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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壹、研究設計 

過去對於實驗室的研究較多集中在企業實驗室（Industry Lab），而近
年來在政府鼓勵產學合作的風氣之下，開始有若干研究將焦點放在大學實

驗室（University Lab）上。這些研究焦點在研究大學實驗室組織創新的平
台以及人力資源的管理，都以多個案的方式探討不同知識領域的大學實驗

室的異同。然而，對於大學實驗室核心能耐的辨認，知識創造活動之實際

運作，以及知識創造活動與核心能耐之間的動態關係，卻尚無比較深入的

觀察與描述，而這正是本研究希望可以去了解與研究的部分。 

由於個案研究法具有以下三個目標：（1）探索性（Exploratory）：探
索性個案研究是去處理有關是什麼（What）形式的問題。（2）描述性
（Descriptive）：描述性個案是處理有關誰（Who）、何處(Where)形式的
問題。（3）解釋性（Explanatory）：解釋性個案是處理有關如何（How）、
為什麼（Why）形式的問題。國內學者王秉鈞（民 84）認為個案研究法應
該適用於描述特殊性或開拓性的問題；Benbasat（1987）則認為個案研究
法適用於當理論與研究處於早期尚待定型的階段，相較之下被研究者的經

驗顯得特別重要且關鍵。 

【表 3-1】個案研究法的定義 

學者 定義 

Van Horn (1973) 
針對某些組織做廣泛詳細審視的敘述，希望捕捉重要的問

題複雜性，沒有使用實驗設計或控制。 

Buckley (1976) 
個案研究沒有實驗設計與實驗控制，可見得個案研究並沒

有明顯的先期計畫，也不會去操縱或者架構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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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 (1988) 

Kling & Lacono 
(1984) 

詳細審視單一組織、群體或者系統，沒有變數操控、實驗

設計或控制（單一個案）。 

Olson (1983) 

Boynton & Zmud 
(1984) 

詳細審視多個組織或環境，沒有變數操控、實驗設計或控

制（多個個案）。 

Vogel & 
Wetherbe (1984) 

對於單一組織的審查，沒有實驗設計或控制。 

Yin (1985) 

 個案研究是一個實證研究 

 在實際生活環境中研究當前的現象。 

 其現象與環境之間的界線並不清楚顯著。 

 使用多種資料來源。 

Benbasat, 
Goldstein & 
Mead (1987) 

 在自然環境中審視一個現象。 

 使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從一個或多個實體（人、群體
或組織）收集相關資訊。 

 在研究的最初其環境的界線並不清楚顯著。 

 沒有實驗控制或操控。 

資料來源：張紹勳，2000 

 因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屬於探索性的研究，在自然環境、不預設立場

的狀況下，去觀察並描述大學實驗室內部的運作狀況，因此適合採用個案

研究法。而個案研究法還有分為單一個案研究法以及多重個案研究法兩

種。根據 Yin（1994）的說法，單一個案設計的原因包括（一）該個案乃
測試一個成熟理論的關鍵性個案；（二）該個案代表一種極端或獨特的個

案；或者（三）該個案屬於揭露式個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內少數由

多位老師共同組成的實驗室，在微機電系統的研究以及實驗室的經營發展

得相當卓越傑出，並且在今年（2003）「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爆發時，迅速且成功的整合學術研究專長，開發出「可去除 SARS病毒致
病性之無害有機化合物及其相關應用」，實為一個相當獨特的個案，因此

特別採取單一個案研究法，針對此一實驗室做深入且全面的觀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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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對象的選取 

科技跨領域整合廣泛的被認為是未來科學與技術發展的重要趨勢，包

括光電技術、生物資訊、生物科技、以及微機電系統等都是科技跨領域整

合之後的新發展天地。其中微機電系統的發展對台灣來說，可以說是結合

台灣固有產業與研究優勢，相當有潛力的領域。台灣目前有包括台灣大

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多所學校都設有微機電系統相關實

驗室。然而在這些實驗室當中，台灣大學的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無論在

人力規模、研究資源與經費、研發成果上都有相當突出且卓越的表現，足

見在科技跨領域整合上面，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確有其獨到之處。

其中雖然清大微系統實驗室也是由兩位老師共同組成，然而因為發展的歷

程比較短，於 2000 年兩位老師才結合共同領導一個實驗室，且其跨領域
整合的程度也比較窄，而本研究希望能夠透過發展比較久遠、跨領域程度

較廣的研究對象作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本研究經過考慮，選擇針對台大

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作單一個案研究。 

【表 3-2】台灣主要微機電系統相關大學實驗室之比較 

實驗室名稱 發展歷史 人數規模 平均年度研究經費1 

台灣大學微奈米

機電系統實驗室
1993∼ 

指導老師2：李世光

          張培仁

          黃榮山

指導學生：80名 

2200萬台幣

清華大學微機電

系統實驗室 
1996∼ 

指導老師：方維倫

指導學生：28名3 
150萬台幣

清華大學微系統

實驗室 
2000∼ 

指導老師：錢景常

          曾繁根

指導學生：30名4 

700萬台幣

                                                 
1 資料來源：國科會歷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查詢，本研究整理 
2 2003年 8月，另有兩名新聘任指導老師，然因與本研究時間期間不符合，因此暫不列入。 
3 資料來源：清大微機電系統實驗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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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微機電

系統設計與微製

程實驗室 
1999∼ 

指導老師：李國賓

指導學生：28名5 
350萬台幣

成功大學微機電

系統實驗室 1997∼ 
指導老師：林裕城

指導學生：NA 
370萬台幣

交通大學微機電

實驗室 1992∼ 
指導老師：徐文祥

指導學生：29名6 
150萬台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03年的春天，台灣不幸遭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之
侵害，疫情嚴重，國家醫療防護體系又苦於無有效之方法作病毒的防患。

在這個相當緊急之際，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以及其他平日共同聯手

進行奈米生醫之相關研究之「台灣大學奈米生醫微機電系統研究群」憑藉

著一股強烈的社會責任以及平日累積的研發能力，迅速開發出「可去除

SARS 病毒致病性之無害有機化合物及其相關應用」，並且快速成功的將
技術移轉給國內民間廠商。如此以學問濟世的精彩過程，更清楚反映出大

學實驗室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重之下，跨領域整合成功所能帶來的強

大能量。有鑑於此，本研究選擇以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做為單一個

案對象，研究其核心能耐的建立、知識創造活動的內涵、以及其間的互動。 

參、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如下： 

1. 初級資料： 

 訪談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三位指導老師 

 訪談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多位博碩士學生 

                                                                                                                                            
4 資料來源：清大微系統實驗室網頁 
5 資料來源：成大微機電系統設計與微製程實驗室網頁 
6 資料來源：交大微機電實驗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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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參與研討會與演講 

 近身觀察實驗室成員互動 

2. 次級資料： 

 核心能耐以及知識創新之相關書籍、論文、期刊文獻 

 實驗室創新平台之相關書籍以及論文 

 微機電系統產業報告以及基礎科技入門書籍 

 台灣主要微奈米系統實驗室之實驗室網頁 

 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提供之研究計畫報告資料 

 台大奈米機電系統研究中心網站7 

 國科會、經濟部等與產學合作計畫相關之部會機構網站 

3. 個案撰寫：本研究將深度訪談後整理而成的初級及次級資料，使
用多重的證據來源，彙整撰寫成研究分析之研究個案。 

肆、研究流程 

在決定主要研究方向之後，開始進行初步田野調查與了解。在初步田

野調查與相關文獻探討之後，確定訪談對象。透過與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

室之學生進行預訪，對實驗室具有初步的了解之後，與實驗室老師們進行

訪談。由於希望在最自然的狀況下了解實驗室，因此初次訪談僅有粗略之

訪談大綱，不針對回答方向作太多限制與預設立場。經過第一輪主要訪談

後，將訪談結果以逐字槁方式做整理，並且決定主要研究架構。為了資料

蒐集上的完整性，因此進行第二輪主要訪談，並且將訪談對象擴及實驗室

內部其他成員，包括碩、博士學生等。在過程中不斷蒐集次級資料，以求

更全面地觀察描述實驗室。個案資料蒐集與個案撰寫同時進行，不斷補足

新資料。於個案撰寫完畢之後，根據研究架構做整理與研究發現之探討。 
                                                 
7 網頁：http://nscmems.ia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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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本研究流程圖 

伍、訪談對象及進行時數 

為了較深入的了解個案對象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組織平台、

知識創造過程、核心能耐、以及專案開發實際過程，因此本研究選擇針對

關鍵對象多次重複訪談，並且與實驗室成員以較非正式方式進行交流，以

求在自然環境狀態下對實驗室有比較正確全面的了解。以下將研究過程的

訪談、非正式交流、側面近身觀察、聆聽演講研討會等多種研究途徑所花

費的時間做一簡表整理之。 

研究主題與方向 

初步田野調查／預訪 

發展訪談粗略大綱 

個案訪談 

研究架構 

次級資料蒐集 

資料整理、個案撰寫分析

研究發現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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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訪談對象、內容與進行時數 

對象 內容說明 日期 時間 

 實驗室初步了解 

 老師指導風格 
2003/1/2 2 hr

黃榮山老師 
 實驗室核心能力 

 主要研究計畫專案運作 
2003/1/13 1.5 hr

 實驗室初步了解 

 老師指導風格 
2003/1/7 2 hr

 實驗室核心能力探討 

 實驗室文化與價值觀 
2003/2/10 2 hr

 實驗室知識創造過程 

 實驗室文化與價值觀之延續 

 實驗室整合性專案開發過程 

2003/3/13 2 hr張培仁老師 

 研究單位知識管理看法 

 跨領域整合研究計畫專案之
執行經驗分享 

 抗 SARS緊急計畫專案過程 

2003/8/7 1.5 hr

 實驗室初步了解 

 實驗室發展歷程 

 實驗室發展願景 

2003/2/11 1.5 hr李世光老師 

 實驗室核心能力探討 

 老師指導風格 

 實驗室文化與價值觀之形成
與維繫傳承 

2003/3/11 2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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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進行過程 

 執行跨領域整合專案經驗分
享 

2003/3/21 2 hr

李世元老師 
 「台大抗煞一號」之開發過程
演講 2003/7/18 2.5 hr

 實驗室初步了解 

 研究領域了解 

 實驗室內部運作狀況與風氣 

2002/12/28 1.5 hr

碩士生 A君 
 實驗室老師指導風格 

 實驗室發展歷程 

 個人在實驗室學習經驗 

2003/1/8 1.5 hr

碩士生 B君 

大學部專題生 C
君 

大學部專題生 D
君 

 側面近身觀察與老師 meeting
狀況 2003/3/11 1.5 hr

畢業生 E君 

 實驗室初創時期運作狀況 

 實驗室目前發展 

 實驗室指導老師作風 

2003/3/17 1.5 hr

博士生 F君 
 實驗室學習狀況與風氣 

 實驗室內部網路與資訊系統 
2003/3/14 1 hr

實驗室助理G君

 實驗室整合性專案進行狀況 

 實驗室指導老師風格 

 實驗室內部文化與風氣 

2003/8/6 1 hr

博士生 H君 
 側面近身觀察與老師 meeting
狀況 2003/3/21 0.5 hr

博士生 I君  實驗室硬體設備 2003/3/14 1.5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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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指導老師作風 

 實驗室內部學習與互動狀況 

 
 參觀實驗室與學生辦公室 

 側面觀察學生互動狀況 
2003/3/14 1.5 hr

總計 30.5 hr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經過個案訪談之後，本研究認為以 Leonard-Barton (1995)之核心能耐與
知識創造活動之架構，最能夠恰當描述且分析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創

新平台以及專案開發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採用以下研究架構分析之。 

本研究首先靜態描述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目前所具有的核心能

力，其構面包括：「實體系統」、「管理系統」、「知識和技能」、以及「價值

觀」。而第二部分則動態描述實驗室知識創造過程；實驗室知識創造活動

主要由初級與次級資料當中整理出其輪廓，另外以「台大抗煞一號」專案

開發過程為例，作細部說明以及驗證，其構面包括：「共同解決問題」、「執

行並整合新技術程序與工具」、「實驗與原型試製」、以及「輸入外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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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本研究架構圖 

第三節  研究架構變項說明 

本研究對組織核心能耐與知識創造過程之探討，皆採用 Leonard-Barton 
(1995)的架構。以下分別針對研究架構裡面的每個變項做說明以及個案內
容對應。 

1. 核心能力 

 
 

 
實體

系統

管理系統

技能與知識

價值 

解決問題 

執行與整合

實驗 

輸入知識 



 45

 實體系統：組織成員在組織內部日積月累的隱性知識，經過長時
間的組合和整理，自會具體表現在軟體、硬體、儀器設備、資訊

網路系統、資料庫以及可接受的程序當中。由於知識的彙集與整

合來自多重的管理，因此整個技術系統的綜合效果大於各部分的

加總。以本研究個案對應，實體系統包括內部網路與資訊系統、

儀器設備、相關軟體、以及專利。 

 管理系統：組織化的日常資源累積和調度布置，也就是管理系統，
是核心能耐中較不明顯的一個構面，然而，「激勵制度」和「教育

計畫」卻能夠又發有利組織的行為。以本研究個案對應，管理系

統的內容包含了教育訓練方式以及激勵制度等；具體內容因為教

育對象以及場合與指導老師的不同而更細緻區分。 

 知識和技能：這項技能和知識構面，同時包含三個層面的科技和
科學理念，包括科學的（公用的）；產業特定的以及組織專屬的。

其專屬性越往後越高，知識技能越難移轉。本研究個案分別根據

這三個構面分析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的知識技能。 

 價值觀和規範：體現於人身上，並深植於實體系統及管理系統的
技能和知識，會因為不同的組織價值觀而展現相異特質。多數組

織的價值體系通常根植於組織對人性的基本假設，以及創始人個

人的價值觀。價值觀和規範決定應追求和培育何種知識，以及何

種知識創造活動可被容許和鼓勵。各種科技知識所衍生的階級和

身份系統、行為儀式、及強烈的信心，其間定和複雜的程度並不

亞於一般宗教。因此，價值觀可作為知識篩選和控制的機制。本

研究個案將深入探討台大微奈米機電系統實驗室之價值觀以及其

創造、維繫、傳承其價值觀的作法。 

2. 知識建立活動 

 共同解決問題：在學習型的環境中，求進步並非仰賴某些專家，
而是每個人的職責所在。或者應該說，每個人都是專家，對於解

決問題都有其能力做出貢獻。本研究個案將探討包括台大微奈米

機電系統實驗室在內的研究團隊，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如何想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 

 整合新科技和方法：本研究個案探討為了要解決問題，研究團隊
用什麼樣的新思維、新科技、如何整合成為一股更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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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不斷的正式和非正式實驗和原型試製：某些知識必須靠持續
探索不熟悉的領域方能獲得，當然實驗的性質由實驗者和實驗本

身的風險共同決定。本研究個案描述研究團隊透過承擔哪些風

險、從事哪些實驗，使之成功開發完成。 

 從外部輸入專業知識：本研究個案將陳述開發過程中，哪些專業
知識是由哪些外部來源輸入，而其機制為何。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單一個案研究法，希望可以透過深入的訪談與較完整的資

料蒐集，全面的觀察並描述學校實驗室的整合性研發團隊之組織運作平

台、核心能耐以及知識創造活動。然而同時，卻也具有以下研究限制： 

1.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個案取樣之代表性與否，將會影響研究
結果。 

2. 本研究只針對單一實驗室做研究，無法在多重比較之下得出通
則，僅能根據單一特殊個案，提出研究發現。 

3. 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為訪談，在進行個案訪談的過程中，難以
避免本研究之受訪者主觀認知及回溯記憶所造成的誤差，以及受

訪者在回答問題時之意願，因而會有內部效度的限制。 

4. 本研究採定性研究法，因此可能因為研究者極受訪者主觀的認知
上而影響命題推導，造成內容分析上有所偏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