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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遊戲開發流程」探討各個遊戲開發流程中「技術知識特質」差異，

此差異會對知識創造模式所產生的影響，而不同知識創造的模式亦會對智慧財產

權保護之標的物產生影響，而依據不同之標的物又會產生不同「智慧財產權管理」

的差異，研究架構如圖 3-1-1所示。 

 
圖 3-1-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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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變項 

依據前節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可分為技術知識特質、知識創造、遊戲開發流

程及智慧財產權管理四個構面，茲將本研究四個構面之各變項的操作性定義分述

如下表 3-2-1所示。 

表 3-2-1：本研究各項變數之說明 
構面 變數 操作性定義 

技術知識內隱程

度 

 內隱知識為一種不可編輯、無法具體化的
Know-How。 

 以媒介作為衡量技術知識內隱程度高低的方
式；若偏重於以人為媒介，則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較高；但偏向以文件為主時，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較低。 

技術知識複雜程

度 

 技術知識的複雜程度係指該技術的特質及觀念
數目、新奇程度及錯綜複雜程度。 

 本研究以該開發階段所需投入部門人員的多樣
性，以及投入人員需具備的技術知識領域的多寡

衡量技術知識的複雜程度。 

技
術
知
識
特
質 

技術知識模組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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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該技術知識之可分割性、可相容性及所
涉及之產品與技術是否有產業共通的標準。 

共同解決問題 

 共同解決問題係指如何使員工在專業、認知風格
及偏好工具的差異在創造性摩擦中創造知識。 

 本研究以人員背景及技能的多樣性程度，以及成
員共事過程中溝通媒介與溝通模式作為衡量的

方式。 

執行與整合新技

術程序及工具 

 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係指如何藉由創
造互動或揣摩架構的過程中，將知識具體化。 

 本研究以團隊或部門中，主要由誰來負責與決定
引進新技術和工具，以及如何激勵成員引入新的

技術與工具作為衡量之方式。 

知
識
創
造 

實驗與原型試製 

 係指藉由實驗的風氣及快速地形成原型的過程
中，在實驗與失敗中學習，以積累及創造知識。

 本研究以是否強調由原型試製來溝通概念、實驗
的風氣及如何在成員提出新點子時決定是否進

行作為衡量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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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前階段 
 主要工作包括討論與設定遊戲主旨、遊戲類型、
空間連結、紙上關卡設計、遊戲風格、設計分鏡

及支持的氣氛。 

關卡規劃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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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幾何結構與模組、規

劃關卡設計及關卡建造。 

關卡勾勒後設定 
 主要工作包括製作遊戲原形、細部設定及初期測
試回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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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製作人負責充當專案經理人的

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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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
戲
開
發
流
程 

品保與試玩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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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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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員工管理制度、安全及文件管理制度、
技術管理制度、對外關係及資源管理制度與資料

庫管理制度作為衡量智財管理制度之方式。 

智慧財產稽核 

 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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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衡量之間的差距。

 本研究以遊戲開發所可能產生之專利權、商標
權、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為衡量的項目。 

智
慧
財
產
權
管
理 

智慧財產加值 
 係指充分利用企業內部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以
創造企業最大之利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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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壹、研究方法 

Yin（1989）認為個案研究法應該適用於描述特殊性或開拓性的問題121；

Benbasat（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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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兼具上述特性，故將採「多重個案分析」之個案研究法，深入訪談具

有自製遊戲之遊戲公司的中高階主管等，瞭解高度創意之遊戲製作公司其產品與

知識創新管理的特色以及智慧財產管理的運作模式，期能夠依照研究目的提出結

論與建議。 

貳、研究程序 

本研究進行之程序乃依照 Yin（1994）之研究程序，如圖 3-3-1所示122。 

 

圖 3-3-1：研究程序 
資料來源：Yin（1994） 

 

                                            
121 Yin, R. K. (198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P. 49. 
122 同註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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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對象 

台灣遊戲產業的發展已經有十數年的歷史，而線上遊戲亦已邁向第四年，但

是在盜版風氣的肆虐下，遊戲產業一片蕭條，尤其是電腦遊戲中的單機遊戲更是

在線上遊戲的夾殺下，市場規模大幅滑落；線上遊戲亦因為進入者激增，且由於

玩家同一時間僅能玩一種遊戲，亦即對玩家而言時間所產生之排擠效果，導致單

一線上遊戲之市場佔有率越來越低，競爭亦越來越激烈。 

一款遊戲是否賣座，取決於遊戲性，遊戲性的產生係經由整個遊戲開發過程

不斷努力所累積的成果，因遊戲開發時間長，需要投入高額的成本，而遊戲成本

主要來自於上一款遊戲的收入，且市場競爭激烈，造成資金需求與成本壓力越來

越大。因此在藉由不同遊戲開發階段技術知識特質之探討，以了解其不同知識創

造的模式，藉由知識創造的過程中，尋找智慧財產權可保護之標的，作為智慧財

產權管理的依據。 

故本研究所選取之個案公司，X、I及 S公司皆為同時自製單機遊戲及線上
遊戲之遊戲公司，而 F公司則為目前線上遊戲前三大公司所轉投資之專門從事線
上遊戲製作的子公司，且獲得不同形式的好評，茲將其彙整如表 3-3-1所示。 

表 3-3-1：本研究個案選取公司 
公司 遊戲類型 好評的形式 

X公司 
遊樂器遊戲、單機遊

戲、線上遊戲、手機

遊戲 

 2002年國家年度電腦遊戲（Game Star）
選拔大賽國內自製及線上遊戲類第三名。

 X公司推出的第一款 Xbox遊戲《異界》
是亞洲除日本以外第一款自有品牌的次

世代遊樂器軟體。並於 2003年在日本地
區發行，且在當月便登上 Xbox產品銷售
冠軍。 

 Xbox Live遊戲《鬼疫》研發階段已獲得
2003國際級「數位內容產品雛型獎」肯
定。 

I公司 單機遊戲、線上遊戲

 2002年國家年度電腦遊戲（Game Star）
選拔大賽國內自製最佳線上遊戲類入選。

 2003年國家年度電腦遊戲（Game Star）
選拔大賽國內自製最佳線上遊戲類入選。

 I公司與美國 SS公司 2003年八月開始合
作開發的 Xbox Live遊戲《鐵鳳凰》，在
2004年的 E3展首度公開曝光，即榮獲
「E3最佳創新遊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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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公司 單機遊戲、線上遊戲

 2001年國家年度電腦遊戲（Game Star）
選拔大賽國內自製最佳色扮演類及最佳

養成類入選。 
 2001年電腦玩家舉辦之「遊戲金像獎」
中獲得編輯評選最佳國產遊戲及最佳導

演獎，以及獲得讀者票選最佳國產遊戲及

最佳客戶服務獎。 
 2003年國家年度電腦遊戲（Game Star）
選拔大賽共榮獲五項獎項。 

F公司 線上遊戲 

 曾幫國內多家知名遊戲廠商製作場景、人
物之設定與製作工作。 

 將為國內某知名線上遊戲廠商製作第一
款自製之線上遊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蒐集之方式有兩種，一為初級資料，二為次級資料，本研究以初

級資料為主，次級資料為輔，將所收集之資料作為個案撰寫之主要素材以及進行

個案分析時之資料基礎。 

一、初級資料 

初級資料為本研究資料之主要來源，由於受訪公司之一般性資料不夠深入，

因此本研究以深入訪談作為研究進行之主要依據，且 S公司因受訪時間較短，
故以該公司其他人員之演講作為輔助；此外，本研究也訪談了其他非個案之公司

以作為研究結果推論之佐證。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彙整如表 3-3-2所示。 

表 3-3-2：本研究訪談對象與時數 
公司名稱 受訪者 訪問時間 地點 

M辦公室（數位內
容輔導融資機構）

資深經理林先生 2004年 4月 19日 台北 

I公司 
遊戲事業部程式

經理黃先生 
2004年 5月 27日
1.5小時 

台北 

T公司（動畫公司） 知識長陳先生 
2004年 6月 7日
1.5小時 

台北 

S公司 
研發處動畫技術

監督林先生、音樂

製作專員吳先生 

2004年 3月 17日
3小時（演講）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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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總經理 
2004年 4月 29日
2小時（演講） 

台北 
 

行銷協理陳先生 
2004年 6月 21日
0.5小時 

台北 

X公司 杜總經理 
2004年 7月 15日
1.5小時 

台北 

F公司 駱總經理、張副總
2004年 7月 15日
1.5小時 

台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次級資料 

次級資料的蒐集主要是用來輔助初級資料並瞭解個案公司之營運狀況與經

營理念，本研究次級資料之來源包括各公司網站，公開說明書，各知名遊戲網站、

遊戲產業相關書籍、報章雜誌報導以及網路上搜尋之廠商資料等。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因此所選取的的個案代表性與周延性，將影響本研
究推論。 

2. 本研究以訪談做為個案研究證據的基本來源，主要訪談對象為個案公司的中
高階主管，並輔以其他次級資料為多重證據來源增加構念效度，然而受訪者

仍可能有回憶不完整、具有偏見以及清晰度不足或不確實等問題，造成難免

的偏誤。 

3. 本研究由於採取多重個案設計，在橫向比較上可能因受訪者在各公司經驗的
長短，所屬職務於組織中層級的高低、營業秘密考量所欲揭露資訊程度不同

而可能產生較不一致的情形。 

4. 本研究以定性分析及個案訪談都方式進行研究，將因個人主觀認知判斷而影
響推論結果，產生推論的偏誤。 

5. 本研究採橫切面的分析，對於個案公司之現況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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