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就破壞性創新、市場及消費者行為、競爭者評估、策略選擇、

研發中心的組織結構與運作相關文獻回顧與整理。第一節開始探討破壞性

創新相關理論，目的是藉由破壞性創新來讓企業能夠更快速成長。第二節

將探討市場與消費著行為，藉著市場行銷理論，來發現破壞性創新新市場

機會點。第三節將探討競爭者評估方法，試圖找出用有系统化找出競爭者

的核心能力。第四節將策略重要理論加以整理，應用到破壞性創新。第五

章利用新產品研發各種組織運作，來探討研發中心的組織應如何及如何運

作。 

 

 

第一節 破壞性創新 

 

一、破壞性創新理論 

破壞性創新理論的概念係源自(Christensen ,1995)克里斯汀生教授

對僵化的硬碟產業研究心得，(Christensen ,1995)克里斯汀生在研究中

辨識出一百多種創新，把它們分類成維持性創新和破壞性創新，維持性創

新讓廠商提供更佳及更具獲利性的產品給顧客；破壞性創新一開始提供的

是性能較差、現有要求較高的顧客不見得滿意的產品。研究結果發現，在

位者最終幾乎總是精通於維持性創新，但往往未能對付破壞性創新。 

圖 2—1-1 展示破壞性創新理論。市場係由許多不同的顧客群所構成，

在圖表中，虛線代表客戶群的需求，可以根據顧客群對產品的苛求程度區

分顧客，亦及他們想解決什麼問題，以及需要怎樣的產品幫助他們解決這

些問題。為簡化起見，圖 2-1-1 只展示幾類顧客群，在真實世界裡，絕大



多是產業有無數的顧客群，構成不同「等級」的市場，從要求不嚴苛到很

嚴苛的等級，大多數顧客屬於要求程度中等的等級，稱為『核心市場』或

「主流市場」。 

企業創新以邁向中高階市場的動機非常激烈，因為要求更高的顧客多

半願意付出更高價格取得能幫助他們解決最棘手問題的商品或服務，傾聽

最佳顧客心聲﹝商業論述中總是這麼規勸廠商﹞的績優公司研發維持性

創新，改變顧客向來最重視的性能層面。基本上，維持性創新是改良好產

品─對公司的成長與茁壯攸關重要性產品。 

但是企業改良產品的速度總是快過顧客能使用這些新創新的速度，因

此，在為企業開發及推出新產品與服務的速度﹝如圖 2-1-1 中實線所示﹞

總是快過各市場等級顧客使用這些改良創新的能力精進速度。 

 

 

 

 

 

 

 

 

 

 

 

 

 

 

圖 2-1-1 破壞性創新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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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的破壞性產品或服務，在主流顧客最重視的性能層面表現比現

有產品差，但是，相對於在位者的產品或服務，他們的價格通常比較低，

使用比較簡單。所有破壞性產品或服務都是基於創新非在位者核心市場得

成長機會，尋求建立破壞性事業的公司都可以利用兩種不同機會：爭取尚

未消費者或位消費的情況，創造全新市場﹝稱「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

或是進攻低階市場，已具獲利性的事業模式服務要求較低的顧客群﹝稱

「低階市場的破壞性創新」﹞，在位者樂得捨棄這些顧客群，轉而邁進更

高階市場。 

一開始，破壞性創新還不夠好，不足以迎合核心市場顧客對產品性能

的要求，但是，破壞性創新者會在本身的維持性創新軌跡上積極力爭上

游，向更高階市場挺進，以爭取更高利潤。最終，當破壞性創新好到足以

符合在位者的大多數顧客的要求時，在位者被迫移向更高階市場，甚至被

迫完全退出市場。 

破壞性創新往往為產業的在位領先者帶來困難，這些在位者而臨的抉

擇是在維持型軌跡上投資，改良產品，或是投資於破壞性創新。抉擇之所

以困難，是因為在在位者眼中。維持性創新比破壞性創新更具吸引力，儘

管破壞性創新最終往往能驅動更大的長期成長。 

 

二、能耐破壞型 (competence-destroying)  

 

Tushman (1986)研究產業中技術的變化發現，技術進展通常是一個持

續演化的過程，不過有時中途會被一些不連續的技術改變所中斷，而重新

進行另一個新技術的演化。他們也將技術的改變分成：能耐增強型

(competence enhancing)及能耐破壞型(competence-destroying)兩種。

能耐增強型的技術改變是在既有的知識基盤上，對於產品的成本或功能，

進行微量的改善，此種技術改變會改進現有的技術，並增強組織現有的能



耐基礎；能耐破壞型的技術改變則會出現新的產品種類，並改變原有的產

業競爭生態，此種改變將會使個人技術知識、組織競爭能耐與生產流程產

生重大變革，並重組公司與產業闊的權力與控制機制。另外，當現有廠商

投資於激進式、能耐破壞型技術時，在發展新的技術能耐上通常比新進廠

商處於不利的地位，原因是組織結構、例規、程序在漸進式創新過程中是

逐漸累積的，甚至可能已經形成核心僵化性，使它不容易改變(Nelson and 

winter 1982; Hendemon and Ciark 1990 ; Lenoard-Barton, 1995)，因

此，當產業面臨能耐破壞型技術改變時，新進廠商的產品發展表現通常優

於 現 有 廠 商 (Tushman and Anderson1986 ; Henderson and Clark 

1990;Cooper and smith 1992 ; Utterback  1994)。 

 

第二節 市場及消費者行為 

 

一、 新產品的分類  

 

截至目前為止 , 最為大家所一致接受的分類方式可回溯至顧問公司

Booz , Allen & Hamilton (1982) 所提出的分類方法。該分類方法已為

數位知名的學者所引用 , 其中包含 Cooper (1993) 、Kotler (1997) 

Booz,Allen&Hamilton (1982)根據產品對公司及市場的新穎程度 , 將新

產品分為下列六大類 :(1) 新問世的 產品 (New to the world products) ; 

(2) 新產品線 (New product lines);(3) 現有產品線外所增加的產品

(Additions to existing lines);(4) 現有產品的改良更新(Improvements 

and Revisions to Exchange products);(5) 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以及 (6) 降低成本 (Cost reductions) 。 

其次 Klein Schmidt and Cooper (1988) 探討企業為國際化導向



是否會影響 新產品的成功。在經過人員密集的訪談後 , 結果則肯定了

上一陳述。至於 Cooper (1990) 與 Cooper (1994) 的文獻均是根據

Cooper and Klein Schmidt (1987) 的成果再加以強調與引伸。另外

Cooper and Klein Schmidt (1995,1996) 研究了 161 個事業單位以暸

解影響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因素 , 結果發現績效受制於以下因素 :(1) 

新產品開發的流程與流程中的活動、 (2) 新產品計畫中的組織、 (3) 

公司對新產品的策略、 (4) 公司中創新的文化與氣候、與 (5) 高階管

理者對新產品開發的承諾。 

 

二、 消費者行為的完整模式 

 

以下將介紹四個重要的消費者行為的完整模式 (comprehensive 

model)，前 三個模式主要專注在分析一般消費者購買的決策過程與行

為，第四個則專注在 解釋消費者為什麼購買或不買某一項產品。 

(一)、Engel-Blackwel-Miniard 

EBM 模式共包括決策過程、資訊投入、資訊處理、及影響決策過程的

因素四大部份。以下將這四大部份作摘要性介紹: 

1、決策過程 

EBM 模式認為消費者的決策過程為一問題解決的過程，該模式將比過

程 分為需要認知、資訊需求、方案評估、購買、消費結果五個步驟。即

當消費者認知需要後，便會尋求相關資訊，進而形成評估準則並據以比較

不同的產品或品牌，而最後還定的對象均是具備消費者心中最偏好的屬

性。消費者於購買且消費後，可能產生滿意或不滿意的評價結果。 

2、資訊投入 

消費者會吸收從行銷活動及非行銷活動中所獲得的資訊，而將資訊納



入處理。若這些資訊仍不足夠峙，消費者會透過外部尋求，進一步蒐集相 

關資訊。 

3、資訊處理 

消費者處理資訊的過程分為五個步驟 :(1) 接觸一接收到刺激;(2) 

注意一 對刺激配置處理能力 ;(3) 理解一對刺激加以解釋 ;(4) 接受一

接受刺激 ; (5) 保留一將資訊轉換到長期的記憶。 

4、影響決策過程的因素 

影響因素可分三大類 :(1) 環境因素 , 如文化與社會階層 ;(2) 個

人差異因素，如知識與態度 ;(3) 心理程序因素 , 如資訊處理與學習。 

EBM 模式中決策過程被 Kotler (1997) 與 Shetheta1. (1999) 所引

用。 

(二) Howard-Sheth 模式 

Howard and Sheth (1969) 所提出的模式是由投入、認知和學習的建

構、輸出、及外在變數四個部份組成。在投入的部份，包含重要刺激、

符號刺激、社會環境三種投入變數、在認知和學習的建構的部份，這部

分是消費者在考慮一 個決策時的一些心理變數，包含如何接收與處理來

自投入的刺激，和如何形成概念。對於模式的翰出，包含注意、品牌暸

解、態度、意向、購買。外在變數並不是決定決策過程的直接部份，其

包含社會影響力和情境影響力兩類。 

(三) Howard 模式 

Howard (1994) 所提出的模式主要是由八個相關的元素所構成，即產

品階 層、資訊、品牌認知、態度、信任、意向、購買、及滿意度。Howard

主張產品階層是記憶的一部份，導引著消費者對資訊的尋求和注意、態

度、及信任。另一方面，資訊能直接從記憶中建立品牌認知、態度、和信

任，而購買意圖是由態度及信任所構成。當消費者對產品的利益形成正面

態度，且對該品牌有足夠的信任時，消費者便有強烈的購買意圖，此時購



買意圖亦同時受到產品價格 和配銷通路的影響。一旦有強的購買意圈，

消費者便可能在某特定期間購買產品，而購後滿意度又會影響到對該品牌

的態度及信任。 

(四)Sheth-Newman-Gross 模式 

Sheth-Newman-Gross 模式主要強調消費的價值，此觀念亦為

Sheth,Mittal , and Newman (1999) 所倡導。 Sheth,Newman ,and Gross 

(1991) 認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會面臨三種選擇：買或不買、選擇何種

形式、和選哪一個品牌，而這些選擇都可根據各種產品或品牌所提供的消

費價值 (Consumption values) 來決定。模式中所提出的消費價值共有五

種，分別是功能性價值 ( 如 functional value) 、社會性價值 (social 

value) 、情緒性價值 (emotional value) 、嘗新性價值 (epistemic 

value) 、和條件性價值 (conditional value) 。產品或品牌具有某些功

能上、效用上、或實體上的屬性，藉由這些屬性可以滿足消費者對使用該

產品的功能或效用的要求。產品或品牌所具備的這些屬性與效能即稱為

「功能性價值」，而此價值的衡量通常可經由一系列的選擇屬性加以評

估。當一個產品具有觸發消費者某些情緒，或改變其情緒狀態的能力，則

此產品即具有「情緒性價值」。若一產品能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提供新

奇的成覺，則這產品就具有「嘗新性價值」。至於在某些情況下，產品能

暫時提供較大的功能性或社會性價值，則此產品就具有「條件性價值」。 

 

三、組織購買行為 (Organizational buyer behavior) 模式 

 

組織購買行為是一正式組織為購買所需的產品與服務所建立的決策

過 程 , 包括確認與評估各種品牌與供應商 , 並從中作一抉擇( webster 

and Wind 1972)。早在 1967 年 Robinson, Faris,and Wind 就在一個名

為工業購買和創造性行銷的研討會中提出工業購買過程的觀念，此一觀念



而後則演變成為一重要 的研究領域。就在幾年後，許多學者紛紛進入觀

念性模式的探究與實證的分析(Johnston 1994) ，以下即介紹最知名的兩

個模式及和相關的模式。 

(一)、webster and Wind 模式 

webster and Wind (1972) 所提出的模式認為影響組織購買行為有

環境、組織、購買中心以及個體四大類的變數。環境方面的變數包含技

術環境、經濟環境、政策環境等，這些變數提供組織機會或限制，因而

影響組織購買的過程。組織方面的變數包含組織的技街、組織的結構、

組織的目標和任務、組織的角色，這些變數是不同組織會制定不同購買

決策的原因。購買中心是所有參與採購決策過程中的個人及團體，包含

使用者、購買者、影響者、決策者、及把關 者五種角色。而在購買決策

的過程中，每個決策參與者難免會滲入個人的動機、認知、與偏好，這

些就是影響購買行為的個體變數。 

(二)、工業採用過程 (Industrial adoption process)模式 

Ozanne and Churrli11 (1971) 提出一個工業採用過程的模式，作為

分析組織購買工業創新產品的架構。模式計有三個基本部份：經歷、流

程、及結果。「經歷」係包含公司與決策群體的經歷。「流程」是指採用

創新產品的流程，此流程大都歷經認知、興趣、評估、試用，與採用五

個階段。至於「結果」則可能 是接受或拒絕創新產品；當接受後，則有

可能是永久使用，也有可能過一陣子才使用。 

(三)、Sheth 模式 

Sheth (1973)綜合各家理論，在 1973 年提出一個較強調心理因素、

且較具整合性的組織購買行為模式。 Sheth 模式認為在組織購買過程有

下列三個主要 因素 :(1) 參與組織購買決策者的心理世界，此因素受到

個人背景、資訊來源、 對過去採購的滿意程度等不同因素的影響。 (2) 

促成共同決策方式的情況，此因素受到產品特性 ( 包括知覺風險、時間



壓力、購買型態 ) 與公司特性 ( 包括公司 導向、公司規模、集權程度 ) 

的影響。 (3) 共同決策的過程和衝突的解決方式。 共同決策的過程方

面包括提出請購、搜集資訊、評估供應商；衝突的解決方式 包括解決問

題方式、勸服方式、協商方式、政治手段。 

(四)、工業市場反應式 

Choffray and Lilien (1978) 二人認為 Sheth 模式太過複雜，因此

提出一較簡化的模式，比模式稱為工業市場反應模式，目的為使分析結果

能實際加以運用，幫助管理者建立一有效的行銷策略基礎。 

 

四、需要完成的工作理論 

 

當消費者購買一個產品時，他們其實是要雇用這產品完成某項工作。

我們在生活中要完成的諸多工作，其實是相當例行、穩定的；企業若能提

供產品幫助顧客更容易地完成他們所關心的工作，就能成功地賺取、成長。 

市場區隔是一個理論，企業認為，設法迎合某市場區隔顧客群的需

要，便能開發出成功的新產品。不幸的是，企業往往根據容易辨識與度量

的屬性﹝例如產品特性、人口統計資料，或心理統計特性﹞區隔市場，但

是，這類以屬性為基礎的市場區隔往往不適當。容易蒐集到的資料來區分

顧客群，往往會模糊顧客的需求。「需要完成的工作」理論認為，產品若

能和某個情況關聯，即顧客需要完成某項工作，才會成功。能成功迎合顧

客的情況或幫助他們完成工作的產品，才是所謂的「殺手級應用」，這樣

的產品使得顧客更容易地作他們想完成的工作。 

辨識人真正的關切、想完成的工作，開發出能使人更容易地完成這些

工作的產品，企業便能辨識出過去未能察覺，以及傳統市場研究方法未能

發現的新市場。了解現有產品不能適當地幫助顧客完成哪些工作，企業便

能洞察怎樣的創新產品會受到既有顧客的歡迎，並吸引尚未消費的新顧



客。 

 

第三節 競爭對手評估 

在競爭對手的評估當中，我們提出了幾個理論，包括 Dorothy （1995）

所提出的四個核心構面及 Porter and Rossini（1987）所提出的技術預測

方法論，還有 Christensen （1995）所提出的資源、流程與價值主張理論。 

一、Dorothy（1995）所提出的核心能力四構面  

 

Dorothy （1995）所提出的核心能力四構面(圖 2-3-1)，若能將實體

系统、管理系統、技能與知識、價值，四方面複製，就可達到核心能力的

移轉。 

 

 

 

 

 

 

 

 

 

 

 

 

圖 2-3-1 Dorothy （1995）所提出的核心能力四構面  

 

 



(一)、實體系统：科技能力不僅在人們腦海裡逐漸累積，假以時日，也會

表現在人們所建立的實體系統，如資料庫、機器和軟體程式上。 

(二)、管理系統：人們知識的累積係由公司的教育、報酬和激勵機制加以

導引和監督。這些管理系统，尤其是激勵機制系統，創造了知識玟取得和

流通的管道，同時對不合需要的知識活動設立障礙。 

(三)、技能與知識：此構面最顯而易見。 

(四)、價值：價值觀和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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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系統、行為儀

式及強烈的信心，其堅定和複雜的程度並不亞於一般宗教。因此，價值觀

可做為知識篩選和控制的機制。 

 

二、技術預測的方法論 

 

Porter and Rossini 於 1987 年提出將技術預測的方法區分為監測

法、專家意見法、趨勢外推法、模式法、情境法五大類 , 並在 1991 年

出版的專書 CE 這這個分類方式 (Porter  1991) 。這個方法可謂是目前

最典型的分類方式，被其他專家們引用的情況最為普遍。 

（一）監測法 

1.簡述：掃瞄與預測主題有關的環境資訊之過程。此法不是一個真正的預

測技巧，而是獲取及組織資料的方法。預先判斷資訊來源 , 然後將過濾

並整理出結構。 

2.假設：可取得環境中對預測有用的資訊。 

3.優點：能從廣大的資訊來源中蒐集大量有用的資訊。 

4.缺點：過多的資訊可能導致毫無選擇性、且無從整理。 

5.使用時機：想要對某一領域維持暸解 , 或為了提供預測活動所需的基

礎資訊。 



（二）專家意見法 

1.簡述：蒐集及分析某特殊領域中專家意見。 

2.假設：對於世上的一些事，某些個體比其他人知道得更多，因此他的預

測將更會好。如果使用了多位專家，則群體知識更優於個別專家的知識。 

3.優點：此法能勾勒出專家腦中高品質的模式，且這些模式原來是不會或

不能向外人道之的。 

4.缺點：專家的認定很困難 ; 專家的預測經常出錯 ; 向專家們所提的問

題 : 經常很空泛或定義不清，且過程的設計亦嫌粗略 ; 若允許專家間交

互影響，則預測結呆可能被社會及心理因素所左右。 

5.使用時機：當一領域中專家的確存在; 當資料缺乏 ; 當模式化是不可

能 ; 或很困難。 

（三）趨勢分析法 

1.簡述：應用數理及統計的技巧將時間序列的資料延伸到未來。 

2.假設:過去的情況及趨勢將會持續到未來。 

3.優點:提供貝持續性、以資料為基礎的定量參數，且在短期預測特別精

確。 

4.缺點:需要大量的好資料 ; 結果只有定量的參數 ; 在劇變及不連續時

無法發揮作用 ; 長期的預測結果可能令人有非常大的誤解 ; 趨勢分析

並不標榜因果的機制。 

5.使用時機：為了投射定量性的参數；為了分析技術的採用及替代情形。 

（四）模式法 

1.簡述:將真實世界中某些結構與動態簡單化，可透過觀察模式的動態變

化來預測被系統化的行為。 

2.假設:世界的基本結構及過程能以簡單的形式加以詮釋。 

3.優點:能僅僅因突顯出系統重要細節而展示出一個複雜系統的未來行



為 ; 某些模式提供融合人類價值判斷的架構 ; 模式的建構過程使建構

者對未來複雜的系統行為有更佳的視野。 

4.缺點:複雜的分析技巧經常持飾了錯誤的假設 ; 對定量參數的喜好勝

過定性的參數，因此易忽略重要的因素 ; 如果基礎資料不夠，則結果可

能導致誤解。 

5.使用時機:為了將複雜的系統簡化為可管理的表示式。 

（五）情境分析法 

1.簡述:對未來某些光景的描述集合 , 此集合包含未來可能出現的情況。 

2.假設:從有限的資料庫中可以很合理地將這些未來建構出來。 

3.優點:能展現出豐富的可能未來，且可結合由其他預測方法所得的定量

與定性結果，一般使用者亦較能明瞭比方法所得結果的意義。 

4.缺點:除非預測者能有效地維持其不脫離現實，否則其結果易流於天方

夜譚。 

5.使用時機:必須整合具有定量與定性資訊 ; 當資料缺乏而無法使用其

他方法 ; 欲將複雜、具高度不確定性情況溝通給非技術人員時。 

 

三、資源、流程與價值主張理論 

 

資源、流程與價值主張理論﹝RPV 理論﹞解釋為何在位者總是難以應

付破壞性創新。RPV 理論核心論點是：公司擁有的資源、運作的流程，和

他的價值主張﹝即想做什麼﹞結合起來決定了公司的能力、長處、弱點與

盲點。資源是組織可購買或出售、建立或摧毀的東西或資產﹝如圖 2-3-2

左邊欄所述﹞；流程是公司把投入要素轉化成更有價值的產出﹝產品或服

務﹞的現有作業方法﹝如表 2-3-1 中間欄所述﹞；組織的價值主張決定組

織分配資源時的依據標準﹝如表 2-3-1 右邊欄所述﹞。 

RPV 理論認為，再面臨機會時，若公司擁有必須具備的資源，公司的



流程能執行必須做的事，公司的價值主張能使此機會獲得資源分配的話，

才能成功掌握此機會。在為者之所以比較擅長維持性創新，是因為她們的

價值主張使這類型創新被排在優先順序，而且，他們的流程與資源也適合

處理這類創新。反之，在面對破壞性創新時，在位者的價值主張並不會把

處理這類創新列為優先要務，現有流程也不能幫助他們做必須做的事。 

表 2-3-1 資源、流程，與價值 

 

資源  流程 價值 

公司可購買或出貨、建

立或摧毀的東西或資

產，例如： 

 公司把投入要素（即資

源）轉化成品或服務的

現有作業方法，例如：

公司主張決定組織分配

資源時的依據標準，例

如： 

● 技術  ● 人員招募與訓練 ● 成本結構 

● 產品  ● 產品發展 ● 損益表 

● 設備  ● 製造 ● 客戶需求 

● 資訊  ● 預算與規劃 ● 機會的規模大小 

● 現金  ● 市場研究 ● 道德 

● 品牌  ● 資源分配   

● 通路      

 

 

第四節 策略選擇理論 

在策略的選擇中，我們選擇了以下幾個理論，包括了吳思華（民 89）

提出的動態經營策略，及 Christensen（1995）提出的應變形策略理論及

發現導向規劃法。 

 



一、動態經營策略 

 

有關動態經營策略以吳思華, (民 89 年 ) 教授所描繪的架構較完

整，吳思華教授的策略三構面 : 營運範疇、核心資源和事業網路分析公

司的策略作為 ; 這些策略特性的知識涵義，有些是外顯，有些是內隱的，

屬於每個企業的特有內涵或不傳之密，這些策略的特性及細項整理如表

2-4-1。 

 

表 2-4-1 策略構面與特性示意  

 大 項 細 項 特 性 

   ﹒產品市場    

 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 ﹒活動組合  外 顯 

   ﹒地理構形    

   ﹒業務規模    

   ﹒有形資產    

 核心資源的創造與累積 ﹒無形資產  內 隱 

   ﹒個人能力    

   ﹒組織運作能力   

   ﹒體系成員    

 事業網路的建構與彈性 ﹒網路關係  實有若無 

   ﹒網路位置    

資料來源 : 吳思華, (89 年 ) 

(一)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 

 

營運範疇的勾勒可說是企業事業策略的具體外顯表徵，這些表徵



可由 1.產品與市場的定位;2.價值活動組合;3.經營規模以及 4.價值

活動所在的地理構形等四方面來合涵蓋，其具體的內容與分析方法如

下: 

 

1. 產品一市場  

 

產品一市場組合主要分析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內容以及企業所

選定的目標市場。其分析方式是利用產品一市場矩陣分析企業目前的定位

與未來的調整方向。 

 

2. 活動組合  

 

活動組合是指企業在整個價值鏈上所從事的價值活動組合，企業可隨

時觀察產業環境，投入對自己最有利的價值活動。 

 

3. 地理構形  

 

地理構形指的是企業如何安排前述各項價值活動的地理位置，透過地

理構形的安排，可達到降低成本、獲取資源等目的而提高企業的競爭力。

地理構形的分析方式配合價值活動，做成價值活動與地理構形的矩陣圖。 

 

4. 業務規模  

 

業務規模所表達的常是公司的成長目標 , 其具體的指標有資本

額、員工人數、營業額、市場佔有率、獲利率等。 



 

(二)核心資源的創造與累積 

核心資源的觀點，主要是希望企業在日常的營運中，持續的創造和

累積核心資源，以建立不敗的競爭優勢，為企業的永續生存奠定根基。

從企業的觀點，所謂資源包括資產與能力兩大項，前者係指在特定時點

可清點的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 ; 後者則包括 有助於企業基本運作的組

織能力和個人能力 , 詳如表 2-4-2。 

 

表 2-4-2 策略性資源的內涵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有 形   
 資 

  財物資產 現金、有價證券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 

 產 無 形 己登記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 

      

    專業技術能力  

 能 個人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能力  

 力 
組織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與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 : 吳思華 ( 民 89)  

 

 



(三)事業網路的建構與強化 

從企業的觀點，任何一個企業的經營必定和週遭成員，包括同業區、

輿論、政府及國家等息息相關，而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企業必須和事業共

同體中的事業夥伴建構適當的關係，才能確保企業的永續生存。確保企業

的永續生存。 

從企業經營者的觀點，有關事業網路的策略構面可再細分成體系成員

的選擇、網路關係的建立、網路位置的選擇三項: 

 

1. 體系成員  

企業必須選擇適當的成員建一個完整的網路體系。這體系的成員包括

資源供應者、同業、異業、股東、政府、企業所在地的社區、消費大眾、

輿論媒體等等，皆是企業經營思考的方向。 

 

2. 網路關係  

企業應根據實務的需要或資源使用的觀點 , 與體系的成員建 立適

當的網路關係。 ( 如投資關係、供應商關係、經銷關係、顧客 關係 ..

等 ) 。 

 

3. 網路位置  

由於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的不同 , 體系中每一個成員相互間 的依

賴關係並不相同。若企業在體系中掌握到網路的關鍵位置 , 在分配網路

利益時 , 自然可得到較多的好處。因此 , 網路策略的 選擇也成為重要

的策略。 

 

 

 



 

二、應變型策略理論 

 

應變型策略理論主張在高度不確定的情況下，公司必須設法因應市場

變化跡象而調整。 

企業可採取兩種不同的策略流程，第一種是計畫型策略，其流程是訂

定目標，定義一套達成目標得步驟，然後有條不紊地執行每個步驟。這是

刻意、經過審慎分析的策略制定流程，涉及評估市場結構、競爭分析、詳

細的市場研究，已決定顧客之需求。 

採取另一種策略制定流程─應變型策略─的公司旨在保留彈性，蒐集

來自市場的反饋資訊，什麼行得通及什麼行不通，在根據來自市場的新資

訊，調整策略。 

在高度不確定的情況下，適宜採用應變型策略，因為在這種策略，因

為在這種境況中，經理人往往會遭遇事業規劃者未能預期到的問題，行動

導致意外的結果，在這種境況下，採行嚴謹的計劃型策略可能會使公司忽

視市場變化跡象而未能調整策略。換句話說，可能會繼續採用顯然行不通

的策略。應變型策略鼓勵經理人以最適當方式應付問題，就算會產生顯著

偏離計劃軌道的結果也沒有關係。 

在現實世界裡，策略的訂製是相當複雜的流程，混合了計劃型策略與

應變型策略，就算是試圖採行純粹計劃型策略制定流程的公司也會驚訝地

發現，由於出現各種突發狀況，實際採行得策略顯著不同於原本意圖的策

略。在還不確知正確方法之前，企業往往會再試圖排除這些突發狀況時遭

致困難。 

 

三、發現導向規劃法 

 



「發現導向規劃法」是幫助公司實行應變型策略理論的重要工具。一

般規劃流程的僵化不幸無可避免地造成公司的前進方向和員工日常的決

策相互矛盾，因此，公司需要一個能把應變型策略制定流程所產生的策略

納入資源分配決策中的規劃流程。為此，可運用「發現導向規劃法」做為

因應突發狀況的工具。 

一般的規劃流程事提出一套假設，根據假設建立預測，再根據預測擬

定計劃，然後根據計劃採取行動。這種規劃流程適用於穩定的市場，因為

在穩定的市場中，廠商可以仰賴充分資料與累積的經驗。 

在不確定的境況下，企業並不需要憑藉直覺、猜測、摸索，可以使用

「發現導向規劃法」。如圖 2-4-1 所示，「發現導向規劃法」剛好和一般的

規劃流程步驟順序倒反，起點是建立預測─一個機會應該獲致怎樣的績效

才值得考慮的投資？接下來根據預測提出假設─需要哪些假設成立，上述

預測才會實現？下一步是執行試驗計劃，測試重要假設是否合理，其中有

些假設能通過測試，有些則不能通過。「發現導向規劃法」能讓公司測試

不確定性，及早制定應變計劃。 

 

 

 

 

 

 

 

 

 

 

 



   以頻台為基礎得規劃法 發現導向規劃法 

  

 
步驟１ 

 

  

 提出假設 建立預測 

  

 
步驟２ 

 

  

 根據假設建立預測 
根據預測提出假設：需要哪些假

設成立，上述預測才會實現？ 

  

 
步驟３ 

 

  

 根據預測決定投資 
執行試驗計劃，以測試這些重要

假設是否合理 

  

 
步驟４ 

 

  

 執行策略 投資以執行策略 

 

圖 2-4-1 發現導向規劃法  

 

第五節 研發中心的組織與運作 

在研發中心的組織與運作當中，我們提出了以下幾個理論，包括了

Wheelwright and Clark (1992)提出的研發組織團隊類型與產品開發專案

類型以及 Christenson （1995）提出的組織結構與歸屬理論。 

一、研發組織團隊類型 

Wheelwright and Clark (1992)則以產品改變程度與製程改變程度，



即產品的創新程度與技術知識路徑相依情形，將組織進行新產品開發專

案的類型加以區分為四種不同的團隊類型，包括 1. 自主型團隊 ;2. 重

型團隊 ;3 輕型團隊 ;4. 功能型團隊。而根據李仁芳、賴建男、賴威龍, 

( 民 86);Fleming &Koppeman (1997);Doughedy (1990) 等學者的研究

則發現，技術知識路徑相依程度，會影響組織進行知識創造的團隊類型，

當技術知識路徑相程度低 ( 即組織進行突破型創新時 ) ，組織傾向於

使用重型團隊，賦予較大的自主性，來進行產品開發，會比較有效率

(Fleming and Koppeman 1997) 。反之，如果技術知識路徑相依程度高

時，組織則可以透過輕型團隊來進行組織知識創造 ( 李仁芳、賴建男、

賴威龍, 民 86)。 

 

二、產品開發專案的類型 

 

新產品開發專案會影響產品開發團隊的組成， Clark and  

wheelwright (1992) 根據產品與製程改變的程度，將產品開發專案，分

為下列四類 : 

(一)改良、差異、增強型 

(二)新的世代或平台式的產品開發專案 

此類的專案通常是提供新的問題解決方案給顧客，也提供相關產品

或製程延伸的基本架構，使後績的改良或增強型專案可以根據此架構來發

展。此外，成功的新世代或平台式開發專案，也有助於後續產品在成本、

品質與功能上的改良。為了有效形成一個新的世代或平台的產品，必須掌

握下列三個特徵 : 

1. 產品的核心功能可以滿足顧客的基本需求 

2. 支援後績的產品或製程世代的發展 



3. 必須可以在不同的產品世代中順利移轉 

(三)激進式創新的產品開發專案 

激進式創新的產品開發專案，為廠商進入一個新事業的過程，因此，

在產品開發過程上，著重於技術創新或特殊表現，對廠商或產品開發團

隊而言，在其相關的技術或核心概念上，皆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經驗或是

技術上的突破過程。 

此類開發專案如果成功，除了為公司開啟新一代的產品線之外，也

可以使公司進入一個新的事業領域。 

(四)研究發展型的專案 

研究發展包括新技術的發明與取得，及一切可應用於新產品開發的

知識創造，可以視為新產品開發之前導計畫。研究發展的工作通常設有

專門的組織或團隊負責，且其獨立於主要的新產品開發作業，即確定新

的技術或知識的可行性與可發展性之後，再移交給相關的新產品開發團

隊，以避免造成產品開發的不確定性。 

這一類型的產品開發專案，是以之前的新一代或平台式產品的開發

專案為基礎，針對某些特定的功能表現，或不同市場的產品區隔作調整。

這類的專案通常只在產品或製程上作部份的修正。 

 

三、 組織結構與歸屬 

 

另外，圖 2-5-1 中的架構可以幫助經理人決定，何時應該利用組織現

有能力，何時應該創造或向外取得新能力。左側縱軸，顯示的是組織目前

所使用的互動、溝通、協調及制定決策類型，可以幫助公司順利完成新任

務的適合度。下方橫軸則要求經理人評估，組織價值是否允許新事業取得

所需的資源，幫助新事業邁向成功。上方的橫軸為一連續帶，說明公司試



圖建立新事業時，組織單位需要的自主程度。如果是破壞性創新，高自主

性組織就是新事業成功的前提。另一端，經理人則預期主力組織的資源可

以和新專案密切結合。 

 

 

 

圖 2–5-1 組織結構與歸屬  

資料來源：Christensen、Raynor 合著的《創新者的解答》 

 

右側的縱軸指出，公司可以從三種組織結構中選擇最適切的一種，或

是善用現有流程，克服現有流程對創新專案造成的阻礙。引導創新事業發

展熱銷產品的研發團隊，可以區分為重量級、輕量級以及功能性三種。重

量級團隊係由哈佛商學院教授 Clark 及 Wheelwright 所提出，係指公司從

各部門抽調一批人成立的新團隊，允許團隊成員和不同組織的人討論和互

動，為創造新流程的方法。相對的，輕量級或功能性團隊，都是以公司既



有流程為基礎，設計新流程的方法。創新事業與主流事業的現有流程及價

值的適合程度、將面臨何種挑戰以及因應之道，如表 2-5-1 所示。 

 

 

 

表 2-5-1 創新事業與主流流程及價值的適合程度及因應之道  

區塊 適合度 解決之道 

A 區  經理人面對維持性技術變革的

情況，這區的變革與組織價值

適合度高  

組織必須處理不同於以往的問題，處在

這樣的環境，組織應當成立重量級專案

團隊。 

B 區  創新專案與組織現有流程及價

值都呈現高度適配  

專案在現有組織內部進行跨部門協

調，就可以順利發展新事業。 

C 區    專案團隊正從事破壞性的科技

變革，但這項專案與組織與現

有流程及價值並不適合  

公司應該成立自主性組織，以提高創新

事業的成功率。 

D 區  專案團隊研發的產品或服務和

主流事業類似 

企業經由間接成本低的事業模式負起

銷售任務。這類風險事業可以運用主力

事業的後勤補給管理流程，但需要建立

不同於傳統組織的預算制度、管理模式

及損益評估標準。 

 

資料來源：整理自 Christensen、Raynor 合著的《創新者的解答》 

 

 



第六節 小結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中，我們發現可以從市場的機會點、競爭對手的評

估、策略的考量與執行等三個構面來探討研發中心的運作，在下一章中我

們將會詳細的探討三個構面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