售成果。

為實際業績。同時，也由於消費者對品牌的轉換成

(二)經由相關文獻與個案分析，探討 A 公司在策略

本降低許多，故品牌故事與品牌忠誠度的強化亦成

聯盟(同業或異業)與提升市場經營績效方面之具

為醫美廠商的行銷重點。

體做法與主因。

3、兩岸生技相關的企業面對不同策略聯盟的行銷

(三)探討 A 生技公司在建立品牌資產前後，對市場

作為，仍值得深入研究。

經營績效的影響。

三、研究對象

戴寶郎(2001)以台灣前十大製藥業中的四家
公司做為個案探討對象，針對策略聯盟之議題深入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生技相關產業，且設定為

探討，文中說明無論是何種型態的聯盟，只要雙方

同時在中國大陸及台灣皆有銷售產品，並同時擁有

有互補性資源，皆可降低風險之成效，更可以藉由

健康類與美麗類兩種產品品類的之個案企業(A 公

合作獲得技術移轉，進而提升獲利。陳建宇(2016)

司)為對象(尤其是台商赴大陸投資者)。

提出：台灣生技業者，若以併購小型生技研發公司

貳、文獻探討

為目標，再配合不同的策略活動擴展版圖，才有機
會補強企業本身的競爭力。對企業而言，如何面對

一、品牌資產

兩岸不同的市場特性與策略聯盟類型，進一步策劃

(一)Aaker 對於品牌資產的相關研究

合適的品牌行銷策略，都值得深入分析探討。

提起 Aaker 對於品牌資產與品牌權益的貢
獻，從 1989 年所發表的文章中就曾提到，「品牌

4、探討兩岸生技產業之研究仍舊不足
回顧以往國內文獻中之相關研究，目前國內對

資產是企業所擁有的資產及技術為競爭優勢的基

於生技產業相關研究僅侷限於台灣地區經營廠商

礎，提供企業長久競爭優勢及長期績效表現。」，

之研究較多，近年來的研究，例如：洪志銘(2012)-

同時，有關品牌資產與品牌權益兩者的關係。：1991

生技產業研發與經營績效之關聯研究-以台灣地區

年 Aaker 出版的「Managing Brand Equity」此書中

上市上櫃生技公司為例、陳錦浩(2011)-生技產業行

更明確指出，「品牌權益源自於品牌資產與負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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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且目前所熟知的品牌權益五項內涵觀念源

資源限制的廠商而言，可用外部組織的資源合作，

自於對品牌資產的延伸。

做為市場回應，主要優點是可比獨資更快進入市

到 1992 年，Aaker 開始討論品牌權益的觀念，

場 ， 例 如 ： 首 動 利 益 者 優 勢 (first mover’s

從此時起，品牌自原本企業觀點「品牌資產」演變

advantages)。綜合相關文獻發現，創新/進入市場、

成具消費者意識的「品牌權益」。Aaker(1991)認

學習、規模經濟的發揮、降低成本、增加垂直議價

為品牌權益的五項內涵中，知名度、知覺品質、品

力等，皆是廠商們從事策略聯盟的主要動機。

牌聯想及其他專屬的品牌資產等四項有助於品牌

(二)策略聯盟的類型

忠誠度的建立，其中知名度、知覺品質、品牌聯想

關於策略聯盟的類型，學者們有許多不同的分

是代表顧客對於品牌的知覺和反應，而忠誠度則是

法，以參與聯盟的夥伴是否在同一產業，將策略聯

一顧客基礎的忠誠度。

盟 類 型 分 為 同 業 聯 盟 與 異 業 聯 盟 (Yoshino and

(二)品牌資產與品牌權益的比較

Rangan, 1995)，另依照夥伴在價值鏈的分工方式，

觀念上，品牌資產是企業的策略性資產，能夠

將 策 略 聯 盟 分 為 垂 直 與 水 平 的 聯 盟 (Porter and

為企業與顧客創造利益而帶來價值。然而，品牌權

Fuller, 1986 ； 司 徒 達 賢 ， 1996) ， Nohria and

益則如財務報表上股東權益項目的金額，是將品牌

Garcia-Pont (1991)則依夥伴所投入的資源是否類

資產預期外的收益加以折現、計算現值，再扣除品

似，將其分為互補型與集合型(pooling)，但 Hitt,

牌負債後，所得到的淨值。在此觀念下，企業了解

Ireland, Hoskisson & Menger (1997)皆認為策略聯

並評估品牌資產的主要目的，在了解企業究竟有那

盟是指以截長補短的方式結合夥伴的資源，以便掌

些可以創造價值、作為策略規劃基礎的資產，來發

握市場機會並創造新價值，此種聯盟稱為互補式的

展出創造利益的策略。

策略聯盟(complementary strategic alliance)。

因此，本研究是以「企業」角度進行分析，而

(三)品牌聯盟之重要性：策略聯盟的延伸若將前述

其中知覺品質屬於消費者角度之構面，不屬於本研

的品牌資產與策略聯盟議題相結合即為「品牌聯

究範圍，故僅採用「品牌知名度」
、
「品牌忠誠度」、

盟」，此聯盟會影響潛在市場的規模大小

「品牌聯想」、「其他品牌資產」作為本研究品牌

(Newmeyer et al. 2014, Yan and Cao 2017)，此外，

資產的四項探討面向。

專業經理人會考慮運用品牌聯盟主要有兩個目

二、策略聯盟

標：品牌的發展與市場發展(Amaldoss and Rapoport

策略聯盟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創造市場績效的

2005; Newmeyer et al. 2014)，故得知本研究之重要

有效途徑之一，從資源基礎觀點來剖析，資源的互

性。

補性是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互補性愈高，則合作

因此，本研究將採行參與聯盟的夥伴是否在同

的成功可能性愈大(Sinha & Cusumano, 1991)，

一產業，將策略聯盟的類型分為「同業聯盟」與「異

Chi(1994)的研究認為：資源交換能夠讓合作雙方

業結盟」作為本研究策略聯盟的兩項分類面向。

獲利是因資源間具有互補性或綜效，所謂互補性是

三、市場經營績效

指共用資源比單獨使用可獲得更高報酬，也就是所

績效(Performance)簡單來說是指企業策略目

謂互補性資源指資產間彼此互相依賴，因此，一般

標的達成度(Hall, 2008)，就企業而言，可以衡量組

研究皆認為資源互補是策略聯盟的先決條件(Das

織對資源利用之「效率」及「效能」外，亦可以改

& Teng, 1998, 2000)。

進過去錯誤並引導未來資源分配的方向。然而，如

(一)策略聯盟的動機

何衡量經營績效，也因學者取得資料不同或認知差
距，而有不同。

Hutt, Stafford, Walker & Reingen (2000)認為合
作關係可協助廠商獲得新的競爭能力，以節省資

(一)市場績效評估與控制

源、分散風險。Combs & Ketchen (1999)認為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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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市場行銷績效的控制可分為四種類

2007 年創立 H 品牌的保健食品；2009 年，A 公司

型，分別為「年度計劃控制(annual-plan control)」

於發跡原址設立門市販售保健食品及美妝品；2011

目的在於確保公司達成年度計畫中的銷售、利潤及

年榮獲製藥業「台灣第一品牌」；2011 年正式跨

其他目標，必要時採取矯正的措施行動。「獲利力

足美容醫學領域。

控制(profitability control)」包括使用多種方法來衡

此外，A 公司於 2011 年設立國際投資控股(股)

量不同產品、地區、市場及通路等方面之實際獲利

公司，持續以服務、誠信、創新之精神，該控股公

力。「效率控制(efficiency control)」為使用更有效

司成立除有利於集團全球資源整合外，亦使集團更

率的方法來管理績效不佳的銷售團隊、廣告、銷售

能有效運用水平擴張及垂直整合策略，快速完成全

促銷及配銷等行銷活動，尋求更好的方法來改進不

球化策略佈局﹔，藉以立足台灣，運籌全球，以達

同 行 銷 方 式 影 響 效 果 。 「 策 略 性 控 制 (strategic

股東權益極大化之目標。整體而言，A 公司目前主

control)」為定期檢視公司策略是否能與其面臨機

要的經營方針有五：

會相配合，重新評估市場上的銷售成果及行銷稽核

(一)建構全球行銷網，強化外銷市場，擴大營運規

系統。

模。

(二)市場經營績效指標

(二)加速自費醫療產品、保健產品及原料藥等利基

市場績效所採用的衡量標準常因人、目標而

產品之開發，並與通路商的策略聯盟，降低健保藥

異，衡量績效的構面也就因此而有所不同。根據

價調整衝擊及提升營運獲利。

Lumpkin & Dess(1996)建議在行銷績效衡量上除了

(三)強化醫藥核心產品的研發，以深化市場，並建

傳統會計指標，如：銷售成長率、市場佔有率及獲

立完整的疾病組合用藥。

利外，還提出「全面性績效指標」，這部分建議以

(四)建立生產優勢，打造專業分工環境，爭取國際

「利害相關者」的滿意度作為衡量指標。此外，林

代工機會，創造競爭與獲利利基。

明昌(2002)提出以銷售成長為成長性指標，以獲利

(五)企業 ERP 及 CRM 資訊系統持續改善計劃，以

情況為獲利性指標，以市場佔有率及顧客滿意度作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環境。

為公司市場績效之其他指標。

五、個案企業(A 公司)之市場潛力、績效
與優劣勢分析

本研究茲綜合各學者的看法且屬於廠商面的
研究，故採用「銷售成長率」作為市場經營績效的

(一)市場潛力與績效

判斷指標。

根據 2019 年經濟部工業局發行「生技產業白

四、個案企業(A 公司)之簡介

皮書」指出：2018 年整體製藥產業的銷售額約為

A 公司成立於 1952 年至今超過 68 年之久，且

803 億元台幣，單就台灣市場來看，2012~2018 年

該公司秉持「提供最佳的藥品，增進人類的健康」

製藥產業銷售額雖僅成長約 0.4%且有不小挑戰，

為經營理念來誕生。始終以純潔正直、無瑕品質，

另依據 ITIS 研究團隊推估：預測到 2023 年臺灣學

作為守護人們健康的精神。實踐「護衛健康、創造

名藥銷售額占比將上升至整體市場的 28.9%，且 A

美麗等」的公司願景。且致力於讓成本透明化、管

公司近年來己積極投入出口外國市場，主要為美

理制度化、品質標準化，以提供社會大眾安心與全

國、中國大陸與日本市場，未來市場潛力可期待。

方位的健康解決方案。經營者相信必須要嚴謹，追

再者，以台灣市場來剖析，2018 年 A 公司營

求表裡如一，如果沒有正直，就無法製造讓人安心

收約為 52.5 億元台幣，約佔整體產業仍有 6.5%

的產品，如果不能讓人們安心，就無法贏得消費者

強，若再進一步分析國內學名藥市場，2019 年 A

的信任；1993 年財政部證管會核准 A 公司以第一

公司其營收排名為第二大(約 35 億台幣，佔該公司

類股票上市買賣。目前於美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大

全年營收約 75%)。此外，根據中華徵信所之「台

陸設立工廠製造及銷售藥品和保健食品等產品，

灣 地 區 大 型 企 業 排 名 TOP5000 」 顯 示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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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製藥業總營收排名中，A 公司的排名

(五)研究中不操控變數；

分別為第 4﹑3﹑2﹑1﹑2 名，皆為名列前茅之企業。

(六)研究重點為當前問題；

綜合上述得知：A 公司在國內生技產業或市場中應

(七)個案研究對研究為什麼以及如何做的研究問

有其重要地位且未來市場潛力看好。

題較為有用，可作為追蹤未來相關研究變數之基

(二)優劣勢分析

礎。

除上述簡介提及的特色外，本研究茲整理 A 公司

因此，本研究係透過個案公司進行調查分析，

之優劣勢如下：

了解 A 公司「如何」掌握市場商機， 維持品牌優

1、優勢:

勢確保銷售成果；去探討 A 公司在策略聯盟與提

A 公司以完整產品線、高品質與合理價格，在市場

升市場經營績效方面之具體做法；在建立品牌資產

上為客戶與競爭者所認同。在穩固基礎下，研發新

前後，對市場績效影響「為何」，因此本研究選擇

產品、新劑型，除體制完整外，產品品質亦為消費

個案研究法。

者所認可。此外，近年來致力於建立差異化的品牌

二、深度訪談法

形象，以持續保有競爭優勢。

由於本研究受訪對象皆為公司之高階主管，故

2、劣勢:

採取半結構性訪談更符合本研究的需求。本研究依

(1)以生產專利過期學名藥為主，新藥開發較少，

據相關文獻資料設計半結構式問卷進行深度訪

產品同質性高，產品開發時間冗長且不確定性高。

談，訪談重點著重 A 公司在運用品牌資產、策略

(2)由於主管機關管理嚴格，以致生產成本增加、

聯盟之成功具體做法與建立品牌資產前後，其市場

藥品利潤減少。

經營績效改變等問題與受訪者認為相關重要的事。

(3)國際行銷通路布局能力仍待強化。

三、研究設計

(4)具國際市場經營管理實務經驗之高階人才不

(一)個案企業選取

足。

本研究選擇個案企業做為研究對象。原因如
下：1、A 公司為兩岸生技產業之知名品牌，近年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來致力於大陸市場的推展且用心經營，符合本研究

一、個案研究法

的動機；2、筆者過去於業界服務時，除對 A 公司

所謂的「個案研究」
，並沒有一個標準的定義，

有濃厚興趣外，所任職的企業亦為該公司之重要往

個案研究可以包括一個或多個個案，與不同層次的

來廠商之一，初步暸解 A 公司在品牌資產、策略

分析(Yin, 1984)。而 Eisenhardt (1989)則認為個案

聯盟等經營上頗有心得，因此能夠對於問題有較深

研究係將注意力集中於單一環境中所發生之各種

入的觀察和次級資料整理。本研究於訪談後，會依

變化的研究策略，個案研究法通常亦合併多種資料

據實際訪談內容進行整理，再收集有關個案公司的

蒐集的方法，如檔案資料、訪談、問卷及實地觀察

次級資料進行撰寫，以利個案分析的進行。

等方法。依 Bonoma (1985)之定義，個案研究具有

(二)訪談問題設計

以下重要特性：

本研究依據文獻資料與個案相關的次級資

(一)研究的環境為天然的非操控的環境；

料，設計本研究之訪談問卷，詳細訪談問題如下：

(二)研究的對象可為一個或多個(例如企業、團體或

1、當生技市場持續快速成長時， 貴公司如何掌握

個人)；

此商機，善用品牌資產去創造業績(提升市場績

(三)就每個研究對象均深入瞭解其複雜性；

效)。2、請問貴公司如何執行在策略聯盟(同業結

(四)個案研究較適合運用在對問題仍屬探索性階

盟或異業結盟)與提升市場績效相關之具體做法?

段，尚未有許多研究可依循之情況下，或是在假設

為什麼要執行這些策略?3、貴公司在建立品牌資產

衍生階段；

的前後，對公司整體市場績效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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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資料收集

企業，都有顧客導向的服務精神，滿足需求為目

本研究除了與個案公司之相關高階主管進行

標，才能提升競爭力。

深度訪談外，另外再加上次級資料以彌補訪談不足

(三)品牌資產之運用

之處。次級資料來源包含了：國內外相關機構的專

再者，我想以本公司近年積極經營之 OTC(非

案報告、歷年兩岸類的碩博士論文、國外期刊雜誌

處方用藥)的品牌行銷為例，說明如何善用本公司

及個案公司網站等，透過不同資料來源進行個案分

之品牌資產去拓展業績如下：

析。

1、強化品牌知名度

更進一步來說，訪談對象總共有 3 位受訪者(包

本公司會使用多元平台的行銷操作，會於電視

括：公司高階主管、行銷主管、業務主管各 1 位。)。

廣告、知名專業雜誌等外部媒體進行投放露出，並

然而，受訪者平均服務年資皆有 15 年以上，

擴大各大傳媒的深度和廣度，強化品牌宣傳並帶動

每次訪談時間平均約為 1.5 小時以上，訪談期間(約

產品話題延伸，以提升品牌知名度與指定購買，帶

為 2019 年 11~12 月)，面談後若資料上仍有不清楚

動銷售業績。此外，本公司多年來以服務、誠信、

或必須再探究之問題，則會再次約訪或以電話、電

創新之精神專注本業，秉持提供最佳藥品，增進人

子郵件方式請教受訪者，力求資料概念清晰與釐清

類健康之理念，堅持以全方位顧客滿意為最高服務

問題。

原則。另多年專業藥廠之品牌力將持續傳達及深耕
於消費者，並提供通路業者最佳完整服務與建立信

肆、個案企業之問題分析

賴合作關係。

一、生技市場持續快速成長時，貴公司如
何掌握此商機，善用品牌資產去創造

2、提升品牌聯想
本公司會主動提供各式輔銷物與各類商化服

業績(提升市場績效)?

務活動，以強化通路販售力道，如：填問卷送好禮，

我想在回覆此問題前，容許我談一下本公司的

也將會依各季節症狀，規劃主題式衛教文宣，提供

品牌意義、品牌精神與善用品牌資產去行銷或提升

客戶配合公司相關系列產品進行組合銷售，強化末

業績的作法如下：

端銷售能力。

(一)品牌意義：本公司的名字是要以最好品質，讓

再者，結合國內知名運動賽事舉辦事件(event)

消費者有信心將健康託付給我們。是從白色的製藥

行銷，如：全國最大綠能排球賽、健走活動等，透

廠房、銷售人員的白襯衫和白色偉士牌機車做起。

過活動結合相關產品宣傳，強化消費者的品牌印

(二)品牌精神

象，同步促進通路現場的銷售。

本公司是台灣製藥市場的領導者，將以最紮實

3、鞏固品牌忠誠度

的腳步，提出“QUIC”的精神，提供符合各地市場

本公司會透過產品之主題式陳列，並開發各類

的最佳服務與最高品質產品。分述如下：

備品以促進店頭銷售，配合專屬客戶去強化店頭陳

1、Q (Quality)：品質是根本，對於產品製程嚴謹、

列與品牌形象，並同步持續強化與通路販售關係。

銷售與服務的落實，是客戶的信任來源與堅持。

在提供實用備品方面，會增加通路客戶與最終消費

2、U (Understanding)：為提升產品與服務的品質、

者之間的產品購買關係互動，如：公仔口罩、藥盒

為創新、滿足各種顧客的需求，以“了解彼此”的心

等備品，以培養穩固的客源，並藉由備品搭贈強化

態與能力，才能掌握商機、共創雙贏。

主力產品的銷售能力。
此外，本公司對於在直營門市購買的最終消費

3、I (Innovation)：鼓勵創新的思維與做法，從產品、
服務、通路的創新，甚至內部作業創新。

者，有建立會員制度並提供優惠制度，如:週年慶

4、C (Customer-oriented)：無論對外部客戶(如：醫

結帳立即折、新朋友千元購物金、全館滿額贈、滿

院診所、消費性通路與消費者)，甚至內部各關係

額週週抽 iPhone、精選家電免費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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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優勢，去銷售本公司的醫藥品，達到產業分工，

4、建構其他品牌資產
本公司有通過多項認證：如 2004 年榮獲美國

強化整體競爭力之效果。

FDA 認證、2008 年榮獲日本厚生省認證、2009 年

(四)持續創新研發動能，降低採購成本。

取得台灣第一家通過 PIC/S GMP 國際醫藥品稽查

數年前，本公司接受工研院提議攜手與基亞、

協約組織之藥品優良製造規範認證，生產及管制一

中裕新藥、台灣東洋、台灣健亞、信東及杏輝製藥

貫性之品質標準的藥品，生產安全(原料之嚴密控

等國內多家重量級藥廠，共同成立「小分子藥物開

制)、有效(處方及製程之最適化監控)、均一(確保

發產業聯盟」。此舉就是有助我們邁入國際新藥市

每一批產品之品質永續恆定與一致)的高品質藥

場，全面與國際製藥產業接軌，讓新藥臨床前研發

品，提供民眾用藥安全最佳的保障與絕對安心。

能量，得以成長茁壯。而同業間的連橫合作，則可

二、貴公司如何執行策略聯盟(同業結盟或
異業結盟)與提升市場績效相關之具
體做法?為什麼要執行這些策略?

以實現降低採購成本，我們持續研發長期重症治療

整體來說，我們這個行業的趨勢是同業結盟為

麗等」的品牌願景，而這也是我們與其他藥廠最大

用藥，支持獎勵醫藥研究，對於老人照護、保健與
醫美等更是積極投入，以實現「謢衛健康、創造美

主，甚至是購併比較多，異業結盟通常只有上下游

差異。

的垂直整合相對較少。以下就以同業結盟，說明其

三、在建立品牌資產的前後，對 貴公司
整體市場績效的影響為何?

主因與具體作法如下：

我想，還是以積極擴展的非處方用藥(OTC)做

(一)深耕學名藥成為領導品牌
本公司專注於學名藥市場已有多年經驗，且長

說明，以台灣市場而言，國際品牌廠商具有較強的

期與大型國際藥廠策略聯盟共同合作開發，因此，

品牌行銷能力，具一定的市占率和品牌知名度，而

隨著學名藥市場大量提升，我們希望以快速擴張於

台灣本土 OTC 藥品廠商則必須持續投入資源，強

國際學名藥市場。

化行銷推廣力道與品牌形象及品牌認同度，本公司

(二)商業模式趨勢逐步走向國際化

大約是 2005 年左右，以直營的電商模式切入此市

本公司於 1985 年起就致力於國際市場開拓，

場；後續 2006 年開設於台北第一家實體門市；2009

包含：中國、美國、馬來西亞、香港等，近年來，

年原創始地址設立健康生活館。

更著重於日本，且根據當地市場規模與用藥特性，

在建立數個健康美麗類的消費性品牌之後，依

透過當地公司或經銷商模式，進行銷售通路的擴

舊堅持積極倡導國人提早預防的觀念，提供安全及

展。整體來說，國際市場的營運模式就是以合併收

安心的健康、美容輔助品。產品皆由國家認證的營

購、技轉/授權、共享行銷通路、研發合作、產品

養師與藥師團隊，集結美國之預防醫學團隊所研發

或原料供應等方式，加速產品上市、完善產品線、

設計，並使用 cGMP 與美國 FDA 認證之軟硬體設

擴大國際市場之市占率，主要為的就是能跨越自身

備生產，經嚴格品質標準檢驗合格，且擁有多國、

的技術門檻，去接軌全球市場。

多項外銷產品輸出許可及國際商標。並積極擴大海

(三)提升整體公司之國際競爭優勢

外市場拓展服務，分別在美國、大陸、馬來西亞等

舉例來說，2011 年我們與日本 WAKAMOTO

地設廠，充分展現立足台灣，雄懷世界的國際化與

成立合資公司，引領台灣學名藥進軍日本市場。

雄心，故能創造卓越經營績效。

WAKAMOTO 為日本馳名的眼科與胃腸藥

伍、結論與建議

廠，尤其胃腸藥在台更是暢銷產品。本次策略聯盟
具有技術、產品與市場的互補，可強化本公司的競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兩岸生技業之品牌資

爭力，新合資公司主要負責研發及生產的學名藥，

產、策略聯盟與市場經營績效研究，並以個案 A

利用 WAKAMOTO 的品牌與在日本醫院診所的通

公司為例。藉由三個主要題目去深度訪談，了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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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A 公司如何在生技市場快速成長時，掌握商機、

無論任何行業，規模較大的公司絕對擁有眾多

善用品牌資產去創造業績(提升市場績效)；如何與

的資源，且能夠建立設備完善的研發中心、調配不

為何執行策略聯盟(同業結盟或異業結盟)與提升

同生產基地去降低營運成本，更能替品牌提撥足量

市場績效；更進一步的推論出建立品牌資產的前

的行銷經費，並透過大量生產達到規模經濟的效

後，對公司整體市場績效的影響。分述如下：

益，亦能也造就目前市場中擁有較高曝光率、高知

一、研究成果

名度產品的產品可容易達到市場銷售冠軍，形成大

(一)A 公司可透過品牌資產，去提升市場經營績效。

者恆大的企業態勢。如：個案 A 公司之健康保健

由於消費者仍會選擇購買有品牌的產品，故有

類、美麗類相關產品等。

二、研究貢獻

較多消費者支持的商品品牌將影響品牌的實際市
場經營績效。根據 A 公司近年來之財報資料顯示：

本研究茲探究其貢獻，分述如下：

其銷貨收入平均成長率為 9.8%。

1、本研究力求清晰客觀

因此，以「建立消費品品牌」層面來剖析，本

與過往採用深度訪談法的研究流程相比較，本

研究於個案 A 公司的發現：消費性產品之營收占

研究會在訪談進行中會引導式提問，以避免訪談內

比已逐年提升，此與 2019 年經濟部的「生技產業

容模糊或誤差，再依受訪者回答內容深入探詢，不

白皮書」提及產業內許多上市櫃廠商皆近年來皆從

一定依訪談問題順序發問，訪談事後亦會與相關研

事保健食品﹑化妝品之品牌多角化經營趨勢一致。

究報告做綜合分析，以求其公正性。

(二)同業結盟會提高 A 公司的競爭力與創新力

2、採取企業面的角度去分析可能與市場經營績效

「同行不是冤家、異業可以結盟」是行銷實務

相關的因素

界流行的一段話，預估在生技產業日後將會有更多

過去的研究大都是從消費者角度來探究與銷

國內或國際之同業合作模式，台灣生技產業要成功

售額有關之因素，本研究以企業的角度出發，同時

挺進國際新藥市場的供應鏈體系，絕對有必要透過

透過實地訪談及相關次級資料蒐集，協助個案 A

整合供應鏈資源，才能發展更具競爭力的產品。企

公司自行檢視目前品牌資產、策略聯盟與市場經營

業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結束，必須藉由與同業結盟的

績效之狀況。

方式，打群體戰的時代來臨。包含個案 A 公司需

3、為兩岸生技產業之實務經營上，勾勒出行銷策

跟上潮流，積極尋求與各方合作的機會，取得更大

略之可能方向。

勝算，以追求企業永續經營成長的終極目標。

本研究透過相關次級資料整理後發現，除了品

因此，以「開發國外市場」層面來剖析，本研

牌資產與策略聯盟外，製造商近年來聚焦課題於：

究於個案 A 公司的發現，也與 2019 年經濟部的
「生

是否本身具有直營通路或據點，亦會與市場績效相

技產業白皮書」提及該行業的許多廠商皆積極拓展

關，因此，本研究建議兩岸生技產業未來應可將其

外銷市場或與國外大廠合作之現況是一致的。

經營策略聚焦於針對不同產品，去建構有效之不同

(三)建立品牌資產後之市場績效有明顯提升

通路策略(直接或間接通路；實體或虛擬通路等)，

根據 A 公司提供之財報次級資料顯示：在 2005

用以提高市場績效。

年總營收約 29 億元，其中消費性產品佔 5.56%、

4、本研究對象之營收排名、研發成果對於藥品市

約 1.61 億元；直到 2019 年總營收約 55 億元，其

場具有重要意義，足以為同業實務經營之參考。

中消費性產品佔 24.41%、約 13.4 億元，15 年來，

如前述 A 公司在 2019 年國內學名藥市場中，

其消費性產品之銷貨收入成長約 8.3 倍。

其營收排名為第二大(約 35 億台幣，佔該公司全年

(四)兩岸生技產業應該皆有大者恆大的優勢及趨

營收約 75%)，此外，A 公司每年大筆投入 6~10%

勢

的平均年營業收入於研究發展支出高達數億台
幣，去開發具市場潛力及高品質之產品，然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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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多達 13 項(含美國 FDA
核准取得許可證等)，未來會持續加速國內外處方
藥及 OTC 產品線之廣度與深度的市場發展，故有
其參考價值。

三、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因受限於時間與個案 A 公司相關商業
機密的考量，難免有所疏漏不足之處，建議後續研
究，可參考下列幾個方向：
(一)探討陸商至台灣投資之 多個個案研究可能
性，進而進行比較。
本研究建議若能突破兩岸法令的障礙，可再挑
選陸商上市公司營收較高的企業，如：北京天壇生
物公司、上海復星製藥集團等，進一步發展出兩岸
生技產業別之比較性研究分析。
(二)建構本研究之完整性：以質化個案為主，量化
研究為輔。
本研究建議可再收集消費者調查之量化資料
做為輔助說明，以補足本研究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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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訪談者簡介：
編號及職稱

簡介

(一)高階主管

主要負責公司整體經營績效實施評估分析及建議的相關主管

(二)行銷主管

主要負責公司行銷管理策略方針擬定的相關主管

(三)業務主管

主要負責公司通路業務拓展與執行的相關主管

二、訪談內容之逐字稿：
(一)高階主管：
我想在回答問題前，讓我談一下本公司的品牌意義與精神等觀念，對你寫報告應該會有些幫助，好
的，我們公司的品牌是要以最好品質，讓消費者有信心將健康委託給我們。我們是從白色製藥廠房、業
務人員的白襯衫與白色偉士牌機車開始起家做。不知道你在跑通路的時候，有看過我們的現場業務員嗎?
是否有些印象?再來談一些品牌精神，我們是自詡為台灣製藥市場的領導者，並用紮實的作法，去提符合
各地市場的最高品質產品。年報手冊裡有提 QUIC 可給你參考，也就是 Quality,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
Customer-oriented 去提升整體競爭力。至於有關策略聯盟大方向部份，在台灣，幾年前，我們與基亞、中
裕新藥、台灣東洋等多家重量級藥廠，共同成立「小分子藥物開發產業聯盟」
。最大的好處就是降低採購
成本，未來的品牌願景就是要聚焦老人照護、保健與醫美，這就是我們與其他藥廠最大差異點。在國際
市場上，我們至今經營國外市場大約已有 35 年，哇有這麼久! 我真是孤陋寡聞，近幾年並積極擴大海外
市場，已分別在美國、大陸、馬來西亞等地設廠，就是站穩台灣、進軍國際化雄心。至於有關策略聯盟
執行的方面，我們大多數是屬於與同業之間的結盟合作，細部的執行做法，你可以再與執行策略的業務
主管約時間聊聊。
(二)行銷主管：
我先了解一下高階主管已經有回答你那些部分? 以節省彼此的時間，沒問題，他有提到有關品牌意
義與精神的部分，那我來補充一些品牌資產或權益相關的內容好了，我想我以 OTC 的行銷來舉例，你會
比較容易了解，關於知名度方面，本公司喜歡用較多元的行銷操作，並在五大傳媒上做露出，創造各種
話題並加強各個品牌的宣傳，用來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及指名購買並增加業績，還有我們公司專心經營本
業並與顧客建立長期信任感；我們在通路經營上會透過商化人員與助成物，去加強末端店頭陳列，例如：
衛教文宣等，為了怕消費者忘了我們，我們會去辦 event marketing，喚起消費者對我們品牌的記憶；除了
這些，我們也有通過多項認證，這裡有些認證證明文件可以給你瀏覽參考，如 2004 年我們得到美國 FDA
認證等高品質的藥品，讓用藥人有安心保證。另外，對於忠誠老客戶的經營維繫，我們十分重視購買關
係中能否持續長期互動，以培養穩定的客源，強化主力產品的銷售。在消費性產品的部份，我們有建立
會員制，sales promotion 的活動就相當多元，細節部份這邊有個網址你可以多加參考。你有提到品牌建立
前後到底有何差異? 我想了一下，以台灣 OTC 市場來讓你了解比較清楚，不可否認國際大品牌具較強的
品牌行銷能力，品牌知名度與市佔率都較高；我們大約在 14 年前直營電子商務購物網站，隔年再開立實
體門市，我們善用 cGMP 與美國 FDA 認證之軟硬體設備生產，建構高品質保證。
(三)業務主管
今天的訪談前，我認為你採訪過高階主管與行銷主管，對於經營策略與行銷策略大方向有一定的了
解，哪裡!小弟略懂皮毛，今天來拜訪您就是想再深入了解，你們公司如何執行? 了解你的用意，我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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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與同業合作，例如：與國際大藥廠共同研發，並瞄準國外市場；我們經營國際市場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 M & A、technology transfer/ licensing 等，善用國外合作方的既有通路，突破自我技術開拓國外市場。
我舉 WAKAMOTO 為例子，我們雙方組合資公司，我們善用該品牌在日本醫院診所通路的優勢去販
售我們的產品，然後又可合作研發生產學名藥，達到雙贏，故能創造卓越的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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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n Brand Assets, Strategic Alliance
and Market Performance–the Case of A Company in
Biotechnology Industry between Two-Strait
Wei-Jen Hu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iotechnology related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popular and
international because of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ing. However, with rapid growth of competition, companies
can’t cope with market growth only by their core competence. As a result, some issues on company's brand
assets and strategic alliance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selects the case of A compan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also conducted several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enior high-level management as
supplement. Finally, this research findings: the branding & strategic alliance relevant strategies has grown for the
company's market performanc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ase of enterprises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related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some marketi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A company.
Keywords: Brand Assets, Strategic Alliance, Market Performanc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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