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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前言 

國外學者 Yin（1994）提出社會科學的五個主要研究策略，包括實驗

法（Experiments）、調查研究（Survey）、檔案記錄分析（Archival Analysis）

、歷史研究法（History）及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而下列根據三個

條件決定所採取的研究策略： 

‧研究問題的類型； 

‧是否需要在行為事件上操控？ 

‧是否著重在當時的事件上？ 

    表【3-1-1】為 Yin所提出之不同研究策略的使用時機： 

表【3-1-1】Yin提出之不同研究策略的使用時機 

策略 研究問題的形式 需要在行為事

件上操控嗎？ 

是否著重在當

時的事件上？ 

實驗法 How／Why 是 是 

調查研究法 

Who／What／

Where／How 

many or How much 

否 是 

檔案記錄分析法 How／Why 否 是／否 

歷史研究法 How／Why 否 否 

個案研究法 How／Why 否 是 

資料來源：Yin（1994） 

    其中 Schramm（1971）將個案研究的本質定義為：在所有個案研究

類型中的主要傾向，是它試著闡明一個或一組決策：為什麼它們會被採用

、如何來執行，以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由於本研究在於探討中小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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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業之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試圖藉由「中小企業特質」以及資訊

軟體本身所牽涉到的「技術知識特質」等兩個要素深入瞭解台灣中小型資

訊軟體業者如何進行「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因此採用個案研究法，透

過個案訪談的方式完成。 

    此外，Yin（1994）亦提出個案設計上的四種類型如圖【3-1-1】： 

圖【3-1-1】Yin的個案研究基本設計類型  

 單一個案設計 多重個案設計 

整體性的 

（單一分析單元） 
類型一 類型三 

嵌入式的 

（多重分析單元） 
類型二 類型四 

資料來源：Yin（1994） 

    由於中小型資訊軟體業者眾多，技術知識特質與創行新為各異，因此

，本研究採類型三的個案設計方式，以各家公司為分析單元，透過多重個

案進行異同點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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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經由第二章關於「中小企業」、「資訊軟體產業」、「技術知識特質」及

「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之文獻探討，本研究發現：影響中小型資訊軟體

業者之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主要包括「中小企業特質」、「軟體專業類型」

與「技術知識特質」等三項因素。因此推展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2-1】： 

 
由此觀念性架構可知，本研究試圖藉由「中小企業特質」、「軟體專業

類型」以及資訊軟體本身所牽涉到的「技術知識特質」等三個要素深入瞭

解台灣中小型資訊軟體業者如何進行「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圖【3-2-1】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共同解決問題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實驗與原型試製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軟體專業類型 

‧3D／VR多媒體應用 

‧特殊技術應用 

‧商業應用 

技術知識特質 

‧內隱程度 

‧多元化程度 

‧標準化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 

中小企業特質 

‧企業主參與程度 

‧正式化程度 

‧研發人員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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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說明 

一、軟體專業類型 

    本研究採用國內學者蔡明峰（2000）的分類方式，將中小型資訊軟體

公司概括分成以下三類：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包括 3D 多媒體應用軟體或工具軟體、虛擬

實境製作、（線上）遊戲軟體等。 

‧特殊技術應用軟體：此類軟體主要是透過科際整合產生新的技術，例如

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的整合應用、飛航/交通控制、核電廠模擬控制、地

理資訊系統等。 

‧商業應用軟體：一般商業應用軟體或是專案的開發即屬於此類，包括 ERP

系統、股市報價系統等。 

  

二、中小企業特質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中小企業特質包括：（1）企業主參與程度；（2）正

式化程度；（3）研發人員自主性。 

 

（1）企業主參與程度 

中小企業經營者通常身兼採購和銷售業務，可立即判斷，作權宜處

置，免除授權不足的僵固性，中小企業的企業主本身亦是資訊蒐集處理

、交換的中樞，他們必須隨時保持消息靈通，以片段資訊作為決策依據。

（司徒達賢，民 83）。司徒達賢（民 83）亦指出，中小企業可能由個人

或數位合夥人共同創業，合夥人可能是同一企業不同單位之同事，也可

能是服務於不同公司而各有專長的老同學；還有些企業是由創業者與原

有老闆共同投資成為關係企業或供應商，如此形成企業體，規模雖小，

但已結合了各種不同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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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變項在於探討企業主涉入組織內各項功能性活動的頻率與

深度，以及企業主參與產品或開發專案的投入程度。 

 

（2）正式化程度 

Carrier（1994）認為小企業與大企業在經營管理上主要的差異來自

於決策行為以及結構系統。Inzerilli（1990）研究義大利中部的中小企業

的網路結構和運作績效，指出中小企業所需達成的經濟規模遠低於大企

業，且結構上的彈性使其始終能將產能發擇在最適的水準。司徒達賢（民

83）認為中小企業在運作上亦包括以下特色： 

‧決策過程極為直接，全憑經營者親自分析、研判，取決於一念之間成

分居多。 

‧對組織設計與制度建立的問題較不關心，全憑經營者本身的管理能力

為之。 

本研究變項在於探討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組織在進行產品或專案

開發時，是否藉著既定的手續或規定來引導員工行為，並遵循正式開發

流程的程度。正式的開發流程可以包括是否有遵循一般的軟體系統開發

流程，或是組織是否有通過 ISO及經濟部六大管理制度的認證。 

 

（3）研發人員自主性 

Guynne（1999）則提出中小企業的本質就是創新，所面臨的挑戰

不僅是創新，尚包括如何在創新中注入管理。司徒達賢（民 83）亦指出

，台灣的中小企業善於將「規模小」從限制條件轉變成為競爭優勢的來

源，這些競爭優勢包括：業務專精、高度經營彈性等。李仁芳、黃文輝

（民 89）對於光電產業進行研究發現：研發環境具有較高之自主性，能

激勵研發人員主動創造新知識的動機及成就感。 

      本研究變項指研發人員在產品或專案開發時，是否能夠有彈性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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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進行研發工作。 

 

三、技術知識特質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中小企業特質包括：（1）技術知識內隱化程度；（2）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3）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4）技術知識路徑相依

程度。 

 

（1）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是可以用正式語言來表現，很容易

在彼此間傳遞的知識；相反的，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則是深埋

在個人經驗中的個人知識，包括：個人信念、觀點、直覺與價值觀等無

形因素。簡單的說，外顯知識可藉由語言、文字或機械操作，簡化轉譯

成簡單的符號。由於外顯知識的這項特質，所以在流通或擴散上都比較

容易。然而，內隱知識不具有這項特質，因此無法轉譯，只能透過面對

面、同步溝通模式進行知識的擴散。（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1966） 

Edvinsson與 Sullivan（1996）亦認為：技術知識也可分為外顯與

內隱的層次，通常內隱知識是個人、團體、部門或組織長期累積，無法

外顯化的 Know-how或 Know-why；反之，外顯知識則比較容易透過文

字和數字表達，也可藉由具體的文件資料、科學公式、標準化程序或普

遍原則進行溝通與知識分享，也可透過智慧財產法（營業秘密法、商標

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積體電路佈局法等）加以保護。 

李仁芳（民 86）指出：認為當技術知識內隱性較高時，組織知識的

蓄積是以人為媒介；當技術知識外顯性較高時，則是以文件為主。Nonaka

及 Takeuchi（1995）等兩位日本學者比較日本與西方公司的組織知識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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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模式，發現西方公司強調強調知識，因此強調手冊與資料庫等外顯化

的知識；而日本公司強調內隱知識，認為知識是不易言喻的，需要親身

體驗，藉由實作與觀察中學習，以習得知識。 

因此，本研究變項以下列方式衡量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愈高的技術知識，愈不容易溝通或與他人分享。 

‧組織對於內隱程度高的技術知識，愈需要藉由正式或是非正式的

溝通及做中學的方式來傳達。 

‧內隱程度愈高的技術知識，愈不容易被模仿。 

 

（2）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國內學者涂瑞德（1998）亦透過下列指標衡量光資訊產業中技術知

識系統複雜度： 

‧產品開發所需耗費的工時，即開發人數* 參與人數（全職）。 

‧該公司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技術層次高低。 

    吳昭勳（民 87）在研究遊戲類與幼教類以及工具類兩大類資訊軟體廠

商時發現，技術多樣性高的遊戲類和幼教類軟體相較於技術多樣性低的工

具類軟體，在產品開發的關鍵活動上，較著重整合多樣技術的機制。 

    因此，本研究變項亦藉由資訊軟體的產品或專案開發時所整合的技術

知識領域，來衡量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3）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賴威龍（1997）提出產品專案標準化程度量表，將標準化程度由高

而低劃分成：1.標準跨越產業間、2.產生組件的產業標準、3.組件稍作

修改即可混用於不同廠商間、4.公司內部標準、5.公司內部產品組件亦

無法混用等五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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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的定義主要適用於硬體產品，並不適用在資訊軟體，所

以本研究變項則依據資訊軟體的產品或專案的開發是否要遵循特定的

開發標準或規格的程度，作為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的衡量方式。 

 

（4）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技術發展通常具有某種特定的路徑相依程度，且會受到特定技術

典範(Technology Paradigm)的影響（Dosi，1982），亦即在某些特定的

問題上，基於現有的科學原理及材料選擇所推導出的一組特定解決方式

，而技術軌跡則是指基於這些技術典範的基盤，所形成的日常解決問題

的形式。這也使組織在發展新的產品或程序時，通常會依循過去在特定

技術軌跡所累積的成功經驗（Teece，1996；Teece，1997）。此外，

Cohen 及 Levinthal （1990）等兩位學者則認為創新績效的好壞與路徑

相依程度有關。也就是說，若是一家公司原先就有與這項技術相關的研

發投資，則在公司吸收外界的能力後，比較容易達成公司內部創新的目

標。 

Booz、Allen及 Hamilton（1982）等人對產品創新程度的定義做為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的指標，衡量標準如圖【2-3-2】，其定義如下： 

‧獨創的產品（New-to-the-world Products）：創造一全新市場產品。 

‧公司的新產品線（ New Product Line）：使公司能首次進入某一現有

市場的新產品。 

‧擴展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深度（Additional Existing Product Line）：補

充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新產品。 

‧改良或修正現有產品（ Improvements in Revision to Existing 

Products）：提供改進性或較大認知價值及取代現有產品的新定位。 

‧現有產品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將現有產品導入至新市場或

新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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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產品的成本（Cost Reductions ）：提供性能相近但成本較低的新

產品。 

本研究變項即根據 Booz、Allen及 Hamilton（1982）等人的研究，

，觀察該資訊軟體產品／專案的技術知識領域與現有公司的技術知識領

域差距，來衡量技術知識的路經相依程度。 

 

四、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本研究變項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採用 Leonard–Barton（1995）的

創新模式。Leonard–Barton（1995）認為組織除了是知識的儲存庫外，同

時亦可以產生與創造知識；組織亦藉由知識創造的活動，建立組織獨特的

能耐。他提出四種主要的創新活動，可以創造與擴散知識。此四種主要創

新活動包括：（1）共同解決問題；（2）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3）

實驗與原型試製；（4）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1）共同解決問題： 

本研究變項在於探討員工在專業、認知風格以及偏好工具的差

異性，以及專案領導人對待這些差異的方式。組織如何讓知識在創

造性摩擦中增長，如何鼓勵員工共同解決問題？ 

 

（2）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本研究變項在於探討組織內部主要採用何種方式進行新技術知

識整合？如何激勵團隊成員採用新開發技術或工具？開發新系統時

，使用者參與的程度如何？（交付？諮詢？見習或是共同開發？） 

 

（3）實驗與原型試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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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變項在於探討組織是不是很強調由原型試製來溝通概念

？領導者如何在組織內部創造實驗的風氣，鼓勵智慧型的失敗，並

從失敗中進行系統化學習。是否有透過專案開發進行核心能力蓄積

的學習機制？ 

 

（4）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本研究變項在於探討所需科技與公司核心科技能力相輔相成的

程度如何？公司目前對於所需科技知識的瞭解程度如何？外部技術

知識的來源為何？是否有專門機制來管理外部技術知識的來源與購

買？  

 

依據前節所述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各項變數之操作性定義整理如表

【3-3-1】所示： 

表【3-3-1】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與操作性定義 

構面 組成變數 操作性定義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愈高的技術知識，愈不容

易溝通或與他人分享。 

‧組織對於內隱程度高的技術知識

，愈需要藉由正式或是非正式的溝

通及做中學的方式來傳達。 

‧內隱程度愈高的技術知識，愈不容

易被模仿。 

技 

術 

知 

識 

特 

質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依照國內學者涂瑞德（1998）以公

司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作為技術知

識多元化程度的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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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與操作性定義  （續）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指產品或專案的開發是否要遵循特

定的開發標準或規格的程度。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按照： 

‧降低軟體開發的成本； 

‧現有軟體產品的重新定位； 

‧改良或修正現有的軟體產品； 

‧擴展公司現有軟體產品線的深度 

‧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獨創的軟體產品等； 

六個等級由高而低排列。 

企業主參與程度 

企業主參與產品或開發專案的投入

程度，以及涉入組織內各項功能性活

動的頻率與深度。 

正式化程度 

指組織在進行產品或專案開發時，是

否藉著既定的手續或規定來引導員

工行為，並遵循正式開發流程的程

度。 

中 

小 

企 

業 

特 

質 

研發人員自主性 

指研發人員在產品或專案開發時，是

否能夠有彈性與自主性進行研發工

作。 

創新 

管理 

活動 

程序 

共同解決問題 

員工在專業、認知風格以及偏好工具

的差異性，與專案領導人對待此差異

的方式。如何讓知識在創造性摩擦中

增長，如何鼓勵員工共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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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與操作性定義  （續）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組織內部主要採用何種方式進行新

技術知識整合？如何激勵團隊成員

採用新開發技術或工具？開發新系

統時，使用者參與的程度如何？（交

付？諮詢？見習或是共同開發？） 

實驗與原型試製 

組織是不是很強調由原型試製來溝

通概念？領導者如何在組織內部創

造實驗的風氣，鼓勵智慧型的失敗，

並從失敗中進行系統化學習。是否有

透過專案開發進行核心能力蓄積的

學習機制？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所需科技與公司核心科技能力相輔

相成的程度如何？公司目前對於所

需科技知識的瞭解程度如何？外部

技術知識的來源為何？是否有專門

機制來管理外部技術知識的來源與

購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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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對象之選取 

    經濟部為協助新興中小企業從事研發與技術創新，針對中小企業推動

「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SBIR）。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中小型資訊軟體業者之「中小企業

特質」、「資訊軟體開發特質」、「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活動」，因此擬

自民國 88年至 91年申請經濟部「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資

訊軟體類之中小企業公司選取績效優良者，以及於 2002年曾獲「台灣創

新軟體獎」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進而針對各別

廠商之「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活動」等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與探

討。表【3-4-1】為參與本研究之受訪單位與得獎創新專案簡介 1： 

表【3-4-1】本研究受訪單位與得獎創新專案彙整表 

受訪單位 
SBIR績優專案名稱或台

灣創新軟體獎產品名稱 
公司簡介 

蒙蒙科技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

開發 

蒙蒙科技定位為智慧型人機介面的整

合專家，持續創新核心技術能力，研發

多核心、多平台、多語系之核心辨識技

術，以整合型的辨識解決方案，讓使用

者能夠透過智慧型手寫、語音、光學、

生物辨識等先進的核心技術，操作更為

友善的人機介面。 

活躍科技 
虛擬實境互動技術研發

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 

活躍科技是一家能將科技與藝術結合

、軟體與硬體整合、娛樂與商業的公司 

                        
1由於受訪單位之要求，本研究將研究對象之單位名稱改以暱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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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本研究受訪單位與得獎創新專案彙整表  （續） 

活躍科技 
虛擬實境互動技術研發

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 

，專精於 3D／VR軟體的開發與硬體整

合的應用。公司的核心技術包括：動感

電影 (Ride Film)影片製作，動感平台

(Motion Base)設計與系統整合，3D立

體電影、影片製作及播放系統提供，

Interactive 3D／ VR 技術及 Game 

Development，三機投影弧形大螢幕放

映技術及系統提供，室內主題樂園

（Theme Park）規劃，創意設計、品

牌行銷等核心技術能耐。 

智智資訊 
智慧中文電子郵件管理

系統 

智智資訊是一個提供政府與企業電子

化服務解決方案的軟體服務公司，主要

應用領域為客戶服務、知識管理、智慧

型人機介面。智智資訊的前身為成立於 

1995 年並以人工智慧「自然輸入法」

馳名台灣的花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成立於  1992 年，以系統整合、虛

擬實境、網際網路撥接服務為主要業務

的英德利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超資訊網路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 

超資訊網路主要是一家以建構內容豐

富的網站平台、建立專屬化的社群電子

商務機制為主的軟體公司，提供線上購

物、資訊庫查詢、即時資訊、廣告行銷

等服務。營運範疇包括電子商店軟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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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本研究受訪單位與得獎創新專案彙整表  （續） 

超資訊網路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 用系統開發、數位學習應用系統開發、

網站服務建制與提供（如：PDA、PHS

、IA、CATV 等）、入口網站設計開發

、電子商務線上刷卡機制系統開發、物

流機制系統開發、電信服務機制系統開

發等。 

尚尚資訊 
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

v2.51 

尚尚資訊係以網路多媒體、3D 動畫及

3D／VR 技術為核心，開發各種創意軟

體工具及應用為主要業務，將個人化的

創意趣味與 internet 及無線通訊應用

整合，不斷開發各種應用及相關軟體工

具；其所出版之教育及創意工具類軟體

，多項皆已聞名國內外，為國內少數擁

有此一殊榮的軟體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主要分成兩種，一種為初級資料的蒐集；另一種

則為次級資料的蒐集。 

 

1.初級資料 

    初級資料是本研究最主要的資料蒐集來源，本研究採取企業深度訪談

作為研究結論推導之主要依據。各公司受訪人員名單如表【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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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級資料 

次級資料的蒐集主要是幫助研究者瞭解個案公司及部門的營運狀況

及產業背景。次級資料的蒐集可作為輔助初級資料推導過程中的參考資

料。次級資料來源有個案公司網站、個案公司內部資料、報刊雜誌及產業

相關報導等。 

表【3-4-2】本研究訪談對象資料 

受訪單位 受訪者及職稱 受訪日期 受訪地點 

蒙蒙科技 徐經理 2003年 4月 11日  新竹市 

活躍科技 熊技術長 2003年 4月 15日 台北縣中和 

智智資訊 
晁總經理 

潘經理 
2003年 4月 18日 台北縣汐止 

超資訊網路 王協理 2003年 4月 25日 台北市 

尚尚資訊 張執行副總 2003年 5月 21日 台北縣新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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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個案分析方式進行，故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果有以下限制： 

1.本研究是以個案經驗描述的分析方法，所以選取的個案之周延性及適用

性，將會影響本研究推論發現的結果。 

2.本研究以訪談作為個案研究證據的基本來源，主要訪談對象為個案公司

的中高階主管，並輔以其他資級資料為多重證據來源，增加構念效度；

然而，受訪者仍可能有回憶不完整、具有偏見，以及清晰度不足或不確

實等問題，造成難免的偏誤。  

3.本研究由於採取多重個案設計，在橫向比較上可能因受訪者在各公司經

驗的長短，所屬職務於組織中層級的高低、營業秘密考量所欲揭露資訊

程度不同而可能產生較不一致的形情。 

4.本研究採定性分析及個案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將可能因個人主觀認知

及判斷方式，影響推論結果，產生推論的偏誤。 

5.本研究之部份研究結論若要推廣至其他高科技產業，仍需要進一步的產

業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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