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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新管理與智慧資本關連

性探討 

第一節  甲個案公司 

一 、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甲公司於 1997 年 5 月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立，產品佈局包含全系列光儲存晶

片組、高階數位消費晶片組、無線通訊晶片組及數位電視晶片組等。 

就光儲存領域，甲公司領先全球推出包含 CD-ROM、DVD-ROM、DVD-Player、

CD-R/RW、Combi、DVD-RW 等相關控制晶片組；高階數位消費領域，包含 DVD 

Player、DVD-Recorder 等皆維持全球第一的市佔率；無線通訊領域，含括低階

至中高階 GSM/GPRS 晶片組及完整軟體解決方案，已成功突破每月出貨四百萬顆

的重要里程碑。LCD TV 及數位電視晶片組，亦已成功拓展北美及中國大陸市場。  

甲公司非常重視研發創新，目前在員工總人數 1千餘人的陣容中，研發團隊即佔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比例。公司成立至今，已連續八年榮獲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管理局授與創新產品獎。全球專利申請及獲核准件數亦大幅提昇，成為台灣 IC

設計同業當中創造最多智財的公司123。 

在 2004 年甲公司的全年營收突破 400 億元新台幣大關，創下歷史新高，穩居台

灣最大的 IC 設計公司之首124，每股獲利能力與國內上市櫃公司比較起來，更穩

居龍頭之位。放眼國際，FSA( Fabless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全球 IC

設計與委外代工協會)對 2004 年全球 IC 設計公司之排行中，甲公司再度成為台

灣唯一躋身全球前十名之列的公司。 

 

                                                 
123 甲公司於 1997 年成立，2002 年時只有 20 餘件專利，但是至 2005 年已經逼近 1000 件美國專

利 
124 甲公司於 2005 年之營收亦已達 460 億元台幣大關，仍居於台灣最的 IC 設計公司之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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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沿革及重要成就 

關於甲公司之沿革及重要成就，整理如下： 

 

時間 事件 

1997年5月 公司成立 

1998年7月 推出全球最快速的48倍速CD-ROM晶片組 

1998年10月 榮獲八十七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 (CD-ROM Digital 

data/servo processor產品) 

1999年5月 推出10倍速DVD-ROM晶片組 

1999年10月 榮獲八十八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 (12倍速DVD-ROM晶片組) 

2000年7月 推出12倍速CD-RW晶片組 

2000年9月 榮獲八十九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12/8/40倍速CD-R/RW晶片

組) 

2001年7月 於台灣證券交易所正式掛牌上市 

2001年10月 榮獲第九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之卓越成就獎 

2001年12月 榮獲九十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高整合度DVD Play晶片組) 

2002年4月 推出COMBI晶片組 

2002年5月 推出48倍速CD-RW晶片組 

2002年9月 榮獲九十一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高倍速COMBI複合型光碟

機晶片組) 

2003年7月 推出DVD-Dual 晶片組 

2003年10月 榮獲第十五屆行政院國家品質獎 

2003年12月 榮獲九十二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8倍速DVD dual複寫型光碟

機晶片組) 

2004年1月 推出 GSM 手機晶片組 

2004年8月 推出 GSM/GPRS 多媒體手機晶片組 

2004年12月 榮獲九十三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DVD-Recorder Backend單

晶片) 

2005年12月 推出 HDTV-reading SOC、Super-multi SOC 

2005年12月 榮獲九十四年度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Multimedia GSM/GPRS 

Mobile Phone Chipset) 

2006年2月 推出DTV數位電視晶片、Blu-ray晶片 

 

 

【表 4-1】 甲公司發展沿革及重要成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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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架構 

甲公司之組織架構，如【圖4-1】所示： 

 

 

 

 

 

 

 

 

 

 

 

 

 

 

 

 

 

 

 

各營業部門，工作內容整理如【表4-2】所示： 

 

 

部門 業務 

光儲存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光儲存領域之晶片 

數位消費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數位消費性產品晶片 

無線通訊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無線通訊晶片 

財務行政 財務、會計、股務、總務、人事、廠務、工安、研發產

品之試產、生產排程之管理及進出口業務等 

稽核 內部稽核與作業流程管理 

 

 

 

 

 

 

【圖 4-1】 甲公司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甲公司年報 

【表 4-2】 甲公司各營業部門工作內容 

資料來源：甲公司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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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內容 

甲公司之業務內容，如【表4-3】所示125： 

 

項目 內容 

業務範圍 1. 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多媒體積體電路、

電腦週邊積體電路、高階消費性電子積體電路、其

他特殊應用積體電路之產品 

2. 提供上述產品之軟硬體應用設計、測試、維修及技

術諮詢服務 

3. 提供上述各項產品有關之進出口貿易業務 

營業比重 現有產品營業比重如下： 

1. 多媒體積體電路晶片組（97.75%） 

2. 其他（2.25%） 

公司目前之商品項

目 

1. 光儲存晶片組 

2. DVD-Player 單晶片 

3. DVD-Recorder 晶片組 

4. 手機晶片組 

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1. HD-DVD/Blu-ray 晶片組 

2. 高效能DVD Player 單晶片 

3. 高效能DVD-Recorder 晶片組 

4. 新一代及高整合度手機晶片組 

5. 數位電視晶片組 

 

 

 

 

 

 

 

 

 

 

 

 

                                                 
125 以下整理自甲公司 93 年度年報 

【表 4-3】 甲公司業務內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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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內容 

智慧資本中各組元素，在創新活動（創新投入、創新流程、創新產出、創新效益）

中之應用情形，本研究先將以人力資本、創新資本、組織文化資本、流程資本、

IT 應用資本、顧客資本、關係資本分別探討。並先以甲公司為研究對象。 

甲公司各項智慧資本，於創新活動（創新投入、創新流程、創新產出、創新效益）

應用之情形，整理於圖【4-2】、【4-3】、【4-4】、【4-5】、【4-6】、【4-7】、【4-8】。 

以下則分別詳述，各項智慧資本於創新活動應用之情形： 

（一）人力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創新投入資源，最重要者即是人力資源之投入。而這當中員工工作的態度非常

重要，如果員工非常認真且盡責，則公司所需付出成管理成本較低，且公司一

擬定策略、頒佈方向，員工即會自動自發遵循此方向，執行成效較高，且表現

績效亦較佳；此外員工專業能力和素質也相當地重要，這是因為公司能大幅成

長與發展，除了成功的產品策略規劃外，是否有優秀的工程師更是不可或缺的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圖 4-2】 甲公司人力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人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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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素。再進一步去探究公司過去的發展過程，優質的人才資源確實是公司

成功的關鍵因素，早期公司中不少員工是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各科

系前三名的學生，這些優質的人力，讓公司能夠比別人早一步開發出好產品。

以公司目前的人力來看，80%都是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的學生，其

餘的員工亦為成功大學、中央大學的學生。而推究甲公司中能擁有吸引具優質

員工的能力，是因其獲利相當驚人，加上對員工創新之獎金、股利政策非常優

渥，因此能使具潛力、素質佳的人才趨之若鶩。而另一重要原因則是其工作具

挑戰性（challenge），公司要做世界領先、台灣第一的目標、藍圖（roadmap）

非常明確，因此可以吸引到好的人才到公司126。而關於新進員工專業能力之判

斷上，通常會在面試（interview）提問的過程中了解127
，或是根據其經過去在

業界或學校中的經歷（如：工作內容或論文）作判斷。 

甲公司為增加員工創新的動機（motivation）、認真態度，並吸引優秀才人才

加入公司的行列，設置了許多的獎金制度以及優厚的股利政策。關於獎金制

度，包括了：研發金獎128、特殊貢獻獎129、績效獎金130、專案獎金131、專利獎金

132…等；在股利政策則是相當地優厚，員工分紅股票，上、下管理階層的股票

                                                 
126 同對之 IC 設計公司，有的公司會針對想要發展的產品或技術才徵人，但甲公司並非如此，有

產品或技術的需要時必定會招募人員進入公司，但如果沒有產品或技術需要，只要具有潛力

（potential）的技術人才，不論原先之專業為何，就會先招募，而先安排不同之專案（project）
中，進行不同技術上之訓練 
127 但同業 IC 設計公司中，有的公司會於新進員工進行測驗，如：瑞昱半導體、矽創電子 
128 由公司中各事業部推派人員或團隊進行徵選，初期是由公司之一級主管、資深技術人員，對

於各事業部推派人員或團隊所開發之技術，進行評比，每年選出 1 至 2 名最好的技術，獲頒研發

金獎，獎金 60 萬元；而後期，則是由歷年研發金獎之得主，對於各事業部所推派人員或其團隊

餐技術進行審核。 
129 特殊貢獻獎，則是針對公司中雖非在技術領域有卓越的表現，但對於公司整體而言有相當大

貢獻人員或團隊之表揚，其貢獻可能是在於產品之改良、產品之推廣以及跨國組織間之合作，而

由公司中之一級主管及資深人員，進行審核。 
130 公司董事長及總經理，每半年會對公司整體績效進行 overall review，並頒發績效獎金。 
131 專案獎金，是指團隊所開發出之技術或產品，於市場上之銷售，超出公司主管階級所訂定之

目標時，所可獲得之獎金，並由專案經理(PM)評斷團隊成員之貢獻度，決定報酬。而一般而言，

至少皆可拿到 1 個月以上之薪水 
132專利獎金，是指將公司員工所擬提出申請之專利，分為：高度攻擊型專利（又稱 S 級專利）、

中度攻擊型專利（又稱 B 級專利）、低度攻擊型專利（又稱 C 級專利）、防守型專利132，並依各該

不同等級之品質，頒與不同之專利獎金，其中，高度攻擊型專利（S 級專利）之專利獎金，更高

達數十萬。詳見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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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數相差不大，員工和主管的股票張數也僅差 3 倍左右133。此外，公司透過創

造良好的工作環境，讓員工在工作中不會感到壓迫；在獎勵制度的設計上，亦

不忘將員工動機納入考量，當公司欲鼓勵員工團隊合作（teamwork）時，在其

共同開發產品或技術後，獎勵有績效的團隊134；而當欲激勵個人績效時，則透

過成員間的良性競爭，來增加其成就感135。最後，公司中相當注重人本的精神

以及文化136，主管於工作的過程，會不斷地給予關心，此舉對於專注於研發的

工作人員來說，無異是提供一股溫暖的強大力量。 

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之初，編制人力時，就會考慮到員工的工作能力，能否

勝任程度編組團隊的目標。一般而言，在數位 IC 設計領域中，通常於學校畢

業後，再加上半年以上之業界專業經驗，即可勝任；若是類比 IC 領域中，則

著重於經驗的累積，須長時間的培養，始能勝任工作。除此之外，於員工訓練

的過程中，亦會偏重員工未來所要從事之工作內容，而進行訓練，以增加其未

來工作之勝任程度。 

2. 創新流程階段 

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往往需要 6 個月以上的時間，若員工工作態度非常地認

真、負責，能配合公司的計劃，則可以避免因為技術瓶頸無法突破，而造成整

體發展計劃、上市計劃的延誤，因此在創新的過程中，員工態度、動機

（motivation）都仍是相當地重要。故，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的過程中，仍

會有上述創新投入階段所言之各種獎金及環境機制，維持員工的認真態度及動

機。 

為避免計劃執行之延遲（delay），影響上市的時程，員工對於所指派之工作是

                                                 
133相較於台灣晶圓廠十幾個層級的組織架構，高、低階級的比例差距很大，一差可能就是好幾十、

百張；甲公司僅有六、七層，每一個員工的股票分紅相差不會太大。另外，很多高科技產業的老

闆，還是保有傳統製造業的觀念，不願意增加員工分紅的比例。此亦即甲公司在股利政策上優厚

之處，藉此更可提高員工工作之動機 
134 例如，頒發專案獎金或對團隊頒予研發金獎 
135 例如，頒發專利獎金或個人頒予研發金獎、特殊貢獻獎 
136

 公司認為人才是公司成功最大的關鍵，因此近年來著重於改善人力資源(HR)及人本環境(ER)

上。甲公司目前在台灣有近一千位員工，加上美國、大陸、印度與新加坡四大海外據點的三百人，

擁有一千三百位員工。組織逐漸擴大，要重視人本的精神，要更重視溝通、價值觀、願景與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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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勝任也是相當地重要，因此公司會於定期的會議（meeting）中，藉由員工

工作進度的報告，以了解員工對於工作的內容是否勝任。 

在公司創新之過程中，也應避免核心員工（key man）的流動，對甲公司而言，

核心員工包括有：(1)專案經理（project leader），因為其已經具備有相當豐

富的技術經驗，並且在技術廣度上也相當地多元，可以作為不同技術界面

（interface）上溝通的橋樑；(2)系統人才、類比 IC 人才，此乃是因為這方

面人才的延續性高，需要長時間才能養成，但若換成是數位 IC 之人員，則不

會有此方面的問題；(3)處理較複雜技術之人員，因為在 IC 設計業中，發生 bug

都是三個月後，才有辦法修改，但若在此過程中，核心人員有所流動，且該技

術較為複雜、困難時，則將無法修改此 bug。而為降低此核心員工的流動率，

是從所提供之待遇、福利、工作環境及主管關心，以進行改善。除此之外，為

防止核心員工流失，導致技術無法進行，造成公司之損失，在工作之過程中，

會培養儲備人才，同一技術由兩、三個人共同學習，避免同一份工作，只有一

個人能執行。除此之外，公司亦會限定員工離職，應於一個月或二個月前提出

申請，以避免核心員工流失時，對於公司所造成的損害。 

因為工程師在經歷過 2、3 年公司投入資源之訓練及開發專案之磨練後，技術

最為純熟與精進，因此，在創新之過程中，應降低專業員工的流動率。目前而

言，甲公司的離職率約為 4％137，比起同業 8％或 10％離職率，相較為低。 而

為降低此專業人才的流動率，也是從待遇、福利、工作環境面，著手進行改善。

除此之外，同於上述亦會限定專業人才離職須於一或二個月前提早提出，或是

以國防工業訓儲預備預官（國防役）之方式，招募新進員工，以控制專業人才

的流動。 

3. 創新效益階段 

每個員工因為創新的過程中，累積了專業能力，也為公司創造了價值，因此員

                                                 
1374%之離職率僅係針對台灣母公司而言，若加入美國、大陸、印度以及新加坡之子公司，整個

關係企業而言會超過 4%的離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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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工在同業中之評價也會增高，所以亦屬創新之效益。 

 

(二)創新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公司之新產品，包括了全新（all new）產品之開發以及現有產品之改良

（modified），而此想法可能是源自於現有市場之分析報告、公司行銷部門人

員所做之分析或是源於顧客的需求及意見。因此大部是屬於市場驅動

（market-driven）。公司於創新之始，即須考慮到對於新產品開發之能力及現

有產品之改良能力，應如何與公司之核心競爭力（core competence）結合以

發揮相乘效果，以進一步妥善分配公司既有之固定資源138。 

                                                 
138 在產品開發管理，依其時間主要可分為四個世代：研發生產力世代(1890 年~2000 年)、上市

時機世代(1940 年~2005 年)、專案成功世代(1980 年~2020 年)、新發明商業化世代(1995 年~2025
年)。在上市時機世代的管理典型就是個別的專案，所有人都認同，將產品盡快推上市場，遠比

個別專案的發展成本來得重要。即使專案需要額外資源，只要一想到可能會有提早得到的收入、

更長的產品循環時間與更強的競爭力，任何對額外增加成本的疑慮就會被蓋過了。所以上市時機

世代的做法往往是講求最佳的上市時機。每一個專案都是個別獨立的，而且專案經理人在規劃

【圖 4-3】 甲公司創新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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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某技術領域的效率高、成本低、且具市場即時性（time to market），

則代表公司在此之技術深度及廣度夠，且具生產力。因此若公司在特定領域之

生產力強，則代表公司可以較少的人力、開發出成本低、品質佳的產品，且可

較快將產品導入市場，因此屬於創新投入階段重要之資源。 

另外，公司在市場上或是技術上能夠建立領導地位，成為 NO.1 或 NO.2 的領先

者或首動者（first-mover）時，則在市場上可以掌握好的顧客、大的顧客，

如此一來，公司不但可得到大量的訂單，亦可掌握產品之走向。此外，在技術

上，更可引起其他系統廠商之注意，或是為技術訂定新的規格或標準139。因此，

市場或是技術上領導地位之建立，在創新投入階段相當重要的資源。 

公司在創新投入階段，即應評估以公司目前之能力，能否回應市場需求、技術

變動及競爭者之動態。當公司回應市場之能力弱時，即不該投入發展該市場。

因此當公司在投入新市場之開發時，即會考慮該新產品或新技術是否與公司既

有的產品或技術有關，以期發揮綜效（synergy）；且因為剛開始開發的技術較

不成熟，若客戶不在台灣，則無法快速回應（response）公司技術的問題，因

此，對公司而言，若該新產品或新技術若未來無法於台灣深耕、在台灣無法生

產製造或在台灣沒有市場時，公司亦不會考慮投入。另，關於公司是否投入該

新產品或新技術市場之開發，則是由公司之董事長、總經理、副總經理、資深

行銷主管共同研究，以決定是否投入新市場。 

2. 創新流程階段 

                                                                                                                                            
時，通常都會假設有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資源。只要盡快開始專案，就能減少延遲的風險，而

資深經理人只需在正確時機做出通過或不通過的明確命令，並授權專案小組執行下一階段的任務

即可。然而將所有心力都放在個別專案的速成獲利回收上，公司會犧牲先前資源的效能運用，也

就犧牲了整體的研發產值（R&D productivity）。 
而新世代的研發管理則是擴展至極大化整體發展資源的整體產值，因此會分別檢視各個專案的發

展速度。同時，新世代的研發管理建立於上市時機世代做法與益處之上，因此能維持個別專案與

整體研發產值之間的平衡。 
資料來源：麥克．麥葛拉斯. 2004. 產品研發管理：加速生產循環、提高製程績效、降低營運成

本之全方位指南. McGraw-Hill Education. 頁 16、67 
139 但以目前台灣廠商而言，幾乎都是依循國外廠商所制定之規格及標準，且許多標準聯盟都是

由國外大公司所主導，台灣廠商難有參與的機會。因此研發領導地位之建立，實可作為台灣廠商

技術實力提昇之目標。且台灣廠商有能力自行制定產品規格或標，也就代表著台灣廠商逐漸擺脫

代工的低技術層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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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而言，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的過程，具有管理智慧財產之制度，或為

公司訂定智慧財產之標準程序（SOP），係創新過程最重要的公司支援

（support）。而以甲公司目前而言，首先係在於公司現巳擁有 IP 上之分門別

類方面，若公司本身無法對於現有的專利或技術進行妥善地分類，在工程師設

計的過程中，可能無法取得創新時所需參考之技術或是設計時所參考或引證之

專利；且此制度之建立，在公司進行專利訴訟時，亦提供很大之助益，公司平

時應宣導員工於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時，應記載研究記錄簿，且若有專利可以

申請時，應儘快提出申請，以免失去先機。 

最後，最重要的是，公司管理智慧財產制度，會大大地影響到公司智慧財產之

品質。因為，若公司沒有好好管理智慧財產，所產出之專利將都是無用型、垃

圾型（garbage）的專利。因此公司中有一套流程，來管理專利的撰寫以及申

請，在申請專利的過程中，除技術的發明人外，加入法務人員、行銷人員、技

術人員，檢視現有競爭者技術之分佈狀況以及市場情況，以共同決定專利之撰

寫內容及佈署140。如此管理智慧財產制度才能改善公司智慧財產之品質。 

3. 創新產出階段 

智慧財產訴訟愈來愈頻繁，通常一個訴訟就會花費二、三十億，因此公司非常

重視智慧財產之品質及數量，且在創新活動中，多以此智慧財產之產出，來作

為員工創造力或發明力之衡量依據。除此之外，當公司智慧財產的品質好時，

往後公司工程師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時，會有較好的參考的依據，且時亦較

                                                 
140 有論者認為，智慧財產沒有價值，往往是因為研究開發階段沒有做到並行研究（time to 
research）相關資訊。智慧財產（尤其是專利）的價值是取決於研究開發的時點，必須並行作期

刊論文的學理論證，及先前技術（尤其是專利先前技術）的驗證。並行研究涵蓋嚴謹的流程與配

套。除了研究先前技術外，還可以清楚了解產業結構、市場結構。如此一來，智慧財產（尤其專

利、專門技術）的群集可以組合地很好（包括是否專利化的選擇）。產品專利化時則進一步考專

利組合（patent portfolio），專利組合是指獨立項及附屬項的組合，或是針對一個案子佈署很多專

利，其中只有幾項專利自己會加以利用實施，其他更多專利則是針對競爭對手可能進入的技術領

域，事先申請專利加以阻撓干預。 
目前 Intel 公司大部份的專利就是這樣佈署，TI 有部份專利是如此，Microsoft 晚近幾年的專利也

是如此，而台灣企業與學術機構目前尚未做到。台灣的研究開發未並行做先前技術研究、市場結

構及產業結構研究，所以訊息從研發到智財部門、再到務所就越來越不正確。最後，若能進行並

行研究則可以打破專利數量的迷思，此乃因過程中經過稽核及論證，已淘汰大部分不好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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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容易受限141。智慧財產品質方面，當公司員工對所開發之技術提出專利申請

時，會由公司內部之「審核會」，共同評議該申請技術之品質，並分為四類：

高度攻擊型專利（又稱 S級專利）、中度攻擊型專利（又稱 B級專利）、低度攻

擊型專利（又稱 C級專利）、防守型專利142，並依各該不同等級之品質，頒與不

同之專利獎金，其中，高度攻擊型專利（S 級專利）之專利獎金，更高達數十

萬。而無論是智慧財產在質或量之產出，都會影響公司創新資本。 

在創新之產出時，通常會對於該產出之產品或技術，查核員工在過程當所提出

之解決方案，其實現之程度的多少來檢視公司或團隊中解決問題及實行之能

力。因此，於創新之產出階段，對員工提出解決方案的實現比例做衡量，可以

看出公司或員工之創新是否落實，以及公司或員工之創新能力是否提昇。 

4. 創新效益階段 

公司於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後，提昇公司本身之技術層次、新產品（技術）研

發能耐、判斷市場新機會之能力，係屬創新之效益，影響公司創新資本，並可

以此作為發展下一個新產品、新技術或新市術之基礎。 

另，IC 設計公司每年都要求高毛利率，但如果公司沒有推出新產品，舊產品在

IC 產品中會變得愈來愈便宜。所以，此公司營收中「新產品」之比例，實可作

為公司之「創新能力指標」或「創新突破指標」。 

在激烈的競爭環境下，設計 IC 產品的公司僅只有第一大、第二大（最多到第

三大）的存在，排名在後公司無法生存，因此在創新的收益中，技術上（或市

場上）領導地位之建立，非常地重要。同此，若公司能夠趕上新技術之發展以

                                                 
141

公司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時，會對現有的專利稍作檢視後，再行開發，且當一家公司 IP 的

數量多或是品質好的時候，員工在設計的過程不會綁手綁腳，亦即此領域技術大部份的 IP 都在

公司內，公司員工不會因為要去迴避別公司的專利，而無法設計出好的產品或技術。 
且公司在技術上，過去都是公司內部自行開發，但在最近二年，跨入新領域之產品線後，公司亦

開始購買此特定領域技術之專利，以作為「保護傘」。 
142

其中，高度攻擊型專利，是指同功能或同類型技術的發展上，對於此專利並無法迴避；中度

攻擊型專利，是指同功能或同類型技術的發展上，對於此專利雖可迴避設計，但須付出很高之成

本；低度攻擊型專利，則是同功能或同類型技術的發展上，可以輕易迴避專利，迴避的成本不高；

防守型專利，對於公司僅是作為充數之用，本身不具任何之價值。 

 



 

 104

及新市場的需求，故亦屬於創新之效益。 

將公司之智慧財產對競爭對手，提起專利訴訟或收取授權金，可以用來驗證

（qualify）專利之品質，亦可作為創新的效益。以公司目前之 IP 運用策略而

言，當有廠商侵害公司專利時，若其與公司具有競爭（competitive）關係時，

通常只是要求該競爭者退出市場；但若是合作夥伴（partner）侵權時，則係

向其請求權利金之給付。 

 

（三）組織文化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公司在投入新產品或新技術的開發時，會考慮到 4 個因素：(1)對新產品或是

新技術的開發本身是否擁有核心競爭力143（core competence）；(2)新產品市場

                                                 
143 甲公司目前的四大產品線為：CD-ROM、DVD PLAYER、Mobile、HD-TV，雖然四種產品看

似不同的技術，但實際上其背後基礎的技術是具有相通的、共同的。當公司由 CD-ROM 產品之

發展延伸至 DVD PLAYER 產品時，主要是應用原有之 CD-ROM 及 MPEG 技術；由 DVD PLAYER
產品延伸至 Mobile 產品時，是應用原有之 MPEG 及 Modem 技術；再由 Mobile 產品延伸至 HD-TV
產品時，亦是以原有之 MPEG 及 Modem 技術為基礎再為擴展 

【圖 4-4】 甲公司組織文化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組織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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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大小的考慮144；(3)組織的支援、支持；(4)公司現有資源（特別是在人力

資源）的配置。而此投入瑞的因素，是由公司高階主管、資深行銷人員、資深

專案經理（project leader），於會議中所共同決定。因此公司領導階段之領

導力，在創新投入的階段，非常地重要。此考驗著經營團隊對於未來新產品及

新市場發展上的判斷，以及在不同的產品線上如何分配公司既有之資源。 

2. 創新流程階段 

公司在創新之始，投入了許多的人力資源，但此人力資源在創新的過程須要互

相地合作，才能產生更好的結果。且因為在晶片開發的過程中，須將不同之技

術加以整合，所以，公司非常注重員工間能夠彼此分享知識、資訊以及團隊合

作（team work）的精神。公司招募員工時，也會特別注意員工的性格、過去

在學校做計畫（project）的經驗、過去工作的經驗，來了解員工是否願意與

人協同合作145。 

雖然在晶片開發的過程，不同之員工專責於不同元件或技術之完成，但因為若

有部份技術或元件在開發的過程中延遲（delay），則將會造成整個計劃的延

遲，因此組織員工中都會互相地支援；且一個新產品的開發，其下可能由不同

的專案團隊負責共同執行，當有團隊進度落後時，團隊間也會互相支援，或將

團隊負責開發業務之項目（loading）做機動的調整。 

在創新的過程當中，可能會因為開發的時程（schedule）安排地過於緊湊，而

須由專案經理（project manager）向上與公司高階主管反應意見，或是向下

與員工溝通。此不論是高階主管或是專案經理之領導，因此該管理階層之領導

                                                 
144 雖然有時對於新市場規模的大小預測上會不精確，但此市場規模大小的考慮因素，卻可以作

為未來可能獲利來源的依據 
145 在創新過程中的團隊合作也很重要，因為現在的 SOC 產品越來越複雜，每一個研發團隊為了

匯集智慧都會採 team work 的方式，規模小的有數十人，規模大的可能上百人，這樣複雜的團隊，

如何合作且運作有效率，有賴於團隊合作精神之發揮。 
且組織成員的團隊合作，除了包括專案團隊成員間之合作外，亦包括了不同事業部的團隊合作。

公司認為其本身之優勢在於從底層到最上面，所有的技術都是自行研發的，而產品線也如前所述

係互相加乘（leverage），發生綜效（synergy）。在 DVD 光儲存技術上，公司發展了很好的影音

處理器（video, audio processor），進一步研發可使用在手機通訊晶片和 HDTV 的產品線上。因此，

如果各事業部沒有團隊合作的 team work 精神，公司不可能會快速成功，故組織成員之合作，亦

包括了不同事業部的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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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亦屬創新過程中公司組織文化資本之支援。 

公司非常鼓勵員工主動學習，若員工對於公司外研究機構所開設之課程有意願

地學習，且提出申請，公司通常會核可，並予以全額之補助，除此，在員工之

考績（PMS）上，亦考量到員工是否有學得新的技能。正因為每個人所學的專

業技能有限，因此組織中若可透過彼此互相分享，學習不同領域的技術時，此

時較容易將不同領域之技術整合，而成為一種新的技術，或是在其應用上產生

新的突破，此亦屬創新。在公司中，每個月舉辦一次研討會（seminar），讓不

同部門間的人員，得以分享各自的技術；而團隊（team）間之學習，則視各個

團隊而定；且公司亦允許，其中一團隊要進行 design review 時，其他團隊之

成員可加入分享其技術及經驗，期透過上述各種不同的方式，來促進公司內學

習的文化氛圍。 

公司會要求將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之經驗，寫成文件，並將檔案傳至公司之管

理系統、資料庫，以和其他公司其他成員分享。而當成員遇到相關之問題，即

可查閱此文件，增加基礎知識，以減少創新所耗費之 try and error 的時間。 

且通常在晶片之創新，都需具有向上相容性，所開發出的新晶片，對於以前所

發展之舊技術要能有所支援、配合，因此晶片在發展新功能時，對於往昔技術

之功能，也要知悉。所以，「知識管理」在創新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另，在創新的過程中，若員工心中的情緒、關於工作內容及環境的意見，可以

輕易之傳達，和公司間可以溝通，則可增加工作之盡責程度、和諧度、滿意度、

工作動機及意願，而盡心盡力地投入在工作上。 

最後，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的過程中，新技術的發展或突破可能未如當初規

劃，或是市場之急劇轉變，或是競爭者之動態改變，以致於公司在該現有之產

品線或創新團隊中，需要額外的支援或資源。因此，在創新的過程中，組織需

具備彈性，可輕易調動，以助於人員之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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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四)流程資本 

 

 

 

 

 

 

 

 

 

1. 創新流程階段 

當公司已擬定投入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策略後，公司各部門或各團隊是否能

依照該策略而展開各項計（規）劃，並按計劃之時程達成目標，非常地重要。

此原因在於，當一開始公司投入新產品或新技術的開發時，會擬定其上市之時

間以及所包括之功能，但如果策略無法徹底執行時，則可能會造成上市時間的

延後，或是產出物之功能有所欠缺。故，策略的落實程度，是在創新過程中極

需考量的重要因素。在甲公司中，專案團隊（project）1~2 個星期便需進行 1

次進度報告及追蹤（track）；各事業部內或各事業部間，則是每 1 個月進度 1

次進度報告及追蹤（track）；而公司整體發展情況之檢核（business review），

則是每半年由董事長及總經理進行，透過定期的專案報告，來檢視策略的執行

狀況，並決定績效獎金之頒發146。 

在開發 IC 產品或技術時，研發時程排定（schedule）是否適切、合理，非常的

重要，為確保時程進行順利與即時反應工作問題，關鍵時間查核點（checkpoint）

                                                 
146 但對於公司及員工而言，主要之績效獎金，仍係在於員工分紅（包括股票分紅以及現金分紅） 

【圖 4-5】 甲公司流程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流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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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發揮重要的功能。產品在開發過程中，於特定時間點實應已具有特定功能、

達成特定目標及其完整性、可靠度之安排測試及規劃非常地重要，以免到了最

後才發現無法達到原先所設定之目標。因此流程及開發時程之排定對於產品創

新之影響程度相當大，對工程師而言亦屬重要，因此於創新的過中，須對此進

行衡量及管理。 

2. 創新產出階段 

IC 設計所開發之晶片，進行量產時，即會考慮該產出晶片之良率，若是晶片良

率高，則可降低成本。因此生產良率，在創新產出階段相當地重要。且良率並

不全然是晶圓廠或封裝測試廠的問題，IC 設計公司本身，亦牽扯到設計良率的

問題，故在創新產出階段對於良率之檢測，可作為整體開發過程良窳之評比147
。

而也因為公司對於產品良率或品質之注重，公司在開發之過程，也會不斷地改

善生產流程，以加速產品開發之流暢性並提高產品之良率，更也因此生產流程

之改善，而形成公司之流程資本。 

 

 (五)IT 資本 

 

 

 

 

 

 

                                                 
147也就是說，良率的高低除了和晶圓（foundry）廠所提供的製程穩定造成良率有一定的品質

（quality）外，再來即是 IC 設計公司工程師（designer）的能力。這是因為今天在製造晶圓的

過程中，可能某一部份會有問題，若 designer 可以克服這方面的問題的話，則如果今天晶圓

（foundry）廠的良率是 80%，將會因為工程師（designer）的能力夠強，而將良率提昇到 90%，

故 IC 設計公司設計的能力，也會影響到良率的高低。因此並不是晶圓（foundry）廠決定一切，

若是如此，則 IC 設計公司創新的能力何在？ 

 

IT 資本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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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投入階段 

公司所擁有之資料庫（database），主要有技術以及市場方面之資料庫。技術

方面之資料庫，包括有：技術期刊（technology journal）、產品規格書、公

司現有專利（包括：公司自行開發技術、購買之他公司專利）、內部技術（新

技術開發過程中，模擬、測試之技術報告）；市場之資料庫，則包括了市面上

發行市場之分析報告，以及公司行銷人員內部自行分析之市場研究報告。公司

有時可以根據最新的市場資訊（information），對於新產品發展之方向作出決

策或是調整；另外，亦可根據最新的技術期刊資料，了解新技術之走向或是取

得新技術突破之方向。因此資料庫，在創新投入的投入階段非常重要的資源。 

2. 創新流程階段 

公司 IT 系統工作之建置，對於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之過程中是很大的支援

（support）。甲公司目前而言架設有電子佈告欄（BBS），以作為創新的過程中，

不同技術開發人員間、或是技術人員與行銷人員間的溝通管道。此外，公司在

和晶圓廠、封裝廠、測試廠間之溝通，亦有導入企業資源計畫（ERP）系統，

以作為不同組織間溝通之橋樑。 

此外，公司之 IT 系統必須容易上手（user friendly），因為此會影響到公司

員工能否容易將完成之事項上傳至公司之資料庫，以及能否容易地從資料庫裡

找出過去開發過程中所做的各項紀錄及記載，進而閱讀及研究。此於開發的過

程中，將有助於公司員工彼此間的知識分享。因此是 IT 資本於創新活動過程

當中，很大的支援。 

最後，在產品或技術開發的過程，非常地動態也非常地複雜，因此在創新的過

程中，仍須隨時追蹤市場的動向以及技術的走向。所以，在過程當中，資料資

必須不斷地更新（update），始能掌握脈動，供作公司決策之調整。 

 

【圖 4-6】 甲公司 IT 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10

(六)顧客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在創新投入階段，必須對市場及顧客的需求有所了解，而關於行銷資訊的取

得，可分為內部以及外部：內部是由公司行銷人員，對於過去幾年市場所做的

研究報告來分析；外部則是由公司的行銷人員在市場上走動，與顧客接觸所得

之顧客需求資訊或是競爭對手動態資訊。而公司行銷人員，對於上述兩種資

訊，必須能精確、有效地掌握後，才能知道產品的規模以及進行產品規劃148。

這也就是說，公司須知道產品之市場在哪？市場需要什麼？市場何時需要該產

品？市場中所存此之競爭對手為何？供應商有哪些？ 

另就公司目前所發展之產品（CD-ROM、DVD PLAYER、Mobile、HD-TV）而言，

客戶之需求主要可以分為：成本降低（costdown）、價值提高（以提高售價）

兩種。以目前公司主要之產品線而言，光儲存晶片，多已趨於標準化，所衍生

之變化已不多，因此客戶偏重於成本降低（costdown）之需求149；但若是手機

                                                 
148 除此之外，公司中，行銷人員大都須具備技術背景（technology background），例如：具有理

工科系之學歷或是於產業界中任職一定期間。如此始能在公司及客戶間扮演好溝通橋樑之角色 
149 而此需求，為公司中大部份顧客之需求，例如將不同之元件、功能整合起來以降低成本

（costdown）。且在公司中，最主要的產品仍是光儲存晶片，因此可以說公司中最重要之創新，

顧客資本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圖 4-7】 甲公司顧客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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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此消費性之產品，未來之發展性大，因此產品發展之彈性也大，例如：

加入 MP3、照相、VoIP、行動電視之功能，因此客戶偏重於價值提高之需求。 

另，公司選擇投入之市場，並不會選擇投入Ｓ曲線150中兩端之產品，亦即不會

投入後端成熟期之產品以及前端比較早期市場或是快速成長的產品，而是投入

中間階段，即當產品準備量產，正準備進入成熟期階段之產品。而在確認該所

擬開發之產品不會突然泡沫化，且公司相較於先前其他廠商已開發之產品後，

即可以清楚地辨別，與公司所擬開發產品之差異化，以及公司知道新產品之市

場在何處時，始會投入該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 

最後，當公司已於市場上佔有高市佔率時，則對於下一代新的產品，可以掌握

市場上產品之開發時間，而非一味地受制於市場上之競爭對手。因此，市場佔

有率亦屬創新投入時重要之資源。 

2. 創新效益階段 

產品或技術之創新，最重要的即是取得市場佔有率。因為市場佔有率，代表著

公司所能掌握之客戶群（customer base），當公司能掌握客戶群而佔有市場佔

有率時，隨著公司產品是一代一代的推進時，由於能達到持續提昇功能或是成

                                                                                                                                            
乃是在降低成本上之創新，例如將晶片愈做愈小，以減少製造晶片之成本，以符合顧客之需求。 
150 S curve（S 曲線）的橫軸是時間，縱軸是市場普及率（見下圖）

70%~80%市場普及率

成熟市場

早期市場

美國無晶圓IC設
計公司的舒適區

台灣無晶圓IC設
計公司的舒適區

市場普及率

70%~80%市場普及率

成熟市場

早期市場

美國無晶圓IC設
計公司的舒適區

台灣無晶圓IC設
計公司的舒適區

市場普及率

 
圖中虛線代表 70％到 80％的市場普及率，經過虛線則代表產品進入成熟階段。在虛線前之產品，

是屬於比較早期的市場或是快速成長的。過去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台灣的 comfort zone（舒適

點、舒適區）是在右上邊這一塊，美國的在左下邊這一塊。美國設計公司搶早期市場的高毛利，

台灣設計公司靠價格拚成熟市場，這是過去的發展狀況。但未來的趨勢是，台灣的設計公司除了

在 80％以上的成熟市場，也要開始往前面走了。 

資料來源：甲公司董事長，2004，做出差異化才有競爭力，「台灣設計產業的挑戰與前景論壇」

演講記錄（FSA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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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降低的需求，公司皆可因爲推出新產品而有所有獲利。且在 IC 產品「80/20

市場競爭法則」亦適用151。以台灣而言，一個 IC 產品領導廠商大約也只能有 3

家，第 1名廠商之市佔率約 40%、第 2名廠商之市佔率約 20~30%、第 3名廠商

約 10~20%，除此之外，其他廠商之機會少之又少。所以，當將新產品或新技術

推至市場上銷售時，應以前 3名之市場佔有率，作為創新效益之目標。最後，

公司亦會因市場佔有率之取得（或失去），而增加（或影響）其顧客資本。 

另外，客戶對新產品或新技術的滿意度及忠誠度亦為創新之效益，而此亦會影

響公司產品之市場佔有率以及公司之顧客資本。以公司而言，主要的營收來源

是「B2B」的客戶，公司會藉由對此企業客戶之訪談，了解其抱怨以及滿意度。

且公司中，高階主管每個月會有與企業客戶之固定會議（regular meeting），

可藉此了解其客戶之滿意度，以及產品之發展及改良進行意見交換。 

在創新效益階段之重點，在於利潤之獲取，因此若能擁有許多獲利力高之大客

戶，並且關係可以維持很久，將可提高公司投入資源時之投資報酬率，並有助

於顧客資本之建立及公司之獲利情況。 

 

 

 

 

 

 

 

 

                                                 
151所謂的 80/20 法則，就是 80%的市場通常被 20%的競爭者占有，因為前幾名的領先者通常占據

大部份的市場，如果不使勁擠到前幾名，根本無法發揮影響力，也意味著無法在市場競爭中立足。

資料來源：蔡明介（口述）/林宏文（採訪整理），2001，競爭力的探求：IC 設計、高科技產業

實戰策略與觀察，頁 48， 

且 80/20 市場競爭法則，有時候會更極端，90%的市場會被少數排名在前 10%的廠商占有，而成

為 90/10 法則。資料來源：同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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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關係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與供應商（晶圓廠）及產業鏈體系成員的關係是否良好，在創新投入階段時是

重要之投入資源。就前者而言，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供應商可提供公司所需 IC

製程之技術種類（what）及時間（when）。因此，當公司在著手新產品或新技

術開發，即會考慮到晶圓廠能否配合提供公司所需之製程技術。當與晶圓廠具

有良好的合作關係時，IC 設計公司可以預期製程技術的成熟度何時可以就緒

（ready），且晶圓廠亦可以配合 IC 設計公司產品之上市時間，若能更進一步

成為策略夥伴，晶圓廠即可以配合 IC 設計公司所需之製程技術及時間；而 IC

設計，則可以提供晶圓廠製程修正（verify）所需之意見及訊息。 

就後者而言，同上所述，與產業上中下游體系成員的關係中，尤其是與「晶圓

廠」之關係最為重要。同上所述，在半導體景氣好時，如果和晶圓廠之關係不

夠緊密、不夠支持（support），可能會因為產能滿載排不到配額（quota），而

無法生產；另一方面，下游之封裝、測試產業之關係，因為公司擁有較大的談

判力（bargaining power），所以對於公司影響不大。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關係資本

【圖 4-8】 甲公司關係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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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與策略聯盟合作夥伴的關係，也是創新投入時重要的資源。就甲公司的

光碟機產品而言，其系統可能包括好幾個部份，亦即除了公司的晶片（chipset）

之外，亦包括了光學讀取頭（pick-up）之元件，公司必須要和光學讀取頭

（pick-up）之日本廠商，維持很好的聯盟（alliance）關係。以使光學讀取

頭之廠商，在公司開發 IC 之初期，提供相關資料作為設計依據。 

而光碟機產品之開發，除了要與光學讀取頭廠商維持良好的聯盟關係外，亦須

與光碟片之廠商152維持合作夥伴（partner）關係。公司可向光碟片廠商反應，

其光碟片產品之品質，而光碟片廠商亦可向公司反應 server 設計之好壞153。 

因此無論是與供應商之晶圓廠，或是其他體系成員之關係，都是創新投入時重

要之資源。 

 

 

 

 

 

 

 

 

 

 

                                                 
152 例如：公司早期，即與光碟片廠商三陽電子（SANYO），維持好的聯盟關係，而雖然兩公司

最近有訴訟發生，但是光碟片領域之合作夥伴（partner）關係仍存在 
153 另外，在產官學間之關係上，並非公司所重視的。目前和學校間產學合作的情形觀之，公司

僅是將「前瞻性技術」交由學校研究，但若現行的技術或產品所需的技術，仍是由公司內部自行

開發。原因在於，一來是因為公司本身有產品上市之壓力，二來則是避免公司現行發展技術或產

品之機密外洩，最後也是因為學校實驗室的思維模式與產業界公司的方式並不相同，且通常實驗

室之產出並無法量產 
因此，產學合作之關係對本司而言並不重要。這是因為大部份產學合作是為了挖人材，但因為本

公司目前形象好，不怕找不到人材。因此產學合作關係之建置，並非公司所注重之因素；而於台

灣大學、交通大學…等，設置實驗室或提供博士班學生獎學金，鼓勵其於前瞻性技術上研究並國

際上發表論文，乃是希望藉此能提高公司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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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乙個案公司 

一、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乙公司於 1990 年 8 月設立公司主要業務為研發、製造、行銷高品質及高附加價

值的消費性積體電路(IC) 產品，將通訊及多媒體技術商品化。公司主要係運用

次微米技術、多媒體影音、單晶片微處理器、數位訊號處理器(DSP)…等核心技

術，發展出（少量）多樣化的產品線，目前主要產品包括：液晶 IC、微控器 IC、

多媒體 IC、語音 IC、音樂 IC 及各式 ASICs，並逐年擴增中。 

目前乙公司營收貢獻主要來自於多媒體和微控器產品線，如 DVD 播放機、VCD 播

放機、數位相機、電視遊樂器、教育學習玩具等晶片，還有 TFT-LCD 面板用晶片

產品線，以及手機用多媒體晶片、數位電視控制晶片之新產品。 

而 2004 年乙公司達到年度新台幣 189 億元的營收154，高居台灣 IC 設計公司前三

大，在 2004 年 FSA( Fabless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全球 IC 設計與委

外代工協會)對全球 IC 設計公司營收之排名，也從第 14 名晉升為全球第 12 名。 

 

（二）公司沿革及重要成就 

關於乙公司之沿革及重要成就，整理如下： 

 

時間 事件 

1990年8月 設立登記成立 

1991年9月 首顆語音晶片正式量產 

1993年3月 LCD控制晶片正式量產 

1994年3月 推出秒智慧型聲音合成晶片 

1995年8月 推出PCM音樂合成器 

1996年4月 獲頒科學工業園區IC設計業生產力第一名獎狀 

                                                 
154 乙公司於 2005 年之營收為新台幣 188 億元 

【表 4-4】 乙公司發展沿革及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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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年8月 開發出 Modified Code-Excited-Linear-Prediction 

(MCELP)，高壓縮比率聲音演算器，可將整本電子故書儲存 於

單一數位訊號處理晶片中 

1998年3月 推出多彩色液晶(ECB)控制器產品 SPLG01 (0.6µm)，應用於行

動通訊、電子字典、掌型電子遊戲機等產品 

1998年6月 350K畫素數位相機晶片組 SPCA500 (0.35µm)，進入量產。乙

公司成為台灣第一 家DSC IC供應廠商 

1999年5月 開發出 DSP 語音合成器SPDS105，主要應用於電子故事書及互

動式玩具產品 

2000年5月 開發出Voice engine SPDS106應用於可發音之電子辭典 

2000年5月 開發出MPEG Audio & CD Decoder SPCA752A應用於CD隨身聽及

MP3播放機 

2000年6月 通過ISO 9001 品質認證 

2000年12月 獲得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頒發研發投入獎 

2001年1月 開發完成SPOD80 OLED面板驅動IC 

2001年6月 以µ'nSP為核心開發出SPCE500應用於語音辨認及語音壓縮/解

壓縮 

2001年9月 開發出多媒體視訊控制晶片，可用於液晶螢幕電視 

2001年10月 正式推出DVD解碼控制晶片 

2001年12月 與國內影像SOC產品領導廠商全技半導體合併 

2002年2月 設立上海成立關係企業，以服務中國地區客戶 

2002年4月 推出4百萬畫素數位相機晶片 

2002年6月 推出以16bit µ'nSP為硬體核心之固網簡訊服務晶片 

2002年8月 推出兼具行動硬碟功能之USB 7合1讀卡機控制晶片 

2003年2月 取得MIPS授權32位元處理器核心IP開發消費性電子產品 

2003年4月 完成購買Oak Technology 光儲存事業部門資產及IP 

2003年5月 取得DivX 認證的MPEG -4 視訊壓縮技術授權，開發影音消費

性電子產品 

2003年7月 取得美商Silicon Image Panellink DVI Core 授權用於 Core 

開發及銷售雙用模式液晶監視器控制晶片 

2003年8月 與美商Silicon Image 簽訂長期合作開發協議，結合雙方競爭

優勢推廣SoC 數位影像解決方案 

2003年12月 獲頒竹科園區管理局「研發成效獎」及「創新產品獎」 

2004年12月 「超高解析度相片品質之整合型多功能事務機系統單晶片」獲

頒竹科園區管理局「創新產品獎」 

2004年12月 獲頒竹科園區管理局「研發成效獎」 

2005年6月 發表首顆國內自主架構32位元處理器核心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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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8月 併購工研院電通所3G團隊，投入3G手機晶片開發 

2005年10月 PHS手機通訊基頻晶片正式進入量產 

2005年11月 推出全球首顆通過新一代DivX Ultra認證之DVD晶片 

2006年5月 「32位元處理器S+core®」獲頒行政院「最佳創新獎」 

 

 

 

(三)組織架構 

乙公司之組織架構，如【圖 4-9】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稽核 總經理室 總 經 理 

產品開發中心 系統應用中心 行銷業務中心 生產中心 

財務會計處 行政管理處 資訊管理部 

股 東 會 

監 察 人 

董 事 會 

董 事 長 董事長室 

【圖 4-9】 乙公司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乙公司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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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營業部門，工作內容整理如下（【表 4-5】）： 

 

 

部門 業務 

產品開發中心 

 

1. 負責產品的開發與改良 

2. 新技術的研究、開發與維護 

3. CPU/DSP硬、軟體核心開發與維護 

4. IC佈局圖形繪製及其資料存檔備份 

系統應用中心 

 

1. 支援客戶委託之軟體設計案 

2. 協助客戶解決產品應用之技術問題 

3. 市場跟蹤及客戶群掌握，協調與客戶之間的工程問

題 

4. 開發相關產品之應用軟體及功能驗證 

5. 客訴分析與處理 

行銷業務中心 1. 負責產品銷售服務 

2. 國內外市場開拓及執行行銷計劃 

生產中心 

 

1. 負責產品之生產測試及軟硬體之開發及維護 

2. 生產管制及物料管制與進口作業 

3. 建立及維護公司品質制度，保證產品及服務的品質

資訊管理部 

 

1. 負責建置公司營運系統自動化、辦公室自動化及電

子訊息之傳遞之電腦化與無紙化 

2. 資訊設備維護、採購及軟體之管理 

財務會計處 

 

1. 綜理財務資金調配、建立及維護有關會計管理業務

2. 股東會相關事項處理及股務作業 

行政管理處 

 

1. 綜理總務、採購、工安及行政服務之業務 

2. 選才、用才、育才、留才及建立良好員工關係之人

力資源管理 

 

 

（四）業務內容 

乙公司之業務內容，如【表4-6】所示155： 

 

項目 內容 

業務範圍 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包括：電子零組件製造業、產品

                                                 
155 以下整理自乙公司 93 年度年報 

【表 4-5】 乙公司各營業部門工作內容 

資料來源：乙公司年報 

【表 4-6】 乙公司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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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業、國際貿易業、資訊軟體服務業、資訊處理服務

業、各種積體電路之設計/製造/測試/銷售、各種積體電

路模組之設計/製造/測試/銷售、各種應用軟體之研究/

開發/銷售、各種矽智財之研究/開發/銷售、各種積體電

路之貿易及代理業務 

營業比重 現有產品營業比重如下： 

1. 液晶IC（14.18%） 

2. 微控器IC（22.47%） 

3. 多媒體IC（54.94%） 

4. 其他（8.41%） 

公司目前之商品項

目 

1. 液晶IC：液晶驅動IC 與液晶控制IC，利用TN、STN、

TFT、OLED 等技術，應用於各種具備顯示功能的產

品，如：電子字典、遊戲機、鐘錶、手機、PDA、教

育玩具、數位相機顯示、筆記型電腦顯示、液晶監

視器等產品 

2. 微控器IC：應用於各種智慧型互動式玩具、遊戲、

電腦週邊裝置與家電等產品 

3. 多媒體IC：應用於VCD、DVD、MP3 等影音播放機，

以及數位相機、照相手機、多功能事務機、數位電

視等數位家電產品 

4. 其他：包括記憶體、有線／無線通訊、智慧卡以及

各種客戶委託設計IC 

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1. 手持裝置用多媒體IC 

2. DVD 錄放影機晶片 

3. HD DVD 撥放機晶片 

4. 機頂盒晶片 

5. 行動多媒體播放機(PMP)晶片 

6. 高畫質數位攝影機IC 

7. TFT LCD 驅動與控制IC 

8. 高階互動式玩具 IC 

9. TV Game IC 

10.  數位家電 IC 

11. 通訊 IC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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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內容 

同於第一節，對於甲公司智慧資本中各組元素，在創新活動（創新投入、創新流

程、創新產出、創新效益）中所作的分析。以下將以乙公司為研究對象。分別探

討人力資本、創新資本、組織文化資本、流程資本、IT 應用資本、顧客資本、

關係資本在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乙公司智慧資本之各個組成，於創新活動（創新投入、創新流程、創新產出、創

新效益）應用之情形，整理於圖【4-10】、【4-11】、【4-12】、【4-13】、【4-14】、【4-15】、

【4-16】。以下分別詳述，乙公司智慧資本之各個組成於創新活動應用之情形： 

 

(一)人力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員工本身在創新投入之積極程度及涉入程度，也是創新投入之人力資源中，相當

重要。而乙公司為提高員工在創新時之工作動機，當員工若提出專利的申請，則

可得到一千元的獎金，而提出的專利申請得到任一國家的核准，可得到二萬元的

獎金，而若拿到價值更高的美國專利，則提供六萬元的獎金。而工作動機，除了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人力資本 

【圖 4-10】 乙公司人力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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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技術研發人員外，對於行銷人員也相當重要，因此如果行銷人員有強烈的工

作動機時，便會積極於技術人員緊密溝通，以找出公司發展的新契機。 

另，所投入之人力資源中，若員工之專業年資或工作年資較高者，代表其

knowledge base 較大。且在 IC 設計產業中資深之人員，在從事新產品或新技術

之開發時，往往會有新的想法，加上 IC 設計產業變動地相當快，公司中之員工

具有足夠的專業年資（經驗），也可以代表著公司本身具有相當豐厚的技術深度，

如此才能應付變動快速的產業環境。 

且承上，員工專業年資與其專業技能、專業技能兩者間具相關性。且以目前電子

業的趨勢，是著重於 3C 功能整合，因此人員方面著重於「通才」的要求，而在

工作經驗中，可以累積其專業技能之深度以及廣度。關於員工專業技能的判斷，

若是新進員工，是在一開始對新進員工面談（interview）時，了解過去研究或

做事的內容。且對於剛畢業的學生，大部是以其學歷做為判斷的標準156；已於業

界工作過的員工，則是於面談時了解其過去工作的細節，視其以往的工作內容是

否與公司的需求一致157。最後，依乙公司目前之情況來看，有從事玩具產品 IC，

或是 DVD、電視產品 IC 設計之產品線。前者是屬於「少量多樣」之產品線，是

將同一個 IC 之程式改良作成許多種不同的產品之多樣化情形，因為偏重於具產

品創意性的人員；後者是屬於「多量少樣」之產品線，是將同一個 IC 做成同一

產品，並且大量生產，因此偏重於能提昇產品效能及成本降低之技術人員。 

另外，就所投入之人力資源而言，員工專長分佈地愈廣，視野（view）愈寬，所

研發出來的產品，將愈有競爭力，而此也是因為公司本身的產品是屬於整合性很

大的產品有關，若在投入的階段，員工本身專長夠廣，則較容易想出具有創意性

以及競爭性的產品。且當公司中員工本身的專長分佈愈廣，則當公司擬定策略，

跨入不同領域產品或技術開發時，則有助於策略的執行、目標之達成。而公司在

                                                 
156 且多是以國立大學為優先的考量，因為其素質（quality）較佳 
157 

另亦可用員工之平均教育程度，可用於評斷公司人員素質、專業能力。此法雖然有失精確，

但卻是最簡單、最直接之方式。而以公司目前之平均教育程度來看，有 60%以上具有碩士以上學

位。且公司在對於新進員工招募時，亦多是以國立大學為優先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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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員工的過程中，大都也會考慮到公司未來的走向，與公司之策略結合，而招

募該所擬進入特定領域之專業人才。 

最後，在創新投入之初，一開始進行工作團隊編組以及任務之分派時，便會針對

員工過去的工作表現、以及員工個人的興趣進行考慮，以分配適任、適量、適性

的工作，此亦是創新投入之人力資源，所考慮之問題。 

2. 創新流程階段 

公司在訂定新的發展目標後，不可能一直按部就班地依計劃執行，其間公司可能

會因為外在市場的變化、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或是競爭對手的動態，而調整或修正

原本之計畫，因此，有時公司會需要新思維或是新人員的加入。故若在創新的過

程中，公司可以不斷地吸引所需的優秀、具專業經驗人才入內，以配合公司計劃

的調整，亦可作為創新過程中公司最需之支援。 

且公司在創新過程，人力資本仍係影響著過程重大。其中，公司應降低員工流動

率，以免造成公司很大的損失，乙公司內亦規定員工須於固定日期前，提出離職

的申請。例如：資淺的員工，只須於 2、3 個星期前提出離職申請；資深的員工

須於 1個月前提出離職申請；若是核心人員（key man）則須於 2、3個月前提出

申請。 

而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的過程中，公司仍須不斷地訓練員工，以增加新技能。

IC 設計業界的員工，大都是「做中學」（on job training）。除了剛進入公司，

有一段試用期158（3 個月）159外，大部份的工作訓練都是在員工任職的期間，則

是逐案（by project）地訓練，以用於現員工所承接之專案計劃160。因此，在創

新、開發的過程中，仍應不斷地增加員工的 knowledge，以應付瓶頸之突破。 

最後，由於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期間，耗時長達半年以上，過程當中會面對許

                                                 
158 且公司的淘汰率並不高，此亦屬於 IC 設計產業公司之特性 
159 且於試用期內大部份都在進行未來的工作訓練，由公司內部資深的人員進行訓練 
160  除此之外，公司亦導入「人才培訓管理系統 CTMS」，架構「eHRD 數位學習網」之 IT 系統。

該系統之導入，幫助公司內部快速且有效地累積知識，亦整合相關的內外部訓練資源，而提供員

工所需之線上訓練課程。公司也因該員工訓練 IT 系統之建置，使得訓練成本較過去傳統教育訓

練節省了將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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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產品設計及應用之挑戰性，因此須維持公司員工之工作動機、認真態度及向心

力，故亦屬人力資本對創新過程中之支援；另於創新之過程中，公司或專案團隊

所需所面臨之市場上或技術上之不確定性過大，且非常地動態。因此在過程中，

仍須審核（check）公司人力資本中，其員工之專業技能良窳能否與市場及技術

上之發展銜接；同樣地，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的過程中，透過固定會議之討論，

可以了解員工對於問題發現、問題解決的能力，專案主管（project manager）

也據此瞭解每個員工對現有工作的勝任情況，而進行人員或工作量的調整，以免

影響到專案團隊整體開發時程的延誤。 

3. 創新效益階段 

員工於創新的過程達至結果時，是否對於公司更有認同感、歸屬感，而提升公司

員工的向心力；公司員工是否因創新而增加其對公司及工作之滿意度。此皆可作

人力資本在創新效益階段之收益。 

 

（二）創新資本 

 

 

 

 

 

 

 

 

【圖 4-11】 乙公司創新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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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投入階段 

公司將智慧財產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是因為若公司開發某一領域的新產品或新

技術，如果公司在此領域的智慧財產（IP）又多且好，在投入時較好之資源，較

能免除日後權利金的追討或專利訴訟發生161。另外，本公司購併 oak 

technology、與 Silicon Image 公司成為策略聯盟關係取得智慧財產（IP）之授

權或是與其他外國廠商合資（joint venture）成立公司，取得其智慧財產（IP）

所有權或是使用權，亦屬於一種創新的投入162。因此以現在而言，創新之投入已

由原本人力之投入，轉換由公司與公司間合作關係建立而可交互使用知識或資源

所取代。且智慧財產之也會影響到產品之開發成本。例如：公司現在銷售 DVD IC，

會有很多客戶向公司抱怨成本太高，因為產品的成本包括了智慧財產授權的費用

在內，所以，同樣之 DVD 產品較競爭者而言較為昂貴163。因此，為了避免將授權

金之費用，計入產品之開發成本中。創新之投入資源中即會將智慧財產之因素考

量在內，此亦可說明，智慧財產亦可為創新投入之資源。 

另，由於公司本身的資源有限，並無法針對每一個產品進行開發，因此須於創新

投入時，即考慮到新產品開發的難易度，以及未來市場的發展性，進行資源規劃

164。而在進行開發投資新產品或新技術時，重要的即是對於市場情報之掌握，關

                                                 
161公司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時，若該特定領域巳有專利存在時，公司會想辦法去取得該 IP 的

授權，或是自行開發技術以迴避該專利，否則不會去開發該產品。且基本上並不會因為執著於開

發該新產品或新技術，而不顧競爭對手於智慧財產上的佈署，否則將來產品將無法具備競爭力，

公司所投入的許多資源，恐怕亦無法回收。 
162 本公司購併美國 oak technology 之主要目的是取得其一百多篇之專利，且公司另外和 PHILIPS
公司合作，主要是為取得其一千五百篇專利之使用權。 
163 而競爭者中，可能有競爭者自行擁有該技術之專利，亦可能有競爭者，使用他人的之專利，

而未將專利授權之費用算入 
164公司目前主要有玩具產品 IC，或是 DVD、電視產品 IC 設計之產品線。除了前者偏重於具產品

創意性的人員，後者偏重於能提昇產品效能及成本降低之技術人員外。此兩種不同產品線之開發

部門，其人員之編制亦會有所不同。 

在作 DVD 產品 IC 之開發時，其技術複雜度較高，後端所需維繫系統的人員相對地多，且是由公

司將整個產品開發完後，再交由顧客去生產；但若是玩具產品之 IC，因為 IC 比較小、技術比較

簡單，因此後端系統之人，則不需要很多，且很多的開發過程是由外部的系統廠商（designer）

在從事，而不是由 IC 設計公司本身在做，公司僅是提供一硬體平台或軟體平台，由外部的系統

廠商（designer）去開發。因此，在開發 DVD 產品 IC 時，所需開發之後端資源（resource）相對

地多，以提供給客戶的就是一個完整的產品；但在玩具產品 IC 時，因為很多部份外包，所以後

端所需資源不那麼多，公司本身也很少做到產品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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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情報的取得，可從具經驗之顧問、市場分析報告，而有所掌握，故此亦屬

於創新投入時重要的資源。 

此外，創新團隊之規模亦可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創新團隊之規模愈大，即代表

公司於此所投入之資源愈大，公司愈注重該產品之開發，有利於公司產品開發之

速度。而公司的創新團隊，一開始都是一個團隊一個團隊任務編組（一個團隊約

10 人左右），而後再將團隊進行整合。亦即當可透過各團隊的結合來發揮綜效、

促進工作上之默契、協助效率提昇及團隊合作的文化時165，公司即會將該不同團

隊進行整合。 

2. 創新流程階段 

乙公司在創新的過程中，會以其本身在市場上技術地位，作為支援（support），

其原因在於創新資源投入後、IC 產品產出前，公司必須了解競爭廠商之動態及

佈署，以及追蹤（track）整個市場的發展，始能找到相關之產品或應用切入。

因此在創新的過程中，考慮公司本身之技術地位，將有助於公司規避風險，以及

修正研發之方向。 

在創新的過程中，公司中法務（智權）部門或機制之運作，亦會影響創新過程之

進行，並對於創新之產出及效益造成影響。乙公司之法務部門，會對於相關的專

利分佈情況進行分析，作為研發人員的參考，並且提供現行公司已有之專利資

料，作為參考。且於創新過程中，當公司準備要申請專利時，即會由公司之法務

部門，尋求外面的專利事務所，與公司的技術人員共同合作（co-work）將專利

申請之內容決定。而公司智慧財產管理制度，有助於在工程師提出智慧財產之構

想以及申請後，避免為了工程師要申請專利，而造成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時程的

延誤。 

最後，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的過程中，公司其實就會考慮到上市時間（time to 

market）的問題，即考量公司於何階段（或時間）須達成某特定功能或特定元件

                                                 
165 而當團隊間之工作默契不佳、文化不同無法達到團隊合作的程度時，此時會因公司團隊間內

部磨擦所造成之內耗會大於因合作所帶來互補性之效益，而不將團隊間進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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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特定功能或元件開發的時程，會影響到整體晶片或系統整體產出開發的

時間，因此係屬於創新過程中，須考慮到產品之開發因素。 

3. 創新產出階段 

在創新產出時，無論是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都會因此而形成或改善公司之創

新資本。而這當中，除了最常以公司專利數量及品質作為判斷創新產出的衡量項

目外，亦可以員工提案落實之程度，作為公司創新資本或員工創造力、發明力，

是否提昇之判斷標準。 

這是因為在產品或技術開發的過程中，公司通常會鼓勵員工提案，但若沒有對提

案去追蹤與獎勵時，無法對員工的提案去做回饋（如：頒發獎狀、獎杯、獎金），

則久而久之，員工提案的次數，將會愈來愈少。因此，公司對於創見的實現比例

有去追蹤及重視時，則更可助於員工創新之動機（motivation）。另，公司有時，

是在每季結束時，對於公司中對產品有新構想的專案團隊，予以正面的回饋。因

此員工提出解決方案之實現程度，除了可以在產出階段衡量外，也須在創新的過

程考量。 

最後，在創新產出之階段，最重要到考慮到公司的產品是否準時上市，達到市場

即時性（time to market）的目標，公司若可迅速、即時地回應市場，則不但是

可以成為公司的技術能耐、創新資本，公司更也可因率先推出產品時，取得市佔

率，而先獲得利潤。 

4. 創新效益階段 

在創新產出後之效益階段，若可成為 IC 設計公司前端、提供智慧財產（IP）給

其他 IC 設計公司使用以收取權利金時，此在價值上之創造，不但可因此獲取財

務上之效益外，更也代表著公司在此技術領域中之智慧財產具有一定之強度、佔

有一定之地位，因此就此長期之角度而言，對公司之創新資本亦有所增益。 

此外，因 IC 產品的變化非常地快速，若公司今年還在賣去年的產品，而未見到

今年所開發出的新產品營收比例增高時，則表示公司在產品的發展無法銜接，進

入所謂的「空窗期」。因此若公司營收中新產品所佔的比例如果不高，則代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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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司在財務上的表現是很大的隱憂。故新產品銷售之狀況，可作為評量公司創新能

力及創新資本發展的標準，而此實際上也和公司營運狀況息息相關
166。 

 

(三)組織文化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組織文化資本可作為創新投入時之資源，以組織文化資本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

將可於創新投入時，引發更大的創意、靈感，促使員工積極投入，並可有效運用

及整合公司之資源。 

公司提供給員工人性化之研發環境，可鼓勵公司創新的文化，而當公司充滿創新

的氛圍，自然可以產生許多源源不絕的新點子（idea），成為創新的來源，因而

成為創新投入時很重要的一環。另，如果有公司有效地推行知識管理制度，則在

創新投入時，則會增加許多創新構想的來源（source）。 

                                                 
166 也就是說，若公司新產品銷售的比例很高時，則可能往後的 4、5 年的財務表現都會不錯；但

若公司新產品銷售的比例不高時，可能代表公司的財務表現，只能維持 1、2 年。因此若公司新

產品銷售的比例每一年都可以維持地很高，則代表著公司未來的營運狀況，都會有不錯的發展。 

【圖 4-12】 乙公司組織文化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組織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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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員工對公司工作環境、福利政策、獎酬制度如果可以容易地表達，則可增

加公司員工的向心力。在創新投入投資之人力資源中，可提高員工的意願以及涉

入（involvement）程度。 

最後，公司中，可能有不同的資源（resource）在不同的地方，在創新投入之資

源中，如果組織具有彈性（flexibility），則可以有彈性地、有效地運用這些資

源（resource），並提高公司在運作上的效率。 

2. 創新流程階段 

在創新的過程，公司若具有創新的文化，將有助於產出技術上、產品應用上之突

破。此外，為使公司不斷地創新，乙公司鼓勵員工之不斷地進修和學習，除了鼓

勵員工參加外部研究機構所開設之相關課程，並予以部份的補助167
；且在公司內

部，每星期也會由不同的部門針對每個產品所提出的新構想，或是所針對某特定

領的知識，進行經驗分享以及討論，促使不同的部門間進行知識交流，讓員工有

更多的學習機會，以激盪出新的火花；且在創新過程中，若員工對於主管所安排

的開發時程（schedule）、心中情緒、主管領導風格或待遇可以輕易地表達意見，

會有助於提高公司員工的向心力，而使組織中的氣氛更為融洽，以助於新產品或

新技術的開發之推動。 

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的過程，有問題無法突破時，公司的知識管理制度，有助

於蒐尋、讀閱過去的資料，進而幫助問題解決。而乙公司在知識管理的基礎建設

上，建置得十分完善168。員工只需透過線上（on-line）資料庫的查閱，即可成

功地取得相當多的資訊（information）。 

此外，若組織本身較具有高度的彈性（flexibility），則在過程中的效率會比較

                                                 
167 此外，乙公司為增加公司之學習文化鼓勵創新，對員工有相當完整的教育訓練，甚至在內部

成立「教育訓練委員會」，規劃員工在職進修。且公司中之工程師必須同時接受專業和管理課程，

公司也有規劃個人心靈成長的課程。此為與同業公司不同之處 
168 公司中導入有：「SimpleAct Knowledge 知識庫管理機制 」，以建置客服知識庫的完整流程，

其中包含知識整理編輯、新增建立等功能，將企業有效知識資源發揮到最大；「SimpleAct Report

報表分析機制 」使公司人員透過 SimpleAct Report 報告分析機制，經由即時報表分析了解顧客及

市場的需求，便於內部服務流程控管及掌控服務品質；「SimpleAct Help Desk 人員查詢機制」採

用最新人工智慧自然語言處理技術，經由人性化詢問機制，使服務人員立即於企業知識庫找到正

確的答案，解決客戶的問題。 



 

 129

高。因為現在很 IC 設計公司之進行，都是以專案（project）的方式來進行，所

以如果公司本身具有高度動態的可調整性，不同專業技能的員工容易調整其專案

的編組及組成，在創新的過程中則會較為順利。 

也因在 IC 產業中，每個人之能力及專業有限，因此在創新的過程中，當組織中

之員工具有互相支援的精神，可以主動提出技術上之協助、告知可找尋公司資料

庫之技術文件及網路資源，或是互相幫忙（cover）時，則可以提昇公司之產出

能量。 

另，一個新產品的創新，可能會來自產品端、技術端或是製程端，當不同部門的

人員在不同的地方（可能是從客戶、市場、晶圓廠或競爭對手）得到不同的訊息

時，若無法將不同來源所獲得的訊息加以連結，則創新根本就無法產生。創新的

過程中，各個不同部門會有所合作、並進行溝通，倘偌不同部門的人各堅持已見，

則會使溝通的效益大打折扣。因此，公司強調以團隊合作方式，整合 IC 設計、

系統應用、產品測試、企劃與行銷人才，集合不同專長，共同開發產品。因此，

能夠與人合作、務實、抗壓性高，是公司最重視的人才特質。 

最後，創新的過程中，意見的傳達應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因此，如

果授權不足，高階主管決定要開發何種新產品或新技術，而讓員工沒有討論的空

間時，則可能會扼殺許多的創意或新想法的產生。一般而言，在公司開發新產品

或新技術時，是由下而上的過程。且通常都是由專案團隊收集市場情報資訊或技

術發展資訊後，向經營團隊報告，經核可後以取得所需開發過程所需資源（主要

為人力及經費），因此需要相當大的授權程度，始能發揮。另外，公司中權限愈

充分且愈為清楚，則在運作的過程中，將愈有效率。由於 IC 設計產業的特性，

公司需及時對外部市場的迅速變做出回應，因此，當組織的授權程度夠高時，即

能不必事事都經過公司上層同意，而可以迅速回應（response）市場以及進行公

司內部間之溝通。且在 IC 設計公司，每個人都為知識工作者，應賦予其更大的

權責，以期員工更自主、有效地發揮。 

3. 創新產出階段 



 

 130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公司中最重要者，不外乎策略、執行以及文化，因此公司的文化其實與公司的技

術佔有同樣地位
169。因此在創新的產出中，除了應對於技術或產品之成長有所衡

量外，亦應對文化的創造有所衡量。例如，創新的過程中，會針對各不同產品線

之技術發展情況、所處之市場及競爭者動態、組織成員之特性，授與不同之權限

及調整，而此授權之程度，實亦可作為創新產出之生成物，而成為公司之組織文

化資本。 

此外，各專案之員工在創新的產出後，會將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過程中，所做的

模擬、測試等資料將以文件化，而上傳至公司的資料庫中，以供公司其他員工參

考，此文件化之資料及知識管理之結果，亦可作為創新的產出，成公司之組織文

化資本。 

 

（四）流程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169但台灣的公司，和歐美日公司相較之下，文化是較為薄弱的一環。但公司之文化實則也會影響

到員工的向心力、員工的忠誠度…等工作態度；但相對地，一旦公司文化建立後，即可以助於公

司機制的運作（轉） 

流程資本 

【圖 4-13】 乙公司流程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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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新投入階段，若公司一開始無法做出好的決策或是品質不夠好，則會影響到

後續的產出（如：上市的時間點太晚）及效益（如：收益變低）。因此，該流程

資本中之決策品質，因會影響後續創新過程的進行、並影響到創新之產出及效

益，故係投入階段重要之資源。而另外，好的決策品質，要有好的人選作決定、

好的提案（proposal）、開闊的心胸接受新的意見，並且有足夠的時間對提案

（proposal）進行審議。 

公司產品或技術開發的過程，是公司在一開始規劃時，即須考量到的因素，因此

在創新投入時，即需考慮到後續之產品或技術之開發計劃（或時程）、流程控管，

以使得後續開發過程能夠更為順暢（smooth）。故，在創新投入的初期階段，產

品或技術開發過程之安排，是重要之投入資源。 

2. 創新流程階段 

公司之流程資本，係會影響公司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時，創新活動之進行，因此，

在創新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援角色。 

首先，創新環境的建立及提供，有助於公司員工激發創意，加速組織的創新；再

者，有良好的創新環境，加上 IC 設計的基礎，才可將創新的點子（idea）實現

為真正的技術或產品。 

再者，公司於一開始規劃產品時，雖會初步規劃公司產品設計的流程（flow）要

怎麼進行，但重要的是在創新的過程中，針對實際之開發情況，與各部門、各小

組或各人員進行協調，對產品設計的流程進行調整及修正，以使流程更為順暢，

而增進開發之效率。 

而公司開發流程規劃後，絕大多數在事後實際的創新過程中，皆未如事先所預

期，因此須不斷地追蹤（track）計劃發展的進度，以對原先之計劃進行修正以

及調整，以避免因為部份元件或技術開發進度的落後（delay），而造成已完成進

度團隊成員之產能閒置。且，通常一個好的策略會失敗原因都是在於其執行力不

強，貫徹程度不高；訂出一個好的策略並不難，但困難的是，公司員工能否徹底

地執行。特別是當市場上發生變化或是競爭對手之動態改變，而公司對於策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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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修正或調整時，公司員工能夠及時反應，並徹底執行，是最大的關鍵。因此策

略執行程度在創新的過程中，特別地重要170。 

最後，公司將 IC 設計好後，即會交付給晶圓廠製造，而晶圓廠的製程技術亦會

影響到 IC 產品的良率，以及生產的成本。一般而言，當 IC 設計公司所設計的產

品為新產品時，晶圓廠先前沒有製造代工之經驗時，無法很準確地調參數，則生

產的良率較差，生產成本相對地提高；但若該 IC 產品巳經普遍時，晶圓廠已有

製造代工的經驗時，大致上產品的良率都會有一定的水準，可壓低生產的成本。

而若晶圓廠之製程技術能力高時，則可以配合公司產品的推進，快速地將新產品

所需的製程進行轉化，而迅速地提高 IC 產品的生產良率。 

3. 創新產出階段 

在創新產出時，主要就係對於 IC 產品之評斷，而 IC 產品品質之好壞，主要可以

由下列幾個部份判斷，第一，生產良率，當 IC 產品的良率高時，則相對地生產

成本較為低；第二，開發的時程，IC 設計公司為達到準時上市（time to market）

的目標，公司可否準時將產品推出，是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品質良窳之重要判斷

標準；第三，則是與公司原先規劃之產品規格或功能，是否完全達到，甚至是增

加新功能或降低原規劃之成本。 

以上三者是主要用於創新產出時，品質好壞與否之判斷依據。因此在創新產出階

                                                 
170對公司而言，為使策略有效執行，公司須能精確且即時的追蹤專案進度，即時掌控人力分派及

成本效益，也就是專案管理的「黃金三角原理」：資源 (resource) 、時程 (schedule)、範疇 
(scope)。 
對此乙公司導入 Microsoft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EPM 企業專案管理；

Microsoft Office Project 2003）之系統，藉由企業專案管理的應用，快速掌握研究發展各專

案的進度與人力資源運用。 
公司資訊管理部經理，認為：各項研發計劃都是由計劃經理（project manager）負責掌控，

以前都是採取工作日誌、檔案傳送交換或定期檢討會的方式管理，但大多數的計劃都是橫跨不同

部門，溝通常佔去很多時間。有這樣的共同平台，使得計劃管理工作更方便也更有效率。EPM 系

統正好用來輔助計劃經理同時管理多個研發專案，掌控效率與產能。且透過此 EPM 系統，計劃

經理（project manager）可以在專案管理平台上隨時了解工作的資源分派、人力資源特性、

專長、經歷以及工作負荷，為專案的執行進行最適宜的資源分配。透過跨部門的整合管理機制，

靈活資源分派，創造策略性比較優勢，快速而有效地提升企業整體管理績效。 
因此，透過 EPM 系統，主公司管可以在單一平台上總覽專案的各式現狀，更易掌握各項計劃的

進度與細節。在導入 EPM 系統之後，乙公司已經建立了專案團隊的協同運作環境，可以集中

控管所有的專案計畫與進度，充分掌握專案進行的現狀，以達貫徹執行公司策略之目標。 
資料來源：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office/competitive/casestudies/p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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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對 IC 產品之審核，將有助於作為整體開發過程是否順暢、時程（schedule）

是否達成之依據，而影響公司之流程資本。亦即在開發的過程，即會對於整體流

程的順暢性、時程序排定進行考慮，故於產品之產出階段，公司之流程（資本）

亦會因此而改善（或受影響）。 

4. 創新效益階段 

在公司中，由於產品是不斷地進行量產，因此公司生產流程之改善可以之產品時

就巳發生，但亦有可能在不斷地製造及販賣過程中，而改善生產的流程，因此流

程之改善，係屬一個長時期的因素，因此，流程資本之改善（或是受影響），不

但屬於創新之產出，亦屬於創新之收益。 

  

（五）IT 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公司之資料庫，因可提供作為創意之來源以及設計時參考之依據，故可作為創新

投入時之資源。而本公司目前所擁有的資料庫，包括：過去開發產品或技術的資

料庫、智慧財產（IP）資料庫171、市場資料庫172、晶圓廠所提供的資料庫173等。 

                                                 
171 通常都公司目前所擁有智慧財產（IP）的資料庫、或是晶圓廠提供給公司用之智慧財產（IP）

IT 資本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圖 4-14】 乙公司 IT 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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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新流程階段 

創新的過程中，若能將過去模擬或測試的紀錄從資料庫中取出而研究，則可以縮

短產品開發設計的時間。此外，公司對於過去所處理過之技術或產品開發之檔案

資料保存相當重要，因為每個工程師或團隊，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時，都會參

考到過去的資料，因此文件保存之完整度在創新的過程中相當重要，文件資料保

存地愈完整，愈有助於創新之推動。 

且承上述，若可以容易地將資料庫中，過去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過程中，所做的

模擬、測試、code 等記載，找出來閱讀及研究；或是工程師能容易地將所研究

的技術資料上傳至公司的資料庫。此舉可使得公司內資訊流動暢通，而有助於公

司中技術深度、技術經驗的分享及累積，進而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幫助創新活

動的進行。 

而公司本身因為產品線廣，所以分為相當多的部門，因此，不同部門間的溝通是

必要的，不論是行銷部門、對外聯絡晶圓廠、封裝測試廠的部門等，此時即可透

過 IT 基礎建設進行溝通174。例如：公司與前端晶圓廠，具有 E-chain（E-business）

之 IT 工具，公司可以透過此 E-chain（E-business）之 IT 工具與晶圓廠進行連

結，並以此 IT 工具，來注意（monitor）目前晶圓廠生產進度以及狀態（status），

也就是說公司可以透過此IT工具了解到公司所開發之哪一個IC現在進行到哪一

                                                                                                                                            
或是合作夥伴的智慧財產（IP），而不是公開的智慧財產資料庫。再進而言之，例如：公司與 Silicon 
Image 有策略聯盟之合作關係，則 Silicon Image 在合作期間內必須將其所發展出新技術的智慧財

產與本公司分享，而本公司在合作期間期，對於新的技術亦可以有所使用。 
172 有部份是從外部買入的資料庫，如：資策會資料庫、拓璞產業研究所資料 …等 marketing 

information 的資料庫；而有些市場資料庫則是公司自行研究所得之 marketing information 
173

在創新投入時，即會判斷選擇何種製程，來從事設計，而若晶圓廠所提供的資料愈完整或是

更新程度愈高時，則 IC 設計公司在使用上，則更為方便。例如：晶圓廠可能提供.16 或是.18 的

製程，而在 IC 設計公司設計晶片時，即須以 foundry 所提供製程的資料，作為設計晶片時參考

之依據（reference） 
174 此外，前述公司所導入之 Microsoft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EPM；Microsoft Office 
Project 2003）之企業專案管理機制，即可發揮此功能。乙公司產品開發中心副總經理認為：IC 設

計產品規模越來越大，參與的工程師可能超過一百位，並分佈在各單位，包括 IC 設計、系統應

用、AP 開發、生產、測試。EPM 系統可以成立專案任務工作專區，讓專案成員在共同的平台

上，了解計劃執行進度、上載文件與議題討論，此專案的所有任務、文件與會議紀錄均可以被完

整紀錄與管理，進行資料同步化。 
資料來源：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office/competitive/casestudies/p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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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station），以便於安排之後封裝、測試的工作175。 

公司內部間組織的運作，則係包括 IC 設計、系統、FAE 間之溝通及串連，公司

目前已有系統機制使其能同步進行。例如：公司目前在大陸有 4 個做 FAE 的點，

而其工作內容的資訊，必要與台灣的公司做連結（link），此運作上必須透過 IT

的技術才能完成。因此，公司目前有非常多的伺服器（server）及資料庫

（database），讓各不同部門之員工，將其工作完成或改善之內容，上傳至該資

料庫，而後不同員工作部門之人員，再依其所需閱讀資料庫中之內容。 

除此之外，現在包括 IC 設計公司的台灣許多公司，都會在世界各地招募優秀的

人才，因此員工非僅集中在台灣。就乙公司而言，亦有部份的研發人員是在美國、

歐洲以及大陸，與公司進行同一產品中不同部份的開發。而當公司的員工分散在

不同的地點、不同的時區工作，若在創新的過程中沒有足夠的科技，讓不同地域

的人員，彼此的工作內容串聯及分享，則影響到創新的效率。因此，員工透過科

技緊密連結組織內部的工作流程，對跨地域的公司而言，也是相當地重要。 

因此，無論是各單位內資訊的流動、各單位彼此間資訊的流動或是公司與海外據

點間的聯絡，皆有賴於公司資訊基礎建設。若建置完整，將有助於各組織間資訊

流（information flow）的傳遞。故公司之 IT 資本，實係會對創新之過程有所

影響，並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支援性角色。 

 

 

 

 

                                                 
175 公司於資訊系統之使用，亦有權限上之限制。例如：該晶圓廠進度監視（monitor）之功能，

僅有公司之高階主管，始有此權限。且在公司不同的工作文件，亦會分不同的等級，規範何種機

密等級，何種員工（如：主管、團隊成員、公司所有成員）始能接觸。另外，在使用上之權限，

亦有做區分，例如：僅限於閱讀的權限，或是除閱讀的權限外，尚包括修改的權限。 
除此之外，人員資格上之限制或是使用權限上之限制，同上述乙公司所導入之 EPM 系統，該系

統包括了 Information Rights Management（IRM）保護的新技術，保護 IC 設計知識資產，隨時

掌握並持續監控重要文件的使用狀況。可以保護文件和電子郵件免受未經授權的存取和使用，讓

企業與使用者對資訊有更大的掌控能力，使數位文件在對的時間內讓對的人分享以及正確的使

用。資料來源：同上 



 

 136

 

（六）顧客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新產品創新的來源（source），主要是來自於市場、客戶以及公司內部自行規劃。

所謂的自行規劃是指公司於開發新產品及新技術過程中所生之創意；而來自於市

場、客戶係指，從市場分析報告以及對顧客之拜訪，而對市場情報有所掌握。因

此，顧客資本可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 

例如：從事玩具 IC 的設計，此時會從發明家（inventor）透過創意公司得到創

新的來源，並且根據發明家（inventor）的需求來開發 IC 者。 

而乙公司所開發之產品相當地多元化，包括有：液晶驅動 IC 、液晶控制 IC、微

控器 IC、多媒體 IC…等。如此多元的產品，在做市場調查（survey）時其差距

相當地大。如果是消費性的產品，如：玩具、電子書，其市場不同、顧客群不同，

因此需針對此不同的市場或顧客群進行調查；但如果是 DVD 或是電視之產品，則

該市場是由現有之市場在主導（drive），因此在產品的發展上沒有太多的創意，

即令有創意也和上述的消費性產品，相去甚遠，這些 DVD 或是電視產品完全只是

基於成本之考量，而有所改變。 

顧客資本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圖 4-15】 乙公司顧客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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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顧客的高度忠誠，除了與公司之間有非常好的關係（relationship）外，

還會提供公司市場的資訊或是競爭對手的動態等訊息，若顧客只是純粹地滿意而

已，則就不一定會將市場上的訊息透露給公司。因此若客戶忠誠度高時，則愈容

易表達出客戶的需求及市場上的想法，甚至是競爭對手的動態。且在公司產品之

初始階段，亦會考量到客戶的忠誠度。同樣是一組人力或是開發所需的資源，一

定是將公司的資源投入於顧客忠誠度較高的客戶上，以降低將產品開發完後，卻

無人購買的風險。因此，若顧客忠誠度高時，則對於投資報酬率會有基礎的保障。 

最後，在創新投入時，企業具有相當高的企業形象，不但在市場上易引起競爭對

手、消費者之注意，或是政府之補助外，更也容易有合作夥伴之加入，或是資源、

訊息之投入，因此企業本身在市場上或顧客端所建立之形象與所擁有的聲譽，亦

可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 

2. 創新流程階段 

IC 只是一個系統中的小東西，且依現在 IC 設計業的趨勢，生產的過程不僅只包

括 IC 這一塊，仍應包括到提供客戶整個系統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客戶

的抱怨通常是在整個開發的過程中才會出現，因此在過程中，如果客戶有所抱怨

時，則會去改善（improve）或改變流程。 

而也因上述所言，產品開發的過程範圍擴展，除了 IC 晶片外仍包括提供客戶整

個系統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之部份，即系統研發之部份。因此在開發之

過程中（尤其是系統研發階段），對於客戶所生之問題及抱怨，即需馬上回應顧

客之問題，因此在創新的過程中相當地重要。 

3. 創新產出階段 

在創新產出階段，當公司於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後，若即時符合市場之潮流，達

到市場即時性（time to market）的目標時，會形成公司的顧客資本，會即時引

起客戶對公司的信任，認為公司未來具發展性、發展藍圖（roadmap）可以實現，

將有助於 IC 設計公司與客戶建立合作關係以及未來客戶向公司下單。 

當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完成後，公司會因為該產品之產出而改變市場端或顧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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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的評價，例如：公司在 1997 推出電子雞產品之產出，引起市場或顧客對

於公司技術強度之信任，因此在產品產出當下，即建立企業本身之形象以及聲

譽，而形成公司之顧客資本。 

4. 創新效益階段 

同創新產出階段所言，當開發完成後，公司會因為該產品之產出而改變市場對公

司的評價，但若站在長期的角度而言，公司因成為先進者（first mover），有助

於市場佔有率之先佔及穩固，並且率先於市場端或顧客端建立企業之形象，而成

為顧客資本。 

承上，若客戶對最終產品之滿意程度及抱怨情況，則會影響到創新收益階段所形

成的或公司既有的顧客資本。這是因為客戶對於公司現有產品不滿意時，則可能

會因此流失或對公司失去信心，而影響到下一波產品的可獲利性176。除此之外，

客戶對最終產品之滿意程度及抱怨情況，都是長時間的形成或變動，此除了於創

新最終的效益端會形成（或影響）外，實在創新的產出時，即會有所形成（或影

響）。 

而新產品或新技術對公司之影響，可從其市場佔有率進行評斷及考量，並據此探

討顧客資本之形成（或影響）。這是因為公司有較大的市場佔有率，則代表公司

未來在與廠商議價時，會有較強大的談判力（bargaining power），公司不會因

為要急於將產品賣出，而以低價售出。且若市場佔有率高時，則公司在業界的形

象會比較好，以後銷售產品時，可以很快的進入市場，較不易受到質疑。且一般

來說，公司產品的市場佔有率高，公司的收益也相對地高。因此，對公司的創新

活動而言，最終即是要將新產品推廣或新技術推出，而使該創新生成物在市場具

相當地佔有率、形成公司之顧客資本，以增加公司的談判力（bargaining 

power）、收益(profit)以及提昇公司的形象。 

                                                 
176 但實際上，若以公司目前佔獲利來源很大比例的 DVD 產品線而言，公司對於客戶的滿意度，

並不是非常的注重。其原因在於，這些客戶並非 tier 1 的客戶，因此對於產品的品質、客戶的滿

度意方面，並不是非常地注重，目前這些客戶較注重的是「價格因素」，即公司可否提供低價的

產品。 
即因如此而造成，公司將焦點集中於成本因素，而非產品品質、客戶滿意度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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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公司創新效益的表現為何？是否影響公司之顧客資本？也可以從銷售的資料來

判斷，判斷哪些客戶是首次客戶（first customer）。這也就代表著該創新產品

在市場的的可接受度，也就是幫助公司了解除原有的市場及客戶外，公司的新產

品具有多少潛力，可以吸引新客戶的目光以及市場的注意，以了解該創新成果之

新穎性，故屬於創新之效益。另外，也可以判斷哪些客戶是平均規模大且獲利力

高的大客戶（或國際大廠）？此可以確保公司利潤的來源，且當公司所推出之新

產品或新技術可以被大客戶（或國際大廠）接受時，則可代表著公司的產品在品

質上有一定之保證。 

 

 (七)關係資本 

 

 

 

 

 

 

 

 

 

 

1. 創新投入階段 

公司的策略聯盟夥伴，是相當重要的創新投入資源。策略聯盟的對象，可能在供

應端、研發端、製造端、行銷端，都會存在，與策略夥伴可以進行資源共享、市

場了解的共享或是客戶的共享。在行銷上的策略夥伴，可能包括了，市場了解共

享的夥伴以及能提供互補性商品（具前、後端關係產品）的夥伴；而技術上的策

關係資本 

【圖 4-16】 乙公司關係資本於創新活動中之應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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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夥伴，可能包括提供專利的夥伴或是大型的系統廠177，不論是行銷上的策略夥

伴或是技術上的策略夥伴，都是創新投入時很重要資源。 

以乙公司而言，公司與美國合作夥伴共同開發，此時亦可能從合作夥伴得到創新

的來源，因為可以透過合作夥伴，了解到美國的市場。另外，公司的策略夥伴亦

包括了通路上之成員，與其建立合作關係，更可使增加效益。例如：公司中的某

些客戶可以去幫忙賣美國 tier 1 的顧客，因為以公司目前而言，本身很難進入

歐洲、美國、日本的市場，但本公司與美國的 IC 設計公司在合作時，可藉由該

美國的策略聯盟夥伴進入歐洲、美國、日本的市場178。 

且公司目前的許多合作夥伴中，很多的合作模式都是由策略聯盟夥伴中取得智慧

財產（IP），並由公司根據這些智慧財產（IP）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後，再轉由

這些策略聯盟夥伴去進軍歐美日的市場，而公司本身則是進軍亞太地區的市場

179。 

除策略聯盟夥伴外，「供應商」亦屬於創新投入時重要的資源。這是因為 IC 設計

公司在缺晶圓（wafer）的時候，若有比較多晶圓（wafer）的來源（source）時，

即所擁有的晶圓廠供應商數目較多，則可以達到供貨無虞，且議價空間會比較

大，最後亦可以影響到公司最後的效益。且以公司目前的情況來看，有從事玩具

產品 IC，或是 DVD、電視產品 IC 設計之產品線。而在開發兩個不同產品時，其

合作之網絡成員亦會有所不同，除了所接觸的客戶端的不同外，不同產品線之晶

圓廠基於成本成考量，亦有所不同。如 DVD 之技術比較精密，因此晶圓廠的選擇

會選擇製程技術較高的台積電（TSMC）；而玩具產品之 IC 技術比較簡單，所須製

程不必那麼精密，則會選擇成本較低的韓國、中國晶圓廠。 

最後，與下游通路廠商的關係及產學合作，皆可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與下游的

                                                 
177以台灣而言，與大型系統廠商，具有技術上策略聯盟關係者，例如：華碩與威碩、奇美與奇景，

而也而應華碩、奇美公司對於威碩、奇景公司之下單量固定，因而形成穩定之合作關係 
178所謂的 tier 1 的客戶，是指客戶在市場佔有率、市場知名度上都居於首位（first 1 priority），公

司若可打進 tier 1 的市場或客戶中，即代表著產品的品質及形象已受到認可、驗證，後續的產品

則較易此市場。且對於公司而言，一旦可以打進 tier 1 的客戶，則後續在一般的市場（tier 2、tier 
3）的推廣（promote）會變得更容易。 
179 本公司目前此合作模式下的策略聯盟夥伴，包括：Silicon Image 以及 Phi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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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廠商關係好，則可增加通路之管理以及銷售之數量，而增進效益；公司目前

與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都有合作案，與大學之教授共同進行研究，而

研究成果的 IP 歸本公司所有，由公司進行使用。且交由學校研究的技術，是需

經由較久之時間，始能開發、研究出之前瞻性技術。 

2. 創新流程階段 

創新的過程中，如果策略夥伴和公司共同合作（co-work）、分享知識，將會影響

創新程序之進行，並使生產的過程中，更加地順暢。 

且在創新的過程中，若晶圓廠的配合度比較高，將可以配合 IC 設計公司生產之

時程，如：super hard run 需要兩個月的時間，但如果和 foundry 廠的關係好

時，只需一個月即可生產出，而縮短生產的時間，加快進入市場的時程。以目前

乙公司和台積電合作的情況下，台積電一個月可以固定提供公司幾個配額

（quota），但若只是一般的客戶，台積電並不會提供其如此的服務。因此以 super 

hard run 而言，本公司可能只要一個月就可以做出來，但是別的客戶，可能要

一個半月或二個月才做得出來，所以本公司的開發時間會較一般的競爭對手為

快。 

3. 創新產出階段 

在產出階段，由於現在產業鏈中，已分工地非常細緻，公司與公司之間經常具有

聯盟（alliance）關係，而在公司與策略聯盟夥伴的關係亦可能因共同合作而有

所增進，達到雙贏(win-win)或多贏(all-win)之局面，而成為公司之關係資本。 

 

 

 

 

 

 



 

 142

第三節  小結 

在第一節與第二節中，分別以甲公司與乙公司為研究對象，以各項智慧資本個別

地（individually）為研究焦點，探討人力資本、創新資本、組織文化資本、流

程資本、IT 資本、顧客資本、關係資本於創新活動之應用及互動情形。 

第三節中，將綜合前述對於甲公司以及乙公司之研究結果，以創新活動各階段（創

新投入階段、創新流程階段、創新產出階段、創新效益階段）為研究焦點，探討

創新活動各階段所需之各項智慧資本，或創新活動各階段對各項智慧資本所生之

影響。 

 

一、 創新投入階段 

甲、乙二公司在創新投入階段，所需各項智慧資本作為投入資源之情形，如【圖

4-17】所示。 

甲、乙公司在創新投入階段，主要的投入資源係人力資本與創新資本。亦即在新

產品或新技術開發初始階段，「人力（資本）」的投入是最為重要的，而且人員的

素質、專業能力、工作態度、勝任程度都是重要之考量因素180；公司在先前開發

的過程中，所累積的研發能耐（力）、關鍵技術知識及 Know-how，或是在開發產

品前對新興市場開發投資情況，都是最重要之創新投入資源。 

 

 

 

 

                                                 
180 許多研究，特別強調人力資源對於R&D效率之影響，會影響的人力資源因子，包括，研發部

門中人員之專業知識（knowledge）、技術（skill）及能力（capability）。資料來源： Halls, R. 1992. 
The strategic analysis of intangible resour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2(2):135–144；Myers, R. 
1996. Getting a grip on intangibles. CFO, September, P.49–54.；Halliday, R. G., A. L. Drasdo, C.E. 
Lumley, and S. R. Walker. 1997.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R&D in the world’s leading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R&D Management(27)1:63–77；. Teresa, G. V.,& M. M. Eva. 2005. Conten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R&D effectiveness. R&D management.35(3):3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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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投入 創新流程 創新效益 創新產出

 

 

 

 

 

 

 

 

 

 

 

 

 

 

 

 

 

 

 

 

其次，在創新投入資源中認為重要的是關係資本181與顧客資本。對於 IC 設計公

司公司而言，最重要是擁有好的供應商（晶圓廠），以提供公司穩定且足量之製

程，始能降低生產之成本，以及於半導體景氣好時能拿到配額（quota）。另，對

於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而言，行銷上之策略聯盟夥伴，可以幫忙銷售到國外的客

戶或是 tier1 之國際大廠，技術上之策略聯盟夥伴，可授權公司 IP 及相關開發

資訊，加速開發之時程，或是與互補性功能元件之廠商間合作之進行，而此異業

間之結盟、合作關係建立，皆係重要之關係資本投入資源；另，IC 產品為高度

地市場驅動（market-driven）、IC 產品生命週期極為短暫，因此，IC 設計公司

                                                 
181 研究中顯示，若組織採取較主動之方式，與可能的技術供應商連繫或是取得資訊，創新活動

較容易成功。而可能連繫或取得資訊的對象，包括：供應商、大學、研究或技術機構、使用者、

製造商、貿易協會、國際團體（如：標準聯盟）等。也就是說，儘可能地累積、增加不同的管道，

以使科技資訊可在其間順暢地流動。而網際網路的出現，正可以促進不同組織間的連結以及其間

科技資訊的流動。並且愈來愈多公司（如：IBM），亦多著手發展公司的「搜尋（資訊）」策略。

資料來源：Rothwell, R. 1992. Successful industrial innovation : critical cuccess factors for the 1990s’. 
R&D management22(3):221-239；Tidd, J., J. Bessant and K. Pavitt. 2005. Managing innovation :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marke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London ; Hoboken, N.J. : Wiley. P.352 

【圖 4-17】 創新投入(input)階段作為投入資源之各項智慧資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              代表甲公司，             代表乙公司 

組織文化資本 創新資本 人力資本 

關係資本 顧客資本 IT 資本 流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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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緊抓市場的脈動182，而也因 IC 產品之開發多是早於市場成熟之前一年以上即

進行，因此公司無論是從客戶端或是市場端都須精準地抓著，需要何產品？何時

需要？而為達此「right product in time」183的目標，公司需作顧客資本作為

投入之資源。 

另，智慧資本中之 IT 資本與組織文化資本，亦有少部份可作為創新之投入資源。

例如：在公司中都會有市場之資料庫、技術之資料庫（科技期刊、專利）並隨時

更新，將有助公司注意到市場及技術之發展，故 IT 資本可作為創新投入之資源；

而組織文化資本作為創新投入資源中，係因公司經營團隊擁有好的領導力及判斷

力184，會影響公司發展之規劃、後續開發過程之發展，以及企業文化風格之建立。

另若公司創新文化、學習文化之建立，以助於創新點子（source）之來源。 

此外，乙公司另也認為，在創新投入之始，公司能夠擁有好的決策品質並將後續

產品開發之時程（shedule）及流程規劃好，將有助於公司整體產能之提昇，故

認為流程資本亦可作為創新之投入資源。 

 

二、 創新流程階段 

甲、乙二公司在創新流程階段，所需各項智慧資本作為支援之情形，如【圖 4-18】

所示。 

 

 

                                                 
182 「時間因素」在公司的創新發展上巳經愈來愈重到重視，公司在發展新產品或新技術上也逐

漸考慮到「市場及時性」（time to market），並且也須縮短新產品、新技術發展之周期。公司發展

新產品、新技術，雖然符合預算，但是推出市場時間過慢，在未來五年內，僅能賺到 33%不到

之利潤；而雖然超出預算 50%，但新產品、新技術準時推出於市場，只會減少公司 4%的利潤。

資料來源：Bower, J.L. & T. M. Hout. 1988. Fast-cycle Capability for competitive power. Harvard 
Business View. November-December 110-118 
183 張玉文. 2002. 凌陽科技以三鐵頭團隊能力打敗不景氣. 天下遠見. 頁 103 
184 有論者認為，如果僅要選擇一個會影響創新的因素，則必屬管理階層的領導才能、方式

（leadership），且在文獻上亦多探討，高階管理階層的支持及鼓勵，會促使產品開發以及創新之

成功。資料來源：Stamm, B. V. 2003. Managing innovation, design and creativity. Chichester, England : 
Wiley. P.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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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公司中之組織文化資本及人力資本，對創新的流程影響最大。在創新的過

程中，多係以團隊之方式進行，不同的團隊負責不同元件之開發，團隊中不同成

員亦負責不同技術之開發，但不論是不同元件或是不同技術間，仍需具強大的之

整合能力，因此，團隊間以及成員間互相合作及或互相支援之文化相當重要185；

除此之外，在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的過程中，在內部，無論是在技術層面或是應

用層面的突破，都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且有很多的影響及解決方案是來自外部

（的技術或市場），因此，公司的組織文化應使有公司員工有廣闊的思考、學習

的文化及創新的文化，以接受內部及外部之刺激。在人力資本，雖係作為創新投

入的資源，但因在創新過程係一動態的過程，並面臨許多不確定性及挑戰性，因

此公司須不斷提高公司員工之士氣、工作的動機，並降低人員的流動，以免對公

                                                 
185 在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愈需要大範圍之專門技能時，則愈需要協調及合作。資料來源：Stamm, 
B. V. 2003. Managing innovation, design and creativity. Chichester, England : Wiley. P.310 

【圖 4-18】 各項智慧資本對創新流程(process)階段之支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             代表甲公司，           代表乙公司 

關係資本 顧客資本 IT 資本 流程資本 

組織文化資本 創新資本 人力資本 

創新投入 創新產出創新流程 創新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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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造成損害。 

其次，對創新流程有影響者，則是 IT 資本、流程資本及創新資本。公司員工在

開發的過程中會以過去模擬或測試的資料作基礎，透過 IT 設備存取資料，以進

行資訊交流分享，且亦會透過 IT 設備與團隊各成員、公司各部門、國內外各單

位進行溝通，因此 IT 資本於創新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186；另為提高公司整體研

發產能利用率，避免公司有閒置人力之出現，開發時程之規劃須為順暢

（smooth），並且有效地徹底執行，所以流程資本在創新的過程中，影響重大；

最後也因 IC 設計公司對於 IP 保護愈來愈重要，因此於技術開發之過程中，公司

智財或法務人員，即應加入技術開發之行列，妥善規劃未來產出階段智慧財產之

佈署，因此創新資本在創新過程中，亦可作為支援之智慧資本組成。 

最後，乙公司亦認為，在開發的過程中，系統廠商會針對試用、偵測（test）之

結果，向公司表達意見或抱怨，以作為流程或設計改善的基礎，或是於創新的過

程中，與供應商及策略聯盟夥伴，共同合作進行意見之交流、經驗之分享。上述

之顧客資本或關係資本，亦可作為創新流程階段公司的支援。 

 

三、 創新產出階段 

在創新產出階段，甲、乙二公司所認為創新生成物，對公司智慧資本之影響，如

【圖 4-19】所示。 

 

 

 

 

 

                                                 
186 在動態社會中，IT 設施之建置，可使組織內部及外部，以低廉的成本迅速溝通；並且 IT 設

施之建置，可以促使組織內部間、與顧客間，及所有外部的成員間之溝通。資料來源：Blomqvist, 
K., V. Hara, J. Koivuniemi, and T. Aijo. 2004. Toward networked R&D management: the R&D 
approach of Sonera Corporation as an example. R&D management. 34(5):59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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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公司認為創新生成物中，主是係對創新資本及流程資本有所影響。公司在

創新產出階段，同於過去，主要都是以專利之申請及核發或是員工提案的實現比

例，來作為創新過程中員工創造力的衡量，而在產出的階段，無論是專利的提出、

提案實現，都代表著公司關鍵知識的累積、技術層次之提高，實都也說明公司創

新資本之增加；另外，公司亦可藉由在產出階段公司產品之良率或品質，查核公

司生產流程之良窳，並以此改善公司之生產流程，影響公司之流程資本。 

除此之外，乙公司認為，在創新產出階段，公司會因為創新的過程，讓組織中之

員工建立合作支援文化，公司制度及權限授予情況，亦會針對團隊成員及開發技

術的特性而有所調整，因而對公司之組織文化資本有所影響；且在產出階段與事

業之網絡成員建立各好的合作關係，而增益公司之關係資本；此外有創新產出之

階段，可能會立即引起市場之注意、建立企業形象，而形成公司之顧客資本。 

 

【圖 4-19】 創新產出(output)對各項智慧資本之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             代表甲公司，           代表乙公司 

關係資本 顧客資本 IT 資本 流程資本

組織文化資本 創新資本 人力資本 

創新流程創新投入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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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新效益階段 

在創新效益階段，甲、乙二公司所認為創新效益，對公司智慧資本之影響，如【圖

4-20】所示。 

 

 

 

 

 

 

 

 

 

 

 

 

 

 

 

 

 

 

 

 

 

在創新之效益階段，主要是對於顧客資本、創新資本之增加（或影響）。公司從

事創新之目的，莫非就是獲利，獲利之來源取決於在市場端及顧客端之表現，因

此在創新效益階段，主要必是對於顧客資本之影響；另外，公司也會因為創新而

提高其技術能耐，除了在市場上，在技術上也可以建立其領導地位，亦必然影響

著公司之創新資本。 

除此之外，新產品或新技術開發所累積的 know-how，主要還是在公司的員工身

上，因此在創新收益階段，員工專業能力之提昇、專業價值之提高，亦影響著公

司之人力資本。 

【圖 4-20】 創新效益(outcome)對各項智慧資本之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             代表甲公司，           代表乙公司 

關係資本 顧客資本 IT 資本 流程資本 

組織文化資本 創新資本 人力資本 

創新流程 創新產出 創新效益 創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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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乙公司亦認為，公司生產流程之改善，是長時間觀察的，因此除在創新產出可

看生產流程之改善外，至創新收益前，其開發流程及生產環境亦會不斷地變動以

及調整，故在創新收益時，亦會影響公司之流程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