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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遊戲相關理論 

壹、遊戲定義 

Ruben、Fein ＆ Vmdenberg（1983）指出遊戲應包含下列幾項特徵：（1）
遊戲是內在的動機所引發；（2）遊戲參與者注重遊戲進行的過程優於遊戲的最
終目的；（3）遊戲不是一種探索的行為；（4）遊戲內容與過程為虛幻的；（5）
遊戲無既定之規則；（6）遊戲是主動參與的活動2。 

Alessi & Trollip（1985）認為遊戲的共同特性為：具有目標、規則、競爭性、
挑戰性、幻想性、安全性以及娛樂性3。Reynolds（1987）則認為電子遊戲之所
以大受歡迎的主要原因在於遊戲結果的不確定性與競爭性4。 

Merrill（1992）認為遊戲與其他活動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具備了以下四個因
素：（1）遊戲活動的參與者是基於自發的意願，而非受到任何外力的影響；（2）
遊戲之趣味性可提供參與者消遣，但遊戲者花費相當多的心力才能在遊戲中完全

過關（winning），而工作與遊戲之間最大的差別，則基於遊戲者在進行遊戲活
動心態的差異；（3）遊戲進行必須有一組事先定義的規則，藉此來界定如何進
行、允許的活動及過關（winning）之要件與獎勵。（4）遊戲中應包含任務上的
競爭與挑戰5。 

郭昕周（1997）則認為遊戲具有以下幾點特性：（1）遊戲為一種人類心智、
肢體上的活動過程，在這活動開始時，遊戲者因為認為該活動是有趣的而主動參

與；（2）在活動過程中，有明確的遊戲規則，且透過及時的互動過程來規範遊
戲者的行為；（3）遊戲者必須要與自己在時間上或其他事物上競爭；（4）在遊
戲結束時，會有明確的資訊告訴遊戲者這段活動期間的遊戲結果6。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可知遊戲具有以下的特性：自願性、具娛樂性、具挑

戰性、主動參與、過程重於結果。本研究對遊戲軟體之定義為：在特定裝置或平

                                            
2 Rubin, K. H., Fein, G. G. & Vandenberg, B. (1983), “Play.” In P. Mussen & E. M. 

Hetheringt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p. 693-774)., N. Y.: John Wiley & Son. 

3 Alessi, S. M. & Trollip, S. R. (1985), 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Methods and development, 
NJ: Prentice-Hall. 

4 Reynolds, A. J. W. (1987), Evaluation of a design for an educational computer game: 
Learning outcome and attitude response. , New Maxico. 

5 Merrill, P. H. (1992), “Problem solving, simulations, and games,” Computer in educational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Vol. 28, No. 11. 

6 郭昕周（1997），「建構取向的遊戲式 MUD學習環境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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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7執行的程式8，其具有上述遊戲的特性，且在與操作者9之緊密的互動過程中，

藉由搖桿、滑鼠、鍵盤等外部裝置達到與軟體及時的回應，軟體本身大多具有故

事情節、能夠顯現聲光效果、並賦予玩家特定的目標。 

貳、電子遊戲的分類 

Sawyer（1996）將電子遊戲按照平台分為三種，包括電腦遊戲（PC Game）、
電視遊樂器遊戲（TV Game）以及多人遊戲（Multiplayer Game）10。但目前以

平台相似性作為分類基礎，主要可分為「電腦遊戲」（PC Game）、「遊樂器
遊戲」（Console Game）、「攜帶式遊戲」（Portable Game）及「大型機台
遊戲」（Arcade Game）四種型態，茲將此四種型態彙整如表 2-1-1所示。 

表 2-1-1：電子遊戲的分類 

平台基礎之遊戲分類 說                       明 

單機遊戲 

只能在單一電腦上執行的電腦遊戲，內容較完整

與連續，玩家投入遊戲的時間較「多人連線遊戲」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MMOG）為

少。 

電腦遊戲

（PC 

Game） 

連線遊戲 

玩家可以連線到遊戲伺服器與其他玩家進行互動

的遊戲，可依連線玩家數目的多寡，分為以下兩項。

 區域連線遊戲（LAN Game或 Network Game） 

遊戲可以單機玩，也可以連線玩，容納的人數從

數人到十數人不等，遊戲的結果不保留，下次玩又重

頭來，遊戲進行所需時間短。銷售模式及通路與單機

遊戲相似，軟體賣錢，但不收額外連線費用，售後服

務很少。如《CS戰慄時空》（Casual Game）、《暗

                                            
7 依據本研究整理，遊戲平台基本上分為電腦遊戲、遊樂器遊戲、攜帶式遊戲及大型機台遊戲四
大類；但日前才慢慢興起以行動電話做為平台之遊戲，多以 JAVA軟體工具撰寫之遊戲，由於
多為小型及簡易的遊戲，對遊戲特性上較為缺乏，故並非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 

8 依據本研究於註 5所定義之特定裝置或平台，遊戲內容主要以軟體程式作為與特定裝置或平台
溝通的媒介，並以此軟體程式作為控制顯示的方式。 

9 亦即一般所稱之遊戲玩家。 
10 Sawyer, B. (1996), The ultimate game developer's source book.AZ:Coriolis Group,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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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破壞神》（Diablo）、《星海爭霸》（StarCraft）、

《魔獸爭霸》（Warcraft）、《世紀帝國》（Age of 

Empires）。 

區域連線遊戲也有純粹只能連線玩的，如《瘋狂

坦克》、《椰子罐頭》。 

 多人連線遊戲（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MMOG） 

遊戲只能連線玩，容納的人數可以成千上萬。遊

戲結果保留，下次玩繼續上次的進度，玩遊戲花費的

時間長。軟體不收錢（甚至還可以免費下載），依據

連線時間收取費用，需要提供大量服務及維護成本。

如《天堂》（Lineage）、《仙境傳說》（Ragnarok）、

《魔力寶貝》（CrossGate）、《金庸群俠傳 On-Line》。

遊樂器遊戲（Console 

Game） 

又稱為家庭遊樂器遊戲（Home Video Games）

或電視遊樂器遊戲（TV Games），意指使用專屬的

主機執行的遊戲，這些主機不具備顯示器，通常使用

家中的電視作為顯示以及音效裝備。如目前市面上流

行的主機，包括 SONY的 PS2（Play Station 2）、

微軟（Microsoft）的 X-BOX 以及任天堂的 NGC

（Nintendo Game Cube ）。 

攜帶式遊戲（Portable 

Game） 

專為攜帶用而設計的遊戲平台，多以專屬的攜帶

式主機配合專屬的遊戲，例如任天堂的 GameBoy。

大型機台遊戲（Arcade 

Game） 

又稱大型電玩，意指專為遊戲設計的專屬硬體，

並且置放在電子遊樂場或其他的娛樂場所中，以代幣

或銅板啟動進行遊戲。這是電子遊戲最早誕生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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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也是電子遊戲中最能凸顯硬體上的創意及技術的

平台，因此大型電玩幾乎是以硬體的方式來呈現遊戲

內容。大型電玩由於是置放在遊樂場，因此長時間的

遊戲內容較少出現，而以動作遊戲類型居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lessi & Trollip（1985）將遊戲分為冒險遊戲、棋盤遊戲（board games）、
紙牌或賭博遊戲、戰爭遊戲、邏輯遊戲、手腦並用的遊戲（psychomotor games）
以及角色扮演遊戲七類11。 

Fileni（1988）從參與者的角度出發，依參與者所需具備的能力，包括速度
與反應、謀略能力、創造力與想像力、真實世界的聯想力、學習技巧、競爭的精

神、合作的能力以及美學感覺。將遊戲分為以下七類：競速類、反應與策略、謀

略類、模擬類、教學類、真實的敵對與速度上的對抗、冒險類的遊戲12。 

楊鎮豪（1998）將遊戲分成動作、冒險、角色扮演、模擬、運動、策略、
戰爭、益智、其他等九類13。董家豪（2000）將遊戲分為動作、益智、戰略、角
色扮演、模擬、運動、其他等七類14。 

國內頗負盛名的遊戲開發商大宇資訊將電子遊戲分為動作、冒險、益智、角

色扮演、射擊、模擬、運動、教育、模擬、工具等十類。 

一般遊戲界則以被 Friedman（1995）譽為「電腦遊戲界的自主神經」的《電
腦遊戲世界》（Computer Gaming World）雜誌的分類為準，其主要將遊戲分為
八大類，茲將其彙整如表 2-1-2所示。 

表 2-1-2：遊戲內容的分類 
內容基礎之遊戲分類 說                     明 
角色扮演（RPG，
role-playing games） 

玩家扮演遊戲中的一個角色，藉角色所處環境與解決所

遭遇的問題，以融入遊戲的情境來獲得樂趣。 
冒險遊戲（AVG，
adventure games） 

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下，玩家扮演其中某個角色，擁有某

些資源和資訊，藉由不斷的探索來解決情境中的問題。

動作遊戲（ACT， 為了特定的目的，著重手眼反應的遊戲。 

                                            
11 同註 3。 
12 Fileni, F. (1988), Education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videogames.In D.Crookall,et al. 

Simulation-gaming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xford:Pengamin. 
13 楊鎮豪（1998），「個人電腦遊戲軟體消費者購買涉入與消費行為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4 董家豪（2001），「網路使用者參與網路遊戲行為之研究」，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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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games） 
策略遊戲（ST，
Strategic games） 

強調策略運用、資源的配置、計畫、對抗、與解決難題

的遊戲。 
模擬遊戲（SIM，
simulation games） 

以第一人稱視野為基礎，模擬真實世界環境的遊戲。 

運動遊戲（SPG，
sports games） 

以運動競賽為主題的遊戲。 

戰略遊戲（war 
games） 

以戰場中指揮官身份進行歷史或假設性戰爭的遊戲，強

調資源的配置與人員的運用。 
益智遊戲（classic / 
puzzle games） 

重視腦力思考，有益於智力增進的遊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目前較為完整且普遍為一般遊戲玩家所認同之遊戲分類方式，為日本《電

玩通雜誌》之分類為準，主要將遊戲分為動作類（ACT）、解迷類（AVG）、格
鬥類（FTG）、網路遊戲類（MUD）、桌上遊戲類（TBG）、音樂節奏類（RAG）、
賽車競速類（RCG）、角色扮演類（RPG）、策略模擬類（SLG）、運動類（SPG）、
射擊類（STG）益智類（PZG）及其他類（ETC）等十三大類15。 

雖然國內遊戲業者並無自行發展遊樂器遊戲（Console Game）或攜帶式遊
戲（Portable Game）之主機或平台，且主要從事電腦遊戲之遊戲內容提供16，

但由於市場規模及文化的條件等因素下，國內遊戲廠商已經慢慢開始朝向遊樂器

遊戲（Console Game）發展，且產品發展主力多以角色扮演遊戲（RPG，
role-playing games）為主，故本研究將以國內遊戲廠商在角色扮演遊戲（RPG，
role-playing games）之遊戲開發為主要分析對象。 

                                            
15 青文出版社，電玩通 PS2雙週刊，Vol. 32，P. 8，2004。 
16 雖然目前國內已經有電腦遊戲廠商開始從事遊樂器遊戲內容之開發，但遊戲內容開發的模式
大多沿用電腦遊戲開發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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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電子遊戲內容的基本要素 

Alessi & Trollip（1985）從遊戲內容的進行上，區分遊戲的基本要素分為三
個部分，包括了以下三項17： 

1.介紹：包含目標、規則、遊戲方式（directions for use）以及選擇18。 

2.主體：一個遊戲主體應包含劇情（scenario）、真實度（level of reality）、劇
中人物出現的角色、玩家扮演的角色、不確定性、新奇性、競爭性、學

習與教學目標的關係、技巧與運氣（chance）、輸贏、玩家所能作的選
擇、資訊的提供（information flow）、輪替（turns）、玩家採取行動的
種類（typesof action）以及操作方式（modes of interaction）。 

3.結尾：遊戲結尾時要包含遊戲過程的結果記錄、輸贏的判定、提供的獎勵以及
後續的訊息。 

Morris & Rollings（2000）認為遊戲的基本設計應該包括特色、遊戲性、介
面、規則與關卡設計。特色是用來讓遊戲與其他遊戲有所不同的基本概念；遊戲

性是用來描述特色；介面除了美化遊戲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用來幫助玩家進行

遊戲；規則是整個遊戲進行的基本原則；關卡設計則是集遊戲風格、背景和故事

的貢獻而成的，用以強化遊戲的遊戲性19。 

Tom Meigs（2003）以遊戲製作的觀點，認為遊戲概念的具體成形應包含
八項主題，茲將其彙整如表 2-1-3所示20。 

 

表 2-1-3：遊戲製作觀點下之遊戲基本要素 
主     題 內                       容 

視覺化前程序 
遊戲概念生成的階段，將概念賦予形狀及定義，並將其整

合成緊密的遊戲經驗。 
關卡建造 創造遊戲環境的過程，勾勒遊戲的環境，使其正常與順暢。

光影、材質、分子

（Particle）系
統、效果與音效 

妥善刻畫出遊戲環境，塑造更能配合遊戲內容的氣氛，使

玩家融入遊戲的情境。 

道具、物品與演員
放置於遊戲環境中為了達成某些特殊目的或功能之道具與

物品，以及英雄演員、敵人與 NPC出場的方式與地點。 

                                            
17 同註 3。 
18 如選擇是否和玩家對打，選擇遊戲難度等。 
19 徐政棠譯，Dave Morris ＆ Andrew Rollings（2002），「電腦遊戲：結構與設計理論篇」，
電腦玩家。 

20 Tom Meigs (2003), Ultimate game design: building game worlds,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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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考量 
攝影機的設定與繞轉，除了為了使玩家了解所處環境的狀

態外，亦經常用於在使用介面（UI）上增添效果。 
對於遊戲形式的

設計考量 
隨著遊戲類型的不同，會使遊戲設計之著重要素產生差

異，亦導致設計師或開發者很難精通於各種遊戲類型。 

腳本動作事件 
依據在遊戲中各種不同的遊戲角色，創造各個遊戲角色不

同的演出行為與事件。 

品管與玩家回應 
必須根據各方面關於遊戲測試回報的內容，決定處理的優

先順序，以修飾遊戲的錯誤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遊戲軟體為遊戲內容之基本要素組合所產出的集合體，其將會影響最後

所產生之遊戲特性，故本研究將於第四章探討遊戲開發各階段所產出之內容，並

以智慧財產權作為衡量之基準。 

肆、遊戲軟體的特性 

遊戲軟體與其他型態之娛樂有其不同之處，以下分別說明單機遊戲與線上遊

戲二者的特性。 

一、單機遊戲 

根據資訊工業策進會「娛樂教育軟體研究報告」（1995）中指出，娛樂軟
體具有三項特性：娛樂軟體具有文化的差異、娛樂軟體是高風險高報酬的產品以

及娛樂軟體生命週期短21。 

楊鎮豪（1998）的研究將個人電腦遊戲的特性歸納如下列六點22： 

1. 個人電腦遊戲具有文化、語言上的差異。 

2. 個人電腦遊戲具有規模經濟，是一個高風險高報酬的產業。 

3. 個人電腦遊戲產品的生命週期很短。 

4. 個人電腦遊戲產品容易遭到非法業者的盜版和拷貝。 

5. 個人電腦遊戲的操作功能易被模仿。 

6. 個人電腦遊戲的售後服務很重要。 

                                            
21 資訊工業策進會編（1995），「娛樂教育軟體研究報告」。 
22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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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線遊戲 

陳冠宇（1998）指出線上遊戲是電腦遊戲結合網際網路，可大幅增加娛樂
軟體發揮的空間，具有開放性與延伸性兩項特質23，不僅使得遊戲的趣味度增

加，也延長遊戲本身的產品生命週期。其認為線上遊戲具有以下之特色24： 

1. 在一定程度下可開放玩家自由加入。 

2. 遊戲內容與情節可以增添或改變。 

3. 玩家須具備相同的應用程式開發介面（API）才能對玩。 

陳慶峰（2001）認為線上遊戲所具備的屬性可以從「角色扮演」、「虛擬
社群」、「遠距離臨場感」等加以討論25： 

1. 角色扮演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無法任意改變本身的內外在條件，然而在線上遊戲中，

玩家可以隨著自己的想像賦予角色特性，扮演與本身個性截然不同的角色（Reid, 
1995）26，做現實生活中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2. 虛擬社群 

Bleeker(1994)認為虛擬組織透過整合的電腦與通訊技術，使成員可以藉由
網路結合在一起27。線上遊戲基本上屬於多人對多人的互動形式，玩家可以彼此

互相溝通，讓原本屬於個人的遊戲行為，藉此晉升為多人互動的遊戲行為。 

3. 遠距離臨場感 

是指個人在傳播媒介環境中所體驗到的臨場感(Steuer, 1995)。亦即透過媒
介科技如電腦網路所模擬出來的一種非真實空間，成員彼此聚集在一個網路空

間，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的溝通，所體驗到「身歷其境」的感覺28。 

 

                                            
23 開放性為允許不特定多人加入，而延伸性則是指可改變或增添遊戲內容，國內網路遊戲業者
常以推出新資料片的方式，以達成維持新穎性與產品生命週期的目的。 

24 陳冠宇（1998），「美國線上遊戲服務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MIC。 
25 陳慶峰（2001），「從心流（flow）理論探討線上遊戲參與者之網路使用行為」，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6 Reid, E. (1995), Virtual worlds: culture and imagination. In Steven G. Jones (Ed.), 
Cybersociety: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27 Bleeker, S. E. & Sawyer, A. G. (1994), The virtual organization,Futurist. 
28 Steuer, J. (1995), Defining virtual reality: Dimensions determining telepresence . In F. 

Biocca & M. R. levy (Eds.),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virtual reality. , 35-56. Hillsad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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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之看法，本研究認為線上遊戲具有下列特性： 

1. 不同產品間具有金錢及時間的排他性。 

2. 產品生命週期因社群效果、開放性與延伸性較單機遊戲為長。 

3. 具社群效果、流行性與不可儲藏性。 

4. 遊戲廠商需提供機房管理等售後服務。 

5. 由於玩家互動性較高，語言文化之隔閡較為顯著。 

6. 相較於單機遊戲，由於依據遊戲時間作為收入來源，故盜版問題較少。 

7. 遊戲程式的 BUG對玩家有重大影響，封閉測試時間較長。 

8. 產品行銷之重要性提高。 

9. 目前遊戲種類較少。 

10. 遊戲品質受網路頻寬、連線品質、玩家互動及遊戲世界規則制訂等因素影響。 

伍、遊戲製作模式 

Morris & Rollings（2000）認為遊戲的研發團隊的組成要素，包括管理與設
計、程式設計、美術、音樂與其他以及支援與品管等五個部門，茲將其分述如表

2-1-4所示29。 

表 2-1-4：遊戲製作部門與角色 

部門 角色 

管理與設計 

軟體規劃師 
首席結構師 
企畫管理者 
遊戲設計者 

程式設計 
首席程式設計師 
程式設計師 

美術 
首席美術師 
美術師 

音樂與其他 
作曲家 
音效技術師 
其他相關技術人員 

                                            
29 同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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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與品管 

技術支援 
首席品管人員 
品管技術人員 
遊戲測試人員 
支援技術人員 

資料來源：Morris & Rollings（2000） 

曾信嘉（1995）整理了遊戲製作群的組織架構（如圖 2-1-1所示），認為遊
戲製作群包括領導整個遊戲設計的製作人（producer），負責程式設計的程式設
計師（programmers）、製作與設計視覺美術畫面的美術人員（artist）及動畫師
（animators）、音樂製作者（composers）以及負責遊戲內容設計、劇本寫作
的遊戲企畫（designers），認為在遊戲製作的過程中，每一個成員的工作都是
互相影響的，是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完成一個成功的好遊戲30。 

 

圖 2-1-1：遊戲製作群之基本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曾信嘉（1995） 

 

                                            
30 曾信嘉（1995），「一個電腦遊戲程式的發展環境」，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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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Meigs（2003）亦針對研發／發行混合遊戲公司之組織架構加以整理，
如圖 2-1-2所示31。 

 
圖 2-1-2：研發／發行混合遊戲公司之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Tom Meigs（2003） 

依據 Tom Meigs（2003）遊戲開發之觀點，將遊戲製作的階段分為數個階
段（如圖 2-1-3所示），茲將其各階段主要的工作內容彙整如下所示32。

 

圖 2-1-3：遊戲製作的階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1 同註 20。 
32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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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覺化前階段 

此階段主要工作包括討論與設定遊戲主旨33、遊戲類型、空間連結34、紙上

關卡設計35、遊戲風格36、設計分鏡及支持的氣氛，此一開發階段通常除了企畫

或設計部門外，其他部門亦必須參與討論與決策，以降低未來修改之風險。 

2. 關卡規劃與建設 

此階段主要工作包括遊戲硬體平台選定、設計工具選定、細部設計之規劃
37、預鑄幾何結構與模組38、規劃關卡設計39及關卡建造40，此一開發階段通常除

了企畫或設計部門外，其他部門亦必須參與討論與決策，以降低未來修改之風險。 

3. 關卡勾勒後設定 

此階段主要工作包括製作遊戲原形41、細部設定42及初期測試回報修正等，

                                            
33 許多遊戲主旨說起來很簡單，然而卻在各類型遊戲皆適用，主要的類型包括：（1）與其他玩
家或敵人相互屠殺，如《雷神之鎚 3》、《Asteroids》、《Twisted Metal Black》、《真‧三
國無雙 3》；（2）使自我鍛鍊技能、屬性、能力、影響力或者獲得認可，如《無盡的任務》
（Everquest）、《暗黑破壞神 2》（Diablo2）、《勇者鬥惡龍 5》；（3）控制整個過程的
模擬，如《夢幻遊樂園》（Rollercoaster Tycoon）、《模擬市民》（The Sims）；（4）進
行 X、Y及 Z類型的冒險，如《神通鬼大》（Grim Fanfango）、《迷霧之城》（Myst）。 

34 空間連結（Room Flow）的視覺化前程序，經常需要注意邏輯與對稱兩個重要的領域。邏輯
係指空間轉換間的邏輯性，必須使玩家能夠產生信任；對稱係指兩敵對區域間必須要保持適

當的平衡，使玩家在遊戲中比較不會迷惑。 
35 遊戲環境必須由紙上關卡設計開始的原因：（1）比較便於編輯、更新及嘗試新的想法；（2）
可在紙上輕鬆嘗試空間規劃、空間連結及關卡的邏輯，如此可省下大筆用於廢棄資源上的時

間與費用；（3）紙上關卡設計也很適合用於討論，在關卡流程、界線、道具位置及過渡區域
的想法上，也都可以迅速處理各種變化。 

36 照片、圖畫、草稿及圖片等，都可有效幫助定義與描繪整體氣氛，氣氛會形成一部份玩家與
遊戲連結的情緒。遊戲內容機制與遊戲設備會吸引玩家，並且使其感到興奮，進而支撐起氣

氛造成造成之情緒上的體驗。 
37 撰寫設計文件時可能需要列出下列內容：地點、時間、天候、故事設定、故事連接、任務關
卡概要、平面圖、指定目標或目的、次要目標或目的、地形特色、道具、危險、敵人、非玩

家人物（NPC）、補給品與可收集物品、效果考量、音效與音樂、腳本清單、AI考量、網路
或多人連線功能及團隊指引等，亦可用來在團隊腦力激盪的過程中記錄各種想法。 

38 預鑄幾何結構（Prefabricate Geometry）係一種簡單的幾何結構，就像「數位樂高積木」可
以在各方面重複使用。 

39 許多遊戲都是以區塊系統（Tile-base System）來建設，區塊通常是 2D的方塊，可以連接其
一邊、兩邊、三邊或四邊的其他區塊，區塊可以像拼圖一樣互相連接，如今雖然大部分的作

品都使用 3D，但有些原則仍然通用。 
40 在選定開發軟體後，關卡建造可分為五個步驟來施行：（1）從平面圖著手；（2）創造輪廓
線；（3）從輪廓線建造網線圖；（4）整合檔案參考連結及建造關卡；（5）檢差規劃細節。 

41 在此之遊戲原形係指在實際進入開發過程之前，遊戲發行商都需要有確實的證據，以證明遊
戲看起來有趣、吸引人、友善及具有商業價值。且國外之發行商通常會要求開發商提出概念

驗證（proof of concept，POC），對大部分獨立開發商來說，為發行商製作這樣的 POC往
往必須投入高昂的成本，並且也無法保證發行商會同意簽約。 

42 除了此階段之前所規劃與討論出的設定外，亦必須在此階段加入以下設定之考量：（1）讓建
築與地形融入遊戲；（2）檢查關卡中之人物移動路線（character flow）；（3）跳躍高度、
危險與比例；（4）遊戲願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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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階段亦必須由各部門共同參與始能完成，對於之後製作階段之分工、歸屬與

溝通皆至為重要。 

4. 分工製作 

依據先前的設定交由企畫、美術、程式、音效分頭進行製作，並由製作人負

責分配工作、追蹤進度、協調人員及掌握預算等，以促進專案順利進行，依據遊

戲內容，其主要工作包括照明、材質、粒子、特效、音效、演員、道具、物品、

攝影機及腳本編寫。 

5. 品保與試玩回報 

在開發商或發行商裡設立的 QA（Quality Assurance）部門，其目的是透過
測試找出錯誤43，提昇產品的品質，並提供試玩回報和內容建議給開發商44。接

近完成的遊戲產品或軟體產品，必須通過三個嚴格的測試階段，包括α、β及

Gold三個階段45。 

 

由於 Tom Meigs（2003）以遊戲製作者的觀點出發，故在遊戲製作流程的
闡釋較為詳盡，且亦間接點出了各開發階段之知識的特質與智慧財產的特性，故

為了衡量不同製作階段之知識特質對知識創造與相關智慧財產權管理的影響，故

本研究在遊戲製作模式以 Tom Meigs（2003）觀點為主。 

                                            
43 通常錯誤的型態包括：文字錯誤、圖形錯誤、遊戲內容錯誤、AI錯誤、介面錯誤、周邊錯誤、
安裝錯誤及引導錯誤。 

44 在眾多可能的來源中，試玩回報會來自於：授權者代表、發行商的製作人和試玩小組、銷售
代表所組織的焦點小組、開發團隊成員、美術指導和其他設計師、雜誌和網站的產品預告及

自己專屬的測試小組。 
45 α階段定義為遊戲的所有必要功能已經完成，但是仍舊有很多仍待修正的錯誤，當所有重大
錯誤都被修正後即進入β階段，當所有小錯誤都被修正後即進入 Gold狀態，Gold即代表裝
載遊戲的最終 CD或卡匣已經可以送交壓片廠或進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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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創新 

壹、產品創新的定義 

Levitt & Pheodore（1966）認為大部分的產品創新皆非純粹的創新，而是
一種模仿的改善，即表示創新的概念大多包涵「純粹的創新」與「模仿的改善」

兩個層面。故 Levitt & Pheodore利用以下兩個因素將創新的程度加以區別：（1）
過去沒有人做過的事；（2）目前某產業或某廠商正在進行的方式，雖然過去該
廠商未曾從事相同的方式，但可能已經有其他的廠商做過46。 

Booz、Allen & Hamilton（1982）認為產品創新的「新穎程度」可以由以下
兩個構面來定義：（1）對公司的新穎程度：雖然其他公司可能已經生產或銷售，
但對某公司而言，一直沒有製造或銷售這類產品的經驗；（2）對市場的新穎程
度：對整個市場而言，為第一次上式的產品創新47。 

Rochford & Linda（1991）以消費者、企業及市場等三種不同的觀點來探討
產品創新：（1）消費者觀點：基於新產品是否提供消費者更好的效益，而此效
益的建立端賴消費者本身的認知，因此與企業所認定的產品創新有時會有相衝突

的可能性；（2）企業觀點：以推動產品創新企業的觀點定義產品創新，此產品
創新的認定以此產品在相關的市場、技術或製造上是否存在新穎性而定；（3）
市場觀點：基於新產品是否提供既存產品為具備的功能而定48。 

司徒達賢、李仁芳及吳思華（1985）認為除了技術突破性的產品創新外，
由市場的需求來看，只要產品能滿足市場尚未滿足的需要，就可能構成一種產品

創新。賴士葆（1980）認為產品創新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既是相對於某產品、
企業、產業或國家而言，只要有別於原先的狀態，皆可謂產品創新。且新產品不

一定要是全新的發明，只要形式、材料或製程等加以改變，都可稱之為創新的產

品（賴士葆，1998）。許士軍（1983）認為產品創新是企業解決問題的能力，
將產品創新定義為：對於顧客需要或消費系統能提供不同滿足能力之產品，而產

品創新代表一種更有效率的手段，以解決顧客之問題。 

故以產品創新的角度而言，創新之衡量係以產品為標的。由於每一款電腦遊

戲產品之創作皆為不同內容物所聚積而成之複雜的集合體，故皆可視為一創新的

產品，最大的分別在於遊戲內容是前所未有之「純粹的創新」，亦或者是在內容

或遊戲進行形式上「模仿」過去而產生的「二代」或「三代」的創新產品，故本

                                            
46 Levitt & Pheodore (1966), “Innovational Imit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 – 

October, P. 63. 
47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 New products management for the 1980s, New York: Booz, 

Allen & Hamilton. 
48 Rochford & Linda (1991), “Generating and Screening New Product Idea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 P. 67-8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9 

研究在產品創新的定義上以 Levitt & Pheodore（1966）對產品創新的定義為主。 

貳、產品創新類型 

產品創新的類型依照各種觀點而有不同的分類方式，有些學者以單一角度定

義產品創新。Tushman & Nadler（1986）依創造性程度，將產品創新分為微變
型（Incremental）、綜合型（Synthetic）與突破型（Discontinuous）三類；微
變型（Incremental）創新將標準生產線加以延伸或附加一些特性；綜合型
（Synthetic）創新以創造性的方式結合現有意念或技術，進而創造出具特色的新
產品；突破型（Discontinuous）創新則係利用或開發新技術與創新發展出新產
品49。 

Holt（1988）以技術變革程度將新產品分為原創型創新、採用型創新及產品
改良三類；原創型創新包含產品基本形式之技術上的突破，以及微變型的技術改

良；採用型創新包含純粹模仿採用型的創新，以及適應性採用型的產品改良；產

品改良則包含重大的與輕微的產品改良兩類50。 

除單一觀點外，亦有學者以複數構面定義產品創新。Booz-Allen & Hamilton
（1982）則以對企業的新穎程度和對市場的新穎程度為兩構面，將產品創新分
為以下六類：（1）全新產品（new-to-the-world）：創造全新市場的產品；（2）
新產品線的推出（new-to-the-company）：公司首次推出一現已存在市場的產品；
（3）增加現有產品項目（add to exiting lines）：在既有的產能條件下，增加企
業的產品項目；（4）改良更新（product improvements）：增加產能或擴大認
知價值而取代現有產品的新產品；（5）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現有產品
目標轉向全新的市場區隔；（6）降低成本（cost reduction）：提供相同效用但
更俱成本效率的新產品51。 

Kuczmarski（1992）認為要將新產品分類必須同時考慮三個構面：技術新
穎程度、市場的新穎程度及公司的新穎程度。因此他將新產品的創新類型分為（1）
新問世產品；（2）公司的新產品；（3）產品線延伸（4）現有產品改良；（5）
降低成本；（6）產品新定位；（7）藉由授權或合資來獲得新產品等共七類。
52Atuahene-Gima（1996）以產品對顧客的新穎程度（product newness to 
customers）及產品對公司的新穎程度（product newness to firm）兩構面來探

                                            
49 Tushman, M. & Nadler, D. (1986) “Organizing of Innov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 28, No. 3, Spring. 
50 Holt, K. (1988), “The Role of The User in Product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Vol. 12, No. 5, 

P.53-56. 
51 同註 47。 
52 Kuczmarski, T. D. (1992), “Managing New Product: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2rd.,”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 J.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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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產品創新類型53。 

參、新產品開發程序 

新產品開發的程序具備相當高的複雜度，從構想的產生、篩選、收斂、完成

產品、上市，此一過程包含了細部的設計和開發作業、重複的測試與調整、商品

化與量產上市等多項任務與活動。 

許士軍（1980）認為新產品發展程序包含了以下六個階段：（1）觀念發展
階段；（2）觀念選擇階段；（3）企業經營分析階段；（4）工程設計階段；（5）
試銷階段；（6）全面上市54。 

Gupta、Raj & Wilemwan（1986）認為新產品開發程序是多階段、多功能
的過程，主要包括下列三個階段55： 

1. 規劃階段：預算分配、建立開發優先順序、設立目標、日程表。 

2. 產品發展階段：創意產生、篩選、觀念發展、測試、最後產品發展、商業化。 

3. 商業化階段：參與討論、績效評估、改進新產品。 

Crawford（1991）認為新產品發展程序有五個階段：（1）策略規劃；（2）
概念形成；（3）技術評估；（4）技術發展；（5）商品化56。 

Cooper（1993）提出階段—檢核點系統，將新產品開發程序分為五個關鍵
階段57： 

1. 初步評估：蒐集市場與技術資訊，進行初步評估。 

2. 詳細評估：清楚定義產品之目標市場、產品定位及產品利益，並進行經爭者
分析，以確定產品之特性、需求與規格。 

3. 產品開發：正式產品開發工作，製造與行銷單位亦同步進行相關工作。 

4. 測試與驗證：進行內部產品測試、使用者測試、局部量產測試等工作。 

5. 量產上市：執行產品上市計畫與製造量產工作。 

                                            
53 Atuahene-Gima, K. (1995),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arket Orientation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A Contingency Approach”,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2, P. 275-295. 

54 許士軍（1980），現代行銷管理，第三版，台北：環球經濟社。 
55 Gupta, A. K., Raj S. P., Wilemon D. (1986), “A Model for Studying R&D-Marketing Interface 

in the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Marketing, 50(2), P. 7-17. 
56 Crawford, C. M. (1991), New Product Management, 3rd Ed. 
57 Cooper, R. G. (1993), Winning at New Product: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from Idea to 

Launch, 2nd Ed., Massachusetts: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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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上述各階段前後都有檢核點（Gate），專案管理者驅動產品專案團隊
已控制產品流程。每個檢核點都有其評估的準則，通過檢核才得以進入下一階段。 

Kotler（1994）認為新產品發展過程有八個階段：（1）創意產生；（2）創
意篩選；（3）概念發展與測試；（4）行銷策略；（5）商業分析；（6）產品
發展；（7）市場試銷；（8）商品化58。 

Song & Montoya Weiss（1998）認為新產品發展程序有六個基本階段，又
可以用三十九個活動項目來衡量新產品發展，其六個階段如下：（1）策略規劃；
（2）創意篩選與發展；（3）事業及市場機會分析；（4）技術發展；（5）產
品測試；（6）產品商品化59。 

Veryzer（1998）認為新產品發展程序，可以分為八個主要步驟：（1）動
態的趨勢階段；（2）收斂階段；（3）成型階段；（4）初步的設計階段；（5）
評估準備階段；（6）原型形成階段；（7）測試及設計修改階段；（8）原型及
商品化階段60。 

Trott（1998）整理較近期有關產品開發的研究後，提出新產品開發之網路
模式，強調將組織內部的活動與組織外部對新產品開發有正面幫助的條件取得聯

繫，因為與外在條件加以結合後能使額外的知識注入組織之中，有助於產品開發

的流程。此類的模式建議應將新產品的開發視為知識累積與創造的過程，而這些

知識則需要多方不同來源的挹注61。 

由於每一款電腦遊戲之創作皆為不同內容物所聚積而成之複雜的集合體，而

此一內容物的產生，則有賴於遊戲開發過程中，將成員各種不同特性之知識與經

驗加以組合，故應將此類新產品的開發過程視為知識累積與創造，並以智慧財產

權作為此知識創造衡量的基準，以有效將創新成果轉化為企業之智慧資本。 

                                            
58 Kotler, P. (1994), Marketing Management, 8th Ed. Prentice Hall, Inc. 
59 Song, X. M. & Montoya-Weiss, M. M. (1998), “Critic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for Really New 

Versus Incremental Product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5: P. 124-135. 
60 Veryzer, R. W. Jr. (1998),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Vol. 15, Iss. 4, P. 304-321. 
61 Trott, P. (1998), Innovation Management &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London, Pitman 

Publishing, P. 119-120, P. 1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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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技術知識特質 

壹、技術知識之分類 

謝慶龍（2001）針對技術知識分類之相關文獻做出詳盡的整理，茲將其彙
整如表 2-3-1所示62。 

表 2-3-1：技術知識分類 

分類方式 學     者 論  點  簡  述 

知識可表達之

程度 

Polanyi（1985）、Hedlund

（ 1994 ） 、 Nonaka & 

Takeuchi（1995） 

將知識分成：（1）內隱知識：無法用文字描述

之經驗，具不易文件化與標準化的特性，必須藉

由人際的互動才能產生；（2）外顯知識：可文

件化、標準化與系統化的知識，具有廣泛適用

性、重複使用、以及與人分離等特點。 

知識熟悉度 Zand（1981） 

將知識分成：（1）Only New To Me：對企業本

身是新的知識，對其他企業而言則為已知；（2）

New To All Others Include Me：對企業本身與

其他企業而言皆是新的知識。 

技術相似性 Dosi（1982） 
提出技術軌跡的概念，人為技術變動可分為現有

軌跡內變動，以及在現有技術軌跡外的變動。 

專業知識層次 
Freeman（1982）、Nelason

（1993） 

將知識分為：（1）知識認知；（2）技能；（3）

存於產品、較佳服務或人工製品之知識。 

能耐變化情形 
Tushman & Anderson

（1996） 

將科技的改變分成：（1）能量增強；（2）能

量破壞。 

技術構成要件 Shariff（1988） 
將技術分成：（1）硬體技術；（2）軟體技術；

（3）人力資源；（4）組織管理。 

                                            
62 謝慶龍（2001），「從 PC時代到 IA時代—日本半導體廠商之技術知識特質與知識管理作為
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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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芳（1990） 
將組織運用的知識分成：（1）科技；（2）專

屬性知識。 
知識之專屬性 

Hayek（1945） 
將知識分成：（1）科學的知識；（2）實際的

知識。 

知識之附著程

度 
Badaracco（1991） 

將知識分為：（1）移動性知識；（2）嵌入組

織的知識。 

核心能耐觀點 Leonard-Barton（1991）

將知識分為：（1）員工知識與技能；（2）實

體技術系統；（3）管理系統；（4）價值觀和

規範。 

知識之層次 Purser & Pasmore（1992） 將知識分為事實、綱要、基模、直覺與內隱知識。

專業知識層次 Quinn（1992） 
將知識分為認知的知識、高級的技能、系統性的

了解與自我激發的創意。 

知識的構成要

件 
蔡敦浩、周德光（1994）

認為技術能力應包含科技、設備、人才、制度及

文化等五個要件。 

知識載具的層

級 
Hedlund（1994） 

將知識載具分成個人、小團體、組織及跨組織領

域等四個層級，研究各種載具與內隱知識及外顯

知識的關係。 

知識的內涵 
李仁芳、賴建男、賴威龍

（1997） 

將知識分為技術知識與資訊知識。 

知識的程序 
陳文賢（1998）、譚大純

（1999） 

將知識管理議題分成：（1）知識之選擇管理；

（2）知識之取得管理；（3）知識之擴散管理；

（4）知識之建構管理；（5）知識之儲存管理。

知識活動 Sarvery（1999） 
將知識活動分為創造與使用兩大類，並納入知識

的學習、產生與擴散等子活動。 

資料來源：謝慶龍（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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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知識之特質 

謝慶龍（2001）針對技術知識特質之相關文獻做出詳盡的整理，茲將其彙
整如表 2-3-2所示63。 

表 2-3-2：技術知識特質 

技術知識

特質 
學  者 論  點  簡  述 

技術知識

標準化程

度 

Rosen（1994） 

針對技術標準化提出五點概念，並指出廠商依市場標

準開發產品，可以降低成本並獲得許多互補性知識的

支援，有利於產品的銷售。 

Iansiti & Clark（1994）

以汽車與電腦產業的比較研究顯示，技術知識變動程

度會影響外部整合能耐的差異。當面臨較慢的技術知

識變動時，組織偏重於顧客知識方面的整合；反之，

組織會偏向技術知識方面的整合。 
技術知識

變動程度 
李 仁 芳 、 余 陽 傑

（1996）、李仁芳、花

櫻芬（1997） 

使用技術變化程度此一特性來研究組織間的技術交流

情形，發現一般而言技術變動較慢的廠商其分工網路

交流比較密切，而技術變動較快的廠商則較為鬆散。

Utterback（1994） 

依據產品投入之材料數目，定義組裝及非組裝品。組

裝品如電腦、噴射機，而非組裝品則如製藥業、IC等，

並指出組裝品以產品創新為主，而非組裝品則以製程

創新為主。 

技術知識

可分割程

度 

李仁芳、張如蓮（1997）
組裝品的創新以零件為單位，而非組裝品則以產品或

製程為主要創新的單位。 

                                            
63 同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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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z-Allen & Hamilton

（1982） 

以公司創新程度與市場創新所形成的兩大構面，將新

產品之生產歸為六大類：（1）獨創之產品；（2）公

司之新產品線；（3）擴展公司現有產品線之深度；（4）

改良或修正現有產品；（5）現有產品之重新定位；（6）

降低產品之成本。 

李仁芳、張如蓮（1997）
發現當技術路徑相依度低，輸入與輸出的知識傾向內

隱；反之，則傾向外顯。 

技術知識

路徑相依

度 

李仁芳、賴建男、賴威龍

（1997） 

以製程上有無重大突破來定義路徑相依度的高低，根

據其研究，路徑相依度低，則傾向倚重型團隊進行開

發；反之，則傾向以輕型團隊進行開發。 

Simon（1979） 用系統中不可分解的單元來衡量複雜度。 

Tyre（1991） 
用一個新技術的特質及觀念數目、新奇程度、錯綜複

雜程度來衡量複雜程度。 

Utterback（1994） 

依產品組成的零件數及製程特性以分析系統的複雜

度，並認為組裝品與非組裝品的區別，可以由零組件

數目多寡加以判定，如噴射機與電腦為典型的組裝

品，化學品及玻璃則為非組裝品。 

Garud & Nayyar（1994）

認為技術複雜度與技術在時間構面上的轉化能耐

（Transformative Capacity）有關。在選擇時，若知

識複雜度越高、不確定性越高，需要更多的資訊以幫

助選擇；在維持時，若知識複雜度越高，需要更多的

資訊來維持；而在再生與綜合時，越複雜的知識需要

越多的資訊。 

技術知識

系統複雜

度 

李仁芳（1997） 

認為純粹用零件數目來衡量不易區分其技術知識之複

雜程度，建議以「技術層次高低」作為衡量複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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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 

Miyazaki（1997） 
認為系統複雜度可以透過零件數目及零件間的連結關

係來衡量。 

 

李仁芳、涂瑞德（1998）

透過下列三項指標以衡量技術複雜程度：（1）產品開

發所需耗費的工時，即開發人數乘以參與人數（全

職）；（2）該公司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3）技術

層次高低。 

Garud & Kumaraswamy

（1995） 

提出所謂的模組性，意指使組件可以分別生產並替代

使用，而不會降低其系統之完整性。技術系統的模組

化程度並不相同，視其見面標準是在一個公司內，抑

或涵蓋整個產業而定。公司內之模組化，其組件只能

在個別公司內替代使用，而產業的模組化，則可使組

件在不同工司間替代使用。 

Clark（1995） 

認為模組化設計的方法可以將複雜系統分離成可以單

獨運作的零件，而模組化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生產的

模組化、設計的模組化、使用的模組化。生產的模組

化基於高度標準化的零件，設計的模組化則進一步使

產品及生產體系可以分解成不同的獨立單位，它們可

以混合及配套來滿足一個完整系統。最後，使用模組

化則是指消費者可以自由組合不同的配件。 

Sanchez（1996） 

認為標準化的零件介面在模組化的產品架構中，是以

一種鑲嵌協調（Embedded Coordination）的方式替

代使用管理權力協調開發程序。並產生鬆散配套

（Loosely Coupled）的組織設計。 

技術知識

模組化程

度 

李仁芳、花櫻芬（1997） 以下列兩個構面進行模組化程度的衡量：（1）技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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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的可分割性；（2）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其發現

技術的可模組化程度高時，產業知識網路會傾向分

散；反之，則傾向集中。 

Hedlund（1994） 

比較美國與日本大公司的創新後發現，美國的創新多

屬突破性的創新，而日本則多屬漸進式的創新。主要

原因在於日本公司吸收的知識多半是成文化的外顯知

識，通常是專利買賣後，要藉由內隱的知識轉換過程

才能成為公司的知識，輸出的知識也多半屬於外顯知

識，如海外直接投資或直接外銷；而美國公司主要輸

入較複雜且成套的內隱及外顯知識，並透過如同機器

般外顯的機制以移轉知識（如清楚的組織、員工之分

工及部門的置換），且知識的輸出不似日本般受限於

外顯知識。 

Nonaka & Takeuchi

（1995） 

藉比較日本與西方公司的組織知識創造模式，以兩個

跨國的專案：Nissan Primera及 Shin Caterpillar 

Mitsubishi’s REGA來說明西方公司與日本公司皆在

跨國的交流中受益。其中，西方公司強調外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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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實做與觀察中學習，以習得知識。 

技術知識

外顯程度 

Edvinsson & Sullivan

（1996） 

將知識分為外顯與內隱兩種形式，外顯知識通常是可

以寫下來、移轉及分享，也可以透過相關法律如營業

秘密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積體電路保護

法等加以保障，如果缺乏上述法律的保護，外顯知識

將很容易被模仿。反之，內隱知識很難被具體描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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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成文化或文字化，如果要有效移轉，通常必須透

過在職訓練或師徒制的方式。 

李仁芳（1990） 

組織的知識可分為科技與專屬性知識兩類，科技是經

系統性整理的知識，可在工作現場以外包傳授，並在

多數組織皆適用；專屬性知識屬於非系統性知識，是

與特定時空有關的知識，靠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斷累

積，並建構特定溝通網路才可獲得，稱之為「專質性

的人力資本」。 

技術知識

組織專屬

性程度 

Gilbert & Cordey-Hayes

（1996） 

將知識分為操作性知識與發展性知識，操作性知識為

做一項工作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主要包含作業程

序及流程；發展性知識則為對操作性知識加以深化，

包含工作自主、責任、職責、個人發展等。 

技術生命

週期 

Hamilton & Singh

（1992） 

新興廠商在技術初期所進行的技術改進有三個不同的

階段：初始、選擇及定位。在初始階段廠商會進行探

索性研究；在選擇階段會逐漸例規化；在定位階段會

逐漸擴展到下游的生產與行銷活動。 

資料來源：謝慶龍（2000） 

依據 Tom Meigs（2003）在其著作《Ultimate game design: building game 
worlds》中對遊戲製作過程特性之介紹64，故本研究在考量遊戲製作的特性後，

決定採用技術知識特質中的內隱程度、模組化程度與複雜程度，探討其對遊戲製

作過程中知識創造與智慧財產權管理的影響，並將此三類之技術知識特質相關文

獻作一整理如下。 

                                            
64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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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Polanyi（1958）首先提出知識內隱性（Tacit）之觀念65，隨後 Polanyi（1966）
更將知識分成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與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
認為內隱知識隱藏於個人內在，受到當時情境的影響大，且很難形式化及溝通；

而外顯知識則是可藉由形式化及制度化語言傳遞的知識66。 

Nonaka &Takeuchi（1995）研究日本企業獨特的知識創造方式，發現日本
企業重視內隱知識，由於內隱知識跟質於個人的行動與經驗中，故具有個人化及

難以外顯化的特性；而外顯知識則比較容易透過文字加以表達，亦可藉由文件資

料、科學公式、標準化程序進行溝通與知識的分享。茲將 Nonaka &Takeuchi
（1995）對於內隱與外顯知識的比較彙整如表 2-3-3所示67。 

表 2-3-3：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的比較 

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 

 經驗的知識—實質的  理性的知識—心智的 

 同步的知識—此時此地  連續的知識—非此時此地 

 類比知識—實務  數位知識—理論 

資料來源：Nonaka &Takeuchi（1995） 

Howells（1996）認為內隱知識為一種不可編輯、無法具體化的 Know-How，
而這種知識需經由非正式的學習與程序取得，透過結構化或半結構化學習為內隱

知識獲取與轉移之關鍵過程，且內隱知識的轉移，受到人員接觸時間與週期等因

素的影響68。 

Edvinsson & Sullivan（1996）將知識分為外顯與內隱兩種形式，外顯知識
通常是可以寫下來、移轉及分享，也可以透過相關法律如營業秘密法、商標法、

專利法、著作權法、積體電路保護法等加以保障，如果缺乏上述法律的保護，外

顯知識將很容易被模仿。反之，內隱知識很難被具體描述而加以成文化或文字

化，如果要有效移轉，通常必須透過在職訓練或師徒制的方式69。 

                                            
65 Polanyi, M.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6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67 Nonaka & Takeuchi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8 Howells, J. (1996), “Tacit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8(2): P. 91-106. 
69 Edvinsson, L. & Sullivan, P. (1996), “Developing a Model for 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4, No. 4 August, P. 35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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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知識複雜程度 

Simon（1979）用系統中不可分解的單元來衡量複雜度70。Tyre（1991）則
用一個新技術的特質及觀念數目、新奇程度、錯綜複雜程度來衡量複雜程度71。

Utterback（1994）依產品組成的零件數及製程特性以分析系統的複雜度，並認
為組裝品與非組裝品的區別，可以由零組件數目多寡加以判定，如噴射機與電腦

為典型的組裝品，化學品及玻璃則為非組裝品72。 

Garud & Nayyar（1994）認為技術複雜度與技術在時間構面上的轉化能耐
（Transformative Capacity）有關。轉換能耐指係指依據公司內部技術機會持續
地重新定義公司的產品組合，在選擇時，若知識複雜度越高、不確定性越高，需

要更多的資訊以幫助選擇；在維持時，若知識複雜度越高，需要更多的資訊來維

持；而在再生與綜合時，越複雜的知識需要越多的資訊73。Miyazaki（1997）認
為系統複雜度可以透過零件數目及零件間的連結關係來衡量74。 

涂瑞德（1998）透過下列三項指標以衡量技術複雜程度：（1）產品開發所
需耗費的工時，即開發人數乘以參與人數（全職）；（2）該公司整合的技術知
識領域；（3）技術層次高低75。 

三、技術知識模組化程度 

Rosen（1994）針對技術標準化提出五點概念：（1）網路；（2）產品差
異性與成本；（3）互補性產品；（4）學習行為與技術曲線導致成本下降；（5）
標準與產品認可。並指出廠商依市場標準開發產品，可以降低成本並獲得許多互

補性知識的支援，有利於產品的銷售76。李仁芳、花櫻芬（1997）以零組件的相
容性與標準化來衡量知識的標準化程度，發現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會影響產業

網路的類型77。李仁芳、賴建男（1997）以產品是否存在主流設計標準來衡量技
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78。 

                                            
70 Simon, H. (1979),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71 Tyre, M. (1991), “Manag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roc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a Multi-Plant Network,” Research Policy, 20: 57-76. 
72 Utterback, J. M. (1994), “Mastering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3 Garud, R. & Nayyar, P. R. (1994),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Continual Structuring by 

Intertemporal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al, 15(5): 365-385. 
74 Miyazaki, K. (1997), “Complex System-Toward a New Paradigm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7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Tokyo, Japan. 
75 涂瑞德（1998），「技術特質、產品團隊特性與組織動態能耐關連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76 Rosen, A. (1994), “Knowledge Use in Direct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68: 561-577. 
77 李仁芳、花櫻芬（1997），「技術知識類型與知識交流網路模型」，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78 李仁芳、賴建男（1997），「台灣 IC設計業中技術知識特質與組織動態能耐之研究」，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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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ud & Kumaraswamy（1995）提出所謂的模組性，意指使組件可以分別
生產並替代使用，而不會降低其系統之完整性。技術系統的模組化程度並不相

同，視其見面標準是在一個公司內，抑或涵蓋整個產業而定。公司內之模組化，

其組件只能在個別公司內替代使用，而產業的模組化，則可使組件再不同工司間

替代使用79。 

Clark（1995）認為模組化設計的方法可以將複雜系統分離成可以單獨運作
的零件，而模組化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生產的模組化、設計的模組化、使用的模

組化。生產的模組化基於高度標準化的零件，設計的模組化則進一步使產品及生

產體系可以分解成不同的獨立單位，它們可以混合及配套來滿足一個完整系統。

最後，使用模組化則是指消費者可以自由組合不同的配件80。 

Sanchez（1996）認為標準化的零件介面在模組化的產品架構中，是以一
種鑲嵌協調（Embedded Coordination）的方式替代使用管理權力協調開發程
序。並產生鬆散配套（Loosely Coupled）的組織設計81。 

李仁芳、花櫻芬（1997）以下列兩個構面進行模組化程度的衡量：（1）技
術知識的可分割性；（2）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其發現技術的可模組化程度
高時，產業知識網路會傾向分散；反之，則傾向集中82。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79 Garud, R. & Kumarasawamy, A. (1995),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s for 
Realizing Economies of Substitu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al, 16: 93-109. 

80 Clark, K. B & Wheelwright, S. C. (1992), ”Organizing and Leading Heavyweight 
Development Teams,” Revolutionizing Product Development: Quantum Leaps in Speed, 
Efficiency and Quality, NY, Free Press. 

81 Sanchez, R. (1996), “Managing articulated knowledge in competence-based competition,” 
Strategic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R. Sanchez and A.Heene, Chichester, 
Englan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NA: 163-188. 

82 同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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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知識創造 

壹、知識創造模式 

Bowen、Clark、Holloway and Wheelwright（1994）歸納七項可促進學習
的要件，越是成功的專案，具備以下要件的傾向越高83： 

1. 核心能耐（Core Capabilities）：意指能夠以特殊方法服務客戶，且有別於
其他競爭者，謂之「核心能耐」。核心能耐包括知識和技能、製造系統、製

造過程以及價值觀（態度、行為、規範等）。核心能耐可在每個專案開發的

歷練中變得更強，使公司能夠做到競爭者所不能的事。 

2. 願景（Guiding Vision）：願景是外來圖像的描繪，並非指特定的目標，而是
概述性的目標，給予參與者想想的空間，思索該如何達成該項目標。 

3. 組織與領導風格（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沒有特定的組織架構或
是領導風格是最適的，公司需要發展一些方法，並建立一套系統使各專案能

夠善用這些方法，達成開發目標。 

4. 所有權及承諾（Ownership and Commitment）：所有權及承諾影響成員對
專案的投入感，若公司擁有良好、有技能的管理者及運作實務（如入股制），

可強化員工對公司的所有權感與承諾感。 

5. Pushing the Envelop：公司對於產品、製程以及能耐持續改善的實務運作，
稱之為 Pushing the Envelop。有時管理者會故意締造公司的緊張來激發員
工，以達成更高的績效水準。 

6. 原型（Prototype）：實物模型和電腦模擬有助於員工解決問題，並能夠學習
的更快更好，且可以協助團對成員採用相同的語言。 

7. 整合（Integration）：為使工作能夠圓滿達成，公司需要建立一系統，促使
各功能部門單位能夠共同決策。整合（Integration）與協調（Coordination）
意義不同，整合是重新界定工作的內涵，並使個人的工作任務能夠達成開發

團隊整體效率的提升。 

Bowen、Clark、Holloway and Wheelwright（1994）亦認為專案的開發提
供公司一個更新能耐且持續保有領導地位的最佳機會。在開發專案中不僅創造產

品與製程，甚至可透過特定專案以開發新技能、新知識以及新系統84。 

                                            
83 Bowen, H.Kent, Kin B. Clark A. Holloway, and Steven C. Wheelwright, (1994),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Engine of Renewa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Oct: 
110-120. 

84 同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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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組織知識創造係經由內隱和外顯知識互動
而得，並將知識創造分為四種轉換模式（如圖 2-4-1所示）85： 

 

圖 2-4-1：四種知識轉換過程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 

1. 共同化（內隱至內隱）：藉由分享經驗，從而達到創造內隱知識的過程。如
學徒透過觀察、模仿和練習來學習大師的技藝。 

2. 外化（內隱至外顯）：將內隱知識明白表達為外顯觀念的過程，內隱知識透
過隱喻、類比、觀念、假設或模式表達出來。雖然表達本身難免辭不達意或

前後矛盾，然而意象和表達之間的差異和隔閡，卻可以促進個人間的互動和

省思。 

3. 結合（外顯到外顯）：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程。個人透過
文件、會議、電話交談、或是電腦化的溝通網路交換結合知識。經由分類、

增加和結合來重新組合既有的資訊，並且將既有的知識加以分類以導致新的

知識。 

4. 內化（外顯到內隱）：透過邊做邊學等活動，將外顯知識轉化為內隱知識的
過程。 

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組織知識創造為一種螺旋的過程，由個人
層次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的範圍，直至團體、組織，甚至組織間，此過程中不斷

出現共同化、外化、結合與內化等四種知識轉換模式，並將其稱為「知識螺旋」，

如圖 2-4-2所示86。 

                                            
85 同註 67。 
86 同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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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知識螺旋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 

Nonaka & Takeuchi（1995）更進一步將組織知識創造過程區分為以下五個
階段87： 

1. 分享內隱知識：內隱知識主要透過經驗獲得，較無法訴諸言語或文字。故背
景、觀點與動機不同的許多個體分享內隱知識，即為組織知識創造的基礎。 

2. 創造觀念：內隱和外顯知識最強烈的互動發生在創造觀念的階段。一旦分享
的心智模式在互動的範圍內形成，自我組織小組便可以藉著進一步持續性會

談將其表達的更明確，相當於知識創造四種轉換模式中的外化。 

3. 確認觀念：個人或小組所創造的新觀念必須在某一階段加以確認，這與過濾
的程序相當類似，在這一過程中，個人似乎不斷地確認與過濾外在的資訊、

觀念和知識。 

4. 建立原型：知識創造的過程中，經由確認的觀念將進一步被轉化為較具體的
原型。在新產品發展的個案中，產品原型即可視為原型。 

5. 跨層次的知識擴展：組織知識創造是一個不斷自我提升的過程。新的觀念經
過創造、確認和模型化後會繼續前進，在其他的本體論層次上發展成知識創

造的新循環。在跨層次的知識擴展互動和螺旋過程中，知識的擴展發生在組

織內部及組織與組織之間。 

                                            
87 同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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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Barton（1995）認為組織可透過知識創造與擴散的四種活動來建
立核心能耐（如圖 2-4-3所示）88： 

 

圖 2-4-3：組織知識創造與擴散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1995） 

1. 解決問題：在組織學習過程中，組織的進步是所有成員進步的結果。在問題
產生時，所有成員都要能願意貢獻其知識，投入問題解決的活動中，直到問

題解決為止。 

2. 執行與整合：組織引入外界的新工具與現有的設備整合，從實做中創新。 

3. 實驗：組織必須建立一個鼓勵成員實驗、容忍智慧型犯錯的組織環境。並且
利用原型，加速理念或成果溝通，有效地促進更多的學習。 

4. 輸入知識：組織必須監督外界的技術變化，建立廣泛的吸收機制，自外界引
入知識。例如與外界不斷互動、培養技術守門員等，以有效自外界學習知識。 

Davenport & Prusak（1998）認為組織知識的創造，導因於組織將觀點各
異的人結合起來，由於每個人不同的特質導致問題解決並無固定的模式，因此發

展出新的解決方案，而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組織內應要有非正式的網路及員工

集合的場合89。 

Georg von Krogh（1998）認為知識創造係一極不穩定的過程，伴隨著不確
定與衝突。故 Georg von Krogh（1998）認為有效率的知識創造取決於對組織成

                                            
88 Leonard-Barton, D. (1995), Well spring of knowledge,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89 Davenport, T. H., & Prusak, L. (1998), Knowle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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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強烈的關懷。主管有幾種方法來幫助這種關懷的關係，例如新的激勵制度、師

徒制、明確的價值觀、專案執行的情況及以關心為基礎的訓練計畫。因此 Georg 
von Krogh（1998）提出了知識創造的四種模式（如表 2-4-1所示），以及對此
四種知識創造模式的特性加以描述，如表 2-4-2所示90。 

表 2-4-1：知識創造模式 
知識 

 
個人 群體 

低 保留（Capturing） 交易（Transaction） 
關心 

高 給予（Bestowing） 內化（Indwelling） 
資料來源：Georg von Krogh（1998） 

表 2-4-2：知識創造的特性 
過   程 層次 特       性 

保留（Capturing） 個人 

 追求個人最大價值 
 沒興趣與意願去分享知識 
 從別人得到有限的回饋 
 個人的孤立 

交易（Transaction） 群體 

 熟練地交易其知識 
 為避免風險，僅交易不重要的知識 
 基於有預期報酬的心態分享知識 
 分享的知識只重於最後的結果，而忽略其學
習過程 

給予（Bestowing） 個人 

 知識是在受鼓勵的環境下創造 
 會有強烈的意圖去分享知識 
 從別人那邊得到回饋 
 個人會加入團隊 

內化（Indwelling） 群體 

 處於同等的過程在創造知識 
 會質疑與挑戰現有的知識 
 願意藉由分享幫助群體去成長 
 嘗試去與團隊成員互動而不是只觀看 

資料來源：Georg von Krogh（1998） 
 

                                            
90 Georg von Krogh (1998), “Care in Knowledge Cre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Berkeley,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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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知識特質與知識創造之關連 

一、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與知識創造 

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內隱知識極為個人化且難以形式化，故不
易溝通與分享，且內隱知識深植於個人的行動與經驗中，同時也深植於個人的理

想、價值與情感上。Nonaka & Takeuchi（1995）並認為內隱知識轉換成外顯知
識具有以下三個特點91： 

1. 為了要說明原本「不可言傳」的事情，必須大量依賴「比喻」及「象徵」。 

2. 為了要傳播知識，個人必須與眾人分享自己的知識。 

3. 新知識係在曖昧不明與不斷重複之中產生。 

故在產品開發過程中，比喻可以隱喻或類比的形式出現，它是具有不同背景

與經驗的人，共同透過想像力和象徵以聊解某些事情的方式。透過隱喻，成員可

以新的方式重組其所知道的事物，並開始表達已知卻無法敘述的事物；類比則是

由純想像過渡到邏輯思考之踏板。 

Leonard-Barton（1995）認為知識創造在共同解決問題活動中，產品模型
與原型是最中立及最具啟發性之問題解決機制，因其在不同社會團體中所存在的

意義殊異，但由於其結構大同小異，且方變不同團體辨識，故也成為一種溝通工

具92。 

Clark & Wheelwright（1993）認為原型提供一中間階段，藉其可將所有功
能相結合、決定目標進度及考量各種解決方案，故本質上，原型試製可以是跨部

門討論、解決問題和整合的重要工具93。 

茲將國內學者對於技術知識外顯程度與知識創造之研究的發現，彙整如表

2-4-3所示。 

                                            
91 同註 67。 
92 同註 88。 
93 同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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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與知識創造間之關係 
技術知識特質 研究學者 研究發現 

內隱程度 
李仁芳、賴建男

（1997） 

 蓄積在人員身上的內隱知識，多以師徒
傳承的方式傳遞。 

 蓄積在文件的外顯知識，就會由專案的
運作來傳遞知識。 

內隱程度 
李仁芳、許月瑛

（1998） 

 內隱程度越高，則知識創造過程中人員
培育的時間越長。 

 外顯程度越高，可理解的程度也較高，
較易促進學習之行為。 

 內隱程度越高，越不易表達與文字化，
所需的學習時間較長。 

內隱程度 
李仁芳、黃文輝

（2000） 

 當開發技術屬於內隱性之 know how
時，組織內部主要透過實驗的方式，由

實做中培養 know how。 
 當開發技術屬於與外部組織合作的內
隱性 know how時，主要透過人員直接
密切互動來完成。 

內隱程度 
吳豐祥、謝慶龍

（2001） 

 知識內隱與外顯程度會影響知識吸收
與創造時間。 

 技術知識外顯程度會影響知識傳遞的
方式。 

 技術知識外顯及內隱程度與組織成本
考量有關。 

內隱程度 
吳豐祥、許文泰

（2002） 

 筆記型電腦的技術具相當程度的內隱
性，故以人為媒介進行傳遞仍相當重

要，主要是採師徒制與在職訓練的方式

進行。 

內隱程度 
吳豐祥、高玉龍

（2002） 
 技術知識外顯程度對研發專案的知識
管理有明顯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技術知識複雜程度與組織知識創造 

Nonaka & Takeuchi（1995）在適合組織知識創造之五種情境中，認為組織
之多樣性必須能配合外在環境之複雜度，故組織成員必須具備多種能力足以應付

各種突發狀況94。 

                                            
94 同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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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Barton（1995）認為新產品相較於以往，更容易經由與不同專業
或產品接觸所引發的創意而產生，所以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所面臨複雜的問題，

亦需要各種科學、認知、地理及文化領域相異的人士來共同解決，故無法逃避管

理多種招牌技巧的挑戰95。 

茲將國內學者對於技術知識外顯程度與知識創造之研究的發現，彙整如表

2-4-4所示。 

表 2-4-4：技術知識複雜程度與知識創造間之關係 
技術知識特質 研究學者 研究發現 

複雜程度 李仁芳、賴威龍

（1998） 

 複雜度越高，知識創造過程中的團隊
多樣性與正式化程度將越高。 

 複雜度越高，知識吸收來源越廣泛。
複雜程度 范綱明（1998） 複雜度越低，設備商僅提供基本資

訊，知識創造越可能獨立完成。 

 複雜度越高，與設備商間資訊的溝通
越頻繁，知識創造越需要與設備商合

作。 

複雜程度 李仁芳、周光耀

（1998） 

 複雜度越低，團隊成員之異質與多元
化程度越低。 

 複雜度越高，團隊成員之異質與多元
化程度越高。 

複雜程度 李仁芳、吳心慈

（2000） 

 技術知識複雜程度會影響團隊組成
之異質與多元化程度。 

複雜程度 吳豐祥、林恩鍵

（2002） 

 技術知識複雜度會影響專案團隊的
異質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技術知識模組化程度與組織知識創造 

李仁芳、花櫻芬（1997）在組織間知識交流形式的研究中，以零組件的相
容性與標準化來衡量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發現技術知識的模組化程度會影響

產業網路的型態96。李仁芳、賴建男（1998）在台灣 IC設計業組織動態能耐的
研究中，以產品是否存在主流設計標準來衡量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97。 

                                            
95 同註 88。 
96 同註 77。 
97 同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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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國內學者對於技術知識外顯程度與知識創造之研究的發現，彙整如表

2-4-5所示。 

表 2-4-5：技術知識模組化程度與知識創造間之關係 
技術知識特質 研究學者 研究發現 
模組化程度 李仁芳、花櫻芬

（1997） 
 技術知識的模組化程度會影響產業網
路的型態。 

模組化程度 李仁芳、黃文輝

（2000） 
 標準化越高，產品與技術的溝通媒介
利用規格書溝通；反之，則利用原型

溝通。 
模組化程度 李仁芳、許興豪

（2000）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越低，開發團隊
內部成員傾向自行設計或製作設備；

若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越高，開發團

隊內部成員傾向直接向外部購買設

備。 
模組化程度 吳豐祥、謝慶龍

（2001） 
 技術知識在市場上標準化程度高時，
研發團隊利用市場規格溝通產品概念

與技術。 
模組化程度 吳豐祥、林恩鍵

（2002）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會影響知識的主
要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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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智慧財產權管理 

壹、智慧財產定義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
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依法律所給予之一種權利。依照 1967年 7月 14
日於斯德哥爾摩簽定，於 1970年生效之「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第二
條第八款所訂定的內容，其所謂之智慧財產權包括以下各項權利：（1）文學、
藝術及科學之著作；（2）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3）人類之任何
發明；（4）科學上之發現；（5）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6）製造標章、商
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7）不正競爭之防止；（8）其
他由人類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內一切智慧創作所生之權利。 

而在 1994年 4月於摩洛哥簽署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協定，其中「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TRIPS）將「智慧財產權」包括以下之範圍98：（1）著作
權及相關權利；（2）商標；（3）產地標示99；（4）工業設計100；（5）專利；
（6）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7）未公開資訊之保護（營業秘密）101；（8）對
授權契約中違反競爭行為之管理（公平交易）。 

現今社會已從傳統勞力密集，從過去重視土地、廠房、原料等有形資源逐漸

轉為知識密集，著重於將智慧的結晶以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及積

體電路布局法加以保護。智慧財產權運用之廣泛已到人類難以想像之地步，舉凡

人類生活上之研究、設計、開發，甚至到行銷、廣告、製造、組裝、使用等均可

                                            
98  烏拉圭回合協定法案（URAA）係美國為符合WTO 協定所制定的綜合立法，於一九八六年
開始，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達成最終協議，並於一九九四年四月於摩洛哥簽署最終協

議文件。 
99  TRIPS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係指為識別某一項商品標示係產自一會員之領域，或其領
域內之某一地區或地點，且該商品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性質，基本上係來自於原產地者。」

其包括禁止他人就原產地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或禁止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產地之註冊商標（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六款），

以免造成消費者混淆。就此我國貿易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出進口不得有未依規定標示產

地或標示不實之行為，貿易局並訂有「進口貨品產地標示不實案件處理原則」。 
100 對於工業設計之保護，我國並未單獨立法，而係分別在專利法、著作權法中給以不同程度之
保護。在工業設計之專利權保護方面，如符合專利法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要件，而非屬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者，得以新式樣專利申請專利權

而受保護；在工業設計之著作權保護方面，不管是否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均得依著作

權法之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分別予以保護。 
101 TRIPS 協定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對「未公開資訊」定義為：（1）具有秘密性質，其形體及成
分之組合，並非一般處理同類資料之業者所知悉或易於取得者；（2）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商
業價值；（3）經資料合法持有人以合理步驟保持其秘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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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慧財產權發揮出無限擴張力表現雕塑其產品在市場行銷。其概念所涵蓋之

範圍相當廣，不僅包括法律對於「人類運用精神力量所創作之成果」所為之保護，

尚及於對「產業之正當競爭秩序」所予以之保障。 

徐小波（1990）認為智慧財產權的基本概念，是一種人類思維活動的結晶，
利用此一結晶，可以生產製造某項產品，或提供特定勞務，在客觀上這種結晶具

有金錢價值，得作為交易的標的。智慧財產一詞係普遍性的代稱，難以從學理上

做統一、精確的定義，簡而言之，只要是人類憑藉其智慧創獲成果所享有之法定

權利，皆可稱之為智慧財產權102。 

謝銘洋（1997）認為智慧財產權係為鼓勵並保障人類運用其精神力從事創
作活動，而對其創造的成果所賦予之權益的總稱103。馮震宇（1998）將智慧財
產權定義為只要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例如發明、設計、詩詞散文、戲曲、圖案標

記、電腦與電腦軟體、甚至杜撰的人物造型如米老鼠、唐老鴨、東方不敗等，都

是智慧財產權104。 

蕭宏銘（2000）認為智慧財產權乃是從人類思想、創意到成果一連串的智
慧結晶，且具有無形或有形的價值，而透過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他人無法以不正

當的手段擁有或實行之105。 

貳、智慧財產特性 

鄭成思（1991） 則提出智慧財產權具有下列六項特點：（1）無形性；（2）
專有性；（3）地域性；（4）法定時間性；（5）公開性；（6）可複製（可固
定）性106。 

李茂堂（1997）提出智財權具有四項特點：（1）智財權的法律效力，在空
間及地域方面是有一定的範圍；（2）智財權的法律效力有時間上的限制；（3）
智財權所保護的成果，通常是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資金、人力，也就是說需要

很高的成本才產生出來的結晶，但是要侵害它，卻是輕而易舉；（4）智財權的
成立，通常需要經過一定的申請及審查107。 

李復甸與鄭中人（1999）則認為智慧財產權具有下列特性：（1）不可分性；
（2）無排他性；（3）無收取性；（4）外部性經濟；（5）不確定性；（6）複

                                            
102 徐小波（1990），「科技智慧財產權之保護、管理與運用」，產業科技研究發展管理論文集，
經濟部科技顧問室。 

103 謝銘洋（1997），「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著者出版，第 32頁。 
104 馮震宇（1998），了解智慧財產權，永然文化，第 17頁。 
105 蕭宏銘（2000），「高科技產業智慧財產權制度及策略之研究-以資訊電子業為例」，長榮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06 鄭成思（1991），智慧財產權法，水牛出版社，初版，第 3-5頁。 
107 李茂堂（1997），智慧財產權實務，健行文化，第 1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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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與傳遞成本低；（7）價值的差異性108。 

章忠信（2000）指出智慧財產權必須兼具「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以及
能「產生財產上價值」之特性。就「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之特性而言，如果僅

是體力勞累，而無精神智慧之投注，例如僅作資料之辛苦蒐集，而無創意之分類、

檢索，並不足以構成「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又此一「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

如不能「產生財產上價值」，亦無以法律保護之必要，必須具有「財產上的價值」，

才有如一般財產加以保護之必要109。 

劉江彬（2003）認為智慧財產權具有以下六項特色：（1）專業性；（2）
地域性／文化性；（3）國際性；（4）策略性；（5）經營管理性；（6）整合
性110。 

吳慧玲（2003）認為智慧財產權在本質上的特徵為：（1）具有法律保護之
獨占權；（2）無體性；（3）地域性；（4）時限性。而吳慧玲（2003）同時亦
認為智慧財產權具有以下價值上的特徵：（1）智慧財產價值受互補性資產影響；
（2）法律狀態對智慧財產價值影響鉅；（3）智慧財產常具獨創性，很難取得類
似品參照；（4）智慧財產交易多為商業機密，甚難取得交易價格資訊；（5）智
慧財產鑑價涉及專業層次多，目前尚無國際統一之鑑價機制，現有相近國際規範

主要從會計角度與資產評估兩種構面進行探討，但此二者均未考慮專利、技術

Know how等智慧財產特性111。 

 

 

                                            
108 李復甸與鄭中人（1999），智慧財產權導論，五南圖書，第 6-9頁。 
109 章忠信（2000），智慧財產權基本概念，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act=read&id=37。 
110 劉江彬（2003），「智慧財產權法」課堂講義。 
111 吳慧玲（2003），「智慧財產權評價之研究-從銀行融資的角度來探討」，國立台北大學會
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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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 

茲將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對遊戲產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彙整如下表 2-5-1所
示： 

表 2-5-1：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對遊戲產業可能產生的影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著作權法 

遊戲產業最重要的法律保護即是著作權法，通常一款遊戲的產出即

可視為一獨立的著作物。消極而言，業者必須避免最後產出之遊戲

侵害他人著作權，而在遊戲製作過程亦需注意內容取得的合法性、

僱傭契約或授權契約有關權利的歸屬是否完整。積極而言，擁有的

著作權透過衍生商品之授權、著作權轉讓等行為，可為企業帶來可

觀的獲利。 

營業秘密 

對於遊戲產業而言，對於未完成之遊戲軟體、開發軟體程式、合作

廠商及平台授權金會利用營業秘密保護，其他關於角色造型、故事

大綱、風格、行銷策略等亦是被營業秘密保護之標的物。而營業秘

密之具體保護方式反映在公司保密措施、相關的保密條約與競業禁

止規定等。 

商標 

商標制度運用於遊戲產業，可以大幅擴張產業之經濟效益，如遊戲

業者推出遊戲角色之公仔、MP3隨身碟及周邊產品，這些產品主
要來自於遊戲中的角色與造型，但我國司法有時認為將「平面」的

美術著作，做成「立體」的玩偶，是屬於著作的「實施」而非「重

製」，故未侵害著作權。此時若透過商標的保護，取得角色的商標

權，將可擴張廠商的授權與合作產品範圍。 

專利 

專利法與遊戲產業較相關的部分，在於遊戲製作相關的技術，能否

透過專利法申請專利保護，此類技術可以電腦軟體的型態存在。廠

商面臨的問題在於，要如何判斷何種技術要申請專利？何種技術要

用營業秘密保護？申請專利後是否會破壞原有的競爭優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黃鈺晴（2004）對智慧財產權法做出詳盡的整理，茲將其彙整如下表 2-5-2
所示112。 

 
 

                                            
112 黃鈺晴（2004），「我國動畫產業之智慧財產管理與授權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
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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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智慧財產權法比較 
 著作權法 營業秘密法 商標法 專利法 

法律內涵 
維護文化資產並促進科技

發展 
例外性的保護，以補其他產

權保護之不足 
消費者保護與公平交易 促進科技發展與競爭 

保護對象 

1.內容形式 
2.衍生作品 
3.編輯作品 
4.鄰接作品 

對於方法、技術、製程、配

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

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且符

合下列保護要件之對象 

1.商標 
2.服務標章 
3.聯合標章 
4.証明標章 

1.方法、製程 
2.機器 
3.製品、產品 
4.物的組合 

保護要件 

1.原創性 
2.表達性 
3.附著性 
4.合法 

1.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
所有者(具秘密性) 

2.因其祕密性而具有實際或
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3.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
措施者 

1.內容(字、字母、符號、顏
色…) 

2.顯著性與可區別性 
3.非法律所排除 
4.須有創新 

1.實用性 
2.新穎性 
3.非顯著性 

權利內容 

1.著作人格權：指公開發表
權、姓名表示權及同一性

保持權 
2.著作財產權：指重製權、
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

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展示權、改作

權、編輯權及出租權 

1.不能設定質權、不能擔保
2.可全部或部分「讓與」或
「共有」 

1.使用權 
2.可買賣、經營 
3.可設定質權 
4.禁止權 

1.物品專用權：專有排除他
人未經同意而製造、販

賣、使用或進口該物品之

權利 
2.方法專用權：專有排除他
人未經同意而使用該方法

及使用、販賣或進口該方

法直接製成之物品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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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 人類智慧結晶 具商業價值競爭優勢 表彰產品來源 發現、創新 

取得方式 
著作完成時自動取得著作

權 
自行研發、收集或購買，不

需註冊登記 
須經登記註冊始生效 申請審查核准後才生效 

保護期限 

著作人格權：永久。 
著作財產權：自然人生存期

間及死亡後 50年，法人公
開發表後 50年 

資訊具秘密性及經濟價值

且以採合理之保密措施

時，受到保護，至不具其中

任一要件時為止。 

註冊日起 10年，期滿得無
限制次數延長，每次延長 10
年 

發明：申請日起 20年 
新型：申請日起 10年 
新式樣：申請日起 12年 

職務 
受雇人或契約約定（法人企

業） 
僱用人所有或契約的約定  歸僱用人，但應支付受雇人

適當之報酬 

非職務 
受雇人 歸受雇人，但僱用人可支付

其報酬而使用 
 歸受雇人，但僱用人可支付

其報酬而使用 

受聘 
受聘人或契約約定 依契約，契約未約定時，歸

受聘人，但出資人得於業務

上使用 

 依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

時，屬發明人或創作人，但

出資人得實施 

歸
屬
權 

法條依據 第十一、十二條 第三、四條  第七、八條 
資料來源：黃鈺晴（200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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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清華（1995）認為所謂的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必定是依不同公司特質，
而有不同的內容及架構。而其基本制度可以區分為以下十大制度：（1）員工管
理制度；（2）實驗室管理制度；（3）安全管理制度；（4）公關管理制度；（5）
標示管理制度；（6）與他公司互動管理制度；（7）智慧財產權法律諮詢制度；
（8）提案制度；（9）智慧財產權利化審核制度；（10）電腦軟體管理制度112。 

Lewis C. Lee & J. Scott Davidson（1996）認為就公司的角度來看智財管理
制度，還必須就公司內部智財溝通管道、處理外界自發提供的概念、智財稽核、

公司智財管理組織等面向來探討113。而馬銘倫（2002）認為公司在設立智財管
理組織時會有三種組織定位：企劃行銷功能導向、智慧財產權功能導向、法務功

能導向114。 

田正人（1996）則認為智財權的管理涉及諸多層面如技術的掌握、管理的
技能、制度的規劃、推動與執行、法律訓練、合約或授權談判、爭議解決等。且

受到下列因素影響：產品導向、市場區隔、技術層次、預算和財力的影響115。 

呂瑋卿（1999）歸納出企業進行智財權管理的十大制度及其管理細項，茲
將其彙整如表 2-5-3所示116。 

表 2-5-3：智財權管理的十大制度及其管理細項 
十大制度 管理細項 

員工管理制度 

 擬定聘僱契約 
 對可能聘用人員出示聘僱契約/工作規則 
 新進員工先前技能與智財權義務之調查 
 智財權教育訓練（新生/在職） 
 告知員工智財權管理辦法、義務 
 離職面試（宣示智財權義務） 
 通知離職員工之新東家其智財權義務 

實驗室管理制度 

 工作紀錄簿之稽核 
 研發會議記錄管理 
 研發部門進出記錄 
 資料/專利檢索與運用 

                                            
112 古清華（1995），「公司如何建立一套簡單完整的智權管理制度」，智慧財產權管理季刊，
第四期，第 9頁。 

113 Lewis C. Lee, J. Scott Davidson (1996),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ohn Wiley & 
Sons. 

114 馬銘倫（2002），「新創事業的智慧財產權管理-由個案與支援體系探討」，，國立政治大
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15 田正人（1996），「關於智慧財產管理的幾點省思」，智慧財產權管理季刊，第八期，第
37-38頁。 

116 呂瑋卿（1999），「智財權管理 ISO化，雙效合一」智慧財產權管理季刊，第二十一期，第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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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著作權潔淨室 
 實驗室參訪與路線規劃 

安全管理制度 

 門禁管制 
 設備管制（影印/FAX/電話/電腦/網路..） 
 廢棄物管理（機密資料銷毀/文件報廢/回收） 

公關管理制度 

 對外發表、演講之管理 
 廣告型錄之製作發送 
 新產品/技術之展示管理智財權義務之調查 
 參觀訪問（動線安排＋資料的給予） 

文件管理制度 

 機密文件之定義/標示 
 機密文件之借閱/傳閱流程 
 機密資料的銷毀 
 文件回收的管控 

技術互動管理制度 

 談判代表之權益 
 契約的管理、執行 
 機密資料的提供、參閱 
 保密契約的簽訂 
 智慧資產的評估（鑑價） 
 技術互動文件的保管 
 違約的懲處與損害賠償 

提案與獎勵制度 
 提案獎勵制度/辦法 
 不申請專利的處理制度 

智財權審核制度 

 專利申請評估（國別） 
 專利檢索（技術文獻蒐集與運用） 
 商標命名/查名分析/申請 
 著作權原件之保管 
 智財權之維護（年費/延展） 
 權益變動的登記與保護 
 強化智財權經濟運用 

智財權諮詢制度 

 審核契約中 IP相關條約 
 調查企業經營的 IP問題/因應 
 IP糾紛的因應措施 
 商標命名/查名諮詢 
 商標使用注意事項 
 諮詢窗口/流程之設置 

電腦資訊管理制度 

 軟/硬體需求調查/採購 
 定期/不定期軟體稽核 
 建檔管理軟硬體使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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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Intranet管理辦法 
 建立 Internet管理辦法（E-mail） 
 建立智財權資料庫 
 建立智財權管理資料庫 
 建立電腦安全管理系統 
 Web-site智財權管理 
資料來源：呂瑋卿（1999） 

Patrick & Sullivan（2001）認為智慧財產稽核之目的在於：（1）確認廠商
所擁有的智慧財產；（2）確定所有已確認的智慧財產已確實地被讓渡與保護；

（3）確認那些有保護價值的智慧資產（intellectual assets），並進一步使其轉
換成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4）確認系統性的知識選取與智慧資
本（intellectual capital）轉換成智慧資產間的差距；（5）清楚的確認廠商在定
義與保護該資產時，所產生的缺口、問題與錯誤117。 

劉博文（2002）認為智慧財產權管理的最終目的為充分利用企業所有的智
慧財產權來創造企業最大之利潤。且劉博文（2002）認為智慧財產管理可分為
三個階段：智財權稽核（IP audit）、智財權策略（IP strategy）制定以及智財
權維護（IP maintenance）118。 

劉江彬、黃俊英（2004）認為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之建立，取決於下列幾
項因素119： 

1. 正確的智慧財產權觀念 

2. 健全的財產權制度、法律與執行辦法 

3. 智慧財產權利益的合理歸屬與分配 

4. 自行研發創造的技術創新能力 

5. 良好的管理機構與人才 

6. 完整的國內外資訊系統 

 

                                            
117 Patrick H. & Sullivan(2001), Profiting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 New York : Wiley. 
118 劉博文（2002），「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管理」，揚智文化，第 219頁。 
119 劉江彬、黃俊英（2004），「智慧財產的法律與管理」，華泰文化，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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