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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第一節  前言 

    本章將以個案探討的方式，分別描述蒙蒙科技、活躍科技、智智軟體

、超資訊網路、尚尚軟體等五家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之創新行為與活動，

以及相關的技術知特質，在最後以總結的方式來比較各家公司之差異，作

為下一章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之基礎。本章每一節基本上都會包含個案公

司的基本資料、軟體開發特質、相關的技術知識特質，以及創新管理活動

與程序的進行方式。然而在進行訪談時，由於各個案公司之情境與資料取

得狀況不同，敘述方式會有部分差異。表【4-1-1】為個案公司之產品專案

彙總表： 

表【4-1-1】個案公司之產品專案彙總表 

受訪單位 
SBIR 績優專案或台灣創新軟體獎

產品名稱 

得獎產品專案之

軟體專業類型 

蒙蒙科技 SBIR：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 
特殊技術 

應用軟體 

活躍科技 
SBIR：虛擬實境互動技術研發與動

感平台系統整合 

3D／VR多媒體

應用軟體 

智智軟體 SBIR：智慧中文電子郵件管理系統 商業應用軟體 

超資訊網路 SBIR：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 商業應用軟體 

尚尚軟體 
台灣創新軟體獎：Crazy Talk最佳代

言人 v2.51 

3D／VR多媒體

應用軟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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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蒙蒙科技 

一、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蒙蒙科技自 1991年成立以來，將自身定位為智慧型人機界面核心技

術研發的公司。創辦人蔡博士早期致力於智慧型人機介面（ Intelligent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的研發，之後帶領著蒙蒙科技由手寫辨識

（Handwritten Recognition）領域，擴展至光學文字辨識（OCR）與語音

辨識（Voice Recognition）應用領域。近年來，蒙蒙科技積極整合核心技

術，延伸觸角至網際網路安全（SSL）及生物認證技術（Biometrics）。擁

有持續創新核心技術能力的蒙蒙科技，為少數兼具研發能力、行銷經驗與

通路實力的軟體公司，成功地將自行研發之技術商品化，並行銷於全球華

人市場，成為同類產品之領導廠商。蒙蒙科技產品在亞洲華人市場約有

75%以上之市場佔有率，屢獲中、港、台大獎，並獲 IBM、Compaq、Casio

、Sony、Ricoh、OKI、及 Wacom等國際大廠採用與肯定。目前蒙蒙科技

的員工人數 52人，資本額 2億 3071萬元。 

 

（二）核心技術 

蒙蒙科技主要的研發方向為筆式人機介面（Pen-Based Human 

Interface）、光學掃描人機介面（Optical Human Interface）、生物認證

（Biometrics）、語音人機介面（Voice Interface）、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Speech Process）等，現有的核心技術包括下列六項： 

‧手寫文字辨識； 

‧光學文字辨識； 

‧人臉影像辨識； 

‧網路安全協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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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合成； 

‧語音命令。 

    蒙蒙科技核心技術應用概況如圖【4-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蒙蒙科技網站  http://www.penpower.com.tw 

 

（三）創新技術 

     蒙蒙科技秉持著「需求牽動夢想，夢想引發創新」的研發精神，自

公司成立以來，持續創新核心技術能力，歷年皆成功地將自行研發之技術

商品化。與資訊軟體相關的創新技術包括： 

‧首創 non-template手寫輸入環境。 

‧首創多格連續書寫。 

‧首創全螢幕單字書及全螢幕連續書寫。 

‧首創 OCR文件及表格重現的概念並提出 Inking with text概念。 

‧首創語音結合手寫並提出彩色影像處理。 

‧首創五合一亞洲版手寫辨識核心。 

手寫
辨識 

語音
辨識 

光學
辨識 

生物
認證 

安全
認證 

PDA PC 無線
通訊 

網際
網路 

資訊
家電 

智慧
汽車 

遊戲 
其他 

蒙恬技術
互相結合 

同盟 
廠商 
技術 

圖【4-2-1】蒙蒙科技核心技術應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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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 Unicode手寫辨識核心。 

‧中華民國專利：文件影像二值化之兩層區塊抽取及背景顏色確定方法。 

 

二、SBIR績優專案 

（一）專案簡介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為蒙蒙科技於 2002年向經濟部申請

之「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BIR 計畫），屬於先期研究階

段（PhaseⅠ）。「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主要的核心技術為蒙蒙科

技最新擴展的領域–生物認證技術（Biometrics）。生物認證技術與傳統辨

識技術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不認物只認人」。蒙蒙科技研究之臉部掃描可

以視為另一種型態的密碼，主要是利用人臉作為特定對象識別的生物認證

技術之一，擁有者不需要去記憶這組密碼，並且該組密碼是無法轉移的，

它的應用範圍包括從特定場所的進出管制到個人設備的安全加強，更可被

應用的範圍大於傳統密碼。 

 

（二）軟體專業類型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在資策會對資訊軟體的分類中，屬於

產品類的轉鑰系統（Turnkey System）。使用者在安裝該項「人臉偵測追

蹤辨識系統」時，必須搭配由蒙蒙科技自行研發的軟硬體設備，才能進行

身份認證的功能與服務。本研究將其軟體專業類型列為特殊技術應用軟體

公司。 

 

（三）專案開發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隨著網際網路應用日漸普及、電子交易化時代的來臨，傳統的保密與

認證方式如個人密碼，已難確保認證的安全性，但是藉由人臉、指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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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簽名與虹膜辨識等技術，由於利用個人獨特的生物特徵，具有難以複製

或遭竊的特性，可以真正有效解決安全認證問題。因此發展平面辨識技術

已有多年經驗的蒙蒙科技，試圖擴展核心技術能力，由平面辨識延伸進入

立體辦識。再加上生物認證技術的技術門檻高，並具有相當的潛力，使得

蒙蒙科技積極投入該技術的研發。 

 

（四）專案團隊組成方式 

    蒙蒙科技的研發組織是由各個不同的產品經理（PM）所領導。當管

理階層共同決定要投入一項專案時，公司會依據技術規劃，投入適當的研

發經費，交由產品經理進行計畫執行。團隊成員組成的主導權亦在產品經

理身上，包括外部成員的招募。圖【4-2-2】為蒙蒙科技的研發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1.溝通困難度 

在蒙蒙科技的「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開發過程中，由

於「生物認證」是一個新的領域，可以經由非常頻繁的正式與非正式溝

總經理 
蔡博士 

手寫辨識 
蔡總經理 

光學辨識 
洪經理 

生物認證 
徐經理 

語音辨識 
洪經理 

圖【4-2-2】蒙蒙科技研發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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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來讓研發人員清楚地瞭解該領域的技術知識。在每一次的溝通討論中

，蒙蒙科技皆會將開發過程中嘗試過的方法記錄下來，包括各項優缺點

，甚至完整地將解決方式與解決過程記錄下來。這樣的溝通並不是等到

特定階段完成之後，才進行技術討論，而是每天至少有一至二次的專案

小組討論。此時，團隊成員必須將所研究出來的方法或是研究經過做成

投影片，進行成果展示，讓所有的團隊成員都能夠彼此瞭解對方開發出

來的技術方法。溝通亦有可能視需要而隨時可以進行，即團隊成員完成

一個段落，就可以藉由發佈 e-mail，通知整個團隊進行討論。  

 

2.易於模仿的程度  

由於「人臉偵測追蹤辨識」是一項嶄新的技術，開發此辨識系統需

要一些經驗的累積，背後的技術知識有些是參考論文或是其他資料，甚

至有些是團隊自己想出來的，因此難以模仿。 

 

3.知識傳達方式 

國內外並無「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的相關課程，大部份的技術知識

屬於新的領域，因此，蒙蒙科技必須由專案團隊成員自行研究，知識的

傳達與經驗的分享必須靠密集的討論，以及藉由「老手帶領新手」做中

學方式來傳承，而非透過內部教育訓練。 

 

（二）多元化程度 

傳統的平面辨識或是語音辨識只是二維的辨識方式，而人臉辨識跳脫

二維的技術範圍，涉及到人臉偵測、光線補償，技術較以往複雜。 

 

1.投入的人力與時間 

蒙蒙科技投入將近 2年的時間與 9名研發人員開發「人臉偵測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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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系統」。研發人員包括研發經理、經理、資深研發工程師各 1 名，

以及軟體工程師 6名。 

 

2.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必須整合三項極為重要的人臉處理技

術：人臉偵測、光線補償、人臉辨識。 

‧人臉偵測：經由形態（Morphology）影像處理步驟，以神經網路來確

認雙眼位置，得到獨立且完整的人臉影像。  

‧光線補償：首先估測背景光線分布函數，然後將原來影像與背景光線

相減，再將剩餘影像經線性轉換，使得每張人臉影像具相同影像平均

值與變異數。如此一來，轉換後的影像則不易受到照明光線的強度及

照射角度而產生劇烈的變化。 

‧人臉辨識：藉由影像多重型變來降低人臉偵測誤差所造成的人臉辨識

錯誤，使得整體辨識系統能可得到穩定及高度正確的辨識效果。  

因此該技術的開發人員應該有的技術背景包括：影像處理、訊號處理

、光學或是統計等知識背景。 

 

（三）標準化程度 

針對「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內之各模組化之元件，皆由蒙蒙科技

參考像 Microsoft等大公司所制定生物認證及 API 的製作方式，針對國際

大廠所要求的功能規格，自行開發蒙蒙科技的人臉辨識技術。 

 

（四）路徑相依程度 

    雖然美國已有幾家公司投入「生物認證技術」的研發，但是台灣目前

的相關產業仍處萌芽階段，因此「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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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科技進軍「生物辨識」市場的一個新產品。包括影像辨識、文字平面辨

識，尤其是臉部辨識這一部份，所採用的技術方法與之前做手寫辨識或是

語音辨識產品的技術方法有很大的差異。受訪者表示： 

 

「目前『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所採用的技術與之前產品所採

用的技術，其相關程度不到 20%。」 

 

四、中小企業特質 

（一）企業主參與程度 

蒙蒙科技主要是由總經理來負責整個組織的營運。但是，由於產品線

有多樣化的趨勢，因此，蒙蒙科技依據每項核心技術成立一個專案團隊，

各專案團隊各由一個產品經理（product manager）來負責該項技術之研

發蒙蒙科技的創辨人與負責人蔡博士除了領導手寫辨識技術的研發團隊

進行專案開發之外，主要扮演公司整體研發資源分配的角色，包括研發經

費、人力以及外部的資源，讓各個研發團隊運作順暢。 

在「人臉偵測追蹤辨識」專案中，總經理主要於產品開發的前期涉入

，與各產品經理討論技術規格、架構，並於開發過程中，確認每個產品線

的工作狀況是否良好。各個產品經理依據所分配到的資源，領導團隊成員

研發其所負責之核心技術。 

 

（二）正式化程度 

在蒙蒙科技的技術開發過程中，組織並沒有硬性地規定要求團隊成員

要如何執行，只規定在一個時間點之內，技術應該要開發到一個程度，例

如整個團隊在規劃一個產品要在八個月後達到某種的技術標準之後，會開

始搜尋當前有哪些現有的參考資料以及可行方法，並且討論想要使用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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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法，或是思考有哪些資源能夠配合。接著，可以將這八個月分成四

段來測試，在第一階段要達成 20%，第二階段要達到 50%… 等等，在這

些階段中其他的項目也要跟著完成。蒙蒙科技的專案開發只有這樣的目標

設定。此外，蒙蒙科技已於 2001年 3月份獲得 ISO 9001品質之認証。 

 

（三）研發人員自主性 

蒙蒙科技主要是透過目標設定來進行專案開發，並沒有硬性地規定要

求團隊成員要如何執行，只規定在一個時間點之內，技術應該要開發到一

個程度，亦沒有硬性地規定要照某種特定的方式去達成。因此對團隊成員

來說，在目標時間之內，有充分的彈性進行研發。受訪者表示： 

 

「假設團隊成員在一開始試用一種方法，然後在一兩個禮拜後發現這

種方法行不通，而另外一種方法可能更可行，此時該名團員可以迅速地調

整轉換，採用新的可行方案。」 

  

五、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一）共同解決問題 

 

1.團隊成員異質性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團隊的成員皆具有偵測追蹤系統技

術，或是資料庫、網路技術等專業背景，異質性不高。負責該專案開發

的受訪者表示： 

 

「這個專案的團隊成員多樣化是限定在某些領域裏，這些領域是必

須跟整個生物認識相關的領域，例如影像處理、訊號處理、光學或是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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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表【4-2-1】為「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的團隊成員背景

資料： 

表【4-2-1】「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專案領導者 職稱 專精領域 

A 研發經理 
影像處理、訊號處理、Wavelets、系

統識別 

專案團隊成員 職稱 專精領域 

A 經理 
應用程式、資料庫、網路技術、軟硬

體整合之統籌設計管理開發 

B 資深研發工程師 應用程式庫及資料庫之設計與撰寫 

C 軟體研發工程師 
偵測追? 辨識系統核心技術研發測

試 

D 軟體研發工程師 偵測及辨識系統核心技術研發 

E 軟體研發工程師 偵測追? 系統核心技術研發 

F 軟體研發工程師 系統整合、驅動程式撰寫開發 

G 軟體研發工程師 
網路技術、主從架構、資料庫串連、

跨平台整合 

H 軟體研發工程師 偵測追? 辨識系統核心技術研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蒙蒙科技提供 

 

2.團隊領導者專業性 

      蒙蒙科技目前所採用的是產品經理（PM）制，各產品經理皆為技

術背景出身。領導「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的徐經理不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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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械工程博士學位，亦具有電機及機械兩個碩士學位，且曾經在美國

福特汽車公司科學研究實驗室從事號處理及系統識別的相關研究，後來

亦在新加坡大學軔體設計中心從事訊號處理、Wavelets及類神經網路相

關研究。 

 

3.管理認知不同 

在蒙蒙科技中，產品經理（PM）所注重的在於：當一個成員開發

進行到一段時間之後，就必須把他所想到的技術方法做成投影片，在開

會討論的時候進行口頭報告，跟整個團隊進行知識分享，讓所有人知道

彼此在進行何種技術方法的開發，同時能夠瞭解以後該如何進行整合，

並且共同提供想法，處理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受訪者表示： 

 

「因此，即使是都是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每個人的背景可

能不一樣，事實上到後來每個人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說都綁在一起，就

算各自負責的領域不一樣，彼此會去學他們不曉得的知識技術，並思考

兩邊要如何整合、技術障礎如何處理。」 

 

即使「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團隊成員在專業、認知風格

以及偏好工具有些微的差異存在，但是，透過公開、頻繁的溝通，能夠

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之道，讓團隊成員形成共識，減少開發過程中

因缺乏共識所形成的阻力。 

 

4.溝通管道 

      在蒙蒙科技的研發組織中，專案團隊每天至少會有一至二次的正式

討論會。這些討論通常會由成員透過 e-mail通知整體團隊進行討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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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該名成員準備報告資料，在討論的時後進行意見交流。 

      另一方面，非正式的討論亦是透過 e-mail的方式溝通，其他成員可

以在 e-mail上加上自己的評論，然後傳回給原發問人。 

      除此之外，蒙蒙科技亦有屬於跨專案團隊大型討論會。藉由這個大

型討論會，讓每一個專案團隊分享技術知識、開發方法與流程，或是提

出自身遭遇到的問題及困難，讓大家共同提出解決之道。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1.整合新技術方式  

      蒙蒙科技引進新技術時，由產品經理（PM）負責新技術知識的整

合。也就是以產品經理（PM）為核心，所有的成員進行新技術知識的

蒐尋與吸收，並彙整於產品經理（PM）。之後進行團隊討論，將知識擴

散讓所有成員能夠瞭解。 

      也由於「人臉偵測追蹤辨識技術」是非常新的技術，公司外部（包

括學校單位）並沒有相關的課程，所以變成團隊成員自行要去研究，之

後再讓團隊成員藉由討論來整理或是進行成果展示。 

 

2.使用者參與程度  

      對蒙蒙科技來說，使用者在整個開發的流程中是屬於「交付模式」。

因為「人臉偵測追蹤辨識技術」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所以在專案開發之

前很難清楚地瞭解使用者的需求。等到所有的技術在蒙蒙科技自行開發

完成之後，才會銷售給硬體供應商。除非使用者的應用環境是蒙蒙科技

事先沒考慮到的，才會針對軟體做一些修改。也因此，蒙蒙科技在進行

軟體開發的時候，就會自行蒐集許多可能的情況，進行大量且多樣的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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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1.原型的使用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的專案團隊通常會先將一個產品做出原

型（prototype）出來，不僅在團隊中及公司內部各個單位進行測式，亦

會送到各個銷售點，甚至協力廠商，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先試用新的產品

，測試該產品的穩定性，並得到各方面的回饋建議，以改良現有的產品

原型，使其功能更完備、更能符合市需求。 

 

2.實驗風氣 

蒙蒙科技面對「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這項全新的技術開發

，團隊中的工程師必定會進行多項的實驗，以確定每一個人所開發的技

術在各個階段中的可行性。受訪者表示： 

 

「在專案開發的過程中，是一定要去鼓勵團隊成員進行實驗。例如

計畫要開發八個月的產品，會把它分成四個階段來測試。在當中，有可

能團隊成員針對某種方法進行實驗，但後來覺得該方法不可行，另外有

一種更好的方法，這時就必須立即調整方向；尤其是生物認識這個全新

的技術，很難一開始就判定哪一種方法是可行的，也因此在專案開始的

時候，整個團隊就會有很多嘗試。」 

 

3.從失敗中學習 

由於新技術的風險很高，所以在「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

案中，必定會有嘗試錯誤的經歷，也使得專案團隊成員必須從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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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失敗中獲得經驗。受訪者提到： 

 

「例如團隊進行研發的過程中，在評估方法之前，就會認為 A方法

可能比 B方法好，但沒想到著手進行開發之後，才發現 A方法會遇到一

些困難或瓶頸，此時就會瞭解到好像不如當初所預期的可行。因此團隊

成員就會去思考 B方法可能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或是從 A的失敗經驗中

，去思考為什麼會從 A方法轉換到 B方面（即選擇 B方面），或是 A方

法跟 B方法之間有哪些關聯、怎麼連結在一起。」 

 

（四）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1.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之關係 

蒙蒙科技進行生物認證相關技術的研發已經進行兩年的時間，對於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技術」已經有相當的瞭解，競爭力直追國外廠商；

然而蒙蒙科技在「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中所採用的技術與

之前產品（包括手寫辨識、語音辨識等）所採用的技術，其相關程度不

到 20%。因此，大部份的技術知識必須向外部進行吸收。 

 

2.知識吸收來源 

蒙蒙科技在進行「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時，有跟工研

院、台灣大學以及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進行技術合作，其中以台灣大學及卡內基美隆大學最為密切。大

多數的技術知識是從學術論文中獲取，例如某些知識是從學術論文綜合

整理之後，專案團隊自行再去思考該怎麼做，然後再從實際的資料，或

是比較實際碰到的情形及問題進行開發。 

另一方面，蒙蒙科技亦會藉由參加國際的研討會，瞭解市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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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經由參加全美的生物認證聯盟年會，瞭解該年會對市場的看法，以

及對未來生物認證技術趨勢的看法。此外，可以藉此看到市上現有的產

品，瞭解這些產品的產品功能，以及其鎖定的目標市場。 

 

3.知識吸收機制 

蒙蒙科技各個專案的知識吸收機制是以產品經理（PM）為核心。

在「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的團隊中，產品經理（PM）的角色

在於彙整所有團隊成員所吸收的知識，或是進行技術知識分割、分派的

工作，其他的團隊成員則負責不同領域的技術研發，亦扮演知識吸收機

制的角色，搜尋、獲取產品經理（PM）所分派下來的技術知識。受訪

者表示： 

 

「在專案開發中，鼓勵團隊成員吸收新的知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

個團隊成員發現一篇很好的論文，覺得論文中所提到的技術比目前公司

所進行開發的技術要好，且可以改進當前的缺點，這樣的情況的確非常

值得鼓勵。」 

 

六、小結 

    本節將前述蒙蒙科技「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重要的關鍵

活動整理表【4-2-2】： 

表【4-2-2】蒙蒙科技個案彙整表 

構面 重要因素 具體作法 

 

技術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中高 

‧溝通困難度中：可以經由頻繁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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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特質 

式與非正式溝通，讓團隊成員清楚

地瞭解技術知識； 

‧難以模仿； 

‧知識傳達以討論會及做中學為主。 

 

表【4-2-2】蒙蒙科技個案彙整表  （續）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技術多元化程度：中等 

‧整合影像處理、訊號處理、光學、

統計等技術知識。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標準化程度：中等 

‧參考規格，自行研發。 

 

技術 

知識 

特質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軟體

專業

類型 

軟體專業類型 
產品類–轉鑰系統 

特殊技術應用 

企業主參與程度 

企業主參與程度：中等 

‧企業主領導手寫辨識技術團隊進

行開發； 

‧企業主負責研發資源調配，並確認

產品線的工作狀況； 

‧於「人臉偵測追蹤辨識」專案中，

企業主只於開發前期涉入。 

 

 

 

中 

小 

企 

業 

特 

質 正式化程度 

正式化程度：較低 

‧組織只設定研發階段與目標，無硬

性規定團隊要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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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人員自主性 

研發人員自主性：中高 

‧在目標期間內，研發人員有充分的

彈性進行研發。 

創新

管理 
共同解決問題 

團隊成員異質性：中等 

‧異質性只限定在某些領域中。 

表【4-2-2】蒙蒙科技個案彙整表  （續） 

團隊領導者專業性：較高 

管理認知不同的方式：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

成團隊共識，減少開發阻力。 共同解決問題 

溝通管道： 

‧正式與非正式會議； 

‧e-mail。 

整合新技術方式： 

‧以產品經理為核心，彙整知識； 

‧團隊成員自行研究。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使用者參與程度：交付模式 

原型的使用： 

‧使用原型進行溝通，並在公司內外

部進行測試。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實驗與原型試製 

實驗風氣： 

‧鼓勵實驗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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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失敗中學習： 

‧技術風險高，必須從做中學、從失

敗中獲得經驗。 

‧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相關

程度：較低。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知識吸收來源： 

‧大學：台灣大學、卡內基美隆大

學； 

表【4-2-2】蒙蒙科技個案彙整表  （續） 

知識吸收來源： 

‧研究單位：工研院； 

‧學術論文； 

‧國際研討會。 

創新 

管理 

活動 

與 

程序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知識吸收機制： 

以產品經理（PM）為核心，整體團

隊共同知識吸收，最後彙整於產品經

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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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活躍科技 

一、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活躍科技成立於 1999年 11月，由中科院與資策會之高科技優秀人才

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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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公司擁有高創造力的技術研發團隊，及靈活創意的藝術專業團隊，以先

進的「沉浸式弧形大銀幕 IDAS應用系統」、「4D虛擬實境影片的數位內容

製作技術」領先於市場，並已在亞洲市場上成功的應用，發展出多種市場

應用的產品，例如：4D 虛擬實境互動劇院、兒童多媒體互動教學系統、

企業視效會議系統… 等。 

活躍科技不但擁有整套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之系統軟、硬體整

合技術，同時亦具備特殊數位內容影片的量產技術，可提供客戶穩定、高

品質的整套設備，以及高畫質且量身訂作的互動媒體內容。該公司藉由「數

位溝通」、「創意包裝」、「品牌經營」的經營理念，以人性化的導向為創意

及構思基礎，做產品開發及高難度的專案統籌，期以虛擬實境和人性緊密

相連，應用技術結合創意與科技，將產品提昇到自然與人文和諧共生的新

境界。目前活躍科技的員工人數 45人，資本額 2億元。 

 

（二）核心技術 

活躍科技致力於研發高畫質大銀幕視效播放技術與互動式 4D 虛擬實

境（Virtual Reality，VR）之高科技應用技術，並延伸發展具娛樂性和教

育性的互動高科技教育產業。現有的核心技術包括下列幾項： 

‧動感電影（Ride Film）影片製作  

‧動感平台（Motion Base）設計與系統整合  

4D‧ 立體電影、影片製作及播放系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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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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設計及品牌行銷 

 

（三）創新技術 

    活躍科技開發出一套整合軟硬體的數位影像播放管理系統，其創新技

術包括： 

‧真實陰影：讓主要物件能夠有光影之效果，在畫面顯示上有層次感及立

體感，且其他次要物件也能接受陰影之效果。 

‧環境反射：視情況需要，在物件表面上貼圖，反應確實周遭物件之影像

，以求效果逼真。 

‧多重視窗顯示：在多視角控制畫面上，對於巨觀與微觀上之區別，必須

分開雙視窗以上來顯視不同的視角，同步繪出場景。 

 

二、SBIR績優專案 

（一）專案簡介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又稱為

「虛擬實境動感遊戲機」是活躍科技於 2000年向經濟部申請之「鼓勵中

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BIR計畫），屬於研究開發階段（PhaseⅡ）。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是結合

機械、控制、虛擬實境、遊戲軟體又主題題材的整合技術，計畫目標最終

在建立虛擬實境動感高階產品的自主技術。 

‧硬體方面：研究平台穩定、動態行為分析、控制系統技術及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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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方面：開發 3D／VR互動軟體程式、編輯平台、虛擬實境及動畫技

術。 

‧系統整合：建立控制系統動態行為、軟體程式、影音及運動同步技術。 

該專案開發之產品應用範圍涵蓋各類型展示館，在未來此放映系統成

為主流趨勢後，市場可擴大於一般電影院、視訊會議，甚至家庭放映。由

於動作擷取技術、力回饋模擬技術日趨成熟及各項模擬實境之應用介面不

斷開發，結合 4D 環形大銀幕播放系統可應用於教育、工程設計、娛樂、

醫學等市場。未來將致力於結合虛擬實境應用產業之上、下游週邊等策略

伙伴，同時結合各領域行業內容題材專業製作公司，以累積大量的優質影

片，進而大幅拓展軟體科技的應用市場及領域。 

 

（二）軟體專業類型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在資策

會對資訊軟體的分類中，屬於專案類的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

該專案主要是開發一套整合軟硬體的數位影像播放管理系統，運用真實陰

影、環境反射、多重視窗顯示等高科技 3D／VR高階模擬技術及立體影像

技術，營造人體感覺上的真實感。本研究將其軟體專業類型列為 3D／VR

多媒體應用軟體公司。 

 

（三）專案開發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就像是

可以播放各種節目的電視機，活躍科技藉由此數位整合系統平台的完成，

即可以推出各種不同類型、高畫質且量身訂作的互動媒體內容，像是「數

位電影」、「數位劇院」，因此技術的應用範圍主要涵蓋博物館、科學館

、展示館、教育館、大型主題樂園等機構；而活躍科技執行此專案後最大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4 - 22 

的衍生效益即是陸續接獲包括台灣科學館、故宮等五個不同單位的規劃

案。受訪者表示： 

 

「結合 4D 環形大螢幕播放系統亦可應用於教育、工程設計、娛樂、

醫學市場，一旦放映系統成為全球未來主流趨勢，市場可望擴大及一般電

影院、視訊會議，甚至家庭放映使用。」 

 

（四）專案團隊組成方式 

    圖【4-3-1】是活躍科技組織的基本架構圖，其中技術長負責軟體及軟

硬體整合的技術研發；在營運長之下的產品創意部包括美術及劇情製作人

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活躍科技提供 

董事會 

執行長 

管理部 財務長 

財務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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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活躍科技組織基本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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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活躍科技的組織圖可知，該公司的專案團隊是由跨部門的人員所組

成，亦即藉由任務指派的方式形成團隊。在美術方面，美術設計人員屬於

產品創意部，本身就形成一個以美術為主的團隊，由產品創意部的經理負

責指派美術人員參與專案的開發。編劇人員亦如同美術人員一樣，由產品

創意部的經理指派編劇人員參與專案的開發。程式人員包括：動畫製作、

虛擬實境、系統整合、軟體設計，則由生產製造及研發部門的經理指派人

員參與專案。專案的領導者則由團隊成員中指派，並向技術長負責。 

 

三、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1.溝通困難度 

      由於「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

屬於軟硬體整合平台的開發，需要牽涉到許多專業領域，並且技術知識

不易從外界學到，因此該專案的團隊成員必須透過頻繁地正式與非正式

的溝通，甚至需要聘請顧問群的方式，才容易相互瞭解彼此的專業領域

，順利地進行專案開發。 

 

2.易模仿程度 

因為世界上與「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

統整合」相關的技術非常少，大部份的技術知識都是活躍科技內部人員

自行討論、研發出來的。此外，該專案並不只是純軟體，尚有硬體整合

的部份，就研發經費而言，約佔營業額的三成，系統成本約幾百萬，使

得此專案的技術數不易模仿。大部份會做 3D 動畫的公司都因為資本額

不夠，轉而從事 3D Game等遊戲產品的開發，無法像活躍科技一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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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筆的研發經費進行「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

台系統整合」的開發。 

 

3.知識傳達方式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的技

術無法透過一般的資料或是教育訓練課程就可以學習。對團隊人員來說

，需要藉由內部的討論，或是實際從現有的「框架程式」練習、試作等

「做中學」的方式來進行技術知識的學習。受訪者表示： 

 

      「此專案是無法經由直接的教導就能夠學會，必須自行藉由實驗來

獲得技術經驗。」 

 

（二）多元化程度 

 

1.投入的人力與時間 

      活躍科技自公司創立以來，投入 2年的時間與 5名人員開發「虛擬

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研發人員包括技

術長、工程師、美術人員。 

 

2.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所整

合的技術知識可分成三方面： 

‧硬體方面：研究平台穩定、動態行為分析、控制系統技術及設計規範。 

‧軟體方面：開發 3D／VR互動軟體程式、編輯平台、虛擬實境及動畫

技術。 

‧系統整合：建立控制系統動態行為、軟體程式、影音及運動同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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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專案亦包括動作擷取技術、力回饋模擬技術、多機連網系

統之整合與模組化、多機連線資料傳遞技術等。 

 

（三）標準化程度 

    由於包括活躍科技科技在內，全世界只有 4至 5家可做到互動效果，

因此「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的平台

規格皆是活躍科技自行訂定、自行研發，並無遵循特定標準。 

 

（四）路徑相依程度 

活躍科技的「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

合」是台灣第一家推出結合機械、控制、虛擬實境、遊戲軟體及主題題材

的整合技術，因是該專案為活躍科技獨創的軟體產品。 

 

四、中小企業特質 

（一）企業主參與程度 

    因為經歷兩年的研發投入，活躍科技的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個層面，因

此需要透過更多的專案，才能使已開發的技術發揮功用。也因此，負責該

公司的王執行長主要負責公司財務規劃及銷售業務，並不直接參與研發活

動，技術研發與產品製造是由熊技術長負責。 

 

（二）正式化程度 

    因為虛擬實境很少會有現成的技術模組或是產品，所以客戶很難將需

求表達清楚，許多專案的進行都需要與客戶共同開發，因此，活躍科技開

發新專案時，仍會依照一個流程，先讓客戶先到活躍科技公司內的 show 

room 瞭解虛擬實境技術的特點，依據客戶的需求列出專案規格，提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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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建議；接著依照技術人員與客戶討論出來的規格，進行腳本撰寫或劇情

編撰、角色動畫製作、程式設計、測試及驗收等，過程中依照專案時程規

劃，亦有可能讓客戶參與討論。 

 

（三）研發人員自主性 

    活躍科技在跟客戶建案的時候，主要是以一個概括的技術目標作為合

約的架構，例如開發一個內視鏡到各個支氣管內游走，檢查是否有病變的

虛擬實境系統，客戶會要求活躍科技所做出來的操作方法要跟真實的醫生

的操作方式相同，呈現出來的畫面也要一樣。但是這樣的技術目標很難硬

性地規定要藉由何種方式開發，因此，在不違反合約架構的情況下，團隊

成員可以充分地發揮創意進行產品設計。受訪者表示： 

 

「活躍科技並不干涉團隊成員如何進行實作，而是鼓勵團隊成員採用

有創意的方式進行產品開發。因為在虛擬實境這個領域中，每一個人都可

以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不一定要照者某個方法設計，只要技術效能比之前

的更好、效率更高，就可以採用。」 

 

五、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一）共同解決問題 

 

1.團隊成員異質性  

「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團隊

成員雖然僅有 5名，並非全部具有資訊領域的技術知識背景，但是皆有

專精的技術知識從事虛擬實境平台的開發，也有美術設計人員進行外觀

畫面設計。該專案團隊成員背景資料如表【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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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

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專案領導者 職稱 專精領域 

A 技術長 

‧應用力學 

‧視訊、3D模擬 

‧動感平台設計與系統整合 

‧控制系統技術 

專案團隊成員 職稱 專精領域 

A*2名 系統整合工程師 

‧軟硬體平台整合、動態行為分析、

控制系統技術及設計 

‧影音及運動同步技術 

B 軟體設計工程師 

3D／VR互動軟體程式設計、系統分

析、虛擬實境及動畫技術、動態行為

分析 

C 美術設計人員 
創意美術設計、虛擬實境動畫製作、

品牌行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部份活躍科技的軟體研發工程師具有電子或電機的背景，因為只

具有資訊工程背景的人員並不一定會虛擬實境圖學的設計，反而是具有

電子或電機背景的人員進入活躍科技之後再學相關的程式設計。另一方

面，活躍科技有一半的人員從事創意美術設計，亦有專門的小組進行影

片劇情設計，從構想、編劇到實際數位內容的產品。 

除了「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

專案以外，活躍科技亦與教育或是醫學相關的專案。以科學教育的專案

為例，因為活躍科技對教育領域的知識並不熟悉，所以請教育界的學者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4 - 28 

作為顧問群。即在編劇完成之後，請顧問群給予知識上的補助。受訪者

指出： 

 

「虛擬實境的專案開發就像是做節目，十分多元化，需要具有各式

各樣專業領域的人員加入專案。以深海魚的教學專案為例：它應該包括

哪幾種魚，以及這些魚有什麼習性，是不能隨便編劇、憑空捏造，而是

必須要透過該領域的專案參與，才能做出正確又有娛樂、教育功能的產

品。」 

      在活躍科技跟台大醫學院合作開發的「虛擬實境在外科醫學上的應

用」計畫中，除了公司本身的研發與美術人員參與之外，醫院方面亦會

有 5位教授跟主治大夫參與研發。因此活躍科技的虛擬實境開發是需要

許多不同知識領域的專家共同開發。 

 

2.團隊領導者專業性 

    負責「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台系統整合」

專案執行的熊技術長畢業於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在服兵役的期間

，曾到過中科院、國防部負責武器的開發，最初做過許多關於武器內部

的機械機構、傳動、引爆裝置；接著從事視訊的模擬，包括武器及零組

件 3D 立體的模擬，以及組裝、結合及功能的動態表現；最後進入模擬

中心開發電腦兵棋，逐漸地將資料庫、網路及視效的技術結合在一起。

因此，在進入活躍科技之前，熊技術長已對「虛擬實境」領域有充分的

專業知識。 

 

3.管理認知不同 

      面對成員知識背景多元化，活躍科技非常鼓勵團隊成員藉由互動、

討論來激發創意。在活躍科技，每個人都要將自己所做的成果拿出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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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表，相互學習、交換意見，並且腦力激盪，產生創意。受訪者表示： 

 

「即使每個人的專業領域、認知風格及思考模式不同，正因為每個

人都發表，大家彼此相互學習，所以藉用共同討論、學習，產生的效果

不僅是『加』，更應該是『乘』！」 

 

虛擬實境的製作並不是憑靠一個人的腦力就可以想像得出來的，必

須藉由團隊思考的力量，才能迅速地產生良好的成果。受訪者認為： 

 

「也許有些團隊成員會覺得這樣有點違背人性，但是經過多次的互

動、討論之後，大家發覺其實藉由團隊的力量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說，

專案領導者應該極盡所能地讓團隊成員產生創造性的知識連結。」 

 

4.溝通管道 

      由於活躍科技的虛擬實境技術皆是自行開發、研究，因此內部討論

會是組織重要的溝通管道。 

‧內部討論會：活躍科技的內部討論會一個月會舉辦兩場，由熊技術長

親自主持，讓成員各自展示其研發成果。在討論會中，展示的成員必

須將研究成果詳實地講解，並且作成記錄保存在公司內部，其他不同

領域的成員可以隨時提出自己的想法及建議，進行互動、討論，藉此

教學相長。 

‧與專家、顧問的溝通：以台大醫學院的「虛擬實境在外科醫學上的應

用」專案為例，醫學知識的交流必須讓醫學院的教授以及主治大夫和

團隊成員進行密集的共同討論。一方面可以讓醫學院的教授或是主治

大夫實際瞭解系統的開發狀況及操作方式，另一方面可使團隊成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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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瞭解醫學知識，開發出適當的虛擬實境系統。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1.整合新技術方式 

    無論是開發教育、醫學或是軍方的專案，由於應用領域不一樣，每

一次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也不同。以開發陸軍戰車模擬為例，活躍科技內

部並沒有瞭解開戰車的專案，因此需要藉由陸軍總部的專家、顧問到活

躍科技，指導系統開發人員戰車的原理；接著，系統開發人員根據所習

得的知識，進行數位化、邏輯化，開發出一台虛擬的戰車，可以實際操

作，且重複使用而不致損壞。開發完成之後，仍然要請專案、顧問給予

評估與建議，使虛擬戰車更接近真實。受訪者指出： 

 

「模擬器的目的就是在將真實的世界虛擬化，例如需要幾百萬元的

飛機駕駛訓練，透過模擬器的開發，只需要一萬元，這就是虛擬實境的

價值。但是活躍科技的模擬器–『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

動感平台系統整合』只是執行特殊功能的數位平台，實際的數位內容仍

需要各行各業的專家提供專業知識。」 

 

除此之外，活躍科技亦會派人定期參觀國外的視效展、虛擬實境展

，瞭解目前日本、美國、新加坡的競爭廠商的商品化成果，接著思考有

哪些新的成果可以作為參考，然後將這些成果進一步研究，最後再創新。 

 

2.使用者參與程度  

      對活躍科技的專案來說，使用者的參與程度可以分成兩種： 

‧如果該技術是活躍科技內部決定開發的新系統，並不屬於任何專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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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使用者主要是「諮詢」的角色。因為這樣的系統通常屬於後端

技術，且技術的規格由活躍科技自行決定，使用者僅能針對系統功能

提供建議。 

‧如果該技術為一個新專案，像是台大醫學院的專案，此時使用者的參

與即是從建案到結案，隨時與活躍科技進行討論，屬於「共同開發」。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1.原型的使用 

      原型（prototype）的使用對活躍科技開發虛擬實境專案來說是非常

重要的。藉由原型的使用，客戶可以確實地把需求表達清楚，將抽象的

概念具體化，活躍科技才能進一步地依照需求規格建構專案。 

在開發專案的過程中，原型亦是研發人員與專家或客戶溝通的橋樑

，藉此可以調整產品的功能，使產品更貼近真實。 

 

2.實驗風氣 

      由於虛擬實境的開發專案皆需要透過實驗來進行，因此，活躍科技

的研發人員時時刻刻都要做新的嘗試。受訪者表示： 

 

「成員只要能提出新方法有哪些好處，就能夠去進行實驗。也許實

驗的結果顯示沒有特別的成效，活躍科技也會鼓勵成員進行成果展示，

讓其他成員給予建議。」 

 

3.從失敗中學習 

活躍科技積極地鼓勵員工從失敗中學習，建立一個創新的工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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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受訪者表示： 

 

「如果只限制團隊成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樣會使整個團隊形

變得非常保守，並且造成封閉而無法創新。但是，即使成員失敗了，仍

然要進行成果展示，作為其他人的借鏡。」 

  

（四）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1.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之關係 

    當活躍科技開發新專案之前，先會評估新專案所要採用的技術是否

與現有核心能力有關。通常新的專案所要採用的技術皆會與現有核心能

力關聯性高，因為虛擬實境所能表現的方法大致上相同，除非新專案有

特別的需求。受訪者表示： 

 

「例如：醫學院的專案，首先完成內視鏡模擬，之後就能快速地做

出大腸鏡模擬，以及骨骼人體解剖模擬。醫學的模擬技術跟汽車駕駛模

擬又不相同。假設現在要做交大汽車駕駛模擬的專案，等它完成之後，

又可以進行戰車模擬。」 

 

雖然不同類型的專案之間表面上沒有太大的關聯，但是事實上還是

具有某些程度的關聯。至少活躍科技在開發新專案之前，若是先前已建

立了核心能力及技術經驗，雖然新專案要模擬的物件不同，但是模擬的

效果仍然具有關聯。 

 

2.知識吸收來源 

      包括活躍科技科技在內，全世界只有 4至 5家可做到虛擬實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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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因此所有的知識來源幾乎無法在台灣找到。早期的知識來源主要

是資策會，但是隨著該公司的技術不斷創新，新的知識來源包括：（1）

國外的虛擬實境網站；（2）國外的視效展，例如：日本、美國、新加坡

的虛擬實境展；（3）新專案中各領域的專業知識。其中最重要是國外的

展覽會。 

 

3.知識吸收機制 

    活躍科技的知識吸收機制是以專案經理（PM） 為核心，不論是行

銷業務人員、美術編劇人員、系統研發人員皆擔任知識吸收的角色，並

在整理所獲得的知識後，由專案經理進一步地彙整。每一次專案進行完

畢，皆由專案經理將所有專案資料放入活躍科技的資料檔案系統中管理

，由行政管理部保存。 

 

六、小結 

本節將前述活躍科技「虛擬實境（3D／VR）互動技術研發與動感平

台系統整合」專案重要的關鍵活動整理表【4-3-2】： 

表【4-3-2】活躍科技個案彙整表 

構面 重要因素 具體作法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較高 

‧溝通困難度高：必須經由頻繁地正

式與非正式溝通來瞭解技術知識； 

‧難以模仿； 

‧知識傳達以討論會及做中學為主。 

 

技 

術 

知 

識 

特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技術複雜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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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整合動態行為分析、控制系統技術、

力回饋模擬技術、多機連網系統、影

音及運動同步技術。 

表【4-3-2】活躍科技個案彙整表  （續）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標準化程度：較低 

‧規格自訂、自行研發。 

技術 

知識 

特質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獨創的軟體產品 

軟體

專業

類型 

軟體專業類型 
專案類–系統整合 

3D／VR多媒體技術應用  

企業主參與程度 

企業主參與程度：較低 

‧企業主負責公司財務規劃及銷售

業務； 

‧企業主未直接參與研發活動。 

正式化程度 
正式化程度：中等 

‧組織依照專案時程規劃進開發。 

 

中 

小 

企 

業 

特 

質 
研發人員員自主性 

研發人員自主性：較高 

‧研發人員有充分的彈性進行研發。 

團隊成員異質性：較高 

‧團隊成員技術知識背景不同。 

團隊領導者專業性：較高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共同解決問題 

管理認知不同的方式： 

‧藉由共同討論、腦力激盪，讓創新

效果不僅是「加」，更應該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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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程 

序 

 溝通管道： 

‧一般的內部討論會； 

‧專家、顧問的參與討論會。 

 

表【4-3-2】活躍科技個案彙整表  （續） 

整合新技術方式： 

‧藉由專家、顧問瞭解新的技術知

識； 

‧藉由參觀虛擬實境展，整合新的技

術知識。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使用者參與程度： 

‧開發內部新系統–諮詢模式； 

‧開發新專案–共同開發。 

原型的使用： 

‧研發人員與專家或客戶的溝通橋

樑； 

‧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 

實驗風氣： 

‧鼓勵實驗與嘗試。 

實驗與原型試製 

從失敗中學習： 

‧鼓勵從失敗中學習，建立一個創新

的工作環境。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相關

程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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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吸收來源： 

‧研究單位：資策會； 

‧國外視效展、虛擬實境展； 

‧國外網站； 

‧新專案中各領域的專業知識。 

表【4-3-2】活躍科技個案彙整表  （續） 

創新 

管理 

活動 

與 

程序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知識吸收機制： 

以專案經理（PM）為核心，整體團

隊共同知識吸收，最後彙整於專案經

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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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智智軟體 

一、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智智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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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軟體的

前身為成立於 1995 年並以人工智慧輸入法馳名台灣的旗旗資訊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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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為主要業務的德德資訊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兩公司因為共同的願景

與互補的企業體質，於 1997 年合併，合併後公司除延續原有大型系統整

合專案業務，更致力於人工智慧與影像處理應用軟體及經銷通路的開發發

展，在 1997到 1999年間，陸續推出「人工智慧輸入法專業版 5.0版」

、「人工智慧新注音」、「網頁針孔攝影機」網頁檢索軟體、「真情快遞」 影

音郵件軟體、「漫畫 e族」漫畫光碟、「卡立得」名片辨識軟體、「剪刀手」

IDAS 影像文件掃描與檢索系統。基於數位經濟快速發展與公司未來全球

發展的佈局，2000 年 1 月，旗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智智軟體股份

有限公司，並在英屬開曼群島成立控股公司，在北京成立智智軟體軟件有

限公司，全力開發與銷售智慧型電子服務產品。目前智智軟體的員工人數

25人，資本額 1億元。 

 

（二）核心技術 

    智智軟體主要為一家提供智慧 e服務解決方案的軟體服務公司，多年

來開發了許多應用軟體，並擁有多項專利技術。其中最主要的核心技術，

為領先全球的「中文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與

「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技術，主要應用領域為智慧服務、

智能語音、智慧輸入，現有的核心技術領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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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文件摘要與分類、自然語言搜尋、自然語言答詢、語意知識

地圖、智慧型網路代理人、文件管理、網路辦公室、知識管

理。 

‧人機介面：智慧型中文鍵盤輸入、文字轉語音/語音合成、拼音拼碼轉換

、中文輸入文句自動校正。 

‧客戶服務：電子郵件自動分析回覆、電子郵件網路客戶服務管理系統、

電腦人智慧答詢系統、整合型客服中心服務支援管理系統。 

圖【4-4-1】為智智軟體（IQChina）之核心技術領域圖： 

 

圖【4-4-1】智智軟體核心技術領域圖 

《資料來源》：智智軟體網站資料  http://www.iqchina.com 

 

（三）創新技術 

智智軟體以成為世界級「智慧 e服務領導者」為公司的願景與使命，

自公司成立以來，歷年皆將核心技術持續創新並商品化。其創新技術包括：   

‧設計並推出亞洲第一個 PC Cluster 架構的「CAVE型環場虛擬實境」

，並於台北電腦育樂暨多媒體展出。  

‧設計開發出台灣第一個 PC Cluster架構的「多媒體簡報導覽系統」，並

成功應用於內湖焚化爐，取代傳統以 12 組幻燈機架構的多媒體簡報系

統。  

 知識管理 
Q&A管理，

文件管理，摘

要分類  

客戶服務 
CRM，

e-support，

Call Center 

人機介面 
文字輸入，語音輸出

，PC，PDA，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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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推出自然輸入法 5.0版熱賣，一年之內銷售專業版盒裝近 1萬套，

其餘版本與授權版本超過 20 萬套，是台灣最暢銷的輸入法，也是最暢

銷的工具軟體之一。 

‧開發出台灣第一個  Client/Server 架構的影像文件檢索管理系統 IDAS 

（Image Document Automation System），並應用於行政院與主計處等

相關政府單位。  

‧開發出世界第一個可以懂中文自然語言的智慧型軟體機器人 

（Intelligent Software Agent）-AskBots愛思考博士。 

‧開發出台灣第一套可以唸中文破音字與數字正確、支援 Microsoft SAPI 

介面的中文「文字轉語音引擎(Text-to-speech; TTS)」。  

‧設計推出亞洲第一個虛擬服務代表--IQ電腦人，適用於網站自動服務。  

‧設計推出台灣第一套智慧型電子郵件回覆管理軟體「IQ回信管理中心」  

‧推出台灣第一套智慧型 FAQ知識管理平台。  

‧中華民國專利：白字歸類方法、白字資料庫、白字資料庫建立方法及白

字輸入查詢系統。 

‧中華民國專利：智慧型資訊代理系統校準搜尋結果之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快速聲音合成之平滑處理裝置與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合成語音發音平滑化之裝置與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自動檢核電子郵件之方法。 

 

二、SBIR績優專案 

（一）專案簡介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為智智軟體於 2001年向經濟部申請之

「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BIR 計畫），屬於研究開發階

段（PhaseⅡ）。對智智軟體來說，申請 SBIR計畫要進行開發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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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智智軟體正好要開發的產品，即公司的重點產品。因此，智智軟體投

入許多資源來進行「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產品開發。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主要的核心技術仍為智智軟體–中文自

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與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技術等技術的延伸應用。其中「中文自然語言」最早是由中研院

詞庫小組和工研院電子所（現為電通所）從民國 75 年開始，以國語日報

詞典中所包含的約四萬目詞做了詳詳細細、徹徹底底的分析，並修改趙元

任先生的國語詞類，以及探討國語的語法現象。經過上百次的討論，訂出

國語詞類分析表，將四萬目詞依其語法現象做了初步的分類。而「智慧型

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則可以使資訊科技能夠扮演知識管理的角色

，包括：知識蒐集、知識萃取、知識儲存、知識整合、知識共享等工能，

主動為其所代理之人處理例行性瑣碎事務，減少該人員所花之時間與精力

，並提昇時效性。 

 

（二）軟體專業類型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在資策會對資訊軟體的分類中，屬於產

品類的套裝軟體（Package Software）。智智軟體藉由開發此軟體，提供

完整的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解決方案，企業或是政府單位皆可以安裝此產

品，提供電子郵件自動化回覆的客戶服務。本研究將其軟體專業類型列為

商業應用軟體公司。 

 

（三）專案開發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智智軟體的「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是由現任董事的歐陽先生向

經濟部提出申請 SBIR計畫，在計畫的後一半段是由晁總經理接手負責執

行。由於網際網路應用的普及，電子郵件系統已經取代了傳統的手寫郵件

，因此，「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不僅可以用在電話客服中心（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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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等客戶服務的應用領域中，更可以用在各個公司的電子郵回覆服

務上。政府單位亦是一個重要的應用領域，主要為首長電子信箱，包括院

長信箱、市長信等。於是，網智智慧將本身的「中文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與「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等兩項

核心技術用來開發「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並列為公司研發的重點

產品。 

 

（四）專案團隊組成方式 

智智軟體的研發組織是以專案經理為核心，領導團隊進行產品開發。

研發部門採用扁平式的組織架構，所有研發人員都是直屬於研發經理下。

研發人員包括專案經理、主任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軟體工程師）以及系

統工程師。其中主任工程師也會扮演專案經理的角色，屬於比較彈性的職

務。研發人員的工作模式是任務導向，研發經理也扮演專案經理的角色，

負責某些專案。研發部門實際運作時，會以多個專案進行，由專案經理負

責該項專案，專案經理接著再對研發經理負責。其研發組織架構如圖

【4-4-2】： 

 

研發經理 

主任 

工程師 

軟體 

工程師 

系統 

工程師 

主任 

工程師 

軟體 

工程師 

系統 

工程師 

圖【4-4-2】智智軟體研發組織概念圖 

總經理 

研發經理 

專案團隊二 
專案團隊一 專案團隊三 

專案經理 

主任 

工程師 

軟體 

工程師 

系統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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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1.溝通困難度 

      智智軟體的專案團隊多以資訊背景的軟體研發工程師為主，多數的

工程師皆具有相當的軟體開發經驗，技術知識的溝通，主要是透過機動

性的技術討論分享經驗。定期一週就會舉行一次的專案團隊討論，較偏

向於專案進度與專案現況的討論。 

 

2.易模仿程度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主要採用智智軟體兩項核心技術：「中

文自然語言處理」與「智慧型代理人」。 

‧「中文自然語言處理」：已有不少大學或研究單位投入相關的研發，

包括工研院電通所、台大資工所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以及成大資訊工

程所中文資訊實驗室… 等；但是，在智智軟體公司申請 SBIR專案時

，尚沒有單位將其應用於電子郵件自動回覆技術上； 

‧「智慧型代理人」：雖然亦有不少企業投入相關產品及核心技術的開

發，但智智軟體透過申請「智慧型資訊代理系統校準搜尋結果之方法」

之專利予以保護。 

因此智智軟體的「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主要透過差異化以

及申請專利來避免競爭對手模仿。 

 

3.知識傳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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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智軟體專案團隊進行系統開發的過程中，知識技術的傳達同時透

過每週的教育訓練、工作進度檢討會議，以及機動的非正式技術會議討

論。臨時的討論因為屬於研發的小細節，一般都只是記在個人的筆記本

中，沒有統一地將討論資料蒐集彙整。受訪者表示： 

 

「智智軟體的技術人員都會有一本公司發的研發專用筆記本，可以

記下一些想法或是將臨時討論的東西寫上去。這些記錄並不會很正式地

變成電子檔儲存，就只是在技術人員的筆記本中，只有當離職的時候要

交回公司。因此個人的討論記錄就保存在裏面，沒有統一再做重新的整

理。」 

 

（二）多元化程度 

    申請 SBIR計畫要進行開發的產品，皆是智智軟體正好要開發的產品

，即公司的重點產品。智智軟體投入許多資源來進行「智慧型中文郵件管

理系統」產品開發。 

 

1.投入的人力與時間 

    智智軟體耗費 1年多的時間，投入 16名人員（涵括全公司三分之

二的研發人力）進行「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的研發。研發人員包

括：總經理、專案經理、主任工程師 2名、資深工程師 2名、經理、工

程師 6名、產品主任、新進工程師 2名。 

 

2.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包括下列三項技術知識： 

‧中文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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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 

‧自動檢核電子郵件 

 

（三）標準化程度 

智智軟體在設計產品的時候，並不會刻意去建立標準，而是會去遵循

既有軟體協會所制定的標準。因為對軟體產業來說要去建立標準是不容易

的，所以現在絕大多數的標準是由像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這樣的跨國性組織制定。跨國性組織制定這些標準的目的就是要所有軟體

公司都認同這個標準，製作軟體時能夠有一個規範遵循，再加上制定標準

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即使是美國微軟公司也不容易建立一個標準，所以

制定標準的工作都是由一些獨立的軟體協會來制定，因為這些協會必定具

有相當足夠的知名度以及權威性，由這些知名的軟體協會來建立的標準才

具有公信度。受訪者進一步指出： 

 

「例如在開發一項產品時，必須思考要提供怎麼樣的介面才可以跟其

他的系統做連結，此時，智智軟體的產品所提供介面就會儘量遵循標準。

如果該產品能夠遵守這個標準，則未來只要其他軟體產品能夠支援同樣的

標準，兩者就可以相連結，所以智智軟體目前所進行的開發都是遵循標準

來做。」 

 

（四）路徑相依程度 

智智軟體藉由擴展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深度，延伸「中文自然語言處理」

與「智慧型代理人」兩項核心技術能力，進行「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

產品的研發。受訪者表示： 

 

「該產品在尚未開發之前，智智軟體已經具有幾個雛型系統及模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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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屬於擴展、更新智智軟體現有產品

線的新產品。」 

 

四、中小企業特質 

（一）企業主參與程度 

智智軟體主要是由總經理負責整個組織的營運。過去的產品及專案開

發，多半是由歐陽雯董事提出並親自帶領開發，「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

統」專案的前期亦是如此；但是在專案的後期，則由晁總經理接手執行。

晁總經理在計畫中扮演著領導的角色，負產品的功能性以及整個專案的管

理、時程規劃，參與度相當高。 

 

（二）正式化程度 

智智軟體幾個高階經理人，都曾受過資訊系統開發設計或是產品開發

等方面的訓練，瞭解產品開發必須遵守一些嚴謹的步驟，按照開發的流程

進行，但是當企業在比較小的狀況下，或是有時程及其他壓力的情況下，

產品及專案的開發勢必要變得更有彈性。也就是說，某些時候可能無法完

全依照規範進行，例如會簡略使用手冊撰寫、單元程式細部測試等。受訪

者亦表示： 

 

「智智軟體在開發任何一個軟體系統前，都會先做 SA（系統分析）；

分析完之後會產生系統分析的文件。這些文件出來之後，接下來會做細部

的設計，產出系統設計文件，程式設計師再依據系統設計文件撰寫程式碼

（coding），撰寫完後進行單元測試，最後再把所有的程式整合在一起做整

合測試，都是遵循軟體工程程序來做，不過，偶爾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還是

會省略某些多餘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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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專案團隊的討論方面，不僅每週有固定工作檢討會議，比較不會有

其他正規的會議，而是採取隨機而臨時的討論。臨時會議的內容通常只記

錄在技術人員的個人筆記本中，而非以正式的文件記錄，除非影響到系統

的規格。 

 

（三）研發人員自主性 

在智智軟體各個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中，原則上會有規範讓團隊成

員遵守，但是事實上仍有一些自主的空間。一般來說，在產品或專案的開

發過程中鼓勵團隊成員有自主性從事創新活動，但是這樣的情況還是要依

據專案的時程來做評估。如果時程不允許，就會捨棄這種創新方式，或者

是把它留到未來要開發新專案的時候，再將它引用進來。也就是說，視專

案執行的狀況來決定是否要採用創新方式。受訪者表示： 

 

「因為新的東西會造成專案的延遲（delay）或是不穩定（unreliable）

，所以就必須根據專案實際的狀況來衡量。」 

 

五、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一）共同解決問題 

 

1.團隊成員異質性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團隊的成員除了產品主任屬於市場行

銷人員以外，主要是由具有資訊技術背景的工程師所組成，成員背景趨

向於單一性，表【4-4-1】為「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專案的團隊成

員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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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專案領導者 職稱 專精領域 

A 總經理 
大型軟體系統整合規劃與執行、軟體

產品研發、軟體專案管理 

專案團隊成員 職稱 專精領域 

A 專案經理 

1.系統分析、系統設計、專案管理 

2.軟體產品開發 

3.程式設計、訊號處理、影像處理 

4.市場調查、產品規劃 

B*2名 主任工程師 

1.系統規劃、系統分析、程式設計 

2.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程式設計 

3.跨平台程式設計、網路、資料庫規

劃設計 

4. 系統與網路規劃管理 

C*2名 資深工程師 
系統架構設計、系統分析、系統設計

、程式設計 

D 經理 系統架構設計、網路設計管理 

E*6名 工程師 

1.程式設計、系統工程 

2.知識架構設計與管理 

3.系統與網路管理  

F 產品主任 市場調查、產品規劃 

G*2名 新進工程師 軟體開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智智軟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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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隊領導者專業性 

     

智智軟體是以專案經理為核心，領導團隊進行產品開發，所有的專

案經理皆由具有資訊技術背景的人員負責，但是在「智慧型中文郵件管

理系統」專案中，是由晁總經理親自帶領研發團隊進行產品開發。晁總

經理不僅具有美國電腦工程碩士的學位，專精於大型軟體系統整合規劃

與執行、軟體產品研發與軟體專案管理，亦具有多次國內大型專案的研

發經歷，例如中研院資訊所「網際網路智慧答詢系統」技轉主持人、經

濟部軟五「中文 TTS語音代言人」計畫主持人、經濟部所屬事業協助中

小企業推動研究發展計畫之「中文智慧型網路資訊代理人」計畫主持

人… 等，是一位相當專業的領導人。 

 

3.管理認知不同 

智智軟體專案團隊皆是以資訊技術為主導，趨向於單一性，對於團

隊成員間「認知風格」、「偏好使用的工具」與「思考模式」的差異性，

該公司採取政策制定的方式，讓成員彼此產生共識，減少軟體開發過程

中的阻力。受訪者表示： 

 

「例如開發相同的產品可以用不同的程式語言來撰寫，不同程式設

計師偏好的程式語言可能不同，如果沒有統一規定程式語言，就會形成

很高的產品維護成本。因此，為了公司未來的規劃和成本考量，使用一

致性的程式語言就變成產品開發時的一種政策。」 

 

4.溝通管道 

以「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為例，智智軟體通常在專案的進行

中，如果遇到困難或是問題，大部份方式就是透過討論來解決，經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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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提出，讓團隊成員討論問題解決方式，進行腦力激盪。討論的方式

幾乎都是臨時且非正式。除此之外，定期都會有專案進度會議，例如每

週進行一次專案進度報告，但是大部份的技術問題不可能在進度報告時

才被提出來討論。技術問題比較屬於隨機地討論，而進度報告比較偏向

專案的進度、時程與目前的狀態，但是不會深入到技術的部份。受訪者

表示： 

 

?技術的部份，會放在技術討論的會議。技術討論會議是跟專案分

開來，亦即技術會議就是由系統分析（SA）人員跟實際的程式設計人員

一起討論。」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1.整合新技術方式  

智智軟體在考慮執行與整合新技術時，最主要的評估標準為技術門

檻。通常智智軟體專案的來源，可以分為標案以及私人企業的專案。就

私人企業的專案為例，先經由業務訪談，以發覺使用者需求，再把需求

資料帶回公司，交給研發人員做評估。然而，因為功能需求時常具有多

樣化的特性，因此，在研發部門針對功能規格評估技術可行性的時候，

就先會評估所需要的技術是否為公司現有的技術，以及該技術的技術門

檻（包括投入該技術所需要的研發時間），最後由總經理來決定是否要

自行開發或是外包。 

      另一方面，智智軟體亦考慮技術發展的趨勢。因為智智軟體是以客

戶需求為導向的產品開發，當發現新的技術有需求時，智智軟體仍會針

對該技術進行研究。此外，智智軟體也會接觸新的技術，因為資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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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會不斷地推陳出新，例如 web service，即使大多數人都聽過，

仍然會有許多人還是不清楚它的技術內涵。事實上像 web service還沒

有客戶的需求，智智軟體就會採取較保守的態度，不會直接就採用該技

術，但是該公司仍然會去瞭解這項技術的細節。整體而言，關於執行與

整合新技術方面，智智軟體較偏向市場導向，除非新技術已有實際的需

求出現，否則並不會主動整合新技術。 

    當技術人員有意願嘗試學習新技術時，智智軟體也會依照專案時程

是否充足，讓該名成員學習不同平台上的技術學習。 

 

2.使用者參與程度  

在智智軟體的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之前，先由行銷部門瞭解市場

上客戶的需求，再交由研發團隊進行開發。整個開發的過程中，專案經

理及系統分析人員也會與客戶做細部需求訪談及確認，產品或專案開發

出來之後，接著由研發人員進行測試，直到產品完成，才交給客戶或是

使用者。因此，使用者在智智軟體的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中屬於「諮

詢」的參與模式。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1.原型的使用 

以智智軟體的產品開發而言，大部份都會先做出產品的原型

（prototype），讓團隊成員可以進行討論。如果是進行專案開發，則原

型會以書面的方式呈現，作為彼此溝通的工具，例如工程師會先做出很

簡單的外觀設計（layout），但是還沒有任何功能，只能讓團隊成員進行

書面的討論，沒有一個可以互動的原型。 

      在「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中，最初有一個原型，但是整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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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開發過程中的原型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 prototype可能是整個外觀設計（layout）與網頁的連結

與互動可以進行實驗。 

‧第二個階段則是主要的功能大致上完成的，其它功能尚未完成。 

‧第三階段就是整個產品完成，並可以進行測試。 

但是「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的原型只是用來測試，而非讓團

隊成員藉此進行實驗及討論。 

 

2.實驗風氣 

對智智軟體來說，在開發一個新產品時，若是對這項產品尚未清楚

也瞭解之前，就會安排一個研發人員進行技術研究，然後由該名研發人

員做出原型，並進行實驗，主要是為排除可能的技術風險。但是如果產

品在已經確定要開發的情況下，以及產品規格已經出來的時候，因為開

發時程及成本的考量，智智軟體就不會再讓研發團隊進行實驗，或是進

行與產品目標沒有關聯的事情。受訪者表示： 

 

「若已決定準備研究新的東西、或是要開發新東西，最初可能會投

入人力去嘗試新的技術方法，但是如果在風險及目標確定之後，就不會

再進行實驗。」  

 

3.從失敗中學習 

    由於專案的技術風險在投入開發初期就已經被謹慎地評估，因此智

智軟體較少投入技術風險及開發成本皆高的開發專案，以避免不必要的

損失。即使有技術門檻不高，但是需要很長開發時間的專案，智智軟體

仍會選擇放棄投入該項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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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1.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之關係 

    「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是智智軟體既有核心技術擴展的產品

，與之前產品的相關程度很高，因此，絕大部份的技術知識皆由智智軟

體自行研發。 

 

2.知識吸收來源 

      當智智軟體最早成立的時候，因為自然輸入法的關係，跟中研院合

作，進行技術移轉。之後亦有跟中山科學研究院、工研院與資策會進行

技術合作。在中研院方面，主要的合作對象包括老師、研究員與副研究

員，還有幾個實驗室。在工研院方面，亦會洽談 TTS（Text to Speech）

的技術（文字轉語音的技術），或是有關 work flow（工作流程）的技術。 

      除了技術移轉之外，智智軟體亦會藉由外派受訓的方式來吸收外部

知識。外派訓練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研討會，尤其是有關技術方面的

研討會；另一種是針對特定的技術，根據個人的需要、工作的需求、安

排，視情況派人至教育訓練中心，例如恆逸資訊、微軟、資策會，接受

專業的技術訓練。其他的知識來源則為網路社群及與技術相關的書籍。 

 

3.知識吸收機制 

    由於智智軟體的產品及專案開發偏向於市場導向，因此在進行知 

識吸收時，會先由行銷部門進行市場調查，針對競爭者的產品規格與市

場需求趨勢進行瞭解，再將這些資訊交由研發部門，由研發部門各個成

員直接瞭解當前新的技術知識，然後進行技術評估。研發部門確定的新

技術知識可行性之後，由總經理作最後的決策。在確定採用該項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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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以後，則以專案經理（PM）作為知識吸收機制的核心，分派團隊

成員知識吸收的工作，最後由研發經理進行彙整。 

 

六、小結 

本節將前述智智軟體「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專案重要的關鍵活

動整理表【4-4-2】： 

表【4-4-2】智智軟體個案彙整表 

構面 重要因素 具體作法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較低 

‧溝通困難度中：可以經由機動性的

技術討論瞭解技術知識； 

‧以差異化及專利避免模仿； 

‧知識傳達以教育訓練、工作進度檢

討會議、機動的非正式討論、研發

專用筆記本為主；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技術複雜度：中等 

整合中文自然語言處理、智慧型代理

人、自動檢核電子郵件。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標準化程度：較高 

‧遵循國際協會的標準。 

 

 

技 

術 

知 

識 

特 

質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擴展公司現有軟體產

品線的深度 

軟體

專業
軟體專業類型 

產品類–套裝軟體 

商業應用軟體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4 - 54 

類型 

 

 

 

表【4-4-2】智智軟體個案彙整表  （續） 

企業主參與程度 

企業主參與程度：較高 

‧企業主負責整個公司的營運，並領

導專案團隊從事研發活動。  

正式化程度 

正式化程度：較高 

‧遵循軟體開發步驟進行產品開發； 

‧每週有固定的工作檢討會。 

 

中 

小 

企 

業 

特 

質 
研發人員自主性 

研發人員自主性：中等 

‧成員自主性受專案時程的限制。 

團隊成員異質性：較低 

‧絕大部份研發人員具有資訊技術

背景。 

團隊領導者專業性：較高 

管理認知不同的方式： 

‧統一使用開發工具，以政策性的方

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共同解決問題 

溝通管道： 

‧機動的非正式技術會議； 

‧正式的專案進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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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的工作檢討會議。 程 

序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整合新技術方式： 

‧以技術門檻高低為考量； 

‧研發人員進行評估後，交由總經理

決定； 

 

表【4-4-2】智智軟體個案彙整表  （續） 

 使用者參與程度：諮詢模式 

原型的使用： 

‧產品方面，使用原型進行討論。 

‧專案方面，以外觀設計代替原型進

行討論。 

實驗風氣：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以降

低技術風險。 

實驗與原型試製 

從失敗中學習： 

‧規避技術風險，較少從失敗中學

習。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相關

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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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吸收來源： 

‧研究單位：中研院、工研院、中科

院； 

‧資訊研討會； 

‧外部教育訓練中心。 

程 

序 

 

知識吸收機制： 

以專案經理（PM）為核心，整體團

隊共同知識吸收，最後彙整於研發經

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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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超資訊網路 

一、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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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當前中小企業網路化的轉型需求，超資訊網路

亦提供中小企業電子商務解決方案，讓企業用戶能以最迅速、最節省成本

的方式進入電子商務領域，建構全新的網路化企業管理及市場行銷。 

在用戶端的硬體設備供應上，超資訊網路整合大眾電腦集團內的研發

技術，以自營或策略結盟的方式開發與整合資訊家電，開創家用網路市

場。同時，用戶端設備將結合超網路所建構的網路入口平台，讓用戶的連

網設備與電子商務服務密切結合。目前超資訊網路的員工人數 20 人，資

本額 1億 8500萬元。 

 

（二）核心技術   

    超資訊網路為建立電子商務機制為主的軟體公司，主要核心技術包

括：   

‧電子商店軟體應用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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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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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技術 

     超資訊網路創立於 1999年底，是一家新創立的公司，因此該公司主

要的新創技術即申請經濟部 SBIR專案之「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該專

案已向台灣及中國大陸申請專利，並於 2003年 2月正式取得中華民國發

明專利。 

 

二、SBIR績優專案 

（一）專案簡介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為超資訊網路於 2002年向經濟部申請之

「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BIR 計畫），屬於先期研究階段

（PhaseⅠ）。該專案亦於 2003年申請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其功能是

為因應國內中小型企業的當前的需求，Hi178 企業 e 化平台（中華電信

HiNet網路開店基礎平台）以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軟體

租賃的模式，提供進入電子商務領域最快捷的方案。在滿足網路商店的管

理需求上，自助商城整合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提供店面配置平台

、商品管理、交易付款、客戶關係、行銷管理、物流配送六大作業平台，

構成一個完整的電子商務環境。主要功能如圖【4-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超資訊網路網站  http://www.ncii.com.tw/ 

 
HiNet網路開店基礎平台  

Internet／Intranet／Extranet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網站／混合型網站 

HiNet網路開店系統服務閘道  

企業形象 
設定系統 

商品上下架
管理系統 

金融交易
付款機制 

網路行銷
管理系統 

客戶關係
管理系統 

物流資
訊系統 

Linux Structure 

圖【4-5-1】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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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專業類型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在資策會對資訊軟體的分類中，屬於專案

類的專業服務（Professional Services）。不同的中小型企業在委託超資訊

網路建置電子商務網站、內容網站或是混合型網站時，可以藉由「模組化

之網頁元件系統」設計出各式各樣的機制，例如金融交易、客戶關係、物

流資訊等管理機制。本研究將其軟體專業類型列為商業應用軟體公司。 

 

（三）專案開發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的概念是由超資訊網路的湯總經理提出。

最初，湯總經理在做大眾網路的虛擬主機時發現：當客戶有新需求的時候

，所有設計網頁的公司必須要把網站重新規劃、設計一次，且在建置完成

之後，若是客戶還想要修改功能，又必須再從頭規畫、設計。也就是當時

的網頁設計元件不具有可重複使用的特性，耗費龐大的人力開發成本。受

訪者表示： 

 

「如果只是靜態網頁的修改，是不必要費太多功夫，最多就是再支出

一筆經費請軟體工程師再重做一次。但是，如果遇到功能上的修改時，就

更加地麻煩。」 

 

因此，「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即針對這項缺點，把靜態網頁設計

跟功能設計分開，即可以降低成本，可以滿足更多樣化的客戶需求，讓更

多的客戶採用超資訊網路的專業服務。超資訊網路在公司成立時，即朝此

目標進行開發，所以「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為該公司長期經營所累積

產生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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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案團隊組成方式 

    超資訊網路的工程師是工作導向，而非以專案導向，因此在業務人員

接獲專案的時候，由經理進一步地進行需求訪談及系統分析，接著評估該

專案所需人力，再由經理進行人力調配，而非專案經理（PM）。專案經理

主要的任務是領導團隊在既定的時程內完成專案的開發，即進行所有關於

專案的規劃、組織、領導、控制等管理功能。因此，超資訊網路的所有工

程師是以工作為導向，分散在不同的專案中，專案經理並沒有專屬的工程

師。圖【4-5-2】為超資訊網路的組織圖： 

 

Hi 178 ASP 
HiNet網路開店 

董事長 

總經理 

系統部 
協理 

經理 

Hi-178 ASP PM 

客製專案 PM 

影音／物件導向系統  

購物／金流／物流系統 PM 

ASP／專案／平台環境系統 

ASP電郵／異常偵檢內部資
訊系統維護 

業務部 
副理 

政
府
專
案
組 

業
務
支
援
組 

網
站
行
銷 

電
子
商
務
組 

網頁視覺設計 

單機板 

業務助理*2 

圖【4-5-2】超資訊網路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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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1.溝通困難度 

    當「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專案開發人員遇到困難時，可以在每

一週研發部門（系統部）的內部提出來討論。大部份的技術問題是解決

軟體技術遇到整合上的困難為主，可以經由技術討論會進行溝通、互動

，讓研發人員可以在時程的限制內處理完成。 

 

2.易模仿程度 

     受訪者表示： 

 

「因為網路抄襲風氣太強，只要競爭者偽裝成超資訊網路的客戶，

努力瞭解此元件架構，試用及研究該系統，大約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就

可以瞭解『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進而抄襲使用。如果是大公司有

意進入這個領域、投入許多資金，則半年之內就可以加以模仿。」 

 

因此，超資訊網路的「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已透過專利的保護防

止其他競爭對手模仿。 

 

3.知識傳達方式 

      由於軟體技術會不斷地演進，較擅長軟體設計的軟體工程師能夠很

快地設計出具有彈性、可重覆使用的程式，超資訊網路透過研發部門的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4 - 62 

內部會議，讓該名軟體工程師藉由成果展示，並製作成文件檔案，用言

語表達的方式，把其做法分享研發部門的人員，讓所有人都瞭解如何進

行漸近式的修改，寫出具有高模組化、高彈性的程式，減少重覆開發的

成本。 

 

（二）多元化程度 

 

1.投入的人力與時間 

    超資訊網路投入 6個月的時間與 6名研發人員從事「模組化之網頁

元件系統」專案開發。研發人員包括總經理、協理、專案經理以及 3名

軟體工程師。 

 

2.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所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主要以資訊工程

、資訊管理的技術知識為主，並以 PHP技術作為系統開發之工具。 

 

（三）標準化程度 

    雖然「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已申請專利獲淮，但是並非業界的標

準，相關的元件屬性並沒有公開，仍為超資訊網路所專屬的軟體元件系統

，作為公司內部使用。未來，在此元件中，超資訊網路將引進 Java 開發

技術，也因為 Java對於類似 enterprise java bin的元件架構屬於公開的架

構，因此該專案亦是遵循世界標準規格進行開發，其元件引擎與元件庫必

須是在 Java領域中可以交換的。 

 

（四）路徑相依程度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為超資訊網路新創的軟體。超資訊網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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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是從事機上盒（STB，Set Top Box）軟體的開發，作為第一

階段的開發目標，商務網站的網站元件是第二階段的目標。後來由於機上

盒的相關法案未通過，使得超資訊網路投入第二階段的開發，不再依賴機

上拿，進行後段網站元件的設計，針對中小企業設計商務網站。 

 

四、中小企業特質 

（一）企業主參與程度 

    超資訊網路的王董事長畢業於成功大學，技術專長對資訊領域有關。

畢業之後，在大眾電腦從事 mini-computer、電腦及電腦週邊產品方面的

行銷業務，後來於 1996年網際網路興起時，先創辦了大眾網路，從事 ISP

資訊服務業，接著再創立超資訊網路。王董事長在 1999年將大眾網路轉

賣給英國大東電報局以後，在超資訊網路財務、行銷業務及各方面的管理

投入許多心力。在研發方面，王董事長充分授權予湯總經理與王協理，並

隨時關心研發目標進度、技術優勢與困難，讓研發部門瞭解未來開發的遠

景。 

 

（二）正式化程度 

    超資訊網路的專案開發過程會依照正式的軟體開發程序進行。首先會

由業務去瞭解客戶的需求，再交由研發部門進行需求訪談。接著依照軟體

開發程序執行系統分析、程式設計、系統測試，以及結案之後的系統維護。

整個步驟皆已成為超資訊網路的正式化程序，在專案的時程內達成各項開

發目標。     

 

（三）研發人員自主性 

    在超資訊網路中，研發人員是以工作為導向，由研發經理安排各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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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力資源分配。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研發成本，以及後續的軟體維護成本

，研發人員必須遵守超資訊網路既定的開發制度，並且採用統一的開發工

具。受訪者表示： 

 

    「超資訊網路的開發制度就是要求軟體工程師在撰寫程式的時候，必

須遵守一定的規格，例如：在程式碼最前面要記錄工程師的姓名、該程式

碼的修改歷史與負責人，每一段程式碼都要有它的註解在裏面，超網路公

司會統一規定這些原則要程式人員遵守。」 

 

    因此，超資訊網路會統一規定要求軟體工程師遵守既定的專案開發制

度。 

 

五、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一）共同解決問題 

 

1.團隊成員異質性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專案團隊的成員皆具有資訊軟體開發的

技術知識，團隊組成方式趨向於單一性，表【4-5-1】為「模組化之網頁

元件系統」專案的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除了「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專案團隊之外，99%研發部門的人

員都是資工跟資管的背景，但是超資訊網路並不會限制研發人員必須要

具備資訊背景，受訪者表示： 

 

    「在超資訊網路目前一位擔任大型專案的專案經理，本身畢業

於東海畜牧系畢業，在外面有幾年的工作經驗，也曾經在餐廳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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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後來參加像是資策會相關的職訓課程，使其生涯有所改變。

該名專案經理進入超資訊網路之後，被主管發現他的邏輯能力非常

強，對一些小到程式邏輯，大到一些專案的運作邏輯、跟客戶之間

互動的邏輯，都可以很快地進入狀況。」 

 

表【4-5-1】「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專案領導者 職稱 專精領域 

A 總經理 
資訊系統、專案管理、網際網路規劃

與設計、企業管理 

專案團隊成員 職稱 專精領域 

A 經理 
系統分析、應用程式、資料庫、網際

網路規劃與開發技術、專案管理 

B 專案經理 
應用程式、資料庫、網際網路規劃與

開發技術、專案管理 

C*3名 軟體研發工程師 

系統分析、Linux平台程式設計、Java

程式撰寫、網際網路規劃與開發技術

、資料庫設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團隊領導者專業性 

      「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開發專案的領導者湯總經理畢業於大同

工學院材料工程研究所，曾擔任大同公司及大眾網路的業務經理，具備

有資訊管理系統、專案管理、網際網路、企業管理等資訊領域的專長；

負責領導研發部門（系統部）的王協理曾在大同公司從事 Internet軟體

設計長達八年的時間。其餘超資訊網路的專案經理也皆具有資工、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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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背景。 

 

3.管理認知不同 

   在管理認知不同方面，受訪者表示： 

 

「雖然在超資訊網路的研發部門中，大部份的人員皆有資工、資管

的背景，但是如果純粹以資工資管背景的人員為主，思考邏輯的模式會

變得比較呆板。」 

 

因此，超資訊網路仍會引進非資工、資管背景的人員參與軟體開發

的工作，即使有時候這樣的人員程式設計能力不比具有專業技術知識的

人員強，但是超資訊網路期望藉此讓專案開發變得更有活力。 

在使用工具方面，超資訊網路為減少不必要的開發與系統維護成本

，會統一規定開發工具的使用，並且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受訪者表示： 

 

「基本上，超資訊網路不會讓一個軟體開發工程師用的是Windows

平台的開發工具，另一個軟體開發工程師用的 Linux 平台的開發工具，

其他的軟體開發工程師可能用的是別種工具。這樣會造成系統難以維護

的問題。因此，超資訊網路會選擇執行效能最好的開發工具，並且統一

規定在專案內採用此工具。」 

 

4.溝通管道 

      超資訊網路董事長及總經理每週召集所有部門參加之主管會議，研

發部門（系統部）每週也都會有屬於研發部門的內部會議，若有臨時或

緊急的問題時，超資訊網路的團隊成員透過 e-mail及非正式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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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發現問題或是遇到困難就立即加以解決。正式會議所要處理的問題

都常是技術困難度很高，需要研發部門共同參與解決的問題。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1.整合新技術方式  

    由於超資訊網路以 ASP 服務為業務重心，因此經常會牽涉到一些

專業領域知識的整合。超資訊網路整合許多金融服務，從中華電信的

e-shop網路開站，到匯款、信用卡刷卡等金融服務，必須經由需求訪談

，讓軟體開發工程師實地瞭解不同專業領域的特性，以及所需要的軟體

功能，藉著自行訓練，並透過研發部門內部討論會進行經驗分享，培養

該專業領域的知識，開發出客製化的軟體及 ASP服務。 

    超資訊網路亦會經由內部教育訓練來整合新技術。通常是由系統部

的部門主管或是專案經理負責技術引進的工作。在導入新技術的時候，

王協理會先與研發部門的經理討論引進的步驟、方式及相關的問題，等

到一切安排妥當之後，即開始進行內部或外部的教育訓練，讓研發人員

學習新的技術。 

      此外，超資訊網路也會派研發人員參與付費或是免費的研討會、派

員參加軟體公司的教育訓練課程，或是聘請外面的師資到公司內演講，

藉此瞭解不同的軟體技術。受訪者表示： 

 

    「例如之前開發中興大學的商務系統，由於中興大學要求使用 IBM 

DBⅡ，而超資訊網路對該資訊系統的使用方式並不熟悉，然而 IBM 的

經銷商有開設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因此，將所有的研發人員安排到 IBM

的經銷商上課。目前超資訊網路所採用的 Java 技術也是以類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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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進來。」 

 

2.使用者參與程度  

      超資訊網路的專案開發過程，首先會做需求訪談。需求訪談意謂著

可以跟使用者確認網站的畫面、連結、功能等。在需求及規格確認之後

，開發過程中間就沒有主動地讓使用者進入修改需求及格規。也就是在

開發之前，超資訊網路會很謹慎地瞭解使用者的需求，並且多次確認系

統規格，直到專案進行到某個程度之後，超資訊網路會用一個原型系統

（prototype）讓使用者做驗收前的驗證工作。因此使用者在超資訊網路

的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中屬於「諮詢」的參與模式。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1.原型的使用 

      在整合新技術或是開發新專案的時候，超資訊網路會先建立原型系

統，讓研發部門的經理及研發人員作為互動、溝通的工具。以 SBIR專

案技術的導入為例：在 SBIR專案環境中，研發人員要做到程式跟網頁

的分離，在應用層面的進行元件化，把客戶的模組變成是可以用的元

件。此時，王協理會帶少數工程師先做出一個原型系統給研發部門的經

理、專案經理或是相關的人員參考。所有的人皆會藉由此原型系統進行

意見分享，根據自身的經驗，提出彼此的看法。 

      此外，原型系統亦是超資訊網路與客戶或是使用者溝通的工具，在

專案開發之前，可以用以確認客戶的需求以及功能規格，使整個專案能

夠順利地進行。 

 

2.實驗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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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對於超資訊網路的研發人員來說是必要，但是必須視專案的時

程而定。大多數的實驗是在專案時程不緊湊且必須採用新的軟體技術的

情況下進行，然而在專案時程緊湊的情況下，研發人員則遵照經理或是

專案經理的經驗指示，進行開發。 

 

3.從失敗中學習 

    超資訊網路在成立之初，意圖進軍 cable市場，即有線電視市場，

從事機上盒（STB，Set Top Box）相關的軟體開發，藉由機上盒業務的

發展，可以進一步從事商務網站的架設，然而因為法令因素無法配合而

終告中止。受訪者認為： 

 

      「沒有一家公司沒有失敗的經驗，只是對超資訊網路來說，並不把

這些經驗當成失敗。」 

 

    因此，超資訊網路在湯總經理的領導下，藉此轉機，將所有研發人

員投入商務網站的開發，並且順利地開發出「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 

 

（四）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1.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之關係 

    超資訊網路在開發新專案的時候，新專案裏的技術知識與現有的技

術知識有 80%相關，大多數不需要再投入人力重新開發，另外 20%則

是客戶所要求的特殊規格，需要採用不同的技術知識來達成。 

 

2.知識吸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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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方面，超資訊網路在申請「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專案時，

技術顧問為任職政治大學企研所的黃思明教授，由黃教授提供該公司

電子商務、電子企業、資訊科技管理等領域之知識。 

‧在學術研討會方面，超資訊網路藉由參與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中

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中華民國教育協會來吸收學術界的知識。 

‧在同業方面，超資訊網路透過資訊軟體或硬體公司的合作，例如大眾

電腦，截長補短，進行技術合作。另外亦派員參加其他資訊業者的教

育訓練課程。 

‧在異業方面，超資訊網路會去瞭解軟體技術能否在 PDA 跟手機上應

用，針對該產業進行相關知識的吸收。 

‧在客戶方面，由於超資訊網路是一家以業務為導向的公司，因此客戶

的知識會反應市場的需求，對該公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3.知識吸收機制 

      超資訊網路的軟體業務可以分成 ASP 服務跟專案兩類，這兩個領

域皆設有專案經理作為該公司的主要知識吸收機制，一方面必須從客服

中心累積客戶對專案服務的意見；另一方面，專案經理也必須瞭解市場

的需求狀況，隨時可以採用新的軟體技術，開發更能夠符合客戶的需求

的功能產品。然而，大部份新的技術知識則由湯總經理擔任決策的角色。 

 

六、小結 

本節將前述超資訊網路「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專案重要的關鍵活

動整理表【4-5-2】： 

表【4-5-2】超資訊網路個案彙整表 

構面 重要因素 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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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知識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較低 

‧溝通困難度中：透過經驗分享； 

‧需要專利保護防止模防； 

表【4-5-2】超資訊網路個案彙整表  （續）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知識傳達以成果展示的討論會、文

件檔案為主。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技術多元化度：較低 

主要以資訊工程、資訊管理等技術知

識為主。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標準化程度：較高 

‧遵循國際標準開發。 

 

技 

術 

知 

識 

特 

質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軟體

類別 
資訊軟體類別 

專案類–專業服務 

商業應用軟體 

企業主參與程度 

企業主參與程度：較高 

‧企業主負責財務、行銷業務及各方

面的管理。 

‧企業主於研發專案前期涉入，仍隨

時關心研發目標進度、技術優勢與

困難。 

正式化程度 

正式化程度：較高 

‧專案依照正式的開發程序與步驟

執行。 

 

中 

小 

企 

業 

特 

質 

研發員自主性 成員自主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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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人員以工作為導向，遵守既定

的開發制度。 

 

 

表【4-5-2】超資訊網路個案彙整表  （續） 

團隊成員異質性：較低 

‧絕大部份研發人員具有資訊技術

背景。 

團隊領導者專業性：較高 

管理認知不同的方式：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

員，使專案開發具有活力； 

‧統一使用開發工具，以政策性的方

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共同解決問題 

溝通管道： 

‧正式與非正式會議； 

‧e-mail。 

整合新技術方式： 

‧透過需求訪談，瞭解不同專業領域

的知識，自行訓練、開發； 

‧透過內部教育訓練整合新技術； 

‧參加研討會及其他軟體公司的教

育訓練課程整合新技術。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使用者參與程度：諮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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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與原型試製 

原型的使用： 

‧使用原型進行溝通及經驗分享。 

‧原型亦是用來瞭解客戶需求的工

具。  

 

表【4-5-2】超資訊網路個案彙整表  （續） 

實驗風氣：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與否，進行適

當的實驗。 實驗與原型試製 

從失敗中學習： 

‧願意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相關

程度：較高。 

知識吸收來源： 

‧大學：政治大學； 

‧國內學術研討會； 

‧同業合作：大眾電腦、IBM等同業

的教育訓練； 

‧異業：PDA及手機的產業知識； 

‧客戶：市場需求。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知識吸收機制： 

以專案經理（PM）為主要的知識吸

收機制，總經理擔理決策的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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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尚尚軟體 

一、公司背景 

（一）公司簡介 

尚尚軟體（前身為揚揚軟體公司）創立於 1993年 10月，由國內電腦

多媒體、網路、系統整合及通路行銷等各領域之頂尖人才結合而成，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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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尚軟體目前分成二大部門：「3D創意產品部」、「虛擬科技部」： 

‧3D創意產品部： 

運用其獨步全球的 3D 即時演算技術及 Motion Data 開發運用的

經驗，推出 Crazy Talk卡哇 e-mail、Effect3D 特效魔法箱、Effect3D 

Studio 特效魔法箱專業版、It's Me 我是大明星… 等佳評如潮的軟體。

基於此開發基礎，尚尚軟體開始將個人化的創意趣味與行動通訊應用整

合，進軍國際技術授權業務，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虛擬科技部： 

基於領先的 3D 角色動畫工具開發基礎，運用先進技術及專業人才

，成立「虛擬科技部」，接受業界委託承接各型專案。 

在數位學習的領域，尚尚軟體更是南一書局，吉得堡，喬登美語，長

榮航太，中油，農委會等單位多年的合作伙伴，未來將在這樣的基礎上，

致力提供數位生活更多元的應用解決方案。 

近年，由於遊戲軟體的盛行，甲尚挾其在 3D 技術多年的努力，也獲

得日本大廠的青睞，開始展開合作，共同開發遊戲軟體。目前尚尚軟體的

員工人數 60人，資本額 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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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技術 

尚尚軟體主要致力於角色動畫與多媒體人機互動相關核心技術之應

用產業，包括多媒體光碟設計、網路多媒體、3D 動畫製作以及 Internet 3D 

創意工具等，所出版的教育及創意工具軟體，不僅以多國語言發行全球，

更經常榮獲國內外專業評審大獎。 

其核心技術主要包括下列五項： 

‧網路多媒體 

3D‧ 動畫技術  

‧3D虛擬實境（3D／VR）技術 

3D‧ 即時演算技術  

Motio‧ n Capture 

 

（三）創新產品及技術 

    甲尚運用其獨步全球的 3D 即時演算技術及  Motion Data 開發運用

的經驗，推出了數個在國內外佳評如潮的軟體，形成三大主要產品線： 

‧Effect 3D特效魔法箱； 

Crazy Talk‧ 最佳代言人； 

It’s Me‧ 我是大明星。 

    主要創新技術包括： 

‧中華民國專利：可將影像卡通化之顯示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一種利用多邊形運算使 2D 圖片產生說話表情變化不失

真之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一種應用於網際網路中客戶請求資料之產生方法及其裝

置。 

‧中華民國專利：擷取影像之方法及裝置。 

‧美國專利：Rendering Method for Cartoon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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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Method of using a 3D polygonization operation to make a 

2D picture show facial expression。 

 

二、台灣創新軟體獎得獎產品 

（一）產品簡介 

尚尚軟體的產品「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 v2.51」獲得中華民國資訊

學會 2002年台灣創新軟體獎。「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是一套讓照片

會說話的軟體，以「一張照片創意無限」與「數位相機最佳拍檔」為產品

定位。除了說話，還可加入豐富的表情變化及美妙的聲音，透過電子郵件

問候好友。「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的主要功能包括：  

‧可輸入各種大小之 jpg 及 bmp 圖檔，並支援數位相機、掃描機、攝影

機...等數位影像裝置輸入。  

‧可重覆使用不同的人臉檔案，套在各種文字或聲音上。  

‧20 種不同的表情，並可任意調整的表情強度。  

‧同時支援真人錄音（.wav）及文字輸入（.txt）的模式。  

‧支援標準之 TTS （文字轉語音技術），輸入文字即產生語音及嘴形。  

‧自動化的嘴形分析辨識，不需要手動調整。  

 

（二）軟體專業類型 

「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在資策會對資訊軟體的分類中，屬於產品

類的套裝軟體（Package Software）。使用者可以藉由此產品，製作一張

獨具魅力的照片，並錄下美妙的聲音，講個笑話、唱首歌，透過電子郵件

問候好友，具有個人化的創意趣味。本研究將其軟體專業類型列為 3D／

VR多媒體應用軟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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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開發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尚尚軟體是一家以行銷業務導向為主的公司。由於多媒體軟體與使用

者的互動性高，製作相關的軟體必須非常瞭解使用者需求，產品功能亦必

須別出心裁，才能成為被市場接受、易用性與商品化皆高的軟體產品。因

此，在尚尚軟體所有的產品概念皆是由行銷業務人員提出，「Crazy Talk

最佳代言人」亦非例外。產品概念提出時，公司各部門的人員皆會參與產

品概念的討論，包括國外分公司的行銷業務人員，因而使得「Crazy Talk

最佳代言人」受世界各國的青睞。該產品涵括中文、英文及歐洲各國語言。 

 

（四）專案團隊組成方式 

尚尚軟體研發組織是以專案經理為核心，領導團隊進行產品開發。以

軟體事業處而言，下轄 3D 創意產品部、虛擬科技部、行銷業務部、行政

管理部等四個部門，其中 3D創意產品部與虛擬科技部各有 3個產品線（例

如 3D創意產品部有 Effect 3D、Crazy Talk、It’s ME等三項主力產品），

每個產品線皆有一位產品經理（PM）來負責。尚尚軟體研發資源的調度

由部門主管負責（例如 3D創意產品部），研發工作則由各部門裏負責各項

產品線的產品經理（PM）負責，然而產品經理（PM）最後的決策仍然是

依照負責國際業務的總經理的經營策略。圖【4-6-1】為以尚尚軟體 3D創

新產品部為主的研發組織概念圖： 

 

軟體開發事業處 

3D創意產品部 虛擬科技部 

Crazy Talk Effect 3D It’s ME 

圖【4-6-1】尚尚軟體研發組織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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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技術知識特質 

（一）內隱程度 

 

1.溝通困難度 

    在尚尚軟體的「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產品開發過程中，必須透

過頻繁地正式或是非正式的溝通，讓專案成員瞭解不同領域的技術知

識。關於技術知識的正式溝通包括： 

‧產品經理（PM）每一個禮拜會有屬於產品經理的討論會。 

‧研發人員（RD）會有屬於研發人員的 RD Talk，即研發人員討論會。 

‧每個產品有一個技術指導（Tech Leader）。技術指導除了本身的工作

要執行外，還要指導開發團隊的技術研發。 

‧美術人員（Art）之間會有屬於美術人員討論會及月會。 

‧每一個部門，例如 3D 創意產品部，每一個月進行一次月會。在這個

會議中，由各個產品經理進行成果展示，讓所有部門的人進行知識交

流。 

至於非正式的溝通方面，尚尚軟體內部每一個人員都習慣在一般會

議討論外，透過電子郵件或是 MSN等網路交談工具進行知識交流及問

題討論。 

 

2.易模仿程度 

    「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是一個相當創新的產品。但是能讓一張

照片會說話，並不是「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所專有的。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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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已有類似的技術。只能說，同樣能讓一張照片會說話的表現

方式，各個公司的根基是一樣的。」 

 

    因此，要模仿 Crazy Talk並不難，只是尚尚軟體的核心技術–同步對

位（脣形對位 Lip synchronization）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並且已透過專

利保護，商品化程度亦較競爭者為高。 

 

3.知識傳達方式 

      尚尚軟體比較少透過正式的訓練來傳達知識。知識的傳達方式主要

是透過討論會，例如：每個禮拜有 2 至 3 個小時的產品經理（PM）討

論會，每一個月有 PM的月會，亦有 PM的專案結案報告。尚尚軟體較

為注重這樣的交流，亦即透過交流的方式來培養員工的本職學能，或是

藉由「老手帶領新手」做中學方式來傳承。 

 

（二）多元化程度 

 

1.投入的人力與時間 

凡是每一項產品的 1.0版都是最難的。尚尚軟體在開發「Crazy Talk

最佳代言人」1.0版時，共花費 1年半的時間，投入 8名人員於產品「正

式成案」階段，包括技術指導、程式設計師、亦有企畫人員、美術設計

人員。 

然而，在「前期企畫」階段的投入人力亦不會少，主要是以總經理

和「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的產品經理（PM）為核心；各個部門的人

員，包括行銷業務，都會參與互動。互動甚至會包括甲尚國外的發行商

，或是在美國的行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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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在產品開發上，不僅有技術指導、程式設計師、亦有企畫人員、美

術設計人員參與其中。因此，「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包括下列幾項技

術知識，使該產品整合多項技術知識： 

‧3D美術設計：設計產品的使用者介面與視覺色彩效果的設計。 

‧3D繪圖技術：內部範本、人物角色設計。 

‧同步對位（脣形對位 Lip Synchronization）。 

‧人臉五官自動調校（Auto Fitting）。 

‧中文、英文及歐洲各國語言的文字轉語音技術（TTS，Text to 

Speech）。 

 

（三）標準化程度 

尚尚軟體在開發「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時，並沒有遵循特定的標

準，軟體技術皆為自行研發。其標準化主要是藉由元件模組化，產生可重

複運用的程式模組，讓尚尚軟體的其他產品可以共用。受訪者表示： 

 

「台灣軟體公司開發出來的軟體產品很多都是去遵循國外的標準比

較多，台灣的軟體公司很難是標準的制定者，而且制定標準對甲尚來講也

不是主力。甲尚是希望能做出創新且能商品化的產品，至於要變成業界的

標準，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四）路徑相依程度 

對尚尚軟體來說，「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屬於該公司的新產品，因

為尚尚軟體以前的產品是屬於教育、教學類的產品，例如空中英語教室、

遠東英漢百科辭典… 等。因此，「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是甲尚第一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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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臉部表情角色動畫的設計，進入 3D 動畫市場，成為該公司一項新的產

品。 

 

四、中小企業特質 

（一）企業主參與程度 

尚尚軟體主要是由總經理負責整個組織的營運。董事長兼總經理的王

宏洋先生主要負責國際業務，並且決定尚尚軟體的經營開發策略。公司各

個產品線皆由專門的產品經理（PM）來負責產品的開發工作，但產品經

理最後的決策仍然是依照負責國際業務的總經理的經營策略。因此，王總

經理主要決定公司的產品發展方向是否符合未來國際經營策略，尚無涉入

產品的研發，實際上的資源調度由部門主管負責（例如 3D 創意產品部）

，研發工作則由各部門裏負責各項產品線的產品經理負責。 

 

（二）正式化程度 

尚尚軟體的產品開發是按照一個制式的開發程序，亦即該公司將開發

產品程序分成六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合稱為「前期企畫」階段，後四個合

稱為「正式成案」階段： 

‧前期企畫階段：此階段包括產品的定義及計畫等兩階段。 

‧開發階段：在「前期企畫」完了之後，很有執行前瞻性的產品，就會進

入第三個階段–開發階段，即撰寫程式（coding）階段。 

‧測試階段：開發階段完後就是測試階段。 

‧最後就是商品化階段以及上市階段。 

    此外，尚尚軟體已申請通過經濟部的六大管理制度。 

 

（三）研發人員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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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尚軟體的的團隊成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例如：遇到問題時，尚尚

軟體的員工通常可以透過網路互動或是電子郵件來進行討論。至於產品開

發的自主性，則視該名成員所位於產品開發程序的工作階段。在不同的工

作階段中，成員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從事開發工作。整體而言，成員的自主

性仍高。 

 

五、創新管理程序 

（一）共同解決問題 

 

1.團隊成員異質性  

「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團隊成員的技術知識背景相當地多元。

投入該產品開發的約有 8個名員工，其中資訊背景只有 3人（包括技術

指導），美術設計、企畫人員、行銷業務人員各 1名。受訪者表示： 

 

「尚尚軟體有一半的工程師技術能力跟學歷無關，有的喜歡攝影的

、有的喜歡電影、或是喜歡音樂，各式各樣的喜好都有，本身的特質就

比較不是那麼典型、刻板的從工科畢業的人。例如：有一位工程師以梧

桐花季作為參加攝影比賽的主題，另一位工程師原本從哲學系畢業，再

去念電機，最後投入軟體產品。」 

 

顯示出尚尚軟體員工的人格特質比較著重創意，亦即員工本身具有

多元化的特質，不是那麼地陝窄，只專精於特定領域。表【4-6-1】為「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產品開發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2.團隊領導者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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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的產品經理（PM）畢業於政大中文系，最

初在尚尚軟體內主要從事多媒體軟體開發，接著負責產品企畫，最後升遷

到產品經理。雖然學歷與資訊領域不同，但依據其經歷，具有一定的專業

性。 

表【4-6-1】「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產品開發團隊成員背景資料 

專案領導者 職稱 專精領域 

A 產品經理 
產品規劃、美術、3D多媒體動畫製

作、軟體系統規劃 

專案團隊成員 職稱 專精領域 

A 技術總監 
技術指導、軟體技術分析、軟體系統

規劃 

B 美術人員 美術設計、3D多媒體動畫製作 

C 企畫人員 企畫、產品規劃 

D 行銷業務人員 市場調查、產品規劃 

E*3名 軟體研發工程師 程式設計、系統分析、3D繪圖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管理認知不同 

（1）產品開發階段的管理 

尚尚軟體的產品開發大致上可分為「前期企畫」與「正式成案」兩

個階段： 

‧在「前期企畫」階段： 

通常是以總經理及產品經理（PM）為核心，進行跨部門的互動。

這些互動包括尚尚軟體的國外發行商，或是在美國的行銷業務人員。在

此階段中，互動的頻率非常高，而且可能會不斷地翻案。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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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階段是很精采的，但是也會令人沮喪。有可能今天團隊成員

花很多時間把原型做出來，但是隔天有不同的人員參與會議討論時，會

有完全不同的意見，如果開發團隊覺得新的意見很好，則可能推翻自己

先前的想法。」 

 

因此，在「前期企畫」階段的討論是比較「發散」的。討論的重點

在於是否有一個比較明確、最後的目標。如果目標很清楚，即使在討論

過程中很發散，最後還是會趨向原本的目標。但是，如果目標不清楚，

最後則以業務為依歸，由總經理作決定。 

‧在「正式成案」階段： 

這階段的討論是以 PM為核心，討論的事情皆是很具體的事情。因

為計畫已經定型，並且也有市場的規格，討論的範圍主要是技術要如何

去達成市場規格、遇到的技術困難可以透過何種解決方案達成、哪裏有

解決方案、要花多少時間來完成。受訪者表示： 

 

「例如行銷業務人員覺得要做 A功能，但是經過開發團隊的討論，

發現要花兩個月的時間，如果行銷業務人員覺得這樣子太久，就有可能

放棄 A功能的開發。」 

 

（2）重視參與的公司文化 

      在尚尚軟體的員工組成是多元化且百家爭鳴的，無關本身的學歷背

景。在開發產品時，每一個人都願意提出自己的想法，並積極地參與。

因此，在理性的決策過程中，「說服」變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尚尚軟

體非常注重這樣的能力，不論在任何報告場合，決策過程絕不會由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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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的人員主導，而是所有的人員共同討論，提出自己的意見，然後再

相互說服。此外，尚尚軟體亦有設立「點子銀行」來鼓勵員工提供創意

或是對產品的想法。 

 

4.溝通管道 

    以尚尚軟體 3D創意產品部為例，該部門共有 3個產品經理（PM）

負責 3個產品線，正式的溝通管道包括： 

‧產品經理（PM）每一個禮拜會有屬於產品經理的討論會，討論其所

負責的產品進度及開發狀況。 

‧研發人員（RD）會有屬於研發人員的 RD Talk，即研發人員討論會，

討論技術的問題、發展狀況及解決方式。 

‧每個產品有一個技術指導（Tech Leader）。技術指導除了本身的工作

要執行外，還要指導開發團隊的技術研發。 

‧美術人員（Art）之間會有屬於美術人員討論會及月會。 

‧每一個部門，例如 3D 創意產品部，每一個月進行一次月會。在這個

會議中，由各個產品經理進行成果展示，讓所有部門的人進行知識交

流。 

      此外，尚尚軟體亦會舉辦跨部門、同屬性工作的知識交流活動。正

式的溝通已經非常地頻繁，非正式的溝通更不用說，尚尚軟體的人員已

習慣藉由e-mail或是MSN等網路交談工具進行意見分享或是問題討論。 

 

（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1.整合新技術方式  

（1）技術移轉 

      在進行「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開發時，尚尚軟體會先看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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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所開發出來的軟體程式是否符合市場需要，例如： 

‧經由與清華大學合作取得 Auto Fitting的技術。此技術即軟體可以針

對一張照片，自動找到人臉的五官。 

‧接著開立尚尚軟體所需要的規格，讓負責實驗室的老師帶領學生進行

軟體設計，從原型（prototype）開始，直到整個軟體完成且可執行。 

‧最後進行原始程式碼（source code）的技術移轉。尚尚軟體會按排一

個技術移轉的訓練，讓大學實驗室與尚尚軟體的開發人員進行知識交

流，使新的技術能夠順利地整合到甲尚的產品中。 

（2）異業合作 

      尚尚軟體 Crazy Talk的角色動畫技術受到日本手機大廠 Panasonic

的青睞。由於手機市場對尚尚軟體來說是個新的領域，因此該公司會派

人員進行研究調查，並且請 Panasonic的人員或是台灣的電信業者當顧

問，提供技術建議及指導。 

 

2.使用者參與程度  

    對尚尚軟體來說，很難有一個使用者可以從頭到尾參與產品的開

發。通常是在產品開發進行到某個階段，尚尚軟體就會自行尋找到使用

者，進行使用者意見調查。使用者的意見對該公司來說，是很重要的。

這樣的方式有點像是「諮詢模式」，因為當產品開發到某個階段時，尚

尚軟體就會做使用者意見調查，讓使用者提供「易用性」的意見，並提

出對產品未來的期待。 

 

（三）實驗與原型試製 

 

1.原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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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prototype）對尚尚軟體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原型尚未出

來前，參與產品開發的人員進行的討論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性，而原型

的出現才能將概念具體化。尚尚軟體很強調原型的視覺化，因此，原型

能夠讓所有人員親眼看到這個產品跟最初的期待是否接近，並能夠據此

提出改善的想法。因此原型不僅在規格上，亦是尚尚軟體產品開發時程

上很重要的里程碑。產品經理有了原型之後，對於整個產品完成的時程

就會有比較?實的把握，並且參與的人員可以藉由原型進行面對面的溝

通、討論。受訪者表示： 

 

「在尚尚軟體，一般的產品開發都是非正式地討論，但原型的討論

會就是一個很正式的場合，所有開發團隊的人員以及國內外的業務人員

都會參加，所有的人都會針對產品的原型交換意見。如果所有人的意見

不一致，就會把這些意見列入到 waiting list中，交由產品經理（PM）

進行更進一步的實驗、調查；有時候某些意見在技術上不確定能否達到

，此時產品經理需要再跟他的開發小組再進行實驗。」 

 

2.實驗風氣 

      尚尚軟體的實驗主要是當公司人員對產品原型有不同的意見，且技

術上亦有不確定性時，即交由產品經理（PM）與開發小組進行技術上

的實驗。也就是實驗是在產品原型出來之後進行。 

 

3.從失敗中學習 

尚尚軟體每一年都會有一兩個嘗試性的產品專案，甚至曾經計畫開

發軟硬體整合的產品。但是，通常這些嘗試性的產品專案，都會選擇資

深的人員來進行實驗，因為嘗試性的產品專案代表失敗率很高，甚至代

表不確定性高。不過，在尚尚軟體內，嘗試性的產品專案的比例不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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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會故意去進行嘗試性的產品專案，而目的是為了吸收經驗以及測

試市場。受訪者表示： 

 

「當尚尚軟體想要進入新的領域，即會發起嘗試性的產品專案，不

然大部份的情況還是會以公司的核心技術為開發的範圍。通常嘗試性的

產品專案都會有固定的預算，即高階層主管所能容忍的失敗低限。」 

 

（四）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1.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之關係 

    從 1990年開始，尚尚軟體的創業團隊就開始投入電腦多媒體的產

品開發。在 2000年以前，尚尚軟體已進行過許多與多媒體有關的專案

，例如：郵局的 Kiosk、文建會的專案，亦開發出各種多媒體軟體或是

多媒體英語學習軟體，例如：空中英語教室、遠東英漢百科大辭典、3D

數位探險家、未來 EQ小領袖… 等。雖然尚尚軟體對多媒體技術已有多

年的瞭解，但是「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是該公司第一次製作 3D角

色動畫的產品，僅部份技術知識與核心能力有關。 

 

2.知識吸收來源 

      尚尚軟體知識的來源，在大學方面可以分成兩個部份：在產品開發

合作方面，尚尚軟體主要與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大同大學進行技術合

作。在行銷方面，則與政治大學、元智大學進行合作。政府研究單位則

以資策會為主。 

尚尚軟體亦注重異業合作，例如與 Panasonic合作，瞭解通訊市場

的知識。在以往的英語教學領域，主要的合作對象包括空中英語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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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及何嘉仁。有時候，尚尚軟體亦會參考同業廠商的產品，或是派人

參加國際展覽會，瞭解國內外技術知識的發展狀況。 

 

3.知識吸收機制 

      在尚尚軟體，每一位產品經理（PM）都有自己的內部知識管理網

路，作為知識吸收的機制。組織內各個部門的人員都是知識吸收的單位

，不同功能的人不會只注意跟自己有關的事情，例如派行銷業務人員參

加國際展覽會時，行銷人員不會只留意產品的市場狀況，還會瞭解國際

市場的技術發展。所有管道的知識皆以產品經理為核心，再由產品經理

負責向總經理報告。 

 

六、小結 

本節將前述尚尚軟體「Crazy Talk最佳代言人」產品重要的關鍵活動

整理表【4-6-2】： 

表【4-6-2】尚尚軟體個案彙整表 

構面 重要因素 具體作法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內隱程度：較高 

‧溝通困難度高：必須經由頻繁地正

式與非正式溝通來瞭解技術知識； 

‧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且需要透過

專利保護； 

‧知識傳達以討論會及做中學為主； 

 

 

技 

術 

知 

識 

特 

質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技術多元化度：較高 

整合 3D 美術設計、3D 繪圖技術、

唇形同步對位、人臉五官自動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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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言文字轉語音技術等技術知

識。 

 

 

表【4-6-2】尚尚軟體個案彙整表  （續）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標準化程度：較低 

‧自行研發公司內部可再利用之模

組及元件。 

技術 

知識 

特質 
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軟體

專業

類型 

軟體專業類型 
產品類–套裝軟體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  

企業主參與程度 

企業主參與程度：較低 

‧企業主負責公司的整體營運，包括

國際業務、經營策略。 

‧企業主未直接涉入研發活動。 

正式化程度 
正式化程度：較高 

‧產品開發按照制式的開發程序。 

 

中 

小 

企 

業 

特 

質 
研發人員自主性 

研發人員自主性：較高 

‧研發人員有充分的彈性進行研發。 

團隊成員異質性：較高 

‧團隊成員技術知識背景不同。 

創 

新 

管 

共同解決問題 

團隊領導者專業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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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活 

動 

與 

程 

序 

 管理認知不同的方式： 

‧在「前期企畫」階段藉由互動產生

創意，但仍以業務為依歸； 

‧重視「參與」的公司文化； 

‧設立「點子銀行」鼓勵人員提供創

意。 

表【4-6-2】尚尚軟體個案彙整表  （續） 

共同解決問題 

溝通管道： 

‧各種同工作屬性，或不同工作屬性

，以及跨部門的正式會議； 

‧非正式溝通以 e-mail或是 MSN等

網路交談工具進行。 

整合新技術方式： 

‧技術移轉 

‧異業合作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 

使用者參與程度：諮詢模式 

原型的使用： 

‧將抽象的產品概念具體化； 

‧以視覺化的方式，讓所有人員進行

溝通； 

‧原型的出現，使產品開發時程更加

確定。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實驗與原型試製 

實驗風氣： 

‧在原型出現之後，即進行技術可行

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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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失敗中學習： 

‧每年皆有固定的預算支持實驗性

專案進行，以吸收經驗、測試市

場。 

 

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新技術知識與現有核心能力相關

程度：中等。 

表【4-6-2】尚尚軟體個案彙整表  （續） 

知識吸收來源： 

‧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大同

大學、政治大學、元智大學。 

‧研究單位：資策會； 

‧異業合作：電信業者、Panasonic

手機廠商、空中英語教室、遠東、

何嘉仁； 

‧國際展覽會。 

‧同業廠商 

創 

新 

管 

理 

活 

動 

與 

程 

序 

 

知識吸收機制： 

‧組織內各個部門的人員都是知識

吸收的單位，最後彙整於產品經

理。產品經理有自己的內部知識管

理網路，作為知識吸收的核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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