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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第一節 仁寶電腦個案 

一、公司簡介 

仁寶電腦公司（以下簡稱仁寶）成立於 1984 年。初期生產 CRT 監視器、電腦周

邊零件、鍵盤與計算機，在 1990 年開始生產筆記型電腦，率先推出全國第一台

386SX 筆記型電腦後，正式由監視器廠商轉型切入筆記型電腦領域。仁寶的主要

產品有四大項：筆記型電腦、監視器、行動電話以及 PDA。 

仁寶的業務範圍：筆記型電腦、CRT 監視器、LCD 監視器、LCD TV、PDP TV、行

動電話、PDA、智慧型手機(PDA Phone、Smart phone)及手持影音播放機(PMP)

之研發、設計、產製及銷售。 

目前主要從事專業筆記型電腦產品之研發、生產製造及全球行銷，主要客戶有

Dell、Toshiba、NEC、HP、Fujitsu、宏碁等知名大廠。 

仁寶電腦在民國九十三年本公司的營業額達到新台幣二千一百一十三億元，目前

全球共有超過一萬六千名員工。2004 年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世界一百大資訊產

業排行榜中的一員！ 

    仁寶針對不同的 ODM 客戶設置專屬的研發小組，使仁寶無論在筆記型電腦，

監視器及新開發的通訊產品方面，均能充分迎合市場快速的變遷，並在專利的申

請與核准獲得了豐碩的成果！而由逐年上昇的研發經費與工程人員，更充分說明

仁寶對領先市場的堅持與在新產品上的努力。   

仁寶電腦近年大事紀要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仁寶電腦近年大事紀要 

仁寶電腦近年大事紀要 

2005 ．分割「行動通訊產品事業群」(PMCC)予華寶通訊，而由華寶通訊增

發新股予仁寶電腦以為對價。暫訂分割基準日為 95 年 1 月 1 日。 

2004 ．2004 年全年度營收達新台幣 2,113.8 億元，營收名列台灣地區民

營製造業第 5名。 

．2004 年榮獲美國商業週刊 ＂Business Week (US) ＂ – 全球科

技 100 強(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00)第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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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聰總經理榮獲全球法人投資者雜誌 (Institutional 

Investors)評選為臺灣地區最佳執行長(The Best CEO)。 

．2004 年榮獲「e 天下」雜誌台灣科技 100 強總排名第八名；營收

最高第五名；稅後純益最高第八名。 

2003 ．美國商業週刊世界科技 100 強總排名第 16 名。 

．榮獲經濟部進出口績優廠商「金貿獎」第 5名。 

2002 ．榮獲天下雜誌 1000 大企業總排名第 10 名，最賺錢的 50 家公司排

名第 10 名 

．榮獲經濟部九十年度出進口績優廠商金貿獎第 5名 

．獲資策會評選為 2002 年六大智慧資本最雄厚廠商之一 

．晉升全國前五大電子資訊製造大廠，全年營收達 1,164 億元 

2001 ．榮獲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 – 傑出獎 

．榮獲 Asia Money 雜誌台灣區「The Best – Managed Companies」

排名第 17 名  

．榮獲 intel 頒發 Best Customer 獎 

．合併神寶，成立個人行動通訊事業部(PMCC)，積極整合發展無線通

訊產業之資源，強化手機(Handset)及 口袋型電腦(Pocket PC)之研

發銷售能力  

．仁寶對東芝公司(Toshiba)筆記型電腦累積出貨量突破 100 萬台；

仁寶對 NMV (NEC/Mitsubishi)監視器累積出貨量突破 100 萬台 

2000 ．轉投資仁寶電腦工業(中國)有限公司 5月份正式生產 21 吋 CRT 監

視器 

1999 ．15 吋 LCD 監視器榮獲 1999 國家產品形象銀質獎  

1998 ．筆記型電腦 TS30T/N30T2，19 吋 CRT 監視器，15 吋 LCD 監視器榮

獲第七屆台灣精品獎  

資料來源： 仁寶電腦公司網站 

（一）工業設計組織 

仁寶是專業代工廠商，不經營自有品牌，也重視工業設計，成立「工業設計中心」

（IDC，Industry Design Center），內部隸屬上仍稱工業設計部；設計產品項

目涵蓋筆記型電腦、行動電話和個人數位助理器，其工業設計往往將人體工學、

噴塗技術與市場流行等因素納入考量。 

目前仁寶工業設計部，依仁寶的產品事業群（Business Unit）分為三大群，分

別是電腦產品設計、視訊產品設計以及行動通訊產品設計。仁寶的工業設計部規

模約為三十人，負責筆記型電腦設計的有 16 人;顯示器產品設計的有人；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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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產品設計的則有 7～8人。其中各產品類別群之下，對於有長期合作關係之

品牌大廠客戶分組，例如在電腦產品設計中，有專門負責 Dell 設計代工的設計

小組，或是專門負責 Toshiba 筆記型電腦設計的設計小組等。工業設計組織規模

現況示意如圖 4-1-1： 

工業設計部

電腦產品設計
（筆記型電腦）

16人

視訊產品設計
（顯示器、CRT、
LCD、LCD TV、

PDP TV）

4人

行動通訊
產品設計

（手機、PDA）

7~8人

註：2005年，行動通訊產品設計連同行動通訊產品事業群都併入華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1-1 仁寶工業設計部組織規模現況 

工業設計部中，關於行動通訊產品設計群，於 2005 年六月隨行動通訊產品事業

群為華寶所合併。 

二、公司組織架構與設計部門之改變 

1999 年至今，仁寶電腦的正式組織結構每隔一、兩年就有所變動，不論是整體

規模或是結構型態都一直在做改變。在這變動過程中，仁寶工業設計部隨著公司

的架構調整其組織位階、規模、內部分工也同步的調整。因此將仁寶正式組織結

構與工業設計單位之沿革整理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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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仁寶公司與工業設計部門之組織架構改變整理 

公司組織 工業設計部門 

1999 年 仁寶採行功能別分類作為正式組織結

構。 

1999 年 工業設計部門隸屬於機構設計部之

下，之後隨 ODM 需求提高，工業設計部門另行

獨立，始與機構設計等研發部門位階平行。 

 2000 年 工業設計部內部依產品別分組，分為

筆記型電腦設計小組與視訊產品設計小組。 

2001 年 改採部門結構方式，主要依產品別作

分類，成立電腦產品事業群以及視訊產品事業

群。 

2001 年 取消產品別分組。 

2002 年 推行運管理系統，新設營運事業群 2002 年 將原先合併的設計師群重新依產品別

分組。 

2003 年 成立行動通訊產品事業群，並設立技

術研發中心 

2003 年 新設行動通訊產品設計小組。 

 2004 年 由於獲利降低，內部採行降低成本策

略，設計工作壓力提高 

2005 年 行動通訊部門分割予華寶通訊 2005 年 設計代工業務表現佳，設計部備受重

視，同年，行動通訊設計小組連同事業群分割

予華寶通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仁寶電腦歷年組織架構圖如圖 4-1-2 至圖 4-1-6 所示： 



 76

股東大會

監察人

經營決策會

大樓工程專案組

經營管理室
(內部稽核組)

Y2K專案小組

人評會

海外小組

法務室

C.I.S
推行委員會

董事會

總經理室

財
務
部

會
計
處

行
政
管
理
處

資
訊
處

業
務
本
部

研
發
本
部

品
管
本
部

製
造
本
部

 

資料來源：仁寶電腦 1999 年公開說明書 

圖 4-1-2 仁寶電腦公司 1999 年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仁寶電腦 2000 年公開說明書 

圖 4-1-3 仁寶電腦公司 2000 年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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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仁寶電腦 2001 年公開說明書 

圖 4-1-4 仁寶電腦公司 2001 年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仁寶電腦 2003 年公開說明書 

圖 4-1-5 仁寶電腦公司 2003 年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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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仁寶電腦 2005 年公開說明書 

圖 4-1-6 仁寶電腦公司 2005 年組織架構圖 

歷來工業設計部之沿革是隨著仁寶電腦的產品事業群的分類進行分組。1999 年

時，仁寶尚未進行組織改組，組織結構上還未進行水平分化，當時的工業設計

部門亦尚未分組。整個設計部門隸屬於機構設計部之內，屬於附屬性組織。 

早期工業設計在仁寶未獲重視的主要原因為兩點： 

一、由於早期的筆記型電腦或是監視器之產品其外觀造型非市場主要訴求，大部

分的產品多造型簡單，且產品競爭關鍵在於效能與價格。 

二、早期仁寶主要業務為 OEM，因此工業設計較少發揮之處，仁寶內部的設計師

主要工作僅負責將客戶的設計圖轉化為內部語言，以及解決當產品外殼在製造作

業上之相關問題。 

但是，隨著模具開發的進步、CNC 加工能力的提升以及 3D CAID 軟體的進步，加

上外在競爭環境之專業製造生產廠之競爭由 OEM 朝向 ODM 等因素下，對於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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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需求越來越強，工業設計部門之後就從機構設計部獨立出來，專門做產品的

造型設計。 

工業設計部在日常運作上，大部分是依產品類別分組，為因應世界各國的品牌

客戶，仁寶在各產品群組的設計師中，又依廠商劃分，各設計師都專責於某個

品牌廠商之設計代工之業務。 

然而如同仁寶歷年來組織不斷改組一般，工業設計部門亦然。2000 年時仁寶改

組，一產品事業群進行組織的水平分化，分為電腦產品事業群以及視訊產品事

業群，改組同時，工業設計部門亦隨之分組。到了 2001 年左右，當時工業設計

部門主管認為各設計小組工作內容差異性不大，因此將視訊產品設計小組與筆記

型電腦設計小組之設計師們整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團隊，當時作監視器的設計

師，也會接到筆記型電腦設計的工作。這種運作方式持續一年，到了 2002 年工

業設計部又重新分組，將原先合併在一起的設計師群又依原先的分組方式，還原

成原先的電腦產品設計組以及視訊產品設計組。。 

2003 年因行動通訊產品事業群的成立，工業設計部的分組上因此增設行動通訊

產品設計組。而行動通訊產品設計組在員額成長上是近幾年幅度最大者。 

2004 年，仁寶面臨營業額與利潤的降低壓力，而力行降低成本策略。這段期間，

工業設計部於仁寶電腦的地位大大降低，一再被要求降低成本，也因此在產品設

計活動上，設計師既受到設計限制同時成本壓力倍增。 

2005 年，由於度過 2004 年的艱困期，加上整體營收有顯著成長，加上工業設計

成為我國筆記型電腦廠商相互競爭的項目，工業設計部的地位因而提升，公司內

部對於設計提供的之持有明顯的增強，鼓勵設計師設計出好的產品，想藉此提升

ODM 的訂單量。 

三、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仁寶電腦以專業的 ODM 廠商為營運定位，在資訊產品的設計開發流程上，ODM

與 OEM 為其主要營運模式。一般的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品牌廠商主要負責將

新產品的策略制訂、概念發展以及產品規劃完成後，接著就交付給專業代工生產

製造業者，進行新產品的設計開發及製造的步驟。 

在新產品的設計開發方面，活動內容則較為複雜及多樣，依仁寶與客戶之合作模

式約略可分為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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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EM 

a. 由品牌廠商自己獨力完成新產品的設計開發，之後交由仁寶生產製造。 

B. ODM 

a. 是由品牌廠商的新產品設計開發團隊與仁寶一同合作完成新產品的設計

與開發及後段的生產製造活動。 

b. 品牌廠商完成新產品規劃後，即交由仁寶負責新產品的設計開發與製造。 

c. 由仁寶主動針對品牌廠商作產品設計開發，提供給品牌廠商做挑選以及

下單的參考。 

根據前述文獻及個案訪談，對於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的探討，為切割出品牌廠商

與 ODM 廠商及 OEM 廠商之分工流程，本研究認為新產品之設計開發活動之階段可

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及九個主要活動： 

一、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1. 新產品策略制訂 

2. 新產品概念發展 

3. 新產品規劃 

二、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4. 產品外觀造型設計 

5. 產品功能研發設計 

三、原型產品開發階段 

6. 原型機試做 

7. 模具開發 

四、量產階段 

8. 量產測試 

9. 量產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圖如圖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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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1-7 仁寶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流程圖 

（一）ODM 業務之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品牌廠商與仁寶電腦的代工設計與製造活動上，互動合作方式大致可分為三大類

型，依序說明如下： 

類型一. 品牌業者已事先做好產品策略規劃，同時品牌業者專精於評核產品設計

的眼光，品牌廠商對於仁寶僅表示其產品概念（Product Concept），或是僅

提供產品設計外觀的任意的草圖（randomly sketch），與品牌廠商方面的合

作開發人員大致溝通產品可能的外型速寫後，請仁寶的工業設計師進行剩下

的 50％～80％左右的發揮，然後確定該產品的外觀造型，當仁寶這方的工

業設計師完成該產品的外觀造型後，交給品牌廠商審定核可後，就開始後段

的機構設計及研發生產製造之相關事宜。 

工業設計部李經理說到：「那 OBM 的客戶部分就比較活了，可能客戶只有一個訴

求，只有一句話，也許是一個 concept，那也許是一個簡單 randomly 的 sketch，

我能大概想到長這個型，然後你幫我做 50%～80％的發揮，那我們幫他把 ID 完

成，讓他 review 覺得 OK，這是第一種，它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妳要我做什麼，

我幫妳做…這個的主動性就大概有七成到九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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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類型一的 OB 廠商（Own Brand）如 Toshiba 及 acer 與 ODM 業者的合作上，ODM

端的工業設計師其對產品的設計決定之主動性約掌握七成至九成左右，新產品的

設計開發參與度極高。設計主導權來看 ODM 廠商之工業設計約主導三成至七成不

等，工業設計約主導百分之百。 

仁寶電腦於類型一參與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階段有： 

一、    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二、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三、 原型產品開發階段 

四、 量產階段 

其中在階段一「產品概念發展階段」由於品牌廠商完成產品概念發展以及產品規

劃的初期工作，剩下的部分從新產品設計開發階段則由仁寶負責提供客戶廠商完

整的服務，將階段一餘下的產品規劃一併完成。 

類型二. 該品牌業者僅專長於通路行銷，而本身缺乏擬定產品策略或是產品設計

開發的相關能力，通常該品牌業者為通路商或是經銷商，主要是向 ODM 業者

購買產品後，掛上自家的品牌於市場上販買者。以三、四年前的聯想電腦為

例，當時的聯想在中國有資金與通路，想要推出自己品牌的筆記型電腦，但

是本身缺乏筆記型電腦相關的設計研發與製造能力，因此會找仁寶購買產

品。在當時的運作上，有時候聯想方面會提供給仁寶電腦自己的設計圖，但

是該設計外觀造型上與當下流行落差很大，非常不具競爭力。在筆記型電腦

的設計上，仁寶遠較聯想專業，因此由仁寶這方的工業設計師捉刀，將聯想

原先的設計做修改，然後進行剩下的機構設計及研發與製造的後續活動。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部李經理於訪談中表示：「三年前，四年前的聯想，早期

他們很有錢，就會來買 NB，因為他們不知道 NB 要怎麼做，我們就弄給他，

幫他做，或是他給我們一張圖，我們跟他說這真的不好看，產品相當不具競

爭力，幫他修一修，改一改然後給他…」 

在類型二中，OB 廠商與 ODM 業者的合作上，類似於類型一，差異點在於 OB 業者

除了缺發產品的設計開發能力，在產品的設計審核能力亦缺乏，ODM 端的工業設

計對產品的設計決定之主動性掌握度極高。新產品之設計主導權來看，ODM 廠商

之工業設計約主導百分之百，機構設計面亦然。 

仁寶電腦於類型二參與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階段有： 

一、   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二、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三、 原型產品開發階段 

四、 量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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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類型二之客戶缺乏產品規劃及產品發展之能力，因此幾乎是由仁寶完全

包辦新產品開發設計一切相關工作，客戶僅參與了新產品策略發展的部分工作，

只參與購買仁寶的產品，甚至由於該類型客戶本身缺乏相關產業經驗，因此不足

部分也由仁寶為其服務完成。 

類型三. ODM 業者如仁寶、廣達等專業設計代工廠商為賣方，主動自行設計新產

品，然後由行銷專員針對買方-自有品牌業者推銷，以供自有品牌業者訂購。

這方面的產品是由 ODM 端的工業設計師完全掌握設計主導權，作自家產品的

工業設計。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部李經理說：「我們手上有 ABC 三種產品，我們直接 promote

給他，看他要哪一種，好比說他要 A，我們自己做，百分百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完成，可能搭配 A客戶，例如他是 IBM，那外殼就要改成黑色的，就類似這樣

子，完全是自己的，那搭配他，給他權限，讓他更改一下 logo 的位置，印刷的

型號，或是顏色的差別…」 

相較於類型一與類型二，類型三的 ODM 端的工業設計師之新產品設計開發參與度

最高。而本類型的相關產品，仁寶目前大多歸納在年度機種別。近年來說，通常

一年僅三至四款產品是屬於這類運作模式。在類型三中，ODM 端的工業設計與機

構設計掌握完全的主導權，設計主導權皆掌握近百分之百。 

仁寶電腦於類型三參與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階段有： 

一、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二、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三、 原型產品開發階段 

四、 量產階段 

類型三的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仁寶是完全掌握全程的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並且是為自家做產品的設計與開發，並提供品牌廠商作為選購，主動性與獨創性

極高，唯一差別僅在於為參與該產品之終端消費者的銷售活動。 

 

仁寶各種 OEM 及 ODM 的活動類型，其中關於產品外殼開發的設計與研發之參與程

度各有差異，其中工業設計部門負責外殼造型的設計，機構設計部門負責內部結

構的設計與開模等相關事宜。關於產品外殼開發活動的參與情形，整理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仁寶電腦 OEM 及 ODM 外殼開發活動主導程度比較表 

 自有品牌公司 仁寶 代表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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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 ID：100％ 

ME：0％ 

ID：0％，ID 部分

僅負責將品牌公

司之設計轉化為

仁寶內部語言，以

資生產與製造。 

ME：100％ 

Dell、HP、Apple、

NEC 

類型一 ID：20％～50％ 

ME：10％ 

ID：50％～80％ 

ME：90％ 

Toshiba、acer 

類型二 ID：10％ 

ME：0％ 

ID：90％ 

ME：100％ 

聯想 

ODM 

類型三 ID：0％ 

ME：0％ 

ID：100％ 

ME：100％ 

IBM、聯想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般而言，公司各機能部門會隨著公司營業規模的成長而一起擴大，工業設計部

門也一樣，隨著仁寶的成長，工業設計部門規模亦隨之壯大。 

早期仁寶主要經營業務為 OEM 時，較少有自己設計新產品的計畫，大概一年兩個

專案計畫，之後隨著筆記型電腦的益發普及，以及專業代工廠的競爭，漸漸的一

年四個計畫，之後逐步增加，至今一年大約要負責八至九個產品設計專案計畫，

而早期的工業設計部之下針對各品牌廠商客戶做專門服務，從早期的只要服務一

家，至今一個設計師同時要負責數家自有品牌廠商的委託設計，也因此在產品開

發流程的細節項目與運作時間上需要很大的進化，每個專案計畫的時間排程表都

一直在縮短。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部李經理表示：「早期可能三個月一個 project，所以有很多

的時間去做基本功夫，後來變成一年兩個 project，然後一年三個，四個，五個，

六個，七個，八個，到一年很多個，甚至早期只服務一間客戶，現在要服務很多

間客戶，那通常時間上掌控一定不一樣，作業的方式也不太一樣，schedule 也

一直在縮短…」 

仁寶的筆記型電腦專業製造最早是由 ODM 開始，由於產品品質受到肯定後，才開

始接大型品牌廠商的訂單，開始 OEM 營運，之後隨著專業電子製造廠的競爭，競

爭模式延伸到 ODM 能力為接單的競爭要件。 

大約在 02～03 年間，OEM 業務一度有上升跡象，大約佔了營業額的 10～15％，

完全 OEM 的代表合作廠商是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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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目前仁寶電腦之產品設計開發流程首先各機能組織會派代表參與所謂的核心團

隊（core team）的會議，其中成員背景有行銷、工業設計、電子電機、機構設

計、軟體等，由核心團隊進行產品概念發展之工作，共同擬定產品，並決定產品

策略之走向，接著會開始規劃其設計開發時程表，同時訂定產品造型、功能，以

及為生產製造做預設規劃。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部李經理表示：「公司裡面是有一個叫做 core-team，核心的

一個組織，這些人，就我知道早期參加，我們所謂的 ispt 裡面就有所謂的

marketing，ID，EE 等等，一些 ME，反正就是都各有一個代表，然後共同出來

think up 一個產品，它是這樣一個走向，共同決定出一個它的策略，然後皆下

來才實際賦予它一個實際的 schedule，或是實際的這些產品造型，實際的任務

去做，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隨著公司營業規模的擴大，過去管理高層事必躬親或是帶頭先鋒情況不在，組織

依功能分化，專業分工下，管理階層專職於公司的治理工作。產品行銷由業務行

銷部門專職。行銷業務部門由早期的產品銷售之業務，逐步提升至產品策略規劃

的參與，負責收集市場上產品需求的相關資訊回報與設計人員，在產品的造型

設計方面，行銷人員的設計決策參與程度逐年提高。 

2.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仁寶電腦在產品設計開發階段運作上是採取同步工程方式進行。當產品規劃制訂

後，各相關部門就開始進行作業了：工業設計（ID）、機構設計（ME）、電子電

機（EE）、硬體（HW, Hardware）、軟體（SW, Software）等研發單位，甚至工

廠生產端也開始投入部分參與開始進行新產品的設計開發。 

從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到生產製造，這個過程可以分為好幾個階段。工業設計方

面從產品的造型、色彩、材質表現等開始著手。設計出來之後，會有數個產品設

計造型的方案，此時機構設計師與生產製造端的工程師機構會一起來參與設計決

策，評估成本或是可行性；高層主管或是客戶端的產品專案負責人與設計師也一

起參與造型設計決策，看看哪一個款式或造型比較好，比較具市場競爭力等。 

當外型設計擬定後，就需要結構方面的配合，這時候就需要機構設計，機構設計

在起始的相當時就就要開始一起跑。雖然各部門的起始點會略有差異，但是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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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運作上，會訂下一個目標期限，例如這時候就要有可以實際運作的原型機

（working sample）作為初步的檢視，這是在階段一（T1）的工作。 

以工業設計的角度來說，在 working sample 的階段其完成度已達 80％。 

在檢視通過之後，因為這是一個工業性的產品，量產品，因此就要進入開模

（tooling），才能大量製造。然後是量產測試，接著品管確認通過後，完成整

個研發驗證階段，之後工廠端正式加入，開始量產。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部李經理說：「…（略），那一進來了以後，就是各方向開始

進行作業，已經確定了這個產品，那我是屬於 ID 的，我們就會從外型，造型，

色彩，材質表現，這些方面就開始一路往後跑，那當然有外型也要有結構，所以

就需要 ME，ME 在開始的時期也要一起往後跑，相對的也要有所謂電子的（EE），

硬體的（HW），甚至有軟體（SW）的，還有各式各樣的研發單位，這只是算 RD

階段，在工廠端也有一些會開始跑，其實這是一個 team work，大家都一起往前

衝，只是大家的起使時間點不太一樣，但是大家的 Target Day，這一天比方說

要有 working sample，run 一 run 先用機器雕刻好，初步可以開機的原型機，

prototype，之類的這種東西，等等…。這是用來做 review 的檢查，這是 T1，

接下來 review OK 了之後，因為這是一個工業的量產品，一定需要開模具，才能

大量製造，所以會發 tooling，大家就一起往前走，第一階段的測試，組裝， 第

二次階段…也許有第三次等等…，這邊是屬於 RD 驗證的階段，到達某一天品管

大家跑一跑都沒問題，然後到工廠端，可能從比較後面加入，那工廠端也 check

過後沒問題，客戶也說 OK 後，簡單講，就可以初步的量產，我的階段就是從這

裡開始，一直賦予就是產品外觀，以 ID 來講，在 working sample 的階段已經完

成了約 80%.，.更確切的說是一定要完成 80％。」 

餘下的原型產品開發階段與量產階段之活動完全比照 OEM 運作的模式。 

因此原型產品開發階段與量產階段之說明由以下 OEM 業務之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中詳述。 

（二）OEM 業務之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3. 原型產品開發階段 

早期仁寶在 OEM 的生產活動中，只要做到按圖施工即可。工業設計師的主要工作

不在於產品設計，主要工作是完整複製客戶所提供的產品設計圖，並將其吸收消

化轉化為內部的語言傳達給機構工程師以及工廠生產端，完成原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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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設計師與機構工程師合作完成原型機後，由機構工程師負責模具開發的工

作，由於產品外型設計上可能會造成模具成本提高或是良率較低等問題，因此當

產品外型設計較為特殊導致模具開發成本提高時，就需要工業設計師與機構工程

師相互協商。 

簡單來說，在 OEM 業務上，仁寶的工業設計師就是負責抄圖以及擔任客戶端的產

品造型方面與自家生產端的溝通傳送者。仁寶於 OEM 方面之主要客戶為：Dell、

HP、Apple、SONY 及 NEC。以 Apple 及 NEC 為例，其產品外觀設計完全不能更動，

一定要照其設計師之要求。 

4. 量產階段 

在模具開發後，正式進入量產測試。有某些時候會因為產品設計的特殊，在量產

測試階段就出現出良率低或是加工組裝不易等情況時，工業設計師與機構工程師

因此需要互相討論以尋求對策。 

量產測試後，正式進入量產階段，主要活動參與者為機構工程師、製程工程師及

設備工程師等。以追求產品良率的提高及生產效率為目標。 

當原品牌廠商之設計上造成代工廠商有開模困難，或是製造成本增加的情況下，

工業設計師會需要參與產品設計變更等相關活動。 

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情形 

（一）垂直溝通 

六、七年前的仁寶電腦，時常是總經理率領團隊到外面去拓展業務，行銷自家的

產品。在早期甚至可以說產品行銷的最佳業務人員就是管理高層，身在第一線的

總經理直接傳達客戶需求資訊給產品研發製造團隊，務求能在客戶的成本限制下

完成產品的製造及研發等產品開發事宜。 

在 1999～2000 年這段時間，管理高層在職能表現上，同時身兼公司治理與產品

行銷之業務，於產品開發活動的參與度頗高。但是，當時針對電腦資訊相關產品

的開發要點主要是以功能與效能面為訴求，對於產品外觀的設計不如現在著重，

連帶的管理高層對於產品外觀造型的設計上較少有意見或是相關的參與行為，其

決策方向在於能達到客戶需求限度下的最低成本設計。仁寶工業設計部李經理回

憶道：「早期行銷人員是老闆，老闆要自己去找客戶，總經理率隊，然後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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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出去，七年前只要能夠開機，能夠動，不會當機，然後能按能動就好，雖然是

老闆親自下來 drive 但是那個時候它的要求標準並沒那麼專業。對 ID 這一塊老

闆沒有那麼要求，他可能要求在 function 方面。」 

而隨著工業設計在筆記型電腦產業逐年受到重視以及電腦製造業由OEM轉為ODM

的趨勢發展下，製造廠商本身的產品設計能力也成為客戶投單的考量之一，管理

階層對於產品造型設計相關活動的重視度與決策參與度因此提高。同時提高工業

設計部門的位階，並增加中高階層之管理者負責工業設計部的管理工作。 

而工業設計部門於對上溝通方面，除了在產品概念發展階段溝通頻繁外，在產品

設計開發階段中，當各部門因彼此工作任務上的堅持而發生衝突時，主要的溝通

協調機制是先由彼此部門主管先去溝通協調，假若仍未能達成共識，則交由更高

階層主管或是客戶端的產品專案負責人去做決議。 

針對以上垂直溝通活動中，管理階層在仁寶推行工業設計的發展歷程中，對於新

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程度變化情形整理如表 4-1-3，而對上溝通面之設計溝

通問題變化整理如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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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仁寶電腦管理階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變化情形： 

管理階層 趨勢變化圖 說明 

產品線主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產品線主管

1999 2005

早期仁寶管理高

層在新產品設計

開發活動的參與

程度頗高，隨著對

業務活動的投入

參與程度隨之提

升，但是因應仁寶

的企業組織成長

與專業分工，產品

線主管在業務活

動的參與程度下

降，隨之在新產品

設計開發活動的

參與也同步下滑。

工業設計部

主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工業設計部主管

a. 早期： 

 ID 部門規模

小，主管身兼

設計師 

 ODM 業務興

盛，透過自主設

計以及製造，讓

客戶知曉其製

造能力，以爭取

訂單。 

b. 中期： 

 仁寶的製造能

力受客戶肯定

後，主要業務以

OEM 為主，因此

ID 在 NPD 的參

與程度下降。 

c. 後期： 

 產業競爭由 OEM

提升到 ODM，代

工廠商的設計

與研發能力為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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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投單的考

量要點，ID 在新

產品設計開發

活動的重要性

提高，ID 部門主

管的參與程度

也隨之提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4】對上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垂直設計溝通問

題 

變化圖 附註 

1. 設計尚未被

認定是企業

循環中一重

要的部分，且

未獲高階管

理層的支援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早期在市場產品

訴求以及仁寶主

要業務為 OEM 的

因素下，工業設

計在仁寶僅被視

為研發單位的一

環，之後隨著電

腦產品的外觀造

型的重要程度以

及客戶需求由代

工製造提升為代

工設計與製造的

趨勢下，ID 才逐

漸被視為重要的

一部份，支持度

才逐漸升高。 

2. 設計師未被

視為是專業

人仕（或被誤

認為裝飾

師、藝術家）

且其工作方

式亦未為管

理方面人仕

所瞭解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早期仁寶對 ID

的重視度與支持

度都不高，僅被

視為研發單位之

一，隨著 ID 為我

國電腦製造廠商

所重視，其工作

方式才漸為管理

人員所瞭解。 

 1999 2005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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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有特定人

仕負責設計

專案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產品設計專案歷

來都有專人負

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水平部門溝通 

從產品概念發展階段，水平部門的溝通就開始運作頻繁，行銷、研發設計與製

造等單位分別派代表參與核心團隊（core team）會議，由核心團隊進行產品概

念發展之工作，共同擬定產品，並決定產品策略之走向，接著會開始規劃產品的

設計開發時程表，同時訂定產品造型，功能。以及為量產做預設規劃。 

仁寶電腦產品事業群業務部陳副理說道：「公司裡面是有一個叫做 core-team，

核心的一個組織，這些人，就我知道早期參加，我們所謂的 ispt 裡面就有所謂

的 marketing，ID，EE 等等，一些 ME，反正就是都各有一個代表，然後共同出

來 think up 一個產品，它是這樣一個走向，共同決定出產品發展策略，然後接

下來才實際賦予它一個實際的 schedule，或是實際的產品定義與規格，實際的

任務去做…」 

行銷業務部門由早期的產品銷售之業務，逐步提升至產品策略規劃的參與，負責

收集市場上產品需求的相關資訊回報與設計人員，讓設計人員與研發人員能夠清

楚明白客戶的喜好與需求，在新產品概念發展階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行銷人員

在設計決策參與程度逐年提高。 

仁寶電腦產品事業群業務部陳副理說道：「marketing 針對 ID 的參與是越來越

高，marketing 部門對 ID 的參與度，尤其是我們自己的情況來看，我一定要聽

到客戶的聲音，這幾年來是越來越高，之前（五六年前）那時候拼的可能是功能。

現在除了產品的功能外，還要拼設計。」 

在設計活動上，工業設計部與行銷部門的互動越來越密切。由行銷人員將客戶的

產品需求傳達給工業設計部，其溝通互動的比例隨著近年工業設計重視度的增加

而提高。而多數設計溝通問題也發生於此，主要的溝通問題點在於「產品概念的

雙方認知落差以及產品設計與製造成本之間的取捨。」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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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寶工業設計部林經理表示：「ID 是一個很自主性的東西，設計師覺得好看，可

是站在行銷人員，不見得會是這樣的感覺，因為行銷人員可能在市場上看多了，

他聽到客戶的聲音，可能知道客戶想要的是什麼東西，而設計師通常是自我膨

脹，我認為我畫的最好，我這個東西無與倫比，所以比較需要的還要有 marketing

這種市場關係，行銷觀念，甚至是一些價格上的觀念，甚至應該想辦法告訴自己，

有了東西要如何推銷，如何把這個 IDEA 賣給人家」 

工業設計部與機構、電子、資訊、硬體、軟體等相關研發部門的水平溝通方面，

一直以來，研發能力就是筆記型電腦產業的主角，不論是電子、資訊、軟體、硬

體、機構等相關研發人員，在產品的設計開發活動上都需要全程的參與，並提供

產品工業設計面所需的各項支援。在仁寶電腦的組織架構上，工業設計部隸屬於

研發部門之下，除了產品設計外，對於產品外觀之加工方式與製程的研發也屬於

工業設計部與機構設計部的任務。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部在水平溝通方面，最常需要合作與溝通的是機構設計部，

因為工業設計的產出在定位上就是工業品，工業品重點之一在於大量生產與製

造，而機構設計是連結工業設計與生產製造端的橋樑。機構設計與工業設計雙方

屬於相互支援的關係。 

仁寶工業設計部李經理說：「我們與 Mechanical 是互相 support！機構 team 給

了我們 ID 多少空間，或是說 ID 有什麼樣的要求，逼得機構必須想辦法把空間做

得更節省，或是要留多少空間出來，所以兩方要互動得非常親密，尤其在這個

working sample 出來前的 phas，比如說最大的空間，但是最小的體積」 

在產品的設計溝通互動上，近年來，隨著電腦輔助設計軟體（CAD）及電腦輔助

工業設計軟體（CAID）功能的提升，過去工業設計師與機構工程師所使用之設計

軟體尚無整合功能，至今資訊化的知識管理系統以及設計軟體的同步設計功能輔

助下，機構工程師可以在工業設計師設計初期就可以參與並開始進行部分的機構

設計工作。 

仁寶工業設計部李經理表示：「隨著電腦的進步，就是所謂的３D軟體，比方說

像是個方盒子好了，我畫了一個方盒，可是機構，我畫了這個方盒子可能一天，

可能花了一天，然後我把他放到電腦裡面，那機構，ID 畫出來，那機構可能在

0.5 天的時候就可以切進去先看，就是局部的畫了一點點，畫了一點點，他就可

以馬上從電腦抓出來 check，所以他可以很快的抓到我任何的問題點…（略）早

期的話可能必須花了七天，全部畫完，然後再給機構的人，機構的人可能再花三

天的時間 check 出問題點，回來再叫我修改，我又修改了一天，然後再加兩天，

所以一直時間一直累積上去，那我們目前是處於，比方說 ID 開始畫圖，可能目

標日假設是這一天好了，可能 ME 就從這邊就開始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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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負責人方面，以產品的領導人來說，職位至少要達副課長，或是高級工程師。

副課長或是高級工程師在仁寶內部已是一單位主管。對於產品設計專案需全權負

責與參與，並擔任各機能成員間溝通的橋樑，關於產品外觀造型上的設計參與屬

推動進行之輔助角色。 

在生產製造方面，由於早期的筆記型電腦對於工業設計並無太大的要求，但是隨

著而隨著專業電子製造產業競爭，產品設計開發時間的壓縮，在採取同步工程的

方式下，相較於過去採取的階段式產品開發方式是在量產測試階段生產製造端才

開始參與產品的設計開發，目前是原型機試做階段就會開始與機構設計部一起參

與產品的設計決策。以求能在更短的時間將產品交付給客戶， 

仁寶工業設計部李經理說道：「早期生產製造對 ID 並沒有太大的要求，那慢慢的

到現在，生產製造也會要求 ID 在設計的時候就要考量到好生產，所以在設計活

動的參與上慢慢的也是拉高…（略），過去在產品的設計開發活動上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的review，現在一般是在working sample的時候就可以review，review

的內容以產品的操作性與量產成本為主！」 

『我想以前的話，工廠大概還沒有能力來參加這種 review，而他們現在作的

model 也多，然後現在一個月要生產幾十萬台，所以他們要更早來 involve 進來

看說，他六個月後接到的 project 是什麼樣子，然後有意見他就會先跟我們講。』 

其他部門人員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於工業設計相關活動的的參與程度變化

情形，整理如圖 4-1-8 所示，對於水平溝通方面的設計溝通問題變化趨勢，整理

於表 4-1-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產品專案經理（PM）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產品企畫人員

 1999                         2005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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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行銷人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研發人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機構設計師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模型製作人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生產製造人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1-8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水平溝通之成員參與變化情形示意圖 

 

【表 4-1-5】水平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水平設計溝通問

題 

變化圖 附註 

1999                           2005 

1999                           2005 1999                           2005 

1999                           2005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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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師欠缺

溝通的積極

態度與溝通

技巧。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因人而異，不具常

態性及顯著的現

象。 

仁寶工業設計部

李經理表示，工業

設計師溝通態度

的積極性以及溝

通技巧主要是因

人而異，在其經歷

中，對於設計師相

關於溝通方面並

無這方面普遍性

的現象。 

仁寶電腦李經理

在訪談笑著中說

道：「這很難用圖

來表，因為設計師

溝通這主要是要

看人，有人就很容

易跟人互動，相處

很好，也有人設計

師就是跟他無法

溝通！我們樓上

就有！他認為他

設計的，為什麼別

人都不配合，都說

會有問題，為什麼

別人做得到，但是

你做不到？」 

2. 個人的知覺

形成不同的

觀點、意見與

詮釋，進而造

成設計溝通

上的誤解。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工業設計部李經

理表示：「隨著表

達工具如電腦繪

圖軟體的進步，因

個人知覺的差異

而形成設計溝通

上的誤解情況越

來越少，加上 CAD

與 CAID 軟體的整

1999                           2005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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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發展下，更有效

的降低這類的設

計溝通問題。」 

3. 不充足與錯

誤的設計資

訊在設計溝

通中傳送。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隨著資訊科技以

及公司營運的資

訊化，在產品外觀

造型設計上可以

透過 e-mail 溝

通，同時進行電話

溝通解說，因此設

計溝通資訊的流

通越來越好。 

 

（三）對外溝通 

在對外溝通方面，可依據與客戶廠商合作模式不同而溝通內容有異。但是由六、

七年前至今，仁寶在營運範疇上由初期為時甚短的 ODM 發展至以 OEM 為其主要營

運業務，隨著代工製造業的競爭程度提高，以及仁寶產品研發設計能力的發展，

轉為以 ODM 為主的獲利結構。 

在 OEM 方面，由於自有品牌端的客戶與仁寶的生產製造單位之間屬於兩個獨立的

個體，在合作溝通上缺乏默契與相互的運作模式認知，為降低中間的溝通成本，

因此需要透過雙方的工業設計師與研發人員溝通合作，將 OEM 買主提供的產品規

格與完整的細部設計，有效的轉化為仁寶的內部語言，扮演外部客戶與仁寶生產

製造單位之間的溝通橋樑或是資訊結點。其中仁寶的工業設計師在 OEM 業務中負

責將客戶的設計圖完整的複製並轉譯為生產製造單位所知曉，以完成相關的生產

活動。 

在 ODM 方面，在與 ODM 買主共同議定產品規格與成本預算之後，仁寶工業設計師

依客戶的需求不同，在產品設計與研發的投入程度而有所差異，而與買主端的產

品專案負責人、設計師與研發人員有不同程度的溝通互動關係，於產品概念發展

階段的參與程度其差異度最大。因為 ODM 業務中的議價方式與服務情形十分多

樣，如製造廠商自行研發設計出新產品獲品牌廠商青睞而下訂單或是品牌廠商向

製造廠商提出其產品初步的概念與規格需求，由製造廠商負責之後的研發設計與

生產。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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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不同的合作方式，工業設計部從產品策略制訂、產品概念發展到產品規劃都

有機會與客戶端溝通合作。 

在產品設計開發階段，一直以來工業設計部需要連同機構設計部一同完成產品外

殼及內部機構配置的相關設計開發。需要與模具協力廠商進行溝通，並做好原型

機開發階段與量產階段的銜接工作。 

大體來說，仁寶工業設計單位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的外部溝通參與上，主要

伴隨著仁寶 OEM 與 ODM 所佔比例而改變，在 OEM 轉為 ODM 的趨勢發展下，工業設

計部門在外部溝通方面呈現上升的趨勢。 

與 ODM 買主端之間的設計溝通活動則是依買主需求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仁寶主

動自行研發設計的產品，其 ODM 業務的外部溝通僅在業務行銷人員向買主的推銷

行為上；而由 ODM 買主與仁寶共同合作開發之產品，則工業設計師與買主端的外

部溝通行為則極為頻繁。 

（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溝通障礙變化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所面臨的溝通障礙，其改變情形整理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溝通障礙變化 

溝通障礙 變化圖 附註 

人格與認知的

差異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主要因人而異，

在設計師中並無

此常態性的溝通

障礙。受訪者提

到：「以 ID 的性

格來說，我覺得

不可能完全沒

有，這還是要

人！人格特質所

影響的溝通問

題，應該還是偏

個人方面，也可

以說是常態性，

應該說一直都是

一種普遍的現

象」 

1999                           2005 



 98

部門本位主義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以六、七年前與

現在相比較來

說，過去是相對

不顯著的，但是

近期則呈現上生

的趨勢。 

語意及語言的

障礙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早期由於仁寶將

ID定義為研發中

的配角，因此經

由認知的誤解

下，認為 ID 是作

藝術或是其他之

類的工作，對 ID

的認知較少，但

是隨著 ID 被業

界所認知，漸漸

的因為語意及語

言的障礙都得以

解決，呈現下降

的趨勢。 

領導風格與組

織氣候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在早期仁寶一方

面組織較為扁

平，一方面老闆

兼業務，專案團

隊直接受老闆所

指揮，但是隨著

專業分工以及組

織的成長下，因

為管理高層的領

導風格與組織氣

候所影起的溝通

障礙呈現遞減的

趨勢。 

1999                           2005 

1999                           2005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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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頻率過於

頻繁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就現象來說，ID

方面的溝通頻率

是越來越高，但

是尚未達到「過

於頻繁」的程

度。 

地理上的障礙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就一般的產品設

計活動來說，地

理上的障礙影響

溝通活動十分有

限，因為手機、

網路、以及電子

郵件、視訊會議

等應用，地理上

的障礙並不顯

著。 

溝通時有多頭

馬車現象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伴隨著公司各部

門的增長，部門

間的本位主義提

高下，當專案團

隊越來越多元性

的趨勢下，溝通

時的多頭馬車現

象呈現上生的趨

勢。， 

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1999                           2005 

1999                           2005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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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仁寶電腦工業設計組織歷年發展的改變，整理如表 4-1-6： 

【表 4-1-6】仁寶工業設計歷年發展變化 

 變化情形 

組織地位 仁寶工業設計部原先隸屬於機構設計部之下，之後隨著

營運範疇由 OEM 轉為 ODM，客戶對於工業設計的需求逐漸

提高後，工業設計部因此獨立出來，隸屬於研發單位的

一環。組織地位與各研發功能別組織相同。 

角色定位 早期，電腦產品造型簡單，產品競爭要點在成本與功能

面，當時仁寶主要業務為 OEM，因此不需要參與客戶端的

產品設計，只要負責製程改進或是材料的節省或是降低

成本的產品製造即可，主要由機構設計部門主導，工業

設計師僅扮演負責將客戶的造型設計轉換為內部語言以

利製造的輔助角色。之後則因工業設計在電腦產品競爭

的重要性提高以及代工設計的興起，故工業設計部門開

始有可以發揮的機會，由機構設計部門獨立而出。仁寶

將工業設計部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定位為研發單位

的角色屬性。 

組織規模 歷來工業設計部人員規模大抵上是隨著公司營運狀態略

有起伏，近年整個部門人員規模約維持在 30 人上下，其

中以電腦產品設計組為最，約有 16 人；其次是行動通訊

產品設計組，約有七至八人左右，但是於 05 年仁寶手機

部門被同集團的華寶合併，工業設計部行動通訊產品設

計組連同該產品線部門一同被併入華寶；人員規模最小

者為視訊產品設計組，全組僅 4人。而各小組又依仁寶

的客戶而分組，仁寶針對主要的大客戶提供其專任的產

品研發小組以及設計師。 

設計流程 早期仁寶的主要業務為 OEM，其產品開發流程主要是依尋

ABC 把關程序，主要著重於產品開發後端的製造活動。

之後因為 ODM 的興起，產品設計研發端的比重增加，因

此其產品開發流程有所變動，在產品設計研發活動上增

加許多與客戶廠商間的溝通合作，以及本身的自主性研

發與產品設計等活動。 

新

產

品

對上溝通 在 99 年至 01 年間，仁寶組織較為扁平，高階管理者本

身主動帶隊向客戶爭取訂單，管理者本身就身兼業務與

行銷的工作，第一時間的將客戶的需求傳達給產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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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團隊，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程度極高。但

是在這時期，工業設計還未被認定是企業循環中的重要

部分，尚未獲得高階管理者的支援。 

之後隨著仁寶的成長，在專業分工與組織分化成長之

下，有專責於業務行銷的單位部門，管理者回歸其本位；

同時設計師的專業性逐漸為管理者所瞭解以及支援下，

管理高層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度相較過去呈現

降低的趨勢。 

水平溝通 一直以來工業設計部最主要的合作與溝通對向就是機構

設計部，隨著行銷與業務人員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

參與升高，工業設計師與行銷人員的水平溝通頻率逐年

升高。也因此近年仁寶對於工業設計師在行銷觀念、成

本考量與溝通能力的要求都有所提高。 

另外隨著 CAD 與 CAID 軟體的整合，電腦相關溝通媒體的

發展等設計溝通工具的進步，設計溝通的誤解與不充足

的設計資訊流通等現象被有效的改善降低，設計溝通問

題顯著的趨緩。 

對外溝通 仁寶工業設計部的對外溝通活動相當頻繁，設計師的語

言能力或多或少都會影響其所分配到的客戶。依照各客

戶在新產品設計開發的掌握程度以及服務需求而各有不

同的溝通與合作方式。 

設

計

開

發

活

動

之

溝

通 

溝通障礙 溝通障礙中「人格與認知的差異」被認定為因人而異且

已呈常態性；而「語意及語言的障礙」與「領導風格及

組織氣候」則呈現下降的趨勢；「溝通過於頻繁」與「地

理上的障礙」一直以來都無顯著的現象，一直都是偏低

的情況。最需要注意的是「部門本位主義」與「溝通時

有多頭馬車現象」則呈現升高的趨勢。部門本位主義隨

著工業設計部門的獨立以及仁寶組織的分化成長而逐漸

提高；溝通時有多頭馬車現象則因為工業設計部在同時

面對行銷人員傳達客戶需求與機構設計部的成本要求出

現衝突時，常發生無所適從的情況，在部門本位主義提

高下，連帶產生的溝通障礙，趨勢發展方向一致，仁寶

有待解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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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基電通個案 

一、公司簡介 

明基電通公司（以下簡稱明基）成立於 1984 年，原隸屬於宏碁集團，原名 Acer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ACM)，其自有品牌產品均以 Acer 品牌行銷。 

明基原是以經營電腦週邊產品代工為主，李焜耀眼見台灣代工產業毛利率持續下

滑，唯有追求高附加價值才能提升企業獲利成績，「代工就像抽鴉片一樣斷不了。」

後隨宏碁集團進行組織調整，2000 年 6 月公司更名為"明碁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年宣佈成立自有品牌 BenQ，於 2001 年 12 月 5 日將公司英文名稱更名為

BenQ(bringing enjoyment and quality to life)，該公司願景為＂用科技把快

樂與品質帶入生活，傳達資訊生活的真善美＂，並改以 BenQ 為自有品牌行銷。 

此後，經營品牌、重視研發、行銷，成為明基企業發展的重要策略。  

2002 年 5 月，公司更名為"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2005年 6月明基宣佈收購德國西門子手機事業BenQ躍升成為全球第四大手機品

牌。 

明基電通以生產 PC 週邊產品起家，經過幾年的轉型，已成為國內最大的手機製

造商，並且是國內 LCD 顯示器龍頭廠商，而其旗下的友達光電更為國內最大，

全球第三大的 LCD 面板廠商。該公司的產品定位在通訊、視訊及光電產品，以

別於宏碁在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簡稱 PC)、筆記型電腦 notebook(簡稱

NB)及 Server 的形象，而該公司新創的品牌 BenQ，更意圖擺脫 acer 在 PC 形象

的包袱，提供數位時代的電子消費產品。 

2004 年 BenQ 產品共獲得 35 項國際設計大獎及無數雜誌媒體的肯定，以黑馬之

姿獲得德國 iF Design Award 七項大獎，2005 年更上層樓以十項產品獲獎，再

次讓國際知名大廠刮目相看。 

2004 年國際品牌顧問公司 Interbrand 的品牌調查中，BenQ 以新進品牌連續兩年

蟬聯十大台灣國際品牌，品牌價值較前年成長了 35%，傲視群倫。 

明基將相似的產品線集中成「事業群級」單位，至 2005 年止，生產及開發中產

品可歸類為四大產品事業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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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影事業群1：現有產品線包括液晶(TFT-LCD)、映射管(CRT)顯示器及多功

能事務機，主要的發展重點在液晶顯示器，2005年將積極開發車用顯示業

務。液晶顯示器業務的第一個重要目標是保持全球前三大的地位，並努力挑

戰全球第一。 

2. 網通事業群：GSM/GPRS直立式彩屏行動電話、GSM/GPRS/CDMA2000 摺疊式雙

彩屏行動電話、GSM/GPRS 彩屏內建數位相機行動電話、彩屏智慧型行動電

話、GSM/GPRS無線通訊模組、GSM + Wireless LAN 無線網卡。 

3. 數位媒體事業群2：數位投影機、液晶電視、電漿電視、DVD 錄放影機、JoyBee 

(數位隨身聽)、多用途數位影音燒錄機(DVD±RW)、數位相機。 

4. 儲存事業部3：高速唯讀光碟機(CD-ROM)、高速可重覆讀寫光碟燒錄機

(CD-RW)、多用途數位影音光碟機(DVD)、複合式光碟燒錄機(Combo)，數位

影音光碟燒錄機(DVD-RW)。 

 

明基電通近年大事紀要整理如表4-2-1所示。 

                                                 
1 因應經營發展需要，多功能事務機、掃描器、印表機等產品線併入原視訊事業群，特更名為視

影事業群 
2 因應經營發展需要，於 2005 年數位相機產品線併入數位媒體事業群，而 Joybook 產品線獨立

為電腦產品策略事業部 
3 因應經營發展需要，原影存事業群儲存產品線於 2005 年特更名為儲存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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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明基電通近年大事紀要 

BenQ 多項產品榮獲第十三屆國家產品形象獎 - 八項入圍居

冠，Joybok7000、CM3100 彩色事務機最受矚目 

明基宣佈收購德國西門子手機事業-雙方最佳優勢互補 BenQ

躍升成為全球第四大手機品牌 

6 月 

BenQ 榮獲 8項第十三屆國家產品形象獎，產品入圍數居冠，

其中 CM3100 彩色多功能事務機更以創新的技術研發，獲頒國

家產品形象獎金質獎 

BenQ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榮登五月份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國際版封面故事 

2005 

5 月 

BenQ 獲頒 21 項「2005 iF China 設計大獎」，金指俠和直立

掃瞄器更獲得最佳設計獎 

12 月 
BenQ 獲頒 10 項「2005 iF 國際設計大獎」，再次證明 BenQ

的設計實力 

11 月 
BenQ 獲頒 4項「2005 CES 傑出設計獎」，逐年提高在美市場

的產品曝光度  

10 月 
BenQ 榮獲 9項「G-mark 設計大獎」，展現拓展日本市場的高

度競爭力 

  9 月 
BenQ 於「2004 台灣十大國際品牌調查」獲得第六名的佳績，

更以 35.03%的成長率傲視群雄，名列第一 

  6 月 

 

BenQ FP783 液晶顯示器以獨特的蝶翼腳座造型設計，勇奪美

國「工業產品傑出設計獎」高科技產品銅牌獎，並躍登七月

份美國商業週刊( Business Week ) 國際版的封面主角 

  4 月 
BenQ 榮獲 15 項「2004 iF 中國設計大獎」，得獎數目佔該屆

所有獎項的三分之一，再創台灣品牌獲獎記錄 

2004 

  1 月 經濟學人將BenQ品牌收錄於年度特刊＂The World in 2004＂

經遠東經濟評論亞洲領導企業調查，為台灣第十大企業，在

「創新回應客戶需求」選項中為台灣第一 
12 月 

BenQ 榮獲 7項「2004 iF 國際設計大獎」，獲獎超越台灣品牌

記錄 

11 月 
BenQ FP785 液晶顯示器榮獲「台灣傑出設計獎」，明基數位

時尚設計中心榮膺傑出設計團隊 

10 月 BenQ 勇奪第 14 屆「國家品質獎」企業獎的最高榮譽 

BenQ 榮獲第 11 屆產業科技發展獎卓越獎 

BenQ 於「2003 台灣十大國際品牌調查」獲得第七名的佳績，

為得獎廠商中最為年輕的企業 

2003 

  

  9 月 

   

BenQ 榮獲 6項「2003 iF 中國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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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 1000 大製造業排名第十名 

商業週刊 1000 大製造業排名第十名 

領先推出全球最快四倍複寫速度內接式 DVD+RW 燒錄機 BenQ 

DW400A 

  5 月 

  

  

  BenQ H200 液晶電視與 M770GT 手機獲得台灣國家產品形象銀

質獎  

  3 月 發表第一支可外接數位元元相機之彩色摺疊手機 BenQ S830C

以「BenQ 打造價值 10 億美元的品牌」榮登美國富比世雜誌

封面故事   2 月 

  明基與 Philips 合資成立「飛利浦明基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Philips BenQ Digital Storage Inc.） 

2002   5 月 公司更名為"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12 月 宣佈自創品牌 BenQ，英文公司名稱變更為 BENQ Corporation

2000   6 月 公司更名為"明碁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資料來源：明基電通公司網站 

（一）工業設計組織 

2005 年 5 月，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榮登五月份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國

際版封面故事，這三年來，明基在國際四大設計獎表現十分搶眼，共奪得八十六

座獎，為明基在品牌之路上開疆闢土，隨著明基在國際設計大賽的亮眼表現，在

展現產品設計水平的同時，也同步拉升明基的品牌價值。 

明基時尚設計中心成立至今三年，目前整個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員人數近八

十人，人員規模上可說是目前台灣科技業界軍容最壯盛的工業設計團隊。目前由

全球營銷總經理王文燦親自推動，設計總監王千睿領軍。現下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的編制上，是隸屬於於全球運銷中心之下主要是針對 BenQ 品牌形象與產品設計

達到資源上的整合。時尚數位設計中心目前分為三個大團隊以及專責行政支援與

溝通協調的設計管理組。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組織架構架構表如表 4-2-2；示

意圖如圖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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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組織架構表 

A. 產品設計團隊 B. 使用者介面研究團

隊 

C. 研究中心 

(1) 産品設計組 

(2) 電腦輔助設計組 

(3) 模型工作室 

(4) 人因研究實驗室 

(5) 互動設計組 

(6) 概念開發實驗室 

(7) 消費者研究中心 

(8) 材料研究中心 

資料來源：個案訪談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0-1 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組織架構圖 

二、公司組織架構與設計部門之改變 

明基自 2001 年自創品牌 BenQ，從生產 PC 週邊產品起家，逐步往消費性電子產

品拓廣其產品線，至 2005 年合併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成為世界第四大手機品

牌廠商。 

BenQ 全球營銷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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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發展過程中，明基整體組織架構的改變主要反映在產品線的拓廣以及產品事

業群級單位的重整，除此之外，最主要的變動當屬工業設計中心的成立以及在

2003 年改組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進一步將品牌與產品設計座整合，並且將過

去隸屬於研發部門之下的工業設計單位移轉至行銷部門之下。明基電通 2001

年、2002 年及 2004 年公司組織架構圖如圖 4-2-2、圖 4-2-3 以及圖 4-2-4 所示： 

 

資料來源：明基電通 2001 年報 

圖 4-2-0-2 明基電通 2001 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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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明基電通 2002 年報 

圖 4-2-0-3 明基電通 2002 公司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明基電通 2004 年報 

圖 4-2-0-4 明基電通 2004 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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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原是以經營電腦週邊產品代工為主，由於台灣代工產業毛利率持續下滑，追

求高附加價值才是未來該走的方向。 2001 年宣佈成立自有品牌 BenQ，此後，經

營品牌、重視研發設計、行銷，成為明基企業發展的重要策略。  

早期明基的工業設計單位分散於各產品事業線之下管轄，隸屬於於產品研發單位

的一環;人員規模大約在五至七人，為求能與生產製造配合，當時主要辦公地點

在桃園，負責自有品牌與代工的產品設計工作。此時明基工業設計單位尚未統

合，且組織結構較為鬆散，其主要工作內容是屬於傳統性的為產品設計外殼。 

2001 年，隨著明基在手機方面的投入與營收都開始顯著提高，由於手機的產品

尤重外觀與操作上的設計。因為手機業務的興起，工業設計部門規模亦隨之擴增。 

2001 年秋天，新品牌 BenQ 推出前夕，明基將原先分散在各事業群下的工業設計

團隊重組，從研發部門獨立而出，甚至更脫離產品事業群的隸屬，成立了"工業

設計中心"，在組織架構上直接隸屬於全球行銷總部之下，有別於同業間工業設

計部門隸屬於研發部門或是產品事業群之下，明基以產品設計作為提升品牌的主

力，推行 ID 與行銷整合之策略。目的在於將明基新品牌「BenQ」"享受快樂科技

"的訴求與新推出的產品相結合。 

為求建立一個具有全球化視野的設計團隊，除了背景多元化的工業設計師之外，

明基設計總監王千睿經由其豐富的設計經驗，為打造世界級的設計團隊，專業化

的運作是必要的，為長遠發展，明基的工業設計中心此時組織雛形架構可分為工

業設計組（ID）、使用者介面研究團隊（User Interface Team）以及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團隊成員除了工業設計背景之

外，還有來自其他領域者負責產品設計的研究工作，在各自的設計流程內負責不

同的任務。 

2003 年 4 月，在明基的品牌策略的推行下工業設計中心做深化與調整，明基將

工業設計中心改組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Lifestyle Design Center）"，進一

步強調消費者分析與生活形態研究，以及人機介面設計等功能，在強化市場導向

的同時，也更體現出 BenQ-"Bringing Enjoyment and Quality to Life "的品

牌理念。 

自 2002 年起，明基的工業設計單位即積極參加各種具指標性的國際設計競賽，

期望讓 BenQ 的設計能受到國際的肯定。目前「數位時尚設計中心」也已逐漸展

現其設計實力，於短短兩年內便創下臺灣產業的獲獎紀錄，包括﹕德國 iF 

Design Award、美國的 IDEA、iF- China 等多項國內外重要大獎，象徵著 BenQ

正朝著世界級的設計、全球性的名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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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隸屬於全球營銷總部之下。從全球分工而言，明基數

位時尚設計中心的總部設在明基臺北事業區，並在桃園事業區和位於蘇州的中國

行銷總部建有設計中心。為掌握全球消費者流行資訊的趨勢研究，明基還與多家

國際時尚趨勢研究機構合作，定期獲取關於國際時尚趨勢的最新資訊。數位時尚

設計中心目前的組織架構，可依工作類型概分為四大類，分別為產品設計群組、

使用者介面群組、設計研究中心以及設計管理組。 

A. 產品設計團隊（Product Design） 

1. 産品設計組：專職於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之產品造型。 

2. 電腦輔助設計組：負責電腦輔助設計與設計溝通平臺。 

3. 模型工作室：為新的產品設計樣式打造模型。 

 

B. 使用者介面研究團隊（U/I Team） 

1. 人因研究實驗室：專注在消費者的產品操作行為，與人機介面。 

2. 互動設計組：設計各種產品配件，用心於產品周邊的細節，提升產品整

體競爭力。 

3. 概念開發實驗室：透過不同的媒介載體與內容形式，為產品說故事，與

顧客溝通設計理念。 

 

C. 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1. 消費者研究中心：專門從事消費生活型態與趨勢研究，從美感經驗、使

用情境、用戶行為等層面的調查，尋找消費者對產品理性與感性的需求

與期待。 

2. 材料研究中心：尋找新的材質與新的表面處理方式。 

 

D. 行政支援與溝通協調 

1. 設計管理組：從事設計管理，並協調設計中心各團隊間的合作互動。 

 

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組織架構與分工圖如圖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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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個案訪談整理 

圖 4-2-0-5 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組織架構與分工圖 

發展品牌的過程中，世界級的產品設計是品牌策略中不可或缺的一環。明基寄望

經由整合與設計兼具的「網絡時尚產為了將「享受快樂科技」的品牌經營與設計

理念緊密結合。 

從製造導向、產品導向轉到市場導向的柔性訴求下，BenQ「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所扮演的是創造產品價值的關鍵角色;目前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隸屬在全球營

銷總部之下，而其組織位階與四大子事業部為平行單位。在部門定位部份偏向於

整合者(Integrator)的角色。 

明基的設計團隊發展三年來，從最初的 6人，發展到現在近 80 人的團隊。團隊

成員平均年齡在 30 歲上下，其中也有 7年級生。逐步建構明基的設計團隊，並

以建立設計的專業價值為使命，積極地將設計能力提昇至世界水準，爭取國際認

同。整個組織在經歷了籌建體系、流程、架構和執行等發展階段後，目前正朝著

全球化視野、專業化運作邁進，無論規模與水準都向世界一流的設計團隊方向努

力。 

在歷年國際設計大獎的競賽中，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戰功彪炳，歷年得獎記錄

如表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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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明基歷年得獎記錄 

明基歷年得獎記錄 

年 2002 2003 2004 2005 

獎項 iF: 1 

IDEA: 2 

iF China: 6 CES: 2 

iF: 7 

iF China: 15 

G-Mark: 9 

DFA: 1 

CES: 4 

iF: 10 

Red-Dot: 6 

… 

總獎數 3 6 35 20+ 

資料來源：明基電通 2004 年報 

三、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隨著明基工業設計部門的發展，工業設計在明基從身為研發部門之一的子部門，

到另外設立「工業設計中心」，及至目前在全球營銷總部之下建制的「數位時尚

設計中心」，隨著工業設計師的自主性、組織地位、決定權的提高，明基的新產

品設計開發活動在近年來也隨之調整。 

根據次級資料以及個案訪談結果，明基在 2002 年前，新產品的設計開發流程是

比照母公司宏碁採取的 C-System，該作業流程架構在我國電腦資訊產業使用頻

率頗高。 

但是自從明基在 2001 年底起自創品牌 BenQ 之後，明基的產品策略與經營模式都

有顯著的改變，由過去的 OEM 及 ODM 漸漸轉向 OEM/ODM 及 OBM 併行。自從 2002

年開始，明基對未來主力產品策訂定為終端消費性電子產品後，也確定其品牌策

略，明基選擇「自有品牌」與為「國際大廠 ODM」的並行策略，即 OBM 與 ODM 並

行之營運模式; 並設立「工業設計中心」試圖強化一向是台灣廠商弱點的造型設

計與使用者操作介面。同年在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上開始有了變動。過去一向附

屬於「研發機能」的工業設計開始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以及主導性開始

提升。 

資深產品經理賴先生表示：「以前一開始是以 PM 主導產品，在我剛進來的時候，

後來成立品牌之後，也大概是這樣的模式，但是大概在2002開始，我們比較focus

在 ID 要有獨立的想法。像是以前設計一個外觀出來，然後可能大家 review 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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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會討論說這個形狀不好啊，然後改一下修一下之類的但是後來王千睿來之後就

是 ID 會比較有自己的想法這樣，然後就是慢慢去轉變運作模式」 

明基在工業設計中心出現之前，明基的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是依照 C-System 進

行，在 C-System 中的新產品提案階段，主要是由產品經理（Product Manager）

負責提案並主導整個新產品設計開發專案的走向。專案經理在 C0 meeting 中擬

定好產品的市場需求規格，然後向工業設計師傳達產品的外觀取向，之後選定幾

件樣品去製作出模型以供管理高層與專案團隊成員一起評估選擇。 

在工業設計中心成立之後，明基的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開始有了改變。首先是在

新產品提案階段前，產品經理（PM）需要做消費者研究的工作，完成新產品目標

客戶的情境企畫。在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明基針對 C-System 的產品構想

階段之活動提出一套新的流程，叫做「NPI」（New Product Initiation）「新

產品啟動」。在產品經理開始啟動該新產品設計開發案之前，同時也是設計師開

始為產品設計外觀造型之前，產品經理需要在公司內部完成 NPI 的作業。在「產

品構想」階段，可以是任何人提出新創意提報給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由其接手進

行「概念構成」（ideation）活動。在這其中，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研究團隊會

針對目標族群的需求、期望，以及理性與感性的訴求、生活形態、使用情境、使

用模式等去研究，做出目前市場上現有產品的問題分析，找出新產品的機會點，

與公司品牌運作相結合下，完成新產品策略制訂工作。 

   在新產品概念發展階段，於研究小組完成產品概念問題分析研究後，工業設

計師就會針對分析結果，找出解決方案、做出設計提案。接著明基就召開「NPI」

（New Product Initiation，新產品啟動）會議。此時管理高層，以及業務、製

造、研發、行銷等事業部的人一起進來，評估產品定位、可行性等。 

NPI 會議決定要進行該專案後，各事業部就會把他們各自的問題提出，設計中心

再針對各部門的回饋意見，去設計或修正，並成立專案團隊。 

但是明基在發展 NPI 的歷程中，隨著對工業設計的推行又有進一步的改變。在推

行 NPI 初期，在 NPI 完成後，工業設計師發現在這流程中會產生兩大缺失：第一、 

具有原創性或是突發性創意的設計容易被忽略; 

第二、在 NPI 會議中設計師會先以電腦繪圖繪製 3D 的數位元元元模型或是手繪

槁以供與會者做決策。但是，常常發生圖面設計與實體之間有很大程度的差異。 

因此，明基又針對 NPI 中產品設計的部分做了修正，將工業設計的活動分成兩階

段。第一階段是在無高階主管參與下進行 NPI 的先行會議，會議運作模式比照過

去 NPI 的進行，產品經理將產品概念告知設計師，第二階段設計師認為可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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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始著手畫設計圖，然後將設計具體化為實體模型之後，設計師自己覺得滿意

之後才將幾個模型樣本提出給高層管理者審核，進行正式的 NPI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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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工業設計單位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流程變革比較如表所示： 

【表 4-2-4】明基歷來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比較表 

2002 之前 

C-System 

2002~2003 

舊式 NPI 

2003~2005 

新式 NPI 

產品經理擬定好產品設

計開發專案之後，將產品

走向、市場規格需求等擬

定之後，將產品外觀走向

以及市場區隔等預設條

件告知工業設計師之

後，工業設計師即開始著

手繪圖設計。 

在新產品專案開始之

前，任何人提出新構想，

交由工業設計中心接

手，完成觀念構成活動之

後，做出新產品設計開發

提案，召集董事長及各事

業部經理等管理高層以

及業務、行銷、研發、工

業設計、製造等事業部人

士一起召開 NPI 會議，評

估其定位即可行性。 

在管理高層參與之前，先

召集各相關部門主管進

行 NPI 的先行會，將新產

品概念擬定之後，設計師

開始進行設計，及至「實

體模型」完成之後，才連

同管理高層正式召開

NPI。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明基現行之新產品概念發展流程，是結合原有的 C-System，以及因為將工業設

計融入流程而在產品概念發展階段發展出的 NPI。因此本研究將明基目前的新產

品設計開發流程整理為以下三大階段以及九項主要活動： 

一、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1. 創意構想 

2. 概念構成 

3. 新產品啟動（NPI） 

二、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4. NPD 規劃 

5. 新產品設計研發 

6. 原型試做 

三、量產階段 

7. 生產設計 

8. 量產測試 

9. 量產與行銷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圖如圖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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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電通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流程示意圖

創意構想
idea

概念構成
ideation

新產品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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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設計研發

原型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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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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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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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董事長等高層，以
及業務、製造、研

發、行銷等事業部
的人一起進來，評
估定位、可行性等

市場需求規格
（MRS），零組件的

部屬

最後組裝的整體樣
式，產品功能

C
0

參與者主要查核要項

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量產階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0-6 明基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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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情形 

（一）垂直溝通 

從明基組織架構的垂直位階面來看，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直接受全球營銷總部所管

轄，其位階與各產品事業群級單位等同，十分接近最高位階的管理層。在明基電

通，董事長李焜耀辦公室樓下就是設計部門，他不時探訪設計部門，瞭解設計部

門對產品策略的想法，作為擬定品牌經營與企業戰略的依據。 

以組織的垂直權力距離來說。設計中心在組織的受重視程度也反映在明基高層給

予設計中心充分的相關資源以及高度的自主權上，使設計師們能有充分的空間發

揮創意。對於設計中心的成員來說，管理階層的充分授權可有效的助長創意的產

生與發展。 

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設計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在對上溝通方面，在工業設計

中心設立之前，高層的參與程度為一般，同時期工業設計僅扮演產品研發其中一

環的角色，設計師僅是被動性的回應產品經理所擬定的產品概念進行設計，大多

是單向的接收上層的意見。 

在 2002 年工業設計中心成立之後，工業設計部門被予以正式化以及提升組織位

階，除設計流程開始有所改變之外，管理高層對工業設計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予以重視。此時管理高層在設計活動的參與上有顯著的提高，

在設計溝通上，設計師開始具主動性，除了管理高層的意見之外，設計師也開始

會對其意見有所回應，甚至會主動推出新的產品設計，雙方的溝通呈現雙向性溝

通。 

在「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之後，除了新產品的設計開發流程也逐漸成熟，設

計中心成立設計研究團隊，相較於過去較為主觀判斷的產品設計，研究團隊將設

計元素做科學化的統計分析後，提供產品設計進一步的科學的客觀解析。漸漸的

設計中心的運作逐漸可獨當一面，加上在國際設計比賽屢獲佳績的肯定，管理高

層給予設計中心更大的授權及自主性，尊重設計專業，管理高層由過去的意見提

供者角色，轉為支援及從旁督導的角色，設計師大幅掌握產品的設計主動性，在

對上溝通方面，主要是由設計師向管理高層溝通其設計理念，而管理高層負責樣

品選核以及給予建議。雙方溝通方式為設計師主動向上溝通，而管理階層由過去

的主動轉為被動參與。 

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2002 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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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中心期（2002 年～2003 年）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期（2003 年之後） 

 

在垂直溝通活動中，對上溝通方面，明基管理階層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

程度之變化情形整理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明基管理階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變化情形 

管理階層 趨勢變化圖 說明 

管理高層 

工業設計 

溝通方式： 
主要是單向式溝通，「工業設計」被動性

的接收並執行管理高層的要求。 

管理高層 

工業設計 

溝通方式： 
由設計師主動提出新產品之設計，管理高層由過去

的意見提供者角色，轉為支援及從旁督導的角色，

設計師大幅掌握產品的設計主動性，在對上溝通方

面，主要是由設計師向管理高層溝通其設計理念，

而管理高層負責樣品選核以及給予建議。 

管理高層 

工業設計 

溝通方式： 
主要是雙向式溝通，除了管理高層會提出產品設

計要求外，工業設計單位也會主動提出新的產品

設計，設計師向管理高層溝通，傳達其設計理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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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主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產品線主管

早期明基的產品

較少，產品線主

管於新產品設計

開發活動中可投

入很多，並且負

責整合各部門間

的溝通合作，但

隨著相關產品線

下產品量增加、

產品（專案）經

理（PM）的設立、

新的 NPD 流程，

產品線主管於新

產品設計開發活

動的參與程度就

逐漸降低至普通

參與的程度。 

設計中心主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設計中心主管

由於工業設計部

門早期人員規模

小，主管本身也

要負責實際產品

的設計，後來隨

著明基對工業設

計的重視，設計

中心主管在新產

品設計開發活動

的參與程度越來

越高，到了後

期，由於設計中

心的規模的擴編

及各設計相關的

功能別組織發整

成熟下，配合新

的 NPD 流程，設

計中心主管在新

產品的設計開發

活動參與程度才

漸漸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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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時期 A：明基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 

時期 B：工業設計中心～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時期 C：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 

 

對上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垂直設計溝通問題 變化圖 附註 

設計尚未被認定是

企業循環中一重要

的部分，且未獲高階

管理層的支援。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設計師未被視為是

專業人仕（或被誤認

為裝飾師、藝術家）

且其工作方式亦未

為管理方面人仕所

瞭解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未有特定人仕負責

設計專案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明基一直以來都有

專人負責設計專

案，故無此現象。 

註： 

時期 A：明基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 

時期 B：工業設計中心～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時期 C：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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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平部門溝通 

明基的工業設計單位，隨著在組織垂直地位的改變，從初期隸屬研發單位之子部

門，到於全球營銷總部之下獨立成立工業設計中心，至今改組為「數位時尚設計

中心」。隨著工業設計單位在組織垂職位階的提升，其面對的水平部門也隨之

提高。從初期面對的水平部門是各產品事業部之下各自的研發人員、產品經理

（Product Manager, PM）、通路經理（Channel Manager, CM）、品質分析師（Quality 

Analyst, QA）、製程分析師（Process Analyst, PA）以及負責製造的工廠。新

產品設計開發專案一般是由直線部門來主導進行，專案成員除了來自事業部的成

員外，尚有全球營銷總部以幕僚單位的身分參與其中，負責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與市場溝通（Market Communication, Marcom）。 

明基工業設計單位的角色定位從過去的產品設計開發團隊中的「產品外觀造型設

計者」逐步偏向於「整合者」的角色定位。 

整合有「主導」的意涵在其中。在產品概念構想階段，數位時尚設計中心人員與

其他事業部的產品經理一同討論，由於明基對工業設計的偏重，透過平行單位的

組織設計有助於雙方面的互動關係;在組織位階等同的前提下，有別於過去事業

部與工業設計單位的主從關係，現在各個事業部與設計中心透過平行化的組織結

構設計，讓雙方的溝通合作更加密切。 

在過去的明基，工業設計單位專責於新產品概念被擬定好後，被動的進行產品外

觀造型的設計，負責為該產品「穿上外衣」。目前明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的功能

是協助事業部所擬定的產品定位策略目標，透過產品設計的發揮來實現事業部的

需求。 

即使明基工業設計單位在組織地位上被提升，但是設計師本身在新產品設計開發

專案中也是成員之一，工業設計也是產品設計開發中眾多活動的其中一環，在專

案運作中，工業設計師與電子、電機、資訊、機構、製造工程師等都是同等位元

元元階的合作夥伴。設計中心人員連同設計師在內與專案團隊成員中溝通頻率最

高者是各產品線事業部底下的產品專案經理（PM）及機構設計師，透過高度的互

動溝通，在新產品設計開發過程中有助於整合性開發活動的推動，同時也有助於

個成員間作業狀況與進度的配合與掌握。 

從過去發展到現在，主要的水平溝通變化在於過去當產品設計產生干涉時，由

於工業設計方面進行設計變更是最省時也最節省成本的方法，因此通常是工業設

計師需要遷就其他功能別研發成員，但是近期的發展趨勢是工業設計自主性的提

高，甚至有由外而內的整合產品設計開發的趨勢，因此工業設計師在發生設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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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時，需要遷就的情況大大的減低，甚至是其他功能別研發人員要盡力去配合工

業設計師為產品因應不同使用族群、使用情境等考量下，除產品外觀設計外，操

作介面及使用功能也被整合在其設計範圍中。 

而在部門對部門的溝通上，主要發生於事業部的高階主管與設計中心的設計總監

在產品的設計開發活動中，必然要藉由密切的合作關係，以確保產品的設計品質

與產品策略以及公司的品牌目標的要求是否一致。簡單來說，各產品事業部間與

數位時尚設計中心維持著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與事業部級單位的水平方向的

密切合作。設計中心才能充分的透過設計將產品策略傳遞與消費者明基的品牌形

象，因此設計中心同時具有傳達者及整合者的角色。 

 

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2002 年之前） 

溝通方式之公司組織觀點： 

在工業設計中心成立之前，明基工業設計單位隸屬在事業部的研發部門之一，水

平溝通互動上，關係最密切者是機構設計部門，機構設計部門扮演工業設計與製

造其其他研發部門間的溝通橋樑。 

溝通方式之專案團隊觀點： 

在這時期的新產品設計開發專案中，工業設計單位僅專職於產品之外型設計的工

作，定位為產品設計開發的一環。行銷人員傳達產品外型設計走向之概念予以工

業設計師進行設計。在工業設計階段完成後，由機構工程師進行銜接，扮演工業

設計師與生產及其他工程人員的橋樑。 

而工業設計師則扮演介於機構、製造等研發工程人員與行銷人員間的中界角色。

並由 PM（產品經理或專案經理）負責整體專案的整合與溝通。 

R&D 

EE SW PE ME ID 

註：EE：電子電機、ME：機構設計、ID：工業設計 
    SW：軟體工程、PE：製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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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中心期（2002 年～2003 年） 

溝通方式之組織觀點： 

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後，直屬於全球營銷總部之下，在組織位階上與產品線事業

群等同，在水平溝通上，工業設計中心的設計總監對各產品線經理為對等且密

切配合，雙方溝通主要在處理產品設計開發專案上較難以處理之問題。在明基

將行銷與工業設計整合的運作下，工業設計中心逐漸主導產品的構想發展，由

於管理高層的授權下，產品線主管也在專業分工下，與工業設計中心合作。 

溝通方式之專案團隊觀點： 

在新產品的設計開發專案團隊中，工業設計師與行銷人員由於在組織隸屬上的

整合，工業設計師與專案經理一同扮演行銷部門與研發部門間的溝通橋樑。雖

然在設計流程上，漸漸由工業設計進行整合與主導，但是仍屬於產品設計開發

活動的一環，一般處理跨部門的溝通問題多交由 PM 負責;在產品外型設計的開

發與生產上，則是由工業設計師與機構設計師的密切合作，在進入量產階段時，

則是由機構設計師與製造單位密切的溝通協調。 

當有較為重大的溝通問題或是流程運作上發生困難時，則由各部門主管進行協

商。在這運作過程中，明基由工業設計主導產品的設計開發也反映在管理高層

的協調活動上，例如工業設計中心主管位階高於一般的功能性研發部門主管，

在處理設計溝通問題時，研發部門需努力達到設計師的要求，出現由工業設計

主導及整合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趨勢。 

產品經理 

EE ME PE ID MT SW 

註：EE：電子電機工程師、ME：機構工程師、ID：工業設計師 
    SW：軟體工程師、PE：製造工程師、MT：行銷人員 

總經理 

全球營銷總部 事業總部 

工業設計中心 四大產品線事業群 製造單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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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期（2003 年之後） 

溝通方式之組織觀點： 

工業設計中心改組為數位時尚設計中心後，除了專責於產品造型設計的工業設

計外，還有專責於使用者人因介面的研究團隊及設計研究中心，對於將過去略

偏主觀性的產品造型設計予以科學化的客觀分析。再加上將產品設計與行銷的

整合，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的產品概念發展階段及產品造型設計都由數位時

尚設計中心所包辦。隨著明基世界級設計團隊的設立，對於設計的專業，管理

高層及各產品線主管都與以支持，在組織觀點的水平溝通上，由數位時尚設計

中心完成產品概念發展是目前最新的設計流程，加上設計團隊經年的運作下，

設計溝通問題相較以往以不顯著。 

溝通方式之專案團隊觀點： 

隨著設計中心內部使用者介面團隊及設計研究中心的創立，工業設計師在新產

品設計開發專案活動中，對於產品概念發展活動的主導地位被確立，呈現出由

設計整合整個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的運作型態，數位時尚設計中心將產品概念

發展活動中需要的多項設計相關的消費者資訊與行銷整合，完成產品概念發展

的相關氣話及產品定義之活動，水平溝通模式與工業設計中心成立時期運作相

似，無太大變化，但是在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的主導性更為提升。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各專案成員在產品造型設計活動中的參與程度變化情

形，綜合整理如圖 4-2-7 所示。關於工業設計與其他部門的橫向水平溝通問題，

其發展變化情形示意圖，如表 4-2-7 所示。 

總經理 

全球營銷總部 事業總部 

數位時尚 
設計中心 

五大產品線 
事業群 

製造單位群 前瞻技術

中心 

PM 

ME ID MT R&D Group PE 

設計總監 產品線經理 製造單位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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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產品專案經理（PM）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企畫人員-市場溝通（Marcom.）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行銷人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研發人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機構設計師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模型製作人員

註： 

時期 A：明基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 

時期 B：工業設計中心～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時期 C：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2-0-7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水平溝通之成員參與變化情形示意圖： 

附註：以下個圖示之橫軸所標示的時間點說明如下： 

時期 A：明基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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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B：工業設計中心～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時期 C：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 

 

水平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表 4-2-7 明基新產品開發活動中水平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水平設計溝通問

題 

變化圖 附註 

設計師欠缺溝通的

積極態度與溝通技

巧。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無此現象。因為與

設計師溝通協調為

PM 之職責，且欠缺

溝通技巧及積極態

度者，大多因人而

異。 

個人的知覺形成不

同的觀點、意見與

詮釋，進而造成設

計溝通上的誤解。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此現象因屬因人而

異，故無明顯的趨

勢。 

不充足與錯誤的設

計資訊在設計溝通

中傳送。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註： 

時期 A：明基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 

時期 B：工業設計中心～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時期 C：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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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溝通障礙之改變 

明基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所發生之溝通障礙的變化情形，整理如表 4-2-8

所示。 

表 4-2-8 溝通障礙之改變趨勢 

溝通障礙 變化圖 附註 

人格與認知的差異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此

溝通障礙乃因人而

異，無顯著的變化趨

勢。 

部門本位主義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部

門本位主義時常發

生，屬於常態現象。

語意及語言的障礙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此

類溝通障礙並不顯

著，且無明顯的變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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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風格與組織氣

候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主

要是部門主管個人

而易，因領導風格與

組織氣候所造成的

溝通障礙並無明顯

變化趨勢。 

溝通頻率過於頻繁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此

溝通障礙被認定為

偶發性的常態現象。

地理上的障礙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無

明顯的感觸。 

溝通時有多頭馬車

現象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

「溝通時有多頭馬

車現象」時常會發

生，受訪者認定為常

態現象。 

註： 

時期 A：明基工業設計中心成立前 

時期 B：工業設計中心～數位時尚設計中心 

時期 C：數位時尚設計中心成立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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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明基電通工業設計組織歷年發展的改變，整理如表 4-2-9： 

表 4-2-9 明基電通工業設計組織歷年發展之改變情形 

 變化情形 

組織地位 初期分散於各產品線之研發單位之下，然後改組獨立，設於全

球營銷總部之下，之後由「工業設計中心」改組成「數位時尚

設計中心」，組織地位與各產品事業線等同。 

角色定位 過去隸屬於研發單位的一環，之後與行銷整合，隸屬於行銷部

門之下，成為行銷單位的子部門。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角

色，由過去的功能性成員逐漸轉型為介於行銷與研發之間溝通

者與協調者的角色。 

組織規模 2001 年底成立至今三年，由最初的六人增加至今已達七八十人

規模。旗下人員分工由最初的純粹產品造型設計，至今內部有

人因介面研究團隊以及設計研究中心等，為國內目前最具規模

的產品設計組織。 

設計流程 早期明基設計流程乃沿自宏碁所採行之 C-System，之後在明基

推動工業設計與行銷整合後，在產品概念發展階段推出自有的

NPI（New Product Initiation，新產品啟動）。在發展 NPI

的過程中，早期運作是管理高層在該活動啟始時就參與其中，

後期隨 ID 運作的獨立性及考量到創意的發揮，管理高層改為

在 NPI 後期才進入。 

對上溝通 管理高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上，其參與情形呈現類

似拋物線之趨勢，初期的參與程度為中高，之後發展至中期，

隨著推動 ID 連同新的 NPD 流程的發展，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

動的參與程度一直提高，到了後期，由於新的 NPD 流程的運作

成熟以及 ID 的自主性提高，管理高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的參與程度才逐漸降低。在溝通活動上，由初期的高層對 ID

的單向溝通，變化為中期的高層與 ID 的雙向溝通，至後期的

ID 主動對高層而高層扮演支持者角色的非對稱式溝通。 

新

產

品

設

計

開

發

活

動

之

溝

通 

水平溝通 明基工業設計單位的角色定位從過去的產品設計開發團隊中

的「產品外觀造型設計者」逐步偏向於「整合者」的角色定位。

初期 ID 隸屬於研發部門的一環，但是在明基刻意推動 ID 整合

行銷進而主導 NPD 活動中產品概念發展階段的趨勢下，明基的

工業設計組織在水平溝通中由過去溝通參與者，逐漸轉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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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 

溝通障礙 根據訪談結果，顯著的溝通障礙發生於「部門本位主義」、「溝

通過於頻繁」以及「溝通時有多頭馬車現象」。但在受訪者的

認定上屬於工作上的常態現象。而其他溝通障礙則多因人而

異，並無顯著的發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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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碩電腦個案 

一、公司簡介 

華碩電腦公司（以下簡稱華碩）成立於 1990 年 4 月，以一千萬元資本額成立白

手起家。  

華碩成立之初，傾向於做專業設計公司，為既有的主機板製造廠商開發、設計

產品，收取顧問費用，至於生產、銷售，並不在計劃中，但當時國內主機板業

帶有濃厚的黑手色彩，經營理念差距甚大，於是決定從設計、生產到銷售全部

一手包辦，轉向主機板研、產、銷全方位運作模式。 

華碩電腦在 1989 年由出身宏碁的四位元元元元老工程師共同創立。憑藉不斷的

產品創新和優良品質做為競爭優勢的基礎，並搭配靈活的經營策略，華碩電腦

目前為世界級 3C 製造廠商的領導者之一，產品包括主機板、筆記型電腦、顯示

卡、伺服器、寬頻通訊、纜線數據機及光學儲存設備。全球員工 5 萬 8 千餘名，

擁有世界級工程技術研發團隊，年營業額超過 2,600 億台幣 (約 77 億美金)。 

2004 經濟部國貿局委任全球知名品牌調查單位所選拔的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價

值評比為第二名，品牌價值達 277.88 億台幣。 

華碩主要業務範圍包括： 

(1) 桌上型/伺服器電腦主機板 

(2) 3D 高效能繪圖顯示卡 

(3) 光碟機、DVD 影音光碟機、光碟燒錄器 

(4) 筆記型電腦 

(5) 伺服器 

(6) PDA 掌上型電腦、掌上型電腦 

(7) 2.5G 高階多媒體手機、模組與卡 

(8) 寬頻暨通訊產品 

其中以主機板、筆記型電腦及顯示卡之行銷與製造為主要營收來源。 

華碩在 2004 年贏得超過 1171 個獎項，公司成就包括從 1998-2005 年連續八年

被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列為前 100 大科技公司、遠見雜誌的"Info 

Tech 2000"評為臺灣最具全球化前瞻性公司。。世界規模最大的硬體評鑑網站

Tom's Hardware Guide 的讀者們，更將華碩電腦選為「最佳主機板和顯示卡製

造商」。除此之外，華碩電腦更獲得經濟部深具權威的「國家精品獎」。並且，

更值得注目的是華碩電腦為華人品牌首開紀錄，W1 筆記型電腦榮獲得 iF 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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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Gold）肯定，是今年唯一獲得金獎的華人品牌。此次華碩一共有五項產品

榮獲 iF 設計獎，另外，華碩甫推出的三款輕薄筆記型電腦 W3、W5、V6 更一口

氣摘下三座 「 2005 Red Dot Award 」， 讓華人品牌在國際市場揚眉吐氣。

屢獲世界大獎再再應證「華碩品質，堅若磐石」。 

表 4-3-1 華碩電腦近年大事紀要 

華碩電腦近年大事紀要 

2005 華碩品牌設計豐收年，多項產品在德國工業論壇 iF 設計獎、德國紅

點（RedDot）設計獎及美國 IDEA 設計獎等全球三大設計獎中嶄露頭

角。其中，W1 筆記型電腦更首開台灣紀錄，奪得工業設計界的殊榮

--iF 金獎，而可攜式燒錄機 SDRW 0804P-D 則一舉囊括此三大國際獎

項。 

 1 月 華碩連續 2年為台灣精品獎最大贏家，四十項被提名產品

全數獲  獎。 

 3 月 華碩 1筆記型電腦榮獲設計界奧斯卡獎項之稱的德國 if 金

獎，贏得工業設計最高榮耀。更是五十年以來第一個抱得 if 金

獎的華人品牌。 

2004 日本 Good Design Award（G-Mark）評選活動中，華碩 S5、M5、M6、

W1、V6 筆記本電腦、J101、J102、P505 手機、MyPal A730PDA 隨身

電腦、WL-530G、WL-HDD2.5 無線網路產品等 11 款產品從眾多參選產

品中脫穎而出，奪得本年度的優良產品設計獎，超過其他任何一家公

司，成為 2004 年日本 G-Mark 獎的最大贏家 

 6 月，華碩在台灣精品獎中獲得最多獎項肯定，其中筆記型電腦

產品便占了近三分之一，備受矚目。 

2003  5月 第十一屆「國家產品形象獎」華碩電腦繼日前以高達20項產

品蟬聯「台灣精品」獲頒數量冠軍後，又獲頒三座「國家產品形

象獎」，再度在數量上領先其他廠商，證明瞭華碩產品良好的形

象足以代表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爭光。 

 10月 推出第一款3頻摺疊式彩色手機J100 

 11月 DiGiMatrix獲得2003年台灣傑出設計獎。 

2002  1月 本公司今年再度以17項產品榮獲國家精品獎的榮耀，成為第

十屆國家精品獎的最大贏家。 

 4月 天下雜誌1000大製造業排名進入前十名，電腦與零組件類別

中排名進入前三名，並進入前三大賺錢的製造公司。 

 10月 亞洲週刊評選500大華商，華碩名列前十名。 

2001 日本 G-Mark 榜單中「霸佔」3個名額的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華碩就

是個好例子。華碩為了建立良好品牌，在產品設計上力求精進，終於

在最近達到日本 G-Mark 獎的高標準。 

 6月 華碩電腦在商業週刊世界百大企業集團排行榜中排名第2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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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華碩電腦於Business Week中，在全球The InfoTech 100

排行中獲得第28名。 

 12月 台灣PC Magazine雜誌2001年度風雲產品讀者票選，華碩主

機板、筆記型電腦、光碟機、顯示卡皆獲得年度風雲獎項。 

 90年12月 華碩電腦於台灣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中，高

品質的服務/產品排名中，榮獲第四名。 

 

（一）華碩的工業設計組織 

2005 年是華碩電腦設計豐收的一年，在工業設計成為我國電腦資訊業的全民運

動時代，華碩電腦的成果最為豐碩。2005 年華碩多項產品在全球三大設計獎—

德國工業論壇 iF 設計獎、德國紅點 RedDot 設計獎與美國 IDEA 設計獎中鋒芒畢

露。W1 筆記型電腦更首開台灣記錄、奪得工業設計界的殊榮—iF 金獎，而可攜

式燒錄機 SDRW 0804P-D 更一舉囊括了此三大國際獎項，此優異成績在台灣可謂

前所未見，更象徵華碩工業設計率先邁入國際第一線廠商的水準。 

對華碩來說，工業設計就是企業與消費者溝通的橋樑。「一個有遠景、有理想

的企業，會把它的企業文化融入產品設計中，讓消費者透過體驗而對這個品牌

產生認同。」華碩全球品牌行銷總監韓德行認為，「華碩的企業文化是崇本務

實，所以全世紀的消費者都會從 ASUS Design 的產品中，體驗到這樣的精神與

意涵。」自 2000 年華碩以「禪」為核心概念推出 M1 筆記型電腦為始，2005 年

延伸至「comfort:」的設計思維，其工業設計的思考也在不斷深化、呼應公司

內部的人文氣息。 

華碩的工業設計組織自 2000 年成立至，在組織隸屬上，隸屬於研發部之下的「機

構及工業設計部」（MID Dept. , Mechanical &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在華碩，一向互動關係最密切的機構設計師與工業設計師共同在一「部」級單

位管轄。華碩的工業設計部目前在人力規模上近 50 人，其中又分為三大子部

門，分別是工業設計組（ID, Industrial Design），視覺傳達組（VC, visual 

complication）以及設計研究中心（DRC, Design Research Center）。其中

ID 組有 34 人，VC 組有 8人，DRC 組有 8人。 

目前有經理一人，之下是兩位主任，兩名課長，另外有一名專員，負責整個華

碩機構與工業設計部之下的工業設計部管理工作。該專員跟經理其實職位同

等，沒有高下之分，屬於輔佐性質。在主任跟課長方面，職位上來說，雖然高

低之分，但是基本上工作是一致的，皆擔任子部門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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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工業設計部全體平均年齡在 30 歲上下，由近年華碩在報章雜誌的介紹與國

際工業設計競賽中的優異表現來看，整個工業設計部是個充滿活力與創造力的

年輕團隊。 

華碩工業設計部組織架構圖如圖 4-3-1，工業設計部人事架構圖 4-3-2： 

 

 

 

 

資料來源：個案訪談資料整理 

【圖 4-3-2】華碩工業設計部架構人事圖 

二、公司組織架構與設計部門之改變 

華碩電腦之組織結構乃採取矩陣式組織，一級單位以功能別分類，二級

單位改以產品別與業務別作為部門劃分，整體組織架構近五年來無大幅

的更動，其中主要因應產品線的擴增、品牌代工業務的管理以及提升研

經理 

DRC 

8 人 

VC 

8 人 

ID I 
主任 
6 人 

專員 

ID II 
主任 
6 人 

ID III 
課長 
6 人 

ID IV 
課長 
6 人 

工業設計部 

ID 
工業設計 

34 人 

VC 
平面設計 

8 人 

DRC 
設計研究中心 

8 人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個案訪談資料整理 

圖 4-3-1 華碩工業設計部部門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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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能力而在組織結構上略作的調整。近年華碩走向消費性電子產品，尤

其對筆記型電腦與行動通訊產品投入許多。華碩與二造之前的宏碁一

般，同樣面對自有品牌與代工業務產生的內外管理衝突，因此2005年初，

華碩首先在內部將品牌、代工和管道品牌三類業務劃分成三個互不隸屬

的團隊，各自組織研發小組與產品經理。在2005年底，華碩對外宣佈，

將於2008年以前，將自有品牌與代工與製造業務分割。華碩電腦公司目

前組織架構圖如圖所示： 

 

資料來源：華碩電腦 2004 年年報 

圖 4-3-3 華碩電腦 2004 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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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電腦的工業設計單位自 2001 年成立至今已五年，於華碩 2002 年年報正式

出現在對外公開的組織架構圖，由之前研發處之下的機構設計部改組為機構與

工業設計部（MID, Mechanical & Industrial Design）。華碩工業設計部成立

之初僅有四人，其中又分為工業設計組以及視覺傳達組。工業設計組初期除了

為華碩自有品牌產品做產品外觀造型設計外，也負責 ODM 相關業務之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組（VC, Visual Complication）負責平面視覺設計的部分，例如產品

的視覺標示、平面廣告以及產品的包裝等圖像的建立。2001 年華碩的工業設計

部之組織架構圖如圖 4-3-4 所示： 

 

【圖 4-3-4】華碩機構與工業設計部 2001 年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個案訪談整理 

 

由於高層管理的大力支持下，華碩工業設計部自成立以來便不斷招兵買馬，到

了 2002 年底，華碩工業設計部規模擴增至十一人，其中工業設計組包含兩位主

管共九人，視覺傳達組兩人。 

華碩王設資深計師說道：「我們公司也是在三四年前開始在重視，所以就是也有

在積極培育設計人才，我們主管也是說只要有好的人就盡量找，我們沒有人員

額度的上限，應該說三年前我們老闆是這樣對我們主管講說：『你們就去找人，

只要是好的都找進來』。就一直找人，然後就越來越多，我們是平均一個月就進

來一兩個人。」 

根據次級資料的收集與訪談發現，華碩工業設計處在規模上，大約一年就增加

一倍。2003 年 3 月 31 日的工商時報－「工業設計 我 NB 產業新戰場」報導中

機構與工業設計部

機構設計部 工業設計部 

工業設計組 
ID 

視覺傳達組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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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當時的華碩工業設計團隊共有十八人，其中八人負責最核心的產品設計，

其他成員則負責視覺傳達及包裝設計，設計的產品涵蓋品牌與代工機種。
4
 

另外在天下雜誌第 314 期 「設計，創新動能升級台灣」（2005 年 1 月 1 日出

刊）的報導中提到，當時華碩的工業設計團隊人數已達四十人。 

本個案訪談於 2005 年七月中，據受訪者華碩工業設計部王資深設計師表示，目

前華碩工業設計部原額規模以達近五十人。其中設計研究中心（DRC）是由去年

開始成立的，主要是負責幫設計師掌握全球最新的消費市場、工業材質、顏色

等設計趨勢。 

華碩工業設計部歷年規模成長整理如圖 4-3-5 所示： 

機構與工業設計部
MID

機構設計部 工業設計部

工業設計組
ID

視覺傳達組
VC

設計研究中心
DRC

8人8人34人2005
共40人2004
共18人2003

02002年初四人，至2002年底共有11人，工業設計師與主管九
人，視覺傳達組二人2002

設計研究中心視覺傳達組工業設計組分組

年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5 華碩華碩工業設計部歷年規模成長 

近年華碩工業設計部規模的迅速崛起，與華碩發展的兩項趨勢有所呼應;首先是

研發處的組織架構面，2002 年華碩擴編筆記型電腦研發部門，同年成立了工業

設計部。隨後華碩在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投入逐漸增加，如筆記型電腦與手機。

在這變動過程中，華碩工業設計部亦飛快成長。可以發現華碩以工業設計做為

消費性產品的品牌發展策略的成功。 

                                                 
4 參照 2003 年 3 月 31 日工商時報「工業設計我 NB 產業新戰場」 周芳苑/臺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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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華碩的工業設計部門不僅在規模增長快速，其表現也是一樣亮眼傑出。

這一點或許與華碩工業設計部的組成份子有很大的關係。 

領軍四十五人團隊的華碩副董事長童子賢透露：「華碩不僅在國內找人，更飛

到巴黎、米蘭和倫敦直接面試有意到東方一試的歐洲年輕設計師，「只要有好

人才，華碩都可以遷就，」他笑稱：華碩的工業設計辦公室已經是個小型「聯

合國」，天天上演「土洋大戰」。在這樣大手筆投資的背後，是華碩高海拔成

長的營業曲線。
5
 」 

華碩工業設計部的成員組成上，背景十分多元性，其中有本土出身的設計師、，

外籍設計師和佔一半以上的留學生(法、義、應、美、日、德)，還有華碩高層

親赴歐洲挖角過來的。平均學歷都在碩士以上，整體平均年齡約 30 歲。儼然是

個高學歷的多元文化且年輕活力的設計團隊，  

三、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華碩電腦目前的營運業務是 OEM/ODM 與 OBM 並行，其中在 OEM 或 ODM 業務方面，

華碩電腦在定位上以專業電子製造服務商（EMS）來定義又更為恰當。在主機板

以及顯示卡等電腦相關零組件產品的設計開發流程上，華碩採取的開發設計流

程類似所謂的「C-System」。 

而在手機以及筆記型電腦等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設計開發流程，與生產製造比重

較強的 C-System 有較為顯著的差異。主因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設計開發流程

上，產品概念發展及產品設計開發兩階段的活動佔大多數，且其中活動多樣且

複雜，於是乎以 C-System 來探討華碩近期以工業設計為主角的新產品設計開發

活動有所不適。 

根據前述文獻及個案訪談，對於華碩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著重於消費性電子

產品，如筆記型電腦與手機等）的探討，本研究認為華碩新產品之設計開發活

動之階段可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及十個主要活動： 

一、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1. 新產品策略制訂 

2. 新產品企畫 

3. 新產品發展規劃 

二、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4. 產品外觀造型設計 

5. 產品功能研發設計 

                                                 
5資料來源：台灣產 世界第一設計新貴，數位時代 200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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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型機試做 

7. 模具開發 

三、量產活動階段 

8. 量產試做 

9. 量產 

四、行銷階段 

10. 產品視覺行銷企畫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圖如圖 4-3-6 所示。 

新產品策略制訂

量產測試

新產品規劃

新產品概念發展

產品外觀
造型設計

產品功能
研發設計

量產

原型機試做

模具開發

產品視覺
行銷企畫

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量產活動階段

產品行銷階段

華碩電腦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流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6 華碩電腦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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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有利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說明，以下將華碩之組織架構與新產品設

計開發活動相關者簡化示意圖 4-3-7 如下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7 華碩之組織架構與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示意圖 

以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而言，約略可以將華碩劃分為行銷、研發與製造三大主

要部門。其中行銷部門之下有各地區的行銷人員（Sales）以及熟悉產品相關技

術訊息的研發專案經理（R＆D PM）以及產品行銷經理（Sales PM），另外在研

發部門則粗略分為電子電機部門（EE）、機構設計部門（ME）以及工業設計部

門（ID）;在製造部門之下則是工廠端的產品組裝部門。 

一、 產品概念發展階段 

華碩的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通常負責起頭的是由行銷部門開始6，首先是各地區

的銷售人員（Sales）會將各地區的消費者求訊息以及相關產品概念走向甚至是

創意構想等與行銷產品經理（Sales PM）做討論，然後進行新產品企畫提案呈

報給行銷部門主管。 

之後行銷與研發部門主管經過討論後許可的話，就會由行銷產品經理開始擬定

產品概念企畫書。 

「公司的 sales 她們前端可能會先發起，他們在外面有一些 feed back，比如

說歐洲，美國或是日本，他們在看到市場的一些商機，她們會發現一些商機，

回來她們就會跟 sales PM 討論說，看到有什麼東西，看看我們是不是可以去做，

然後就是老闆對老闆談，談一談，這老闆可能覺得這其實是不錯的，可以下去

做。」 

                                                 
6據華碩工業設計部王資深設計師表示，新產品企畫有時也會有研發產品經理（R＆D PM）或

是設計師自行提案。 

ASUS

Sales R & D Manufacture

Sales RD PM Sales PM EE ME ID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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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概念發展階段，最主要的主角就是行銷產品經理（Sales PM），行銷產

品經理完成產品概念企畫書之後，帶著企畫書向研發部門各子部門主管說明其

產品創意及概念。例如向電子電機（EE）相關研發部門說明所需電子零件以及

相關功能的需求;另外向機構部門說明可能需要容納的零組件，如電路版、顯示

裝置以及運作裝置等可能需要的空間與產品使用強度;向工業設計部門（ID）說

明產品的市場區隔以及產品設計走向、外觀材質等。在向各相關研發部門說明

產品設計開發的相關需求後，同時也進行成本估價以及產品規劃的工作。 

「Sales PM 就會帶著這個 IDEA 跟一本企畫書，跑到 R＆D部門裡面去，然後就

會找各部門的頭頭，像 EE 指的就是電子電路方面的，ME 就是機構，機構就是

跟結構，開模有關，那 ID 就是我們，就是設計外觀的，那就會來找我們…（略）

開始 sales PM 會跟我們講說想要多大多小？以 EE 來講，電子電路可能會講說

這麼小的版子我可能沒有辦法幫你放進去，因為他會考慮到尺寸大小，他會說

是不是所有的零組件，主機板，螢幕等等這些放進去之後是不是都擺得下？那

機構會跟妳講說這開模有問題？或是說成本太高？或是說你要用什麼材質？那

ID 的部分是想說，現在流行什麼造型？」 

二、 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在行銷產品經理完成產品規劃活動後，研發部門之下個子部門會派出研發人員

參與該產品的設計開發專案。在產品設計開發活動運行中，主要是由研發產品

經理（R&D PM）負責擔任行銷產品經理與研發人員間的溝通橋樑，而負責執行

產品設計規劃工作的部門也是由研發產品經理擔任。 

在產品設計開發階段，行銷產品經理開出產品規格後，電子電機、工業設計和

機構、散熱部門是以同步工程的方式進行產品設計與開發的活動展開作業，而

非由機構配置好內部結構，才交給設計師來包裝。首先將彼此設計開發活動上

會相互干涉的部分先做初步討論後，各成員就依行銷產品經理提出的相關產品

訴求將之具體化。在運作的時程規劃則是按照行銷產品經理針對該產品的行銷

策略所擬定，並由研發產品經理負責執行。 

「sales pm 他就是開 project，其實可以說，他就是去開這個案子的人，那 R

＆D PM 他主要是在控制，控制這 sehedule，比如說 sales PM 去做 MP3，他預

計要在半年內比方說現在是今年六月，我打算要在今年十二月的時候上市，然

後要預計好要賣多少錢，然後行銷通路要什麼，比方說我從北部開始賣，然後

皆下來中部，南部，或是一開始在大陸，或是就直接在大陸生產，或是說我直

接要銷歐美，那就會先把一些市場定位都訂出來，那 R＆D PM 就去 follow 他定

的目標，定的 schedule，那 R&D PM 其實是 sales PM 跟研發，機構的一個溝通

的橋樑，因為 sales PM 大部分都是往外跑，那 R&D PM 他就是跟機構，研發一

起在跑整個產品設計開發的活動」 



 142

在產品外觀設計活動上，工業設計師除了依據行銷產品經理所提供的產品設計

訴求進行設計之外，華碩工業設計部之下的設計研究中心（DRC）也會提供產品

設計訴求的研究分析資料以利設計師進行設計。 

華碩全球品牌行銷總監韓德行認為，「對華碩來說，工業設計就是企業與消費

者溝通的橋樑。「一個有遠景、有理想的企業，會把它的企業文化融入產品設

計中，讓消費者透過體驗而對這個品牌產生認同。」 

設計初期事先由手繪稿作為溝通媒介，隨著設計概念越來越具體化，在每次的

新產品設計開發會議（NPD meeting）上，使用個溝通媒介也隨之改變，先是

2D 平面的設計藍圖，然後是 3D 的數位元元元模型，之後則是將審定之 3D 模型

實體化，由模型廠做出產品模型。之後與其他研發部門成員將其成果結合後，

完成原型機的開發活動。 

原型機於產品發展會議中獲高層主管認同後，就開始由機構工程部門進行開模

相關的活動。 

三、 量產活動階段 

在量產活動階段，主要是研發產品經理負責執行接下來的時程規劃活動，與機

構工程師及生產線的工程一起合作完成量產測試活動後，之後就交由工廠端生

產。 

「R＆D PM 與機構設計師，她們是溝通很密切，常常討論這個案子進行怎麼樣，

或是廠商配合態度等等！還有像是一些廠商的零組件進貨出貨的情況是如何，

她們的零組件的單價是多少…等等她們都要去注意」 

四、 產品行銷階段 

於產品量產活動準備開始後，行銷產品經理會與華碩工業設計部之下的視覺傳

達部（VC）合作，如果是公司年度級的主力產品的話，VC 甚至會負責該產品相

關的廣告、產品包裝以及一些視覺圖像建立的行銷工作。 

在整個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以筆記型電腦的設計開發時間來說，華碩一般

是在八個月到十二個月左右，其中在新產品概念發展一直到原型機試做完成這

段流程上，是工業設計部參與的部分，約耗時三個月。相較其他本土筆記型電

腦廠來說，是耗時較長的。雖然如此，但在產品的品質與銷售反映上，華碩堅

持品質的精神是為消費者所肯定的。 

「以時間來說的話，就 ID 部分大概是三個月，從構想到一直最後的 final，大

概是三個月的時間，一台 NB 研發的時間，我們現在是抓八個月到十二個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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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我們公司做 NB 很慢，算是有名的慢，像是精英或是華宇，她們三個月就可

以做出一台 NB，她們 ID 只要兩個禮拜就可以畫完，機構兩個禮拜，開模大概

四個禮拜，這樣大概花掉兩個月，剩下一個月是組裝，然後再加上討論的時間，

三個月她們就可以做到從無到有。我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可能比較

龜毛（品質要求高），我們流程細節比較多！」 

華碩自推行工業設計以來，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方面並無重大的改變，大抵

上來說，主要是依產品別的不同，如佔公司營收比重、創新型或延續型產品、

或是產品的單價高低以及產品的研發設計的困難度而定，而有不同程度投入的

設計開發團隊之組成，以目前的華碩來說，資源投入最多者為筆記型電腦。 

另外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所耗費的時間來說，根據訪談結果顯示，相較於業界的

平均水準而言是較長的。以筆記型電腦產品為例，宏碁平均是八個月、而以代

工或是次品牌的廠商如精英或華宇則是三個月。華碩則是以八個月到十二月為

其平均值。主因在於華碩的產品走向主要是以穩定路線為訴求，產品的設計走

向主要是以不易退流行的中間路線為主，加上華碩歷來對品質的堅持，因此在

新產品的設計開發活動所耗費時間較長。 

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設計溝通問題歷來變化 

（一）垂直溝通 

華碩工業設計部成立至今，在組織架構上的定位一直都無重大的改變，也因此

較無法看出其組織變革對於設計溝通的影響關係;然而該部門在對上溝通方面

對外所呈現的結果可由相關媒體報導做為參考。 

華碩工業設計部近年來屢屢在國際設計比賽中獲獎的優異表現，報章雜誌的大

幅報導中，最常見的除了得獎設計師的專訪外，最為廣為傳媒所報導者就屬華

碩副總童子賢與華碩研發處機構設計部協理張恩白對於華碩工業設計團隊的大

力支持。 

2005 年 4 月 e 天下雜誌「玩出東方極簡美的設計聯合國」專訪華碩資深設計師

蕭銘凱說道：「他是個很有 sense 的老闆！很 open-minded 的傾聽，也常有獨

到的見解。」黃華鬱7說。這幾年來，身為華碩創辦人之一的童子賢，以親身參

與的行動，讓工業設計部門在發揮無限創意時，可以無後顧之憂。」 

                                                 
7現任華碩工業設計課經理的黃華鬱，是團隊成軍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資料來源：2005

年 4 月 e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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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自 e天下 第 45 期「靠設計，台灣「美」到全球？」中提到： 

「主掌華碩工業設計的，甚至是創辦人自己。華碩研發處機構設計部的協理張

恩白，是目前在華碩負責工業設計的操盤手，當年也出身宏碁。不過，還有一

位對工業設計的熱衷度不輸張恩白的高層，那就是華碩創辦人兼副董事長童子

賢。」 

 「童先生很有概念，對我們也非常支持，」華碩機構及工業設計部工業設計

組資深設計師蕭銘楷指出，童子賢對工業設計的全力支持，常讓華碩的工業設

計師很「感動」。 

在天下雜誌 329 期「DIT 讓台灣企業翻身」的報導中根據華碩設計部門主管黃

華郁觀察，這幾年，設計部門對於新產品策略的主導性明顯提升，「過去有人

會改你的設計，現在大家會更站在協助立場，一起把產品做出來，」一位設計

師說。而且，副董事長童子賢甚至親自帶設計部門，跟設計師一起出國看傢俱

展、設計展。 

而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方面，根據訪談結果顯示，近幾年來華碩在新產品的

設計開發活動流程並無重大的變化，也因此較難以表現出在其工業設計的提升

下，對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影響，乃至於對上溝通所發生的溝通問題及相

關的變化。 

華碩工業設計團隊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的對上溝通方面，主要發生在產品

概念發展階段，以及產品設計開發階段。 

在實務運作上來說，最初的對上溝通發生於行銷人員或行銷產品經理會與該部

門主管溝通他們在消費者端所觀察到的市場機會，經高層主管的認同後，就開

始進行新產品設計開發的後續活動。 

之後的對上溝通則發生於行銷產品經理與各研發部門主管以及高層主管與工業

設計師之間，前者主要的溝通目的在於讓產品概念更為具體化，後者則是在產

品設計方向取得共識，並在產品概念發展階段完成產品初期的功能規格制訂。 

其中在高層主管與華碩工業設計部之間的溝通活動上，在華碩工業設計部成立

初期，由於當時規模小，仍定位為產品線外觀設計方面的支援部門，當實在對

上溝通方面與今日有很大的分別，上層主管較少參與工業設計部的產品設計活

動。 

自從 2002 年，華碩工業設計部入圍日本 G-Mark 設計大賽，同時華碩亦積極投

入筆記型電腦產品，相互結合之下，華碩管理階層對工業設計部大力發展。 

之後華碩工業設計部的表現亦沒有讓管理階層失望，每每在國際設計大賽中獲

獎，從 2003 年到 2004 年間，管理階層與工業設計部之間的互動最為熱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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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管理階層對於工業設計極力支持，主導透過對設計面

的配合，來拉升研發部門的能力。 

根據工業設計部王資深設計師表示，由於工業設計部近年的優異表現與規模擴

增，管理階層慢慢放手讓華碩工業設計部自由發揮。 

華碩王姓資深設計師說道：「其中是 03 年就很重視，但是也沒有說到達完全參

與的程度，以老闆來說，近幾年就比較放手，因為剛開始推的時候，老闆幾乎

沒什麼參與，然後開始重視的時候，他就開始很積極參與，但是說實在老闆這

麼多事，他怎麼可能可以完全投入這麼多，他頂多只是開會的時候都會到，那

其實我們開始發展的比較蓬勃是在 2003 年開始，到 2004 年這段時間，而今年

才剛開始半年。就我們公司在外面的名聲來說，在 ID 開始比較蓬勃也是前兩年

開始，變成說老闆很積極，有開始帶動一些東西之後，他覺得皆下來其實就是

由我們自己去用，所以他後來就漸漸放手，讓我們自己發揮」 

但是在高層管理的大力支持中，也曾發生過過度參與的情況發生。 

華碩王姓資深設計師說道：「事實上老闆介入越多的話，在選擇設計的時候越

限制，越不客觀，因為老闆她有自己個人的喜好。像我們有個老闆很喜歡香檳

色，所以都要我們什麼都做個香檳色的給她，然後就是搞的很不愉快這樣，我

們很少會做香檳色的東西，然後後來就是有些不愉快，然後久而久之他也覺得

無聊了，所以就不管事了。」 

 

透過訪談整理，華碩管理階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相關於工業設計方面之

參與變化情形整理如表 4-3-2；關於對上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的變化，整理如

表 4-3-3 所示： 

表 4-3-2 華碩管理階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變化情形 

管理階層 趨勢變化圖與說明 

管理高層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管理高層

2005

 

說明： 

管理高層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對於工業設計方面的參與在

ID 部門成立之初參與程度是較低的，但是隨著華碩對於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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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而逐漸升高。直到 03 年，由於華碩工業設計在國際設計

大賽中開始嶄露頭角，管理高層對此重視度大為提高，因此參與

程度升高。隨著 ID 部門的專業能力屢獲外界的肯定，因此信賴

度提高，而 ID 部門的自主性亦隨之提升，故管理高層對於新產

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相關於 ID 的部分參與度因此逐漸降低。 

設計部門主

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工業設計部主管

2005

 

說明： 

由於早期工業設計部門成立之初，組織規模小，人員精簡。主管

本身也是設計師，因此早期工業設計部主管本身除了部門的管理

工作外，同時也扮演設計師的角色。之後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

設計部主管逐漸完全轉為管理職，也因此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上的參與程度逐漸降低。 

註： 

1. 王姓資深設計師於訪談中對於管理高層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相關於工

業設計的部分提到：「其中是 03 年就很重視，但是也沒有說到達完全參與的

程度，以老闆來說，近幾年就比較放手，因為剛開始推的時候，老闆幾乎沒

什麼參與，然後開始重視的時候，他就開始很積極參與，但是說實在老闆這

麼多事，他怎麼可能可以完全投入這麼多，他頂多只是開會的時候都會到，

那其實我們開始發展的比較蓬勃是在 2003 年開始，到 2004 年這段時間，而

今年才剛開始半年。就我們公司在外面的名聲來說，在 ID 開始比較蓬勃也

是前兩年開始，變成說老闆很積極，有開始帶動一些東西之後，他覺得接下

來其實就是由我們自己去用，所以他後來就漸漸放手，讓我們自己發揮，事

實上老闆介入越多的話，在選擇設計的時候越限制，越不客觀，因為老闆她

有自己個人的喜好。像我們有個老闆很喜歡香檳色，所以都要我們什麼都做

個香檳色的給她，然後就是槁的很不愉快這樣，我們很少會做香檳色的東

西，然後後來就是有些不愉快，然後久而久之他也覺得無聊了，所以就不管

事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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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華碩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對上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垂直設計溝通問題 變化圖 附註 

設計尚未被認定是

企業循環中一重要

的部分，且未獲高

階管理層的支援。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但是說實在的，

對外講是對外講，

對外講都說我們ID

很好，高層極力支

持，但是私底下還

是有一些問題，但

是主要還是很多問

題都是內部自己解

決，但是對外的

話，基本上我們都

是把最好的對外呈

現」 

設計師未被視為是

專業人仕（或被誤

認為裝飾師、藝術

家）且其工作方式

亦未為管理方面人

仕所瞭解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這部分確實以前

是這樣子，現在的

話倒是不會，但也

是還好，剛開始是

比較不被重視，現

在是慢慢被重視

了。」 

 

未有特定人仕負責

設計專案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小結： 

在設計溝通問題中對上溝通方面，華碩普遍呈現問題趨緩的現象，其中第三項，

未有特定人仕負責設計專案的部分，在華碩如此成熟的公司是早就解決的。另外

以代工與製造能力起家的華碩來說，確實，在初期工業設計是未被認定為企業循

環的一環，但是隨著華碩終端消費性電子產品線的擴增，產品造型設計的重要性

也隨之提高，加上品牌的推行以及管理高層的推動，伴隨著華碩工業設計部在國

際設計比賽的亮眼表現，工業設計在華碩已被認定為企業循環中關鍵的一環;另

外在設計師在管理高層的定外來說，早期華碩的製造與研發導向，將工業設計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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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為產品研發的部分，之後隨著重視度的提高，才漸漸將設計師視為專業人仕，

從而有別於研發人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水平部門溝通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水平部門溝通是最為頻繁的部分， 

從新產品概念發展階段，行銷產品經理（Sales PM）就需要帶著企畫書到各研

發單位去做產品企畫說明，並且負責成立新產品專案團隊。與全體專案團隊成

員共同合作產品概念發展的工作，並建立產品初步的功能規格，以及制訂相關

時程規劃。 

早期華碩的行銷人員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參與程度較低，隨著近年華碩在

發展消費性電子產品上，將行銷與新產品設計開發做結合下，行銷人員在產品

設計開發的參與程度有升高的趨勢但是主要是在產品概念發展階段，還未達全

程參與的程度。 

儘管會依據產品種類不同，在新產品設計開發中會有不同的人才需求，以筆記

型電腦的設計開發來看，一直以來，研發能力就是筆記型電腦產業的重點，不

論是電子、電機、資訊、機構、散熱以及電源等相關研發人員在產品的設計開

發活動上都需要全程的參與並滿足行銷產品經理所設定的產品訴求。 

隨著近幾年華碩工業設計部的優異表現，更在高階主管的支持下，新產品設計

開發活動中，產品設計開發階段，有別於過去會要求工業設計師更改設計以遷

就產品功能面，現在因為工業設計部獲得的肯定，讓其他部門會站在協助的立

場，共同成就產品的設計。 

華碩副董童子賢曾在訪問中說道：「工業設計不單只是為了美感，裡面的學問

牽涉到，要用設計讓產品性能發揮到更棒」 

研發產品經理（R&D PM）需負責推行各研發成員間的溝通與互動。扮演行銷產

品經理與研發人員間的溝通互動橋樑並全程參與推動產品設計開發專案的進

行，  

在生產製造方面，華碩一直對於生產品質的抱與很大的重視，非常注重研發部

門與生產製造處的配合。一般來說，原型機開發階段就有製造處的人員參與，

在進行量產測試以及量產活動的銜接期，就會有製造處的工程部來扮演研發與

工廠端的銜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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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工業設計部與各部門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水平溝通情形之描

述，其參與變化情形之趨勢示意圖整理如圖 4-3-8；而水平溝通面之設計溝通

問題的變化，整理如表 4-3-4: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行銷專案經理（Sales PM）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銷售業務人員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生產製造人員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工程研發人員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機構設計師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工業設計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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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設計管理人員

2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3-8 華碩工業設計部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水平溝通之變化情形意綜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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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水平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水平設計溝通問題 變化圖 

設計師欠缺溝通的

積極態度與溝通技

巧。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王姓資深設計師回應：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改進的部分，這部分非常重要，因為

一般認為設計師都是比較主觀的，所以說未必說設計出來

在大家來看就一定是完美的，變成說有時候在溝通上面會

有問題，例如說機構跟你講說這邊根本不可能做，做不出

來，開模沒辦法開，但是你會說我就是設計，所以變成說

有時候會有一些爭執，爭論，而這是很正常。但是也有人

在講，設計師如果他不主觀的話，他沒有辦法作設計師，

今天你要我改那裡我就改那裡的話，那設計師沒有自己的

主見跟堅持的話，他沒有辦法作設計師，所以說我覺的這

是先決條件，但是也不可以說硬到說妳完全沒辦法溝通，

因為說實在的，現在一個社會來講，他還是由多人共同努

力形成，像古人說的「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就是說

妳一天所要用到的，至少需要一百個人以上共同努力集合

去做出來的，所以絕對不是說一個人就能夠完成一件事，

如果說華碩只有設計師，今天一樣產品都生不出來，也賣

不出去。所以說就像現在講的 team work 一個 group，就

是一個團隊精神合作的默契，其實這很重要。」 

個人的知覺形成不

同的觀點、意見與詮

釋，進而造成設計溝

通上的誤解。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王姓資深設計師回應： 

「這部分的確是有，以前是滿強烈的，但是慢慢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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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還好，應該說以前比較沒有被教育，現在是慢慢是說比

較有合作的意識，所以這部分可能會說稍微比較緩和一

點。」 

「設計師自己知道設計的精神在那裡，但是對其他人而

言，她們可能不清楚，比如說這條線妳告訴他要畫斜的才

漂亮，但是他不是學藝術或是美術或是工業設計的跟美學

有關的，他可能就不知道，這樣講有點抽象。假設一個打

鐵的人，他跟妳講說這個一定要三千度以上才有辦法可以

成型，但是妳完全不知到鐵的特性的話，妳完全不知到溫

度帶給鐵的影響什麼，當妳對這些完全不懂的時候，基本

上妳沒有資格來評判說妳這個東西到底做的好不好，到底

對不對，因為妳根本不懂，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說，在溝

通上的誤解來講，對 PM 來說或是對 sales 來講，他們根本

不知道我們是怎麼樣來做設計的，她們只是很直覺說，我

不喜歡這個。像你去大賣廠時，會看到有些產品，然後妳

會想說這顏色我不喜歡，覺得某件產品很醜，長常會這樣

子，會去挑三減四，但是反過來想，妳有沒有想過說為什

麼他會長這樣？為什麼會有人這樣設計他，妳沒有想過說

為什麼？妳只是很直覺的各人喜好說喜歡或不喜歡，但我

覺的這其實是一個常態，現在講求的都是比較個人主義的

東西，她們會比較希望說，妳身上用的東西都是屬於你個

人的，而不是說妳用的東西都跟別人是一樣，現在的商品

都是走這種類型，基本的部分是一樣，但是可以讓妳作個

人畫的變動，就像是手機可以換殼一樣，還要有自己個性

的鈴聲，變成說所謂的同中求異，汽車也是有些人就是會

花錢去改車。」 

「這部分的溝通問題我覺的應該是在普通偏上，其實也沒

有越來越多，我覺得趨勢有漸漸偏下，剛開始誤解比較多，

我覺的長期下來溝通之下，跟上面比起來有一點相似。」

不充足與錯誤的設

計資訊在設計溝通

中傳送。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王姓資深設計師回應： 

「傳達的話應該是還好，現在溝通的進步是有的，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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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的趨勢。」 

小結： 

綜合上述三項設計溝通問題中相關於水平溝通的部分，共同呈現出設計溝通問

題趨減的趨勢。但是，可以發現到設計師那與藝術家一般的本位觀點所影響的溝

通態度、技巧、觀點、詮釋方式所造成的設計溝通問題在華碩 ID 部門成立之初

是很明顯的，但是隨著部門的擴增以及對於設計師的重視，加上作業流程的逐漸

配合團隊運作的磨合成熟下，設計溝通問題都有減緩的趨勢。 

 

（三）對外溝通 

由與受訪者專責於華碩自有品牌產品的設計工作，因此在華碩工業設計部的對

外溝通上，主要發生在產品設計開發階段中，設計具體化的活動階段，溝通對

像是模型製作的協力廠商，工業設計師與模型製作廠的技工合作完成模型的製

作工作。 

（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溝通障礙之改變 

個案華碩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溝通障礙的改變情形，整理如表 4-3-5 所

示： 

表 4-3-5 華碩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溝通障礙變化趨勢： 

溝通障礙 變化圖 附註 

人格與認知的差異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

「此溝通障礙乃因

人而異，無顯著的

變化趨勢。」 

部門本位主義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根據受訪者表示：

「部門本位主義時

常發生，屬於常態

現象。」 

「如果就各部門跟

我們部門之間的獨

立意識來看，這也

常常在發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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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實在大家都要搶

資源跟省錢，所以

就會有利益上的衝

突，但是原則上大

家都是以公司為主

要的方向，以公司

好為主，而不是說

我個人想要怎樣就

怎樣，稱不上是時

常，應該算是普

通。」 

語意及語言的障礙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根據受訪者表示：

「因語意或語言所

產生的溝通障礙並

不明顯，以前可能

會有，以前我們比

較沒有那麼多外國

設計師，以前應該

是普通，但是現在

的話我覺的應該是

有點往下。」 

領導風格與組織氣

候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根據受訪者表示：

「主要是部門主管

個人而易，因領導

風格與組織氣候所

造成的溝通障礙並

無明顯變化趨勢。」

「這當然會有，多

多少少因為每個人

的個性都不同，這

應該也是有，但是

應該是普通。」 

溝通頻率過於頻繁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受訪者表示：「溝通

頻率太過頻繁也不

好，花過多時間在

溝通上，這部分是

有，以前比較少溝

通，現在比較有上

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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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上的障礙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

受訪者表示：「這可

能會越來越多，以

前可能是普通，但

是我們隨著生產外

移到大陸去，現在

會往上。」 

溝通時有多頭馬車

現象 
認
同
度

時間

不顯著

普通

十分顯著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根據受訪者表示，

「溝通時有多頭馬

車現象」時常會發

生，受訪者認定為

常態現象。 

這是滿常發生的。 

註： 

在設計溝通障礙的發展趨勢上來說，部門本位主義已被認定為常態性的溝通障

礙，一直存在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各部門成員之間。而語言及語意的障礙

則因為設計部門內部人員的英語能力為其基本要求，因此既使設計部門內部成

員國籍背景多元，在 ID 部門內部或是新產品設計開發專案活動中也能有效的彼

此溝通，所以這方面的溝通障礙呈現趨緩。 

由於工業設計的自主性提高以及對於產品設計與品質要求的提高，溝通過於頻

繁所造成的溝通障礙呈現升高的趨勢，加上華碩近年來生產逐漸外移，造成地

理上設計師與製造端的溝通障礙。 

另外隨著華碩產品線的擴增，設計師或是各部門人員的工作量提高，個人同時

間負責之專案數量的提高、產品開發時程縮短的壓力以及組織層級的增加，溝

通時有多頭馬車的現象甚是顯著，並以為常態性的重大溝通障礙。 

 

五、小結： 

華碩電腦工業設計組織歷年發展的改變，整理如表 4-3-6： 

表 4-3-6 華碩工業設計部歷年變化小結 

 變化情形 

組織地位 初期工業設計部門隸屬於研發處機構設計部之下，及至 02

年，正式更名為機構與工業設計部（MID），在組織架構上，

被歸類於研發單位。自成立以來，組織規模成長速度極快，

每年人員規模成長約一倍，至 05 年華碩工業設計部成立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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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研究中心（DRC），始擁有獨立的設計研究部門。機構與

工業設計部（MID）主要業務多為華碩自有品牌的產品，為

因應代工業務的發展，於 04 年新設工業設計二部專責代工

設計業務。 

角色定位 在組織架構面來看，華碩工業設計部門隸屬於研發處之下，

視為產品研發的一環，而在近期的表現以及二手資料來看，

華碩工業設計部在國際設計比賽的優異表現結合華碩的品

牌推行策略下，漸漸獨立於研發單位的角色，進一步走向整

合產品研發與品牌行銷的綜合角色，成為華碩推行自有品牌

的主力。 

組織規模 自 2001 年成立之初僅有四人，到 03 年的 18 人，04 年的 40

人，及至 05 年年中已達 50 人的規模，為我國電腦資訊業中

規模第二大的工業設計單位，僅次於明基。初期僅有純粹進

行產品外觀造型設計的工業設計組（ID），之後增設視覺設

計組（VC）負責相關於產品的平面周邊設計，05 年成立設

計研究中心（DRC）負責幫設計師掌握全球最新的消費市場、

工業材質、顏色等設計研究工作。 

設計流程 過去華碩盛行的產品設計開發流程為我國電腦資訊業盛行

的 C-System，然而隨著華碩對於工業設計的推動，設計流

程面略有改變，主要改變部分為產品概念發展階段以及產品

設計研發階段的作業，產品概念發展階段中，由過去的研發

導向轉變為產品導向以及消費者導向，而產品設計研發階段

由過去的產品研發掛帥，隨著終端消費性電子產品在華碩所

佔比重的增加，現在盛行由產品設計逆向整合產品的研發，

以設計拉升研發，也因此與過去的 C流程略有不同。 

對上溝通 由於華碩是由代工與製造起家，因此對於設計師的定位在早

期是視為工程師一般，為產品研發的一環，而隨著華碩工業

設計部門的成長以及對外的優秀表現下，設計師在管理者眼

中的角色因此有了轉變，同時配合品牌推行策略，華碩管理

高層對於工業設計給予的支持與投入呈現上揚的趨勢，而管

理高層對於華碩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關於工業設計部分

的投入也越來越高，至 03～04 年間達到最高，之後由於華

碩工業設計團隊的能力倍獲外界肯定之下，管理高層對於工

業設計的幹預與影響越來越低，僅扮演從旁支持的角色。 

新

產

品

設

計

開

發

活

動

之

溝

通 

水平溝通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溝通最為頻繁的莫過於各部門以及

團隊成員間的水準溝通。其中，最顯著的變化發生於行銷人

員在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參與程度越來越高;甚至產品專

案的起始點大多數都由行銷產品經理負責，工業設計師過去

最常合作的夥伴除了機構設計師、製造工程師以及產品經理

外，現在又多了行銷單位的成員。而在設計溝通問題以及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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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障礙方面，大體上是呈現下降的趨勢，但是，關於設計師

的溝通態度、技巧以及觀點意見的詮釋等主觀意識確實是影

響設計溝通的關鍵所在，根據訪談結果呈現出改善的趨勢。 

對外溝通 華碩機構與工業設計部主要負責華碩本身品牌的產品設

計，因此在對外溝通上主要的合作對象為模型製作廠商，自

工業設計部成立以來合作模式並無什麼改變。另外在華碩的

代工業務方面，則另有獨立的產品開發與製造團隊負責，其

中新成立的工業設計二部就是專門負責華碩 ODM 之合作外

廠商的產品設計工作。 

溝通障礙 溝通障礙中，「人格與認知差異」主要是因人而異，因此並

無顯著的發生及變化趨勢，而在「部門本位主義」方面，由

於常在日常運作中發生，加上將各部門視為獨立個體來看的

話的觀點來說，各部門的本位意識所造成的設計溝通障礙已

可視為常態現象，至於是否構成溝通障礙則端視個別參與人

的主觀認定。另外關於「領導風格與組織氣候」則因為主管

人事在經年觀察來看會有人員的升遷流動等事件發生，加上

各主管的領導方式自然有其異同之處，因此也屬於因人而異

的常態性設計溝通障礙。但是由於華碩將生產線移往大陸以

及工業設計在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的比重的提高，因此在

「溝通過於頻繁」以及「地理上的障礙」這兩方面的發生率

都呈現逐年升高的趨勢。而在幾項備受訪者定位為常態現象

的溝通障礙中，「溝通時有多頭馬車現象」是相對較為嚴重，

且經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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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宏碁公司個案 

一、公司簡介 

宏碁公司（以下簡稱宏碁）在 2000 年年底開始進行第二次企業再造，重新分割

為三大集團，宏碁、明基、緯創。在分家之後泛宏碁集團改稱 ABW 家族（Acer

宏碁、BenQ 明基、Wistron 緯創）。 

宏碁集團是一個國際化的高科技集團，主要從事資訊業的行銷服務公司，核心事

業領域為資訊產品、電子化服務以及通路事業。 2004 年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2,250.14 億元，宏碁集團成員包括：宏碁、展碁、第三波、建智、網際威信、

樂彩與宇瞻等公司，全球員工總數為 6,590 人。產品行銷全球 100 多個國家，是

世界第五大個人電腦品牌，並於 1999 年起連續 7年榮獲讀者文摘評選為亞洲最

佳電腦品牌。宏碁集團組織架構圖，如圖 4-4-1 所示。 

宏碁是一家專注於資訊產品行銷服務的國際化企業，主要從事自有品牌桌上型電

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液晶顯示器及數位家庭(digital home)等產品之研發、

設計、行銷與服務，並發展通路事業與微巨電子化服務事業。現階段目標在以歐

美成功的管理經驗做基礎，將新經銷營運模式推廣到其他地區，希望讓宏碁 Acer

躋身世界前三大 PC 品牌。  

宏碁自 2000 年底進行企業轉型以來，專注於資訊產品行銷服務，並發展出個人

電腦產業中，足以和直銷模式分庭抗禮的「經銷營運模式」(Channel Business 

Model)。在積極整合供應商與通路夥伴的資源外，宏碁本身也掌握品牌、行銷、

技術與產品、全球運籌、服務能力，以及瞭解消費者需求等優勢，並與經銷商分

享利潤，使得企業競爭力能夠不斷提升。 

展望 2005 年，宏碁發展的重點，包括加速推動企業全球化運作，將已在歐美印

證成功的營運管理模式推廣到其他地區，拓展中國大陸及印度的市場，持續強化

宏碁 Acer 品牌的經營，專注於主流產品及趨於成熟的新興產品，提升桌上型電

腦的營收比重，發展液晶電視等數位家電。經過幾年的轉型努力，宏碁不論營收

與營業淨利均有連續、迅速的增長，整體營運已邁入正向的循環。宏碁公司歷年

發展歷程，如表 4-4-2 所示。 

宏碁目前主要業務係從事資訊產品、軟體及維修服務之通路銷售，詳如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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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宏碁產品與服務列表 

資料來源：宏碁公司 2005 年年報 

 

 
資料來源：宏碁公司網站 

圖 4-4-1 宏碁集團組織圖 

 

表 4-4-2 宏碁發展歷程（資料來源：宏碁公司網站） 

第一階段創業(1976-1986) 

使命：推廣微處理機的應用 

宏碁在第一個十年的創業過程中，根植了人性本善的企業文化，和員工入股的

基本經營理念。藉「宏亞微處理機研習中心」的成立，兩年內替台灣資訊業界

訓練了三千多位元元元元元工程師，同時發行「園丁的話」雜誌，免費贈閱資

訊從業人員，推廣微處理機的知識。  

在此階段，宏碁推出多項電腦先驅產品，例如小教授學習機、天龍中文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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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發、推廣倉頡中文輸入法，讓電腦的使用普及化。 

1976 ．宏碁創立，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 萬元，員工 11 人，從事貿易及

產品設計 

1978 ．成立「宏亞微處理機研習中心」， 替台灣資訊業界訓練工程師 

1978 ．發行「 園丁的話」 誌雜，贈閱資訊從業人員，推廣微處理機風氣 

1981 ．首度推出台灣自行設計的天龍中文終端機，榮獲當年產品設計最高

榮譽「 行政院長獎」 

1982 ．宏碁為誠洲公司設計的電腦終端機， 經由誠洲大量外銷， 為台灣

資訊產品外銷寫下新的一頁 

1983 ．推出小教授 1號學習機， 是國人第一個以自有品牌外銷的微電腦產

品 

1984 ．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立宏碁電腦公司， 資本額新台幣 1000 萬元，

主要生產萬用微處理機發展系統 

1985 ．免費公開「 倉頡輸入法」給業界使用， 成為中文輸法之主流 

 

第二階段創業(1987-1995) 

使命：塑造自有品牌與邁向國際化 

在領先 IBM 推出三十二位元個人電腦後，宏碁的品牌名稱在一九八七年正式由

Multitech 換成 Acer，確立自創品牌的經營方向，並積極朝國際化大步邁進。

一九九一年宏碁發表全球首創，利用更換單一 CPU 晶片就可大幅提升個人電腦

執行速度的矽奧技術，並授權國際大廠英代爾 Intel，寫下臺灣廠商發展智慧

財產權的新里程碑。 

在第二個十年的創業階段，宏碁集團不斷擴大，不但各事業單位陸續成立，各

海外據點也紛紛設立，使宏碁大步邁向國際化。 

1986 ．成立揚智科技公司， 從事特殊應用積體電路 ASIC 之設計 

1987 ．領先 IBM 成功開發三十二位元個人電腦 

1988 ．發表 Acer 新 logo，採取其活躍、敏捷、靈巧、銳利的意思， 與宏

碁從事的高科技產業特質十分吻合 

1989 ．宏碁電腦股票公開上市，上市資本額為二十二億六仟餘萬元 

1991 ．與美商德州儀器公司合資成立德碁半導體公司 

1992 ．舉行關係企業經營策略研討會「天蠶變」，尋求企業突破改造，共有

全球近三百位主管參加 

 

第三階段創業(1996-2000) 

使命： 希望人人享受創新易用的新鮮技術 

Aspire 渴望多媒體家用電腦的推出，重新替家用電腦下定義，造成國際間的轟

動，不但獲致各界好評，更勇奪多項國際重要獎項。在慶祝集團創立二十周年

慶的同時，宏碁宣佈進入第三階段創業，致力發展技術創新、操作簡單、價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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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的「新鮮技術」，滿足全球消費大眾的實際需要。 

1996 ．宏碁電腦分別與 Intel、IBM 及德州儀器公司簽訂專利相互授權協定

1997 ．宏碁科技公司在台灣股票上市  

1998 ．宏碁渴望多功能智慧園區動土 

1999 ．宏碁電腦購併美國德州儀器筆記型電腦事業群 

2000 ．集團董事長施振榮參加亞太資訊科技高峰會 

 

第四階段創業(2001--) 

使命： 從製造業轉型為行銷服務業  

面對知識經濟時代，宏碁從 2000 年底開始進行企業轉型，與全球高科技產業

的發展趨勢相呼應，將負責研展製造的事業獨立成為緯創資通公司，而宏碁本

身則從硬體製造業者轉型為資訊行銷服務公司，從事資訊產品的行銷。  

新宏碁的願景，是以創新的資訊產品行銷、電子化服務、通路的經營發展與積

極的投資管理為核心業務，發展成世界級資訊服務公司。 在營運模式與行銷

智慧兩項可持久的競爭優勢下， 宏碁整體營運已邁入正向的循環，本業持續

提升獲利，未來仍將繼續成長，希望數年內躋身世界前三大 PC 品牌。 

2001 ．宏碁發表新商標，以圓潤的暗綠色字體以及小寫的 acer 字母，取代

原先線條較硬性的商標，呈現出較軟性、活潑與親和的形象，易於傳

達人性關懷的訊息。 

2002 ．Acer 個人電腦連續三年獲得讀者文摘評選為亞洲地區最佳電腦品

牌。第二名為康柏（Compaq），IBM 則排名第三。 

2003 ．宏電宣示從製造業轉向行銷服務業。 

2004 ．宏碁電腦與宏碁科技正式合併為宏碁公司，從事資訊行銷服務業 

2005 ．發表 Aspire 第二代渴望家用電腦，大幅提昇家電功能 

 

（一）工業設計組織 

2000 年底宏碁二造後將自有品牌與代工業務分開，繼而將代工製造事業獨立出

去，另成立緯創資通；宏電本身則轉型成為資訊行銷服務業並與宏科合併，同組

成新宏碁，成為一個 Brand Only 的公司，新宏碁將整個公司劃分為五個事業群，

其中一個為資訊產品事業群，專門從事資訊產品的設計開發，並重新徵召 10 人

工業設計團隊，成立設計處，與宏碁所有產品線平行。 

工業設計處主要為宏碁的每個產品線定出示範性設計，提供代工廠商的設計部門

參考。目前宏碁工業設計處下有三個部門，一是「Concept Expand」，專職設計

概念發展；二是真正實際操作工業設計的「Products Design」部門；另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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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整個後面機構到生產端的部門，為「ME and Tooling」，即從事機構設計跟

模具的開發。 

宏碁設計處的第二分部龍潭渴望園區分部，即「創新價值實驗中心」，另有兩個

團隊，一個是從事使用者研究，研究產品使用性和使用者對產品的未來期望，另

外是做 UI。整個分部都是在做一年以上，甚至可能是三年以後的產品，換言之，

做的是設計趨勢的研究，有些東西只是形而上的敘述或是使用概念的發想。當宏

碁資訊產品事業群規劃一個產品的時候，只要跟人有關的部分就會由此分部之人

員來負責。 

宏碁相關於工業設計之組織架構，整理如圖 4-4-2 所示。 

其他部門

設計處

概念發展部
Concept Development

產品設計部
Product Design

機構設計部
ME ＆ Tooling

 
資料來源：參照宏碁組織架構圖，本研究整理 

圖 4-4-2 宏碁工業設計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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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架構面  

（一）公司之組織變革歷程 

宏碁自發展以來，於自有品牌、自主產品設計的作法就與其他台灣 IT 業者很不

一樣，宏碁成立至今歷經多次組織架構的調整，2000 年 12 月 26 日，宏碁集團

正式對外宣佈企業重大轉型計畫。這是宏碁繼 1992 年之後，第二次啟動企業再

造工程（二造）。二造的主要內容是取消五個次集團，整合重複投資的事業，強

調專注、簡化、前瞻，並將宏碁電腦切割為研製服務（DMS,Design Manufacturing 

Services）與品牌營運（ABO, Acer Brand Operation）兩個專注事業。 

宏電將自有品牌與代工業務分開，繼而將代工製造事業獨立出去，另成立緯創資

通；宏電本身則轉型成為資訊行銷服務業並與宏科合併，同組成新宏碁；另外又

將宏碁的 Acer 品牌與明碁電通品牌的 BenQ 做區隔等。 

但是，宏碁集團內部分割，為達公平，出現了兩難局面，無論 OEM、ODM 與自有

品牌，都不能放棄的「工業設計團隊」其歸屬應該如何，在集團分割時的原則是

以保全緯創本身的競爭力為原則，於是緯創承接了宏碁原來的設計部門，以便於

開發新產品來吸引客戶下單。 

2002 年，宏碁持續進行企業轉型，成為資訊行銷服務公司。在強調專注本業下，

宏碁進行了必要的組織調整，2月 28 日緯創正式從宏電分割獨立；3月 27 日，

宏碁電腦與宏碁科技完成合併；12 月 20 日，元碁、太碁、華瞻三家公司併入宏

碁；並將緯創持股比例降至 50%以下。此外，鑒於通路是行銷與服務的重要環節，

宏碁視通路事業為新核心事業，12 月決定提高第三波與展碁兩家通路公司的持

股比例至 100%，強化整體的競爭力，向資訊通路市場邁進。 

同年，宏碁確立「三一三多」的新經營策略，即「一個公司、一個品牌、一個團

隊」，以及「多供應商、多產品線、多通路」的營運模式，採取多元化委外代工

的策略，建立了與台灣多家第一流供應商廣泛的合作關係，並配合本公司在全球

各地出貨，有利於成本與時效的掌握，產品供應的彈性，及庫存與風險的有效減

少，使得企業的競爭力大幅提升。 

為了迅速整合資訊、通訊、半導體與軟體技術，開發真正方便好用的資訊產品與

服務，特別成立「宏碁價值創新中心」，從消費者的角度出發，積極研發富市場

價值的創新產品與服務，並建立可獲利的生意模式。 



 164

宏碁前董事長施振榮先生於 04 年底榮退。05 年元月一日起，由王振堂接掌董事

長與執行長職務；另由原歐洲總部總經理蔣凡可.蘭奇(Gianfranco Lanci)升任

總經理。以往在歐美地區展現極佳成效的新經銷營運模式，積極擴展到中國大陸

及亞太地區，希望 2008 年之前宏碁能躋身世界前三大 PC 品牌。 

組織架構的變動方面，宏碁完成二造企業轉型之後，03 至 04 年間，由於施振榮

先生準備榮退的交棒工作，因此在最高管理階層方面，幕僚單位作了部分調整。 

自 04 年年底，宏碁在組織架構上又做了部分變革，過去宏碁底下有數個事業群

級單位，以資訊產品事業群來說，之下就是各產品事業線（LOB）與研發及設計

單位，由上而下來看：總公司、事業群級單位，然後是處級單位。自 04 年起宏

碁在事業群級單位（group）與處級單位（division）之間新設組織，將其定位

為事業體（business unit）。主要是對應宏碁擴增產品線的策略下，為有效加

強管理，因此一個產品線（product line）的屬性加以歸類整合。以宏碁最主要

的資訊產品事業群來說，將眾多產品線歸類整合為三大事業體，「行動運算總

處」、「桌上型電腦與顯示器總處」以及「設計研發總處」。 

（二）工業設計單位之組織變革歷程 

工業設計的範圍很廣，在電子資訊產業裡面，可以說是從宏碁開始，台灣的電子

產品才有自己完整的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是創新與成本控制的關鍵，根據施振榮在「宏碁的世紀變革」中提到：

「我很早就認為個人電腦遲早都要靠工業設計來競爭，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蘋

果電腦的設計獨樹一格，能夠真正發揮工業設計的優 

勢，創造工業設計的價值。」 

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呼籲：「所以主導全球流行的工業設計，是我們一定要有

的目標。」 

宏碁在 1995 年推出渴望電腦時，曾經把工業設計當作主角，因而受到外界的矚

目，但是渴望電腦因為許多因素而在銷售上不太成功，使得工業設計降為配角。

不過宏碁一直不放棄工業設計，推出渴望電腦的第二代、第三代時，宏碁採取的

策略是只要有機會就讓工業設計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作法更謹慎。 

宏碁根據過去的教訓，設計的前提是所有科技方面的標準都不能改變，也不能影

響庫存管理、材料的調度，必須在這樣的條件下做工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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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業設計處 

表 4-4-2 宏碁工業設計處資料表 

成立時間 2001 年改為工業設計處。 

隸屬 資訊產品事業群，設計研發總處 

成員組成 多來自工業設計或設計管理科系的學生。 

2/5 到 1/2 之間的設計師擁有碩士學歷。 

較多比例多是從國外回來的，多來自美國。 

皆有兩年以上的工作經驗。（不用應屆畢業生） 

全體部門有 19 人（含處長一人） 

概念發展部（Concept Development） 2 人 

產品設計部（Product Design） 7 人 

成員規模 

機構與模具部（ME & Tooling） 9 人 

資料來源：參考邱文雅（民 92），本研究整理 

2000 年底宏碁把製造部門分給緯創，專心經營品牌之後，在 2001 年另行成立工

業設計處，有三個子部門，分別是概念發展部（Concept Development），產品

設計部（Product Design），以及機構設計與模具部（MD & Tooling）。 

宏碁的工業設計處的三個部門人員組成上是以工業設計師、機構設計工程師以及

設計研究員為主。相較其他企業，宏碁對於工業設計的定義是較為廣義的，只要

跟產品整體外公與機構的設計到開發這整個過程的相關參與人員都歸於工業設

計處。宏碁將機構與模具部門與工業設計部門統合在工業設計處一起管轄。 

早期（2000 年底）的工業設計處只有三人，依功能別來說只有兩個部門，分別

是一人負責產品概念發展，兩人負責產品設計(Product Design)，當時還沒有機

構與模具部門。由於當時處於宏碁二造的轉型期，宏碁的內部狀況並不好，獲利

不佳，不適合做大量的產品開發，也因此對於設計與研發的人才需求不高，為了

持續提供市場新產品，當時的策略是強調效率與成本，因此多是委託各系統廠商

(system vendor)諸如仁寶、廣達或是緯創等 ODM 大廠去設計與製造。 

然而以自有品牌定位的宏碁來說，完全的設計與製造外包無法掌握產品的設計與

品質。二造時宏碁將大部分的設計與製造團隊都分割到緯創，為了能完全掌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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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研發，因此工業設計處在 2002 年開始加入了機構工程師，當時宏碁完全掌

握設計與研發的產品線是桌上型電腦（desktop），新加入的機構工程師就是主

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 

到了 2003 年起，宏碁開始著重於筆記型電腦（Notebook），因為筆記型電腦的

設計與研發需要更多的投入，整個工業設計處從 2002 年的五人倍增為十人，其

中機構與模具部門增幅最大，其次是概念發展部與產品設計部也都持續增額中。 

後來隨著筆記型電腦的價格越來越大眾化，以及 TFT-LCD 的價格降低下顯示器的

換機潮的打開，資訊產品事業群底下的數個產品線（product 

line）。在這段時間市場都持續大開，筆記型電腦、顯示器、PDA 等產品線規模

都不斷成長下，為支應這些成長所需的產品設計與研發，工業設計處規模持續成

長，到了 2005 已達 19 人，每年幾乎都以兩倍的規模成 

長。其中機構與模具部門至今已達九人，佔了整個工業設計部門的 1/2。歷來規

模演變如圖 4-4-3： 

設計處

概念發展部
Concept Development

產品設計部
Product Design

機構設計部
ME & Tooling

9722005

7422004

4422003

1312002

0212001

宏碁工業設計組織歷來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訪談整理 

圖 4-4-3 宏碁工業設計處歷來規模沿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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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設計處中，概念發展部主要是負責設計資訊的研究，其成員背景多半是設

計相關或是設計管理，學歷至少需要研究所以上，必須有能夠獨立作研究與分析

資料的能力。 

設計師常需要出國去做設計研究或是與客戶及廠商作溝通，組織內部的溝通主要

是以中文與英文為主要溝通語言。 

2. 價值創新中心發展沿革 

宏碁 2002 年成立的「價值創新中心」，就是基於創新關懷的品牌精神。從消費

者的角度出發，研發富市場價值的創新產品與服務，建立可獲利的營運模式，希

望藉由新一代的技術與創新產品與服務，讓消費者的需求得到更多的照顧與滿

足，創造宏碁獨有關懷客戶的形象。 

2003 年底，宏碁全球記者會中發表的關懷科技「Empowering Technology」，就

是價值創新中心成立一年多來的成果展現。所有產品的概念、發展、架構、使用

者介面、以及營運模式，都是從硬體、軟體與服務的層面做整體考量，以易用、

可靠為特色，希望使用者能夠駕馭科技，生活更輕鬆快意。 

價值創新中心位於龍潭渴望園區的渴望研究園內，包含產品價值創新中心與服務

價值創新中心兩個部份；針對市場需求，開發創新技術及服務，並借重策略夥伴

的資源，建立具備行銷與服務導向，創新能力，整合能力，並瞭解生意模式的研

展團隊。產品以全球為市場，借重大中華地區的資源。服務初期以大中華為市場

目標，先在台灣落實。 

 產品價值創新中心 

分為前瞻技術研究團隊與市場及整合技術研究團隊。前者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合

作，針對未來 2到 5年的資訊技術進行研發，合作範圍包括美國麻省理工學院的

活氧計畫(MIT Oxygen Project)，工研院電通所及國內大學等機構。後者則以未

來 1到 2年的產品技術為研發對象。 

 服務價值創新中心 

秉持微巨電子化服務(MegaMicro e-Enabling Services)的基本理念，從瞭解客

戶的需求開始，建立、整合出創新的營運服務模式，降低客戶投資，適應及使用

資訊技術的門檻，替顧客創造價值。初期研究的領域包括微巨架構關鍵技術應用

發展與產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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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 

2004 年宏碁的筆記型電腦產品發表會上，宏碁工業設計處彭處長表示：「相較

於過去工業設計只是把開發好的產品穿上外衣的概念，宏碁創新的工業設計，是

內外同時考量，一併設計。在產品開發初期，設計團隊就會參與，將目前市場消

費資訊、流行的趨勢，使用者的習慣與心態，提供產品開發人員參考，設計的範

疇也從產品內部的使用介面到整體造型外觀。因為對宏碁來說，工業設計的功

能，並不是單純的強調產品外型的美感，而是要將企業創新關懷的精神融入在產

品中，讓使用者在面對機器時，更方便容易，也更有駕馭的力量。宏碁希望做到

在每一個小細節，都能讓消費者感受到關懷。」 

以宏碁公司內部各功能別組織來說，設計處與資訊產品事業群下各個事業線（LOB, 

Line of Business）的互動往來頻率最高。設計處的定位是「宏碁的產品設計中

心」，所有的產品都是經由設計處設計。 

但因各個產品線的發展不一，因此互動頻率有別，目前互動與溝通頻率最高的是

筆記型電腦事業線。因為各個事業線（LOB）對於宏碁的比重不一，目前比重最

大的就屬筆記型電腦。因為產品別與對公司營收影響比重的差異下，與個產品線

（PL, product line）彼此合作的頻率也因此有所不同。 

C-System 是國內電子業使用率頗高的作業流程架構，二造前的宏碁也是採用

C-System進行產品開發設計的作業，其中C-System包含很多工廠端方面的流程。 

由於二造後的宏碁，已將製造生產部門切割給了緯創，因此過去採行的 C-system

設計流程已不適用。自 2002 年起，宏碁改採 NPD，New Product Development，

內部簡稱為 N-System。在經歷磨合期的工業部門重建後，宏碁改採新的新產品

開發設計流程。 

設計部林經理提到：「簡單的來說，「C-system」以前是舊 acer 時候做的，這

套系統中包含很多工廠端的事情，在工廠端的製造包含很多複雜的事情，不管是

進料，用料，庫存等每個東西都要有個很好的管理，所以「C-system」對我們來

講不是一個很適合的系統，相對於現在的情況來說，C-system 有在後半段的生

產製造佔有很高的比例。所以 acer 為了自己，在磨合初期，一直找尋自己產品

的方向，總算在兩年後，慢慢的把腳根站穩了。最初一年的營業額大概是八百億，

站穩腳跟是希望 acer 至少能夠活下去，接下來要做的，是如何增強公司的戰鬥

力。在整個過程中，為現下的 acer 量身訂做了 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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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設計流程的比較 

設計處林經理表示，在宏碁工業設計部門重建後，另行一套新的產品開發設計流

程。林經理表示：『N-system 我們到現在也不認為已經成功了，一個成熟的系

統，我們認為大約是五年有小成，八年以上才會有大成。』 

NPD 與 C-System 相較來說，產品開發初期流程相似，最大的差別在於產品開發

後段的生產與試做以及產品驗證的部分。 

由於宏碁已將生產製造分割，因此產品設計開發的後段部分是需要與 ODM 廠商相

互合作的地方，這其中牽涉了許多的採購交易的流程。 

設計處林經理提到：「就 C與 N兩系統，在生產之前基本上差不了多少，只是因

為 acer 會有很多 buy & sale 的部分，就是說採購那邊會很複雜，因為以前 acer

會說這是我自己公司，裡面有工廠幫我製造，所以所有東西就是我們公司自己進

料等等之類的，製造完組裝起來然後賣出去，所以都是公司內部在做，現在我們

是委託外面的代工廠，例如廣達，委託他幫我做，進料的話，譬如說是 cpu 好了，

用 acer 的名義買 cpu，然後賣給廣達，因為東西有來來往往，就是要用錢做運

算，不可能說我送給廣達， 讓廣達去做組裝，如果這樣的話，這中間的錢就不

知道要怎麼算了！所以變成說我們去跟 intel 談價錢，也許用同個價錢賣給廣

達，這種形式。這就是系統裡面的一部份，他會比較複雜，然後廣達他組裝好了

以後，他再賣回 acer，然後 acer 再賣到使用者手上去。之後這中間還有很多的

檢驗過程和許多的機制。…（略）增加了很多的交易行為，可是對於設計開發來

講並沒有太大的差異，因為我本來就是在做設計，可是思考上就有很大的差異。」 

（一）磨合期之產品開發活動概況 

在 2000 年底至 2002 年間，新宏碁適應階段的磨合期，一切都以直接且短期獲利

為導向，基本上是以生存為當下要務。而到了宏碁真正要推行品牌策略時，首要

之務是要獲得消費者的信賴。而品牌的價值來自於長久的承諾與提供消費者產品

的保障。 

因此從 2002 年底起，宏碁開始重新掌握設計與研發的能力。 

自 2002 年起至今，宏碁主要面對的問題大多是對外的部分，內部衝突較少。對

外部分主要是與專業代工廠之間的合作與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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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處林經理表示：「譬如說我們會要求廣達給我們在對的時間點出貨，對的尺

寸的東西出貨，對的外型的東西出貨，他們也許會跟我們抗議說時間點太趕，然

後可能抗議的有價錢或是作法，中間有很多溝通是對的時間出貨，並且這批貨要

有對的尺寸和對的外型，她們或許會抗議時間太趕，或者是價錢、作法上的問題，

在這裡產生。反而因為內部，現在的作法是一致，大家有共同的目標，現在是

end toend，你的部門沒做好，我們大家都拿不到錢，大家都賺不到錢，因為公

司沒賺錢，所以每一個部門都要想辦法讓公司賺錢！大家同舟共濟。acer 內部，

說真的是滿團結的。大家都為了同樣的目的在做。在這三年不大會有什麼衝突產

生」 

相較於二造前的宏碁，內部問題起因於自有品牌與代工並存的矛盾，結果引發內

外部衝突，並造成管理上的複雜化。
8
 

對外，宏碁的自有品牌和代工客戶之間產生衝突，尤其二造時大型企業外包的趨

勢盛行，客戶自然優先下單給不會造成品牌衝突的專業代工廠商，宏碁不容易接

到大的訂單。 

宏碁設計處林經理表示：『而 acer 來說，因為製造全部委外，對這些製造商來

講，我是他的客戶，他會想盡辦法來滿足我的需求。這就是為什麼 acer 當初要

分家的原因。當初 IBM 全部的 NB是給 acer 代工，而 acer 內部就是…那時候 acer

是有 ODM 的時候，acer 的製造部門最大的客戶就是 IBM，當然還有其他的。Acer

自己給自己內部做，另外因為 IBM 是他們的客戶，是我們的客戶，所以 IBM 所有

的需求我們都必須要達到，不然他會走掉！可是 acer 自己品牌的需求反而被忽

略掉了。因為資源有限，如果我資源都給了 IBM，而內部他可能想說反正走不掉，

都同個公司，總不可能跑去找別的公司代工。所以那個時候 acer 就變得很沒有

力量，因為全部的資源在 IBM 手上，他們是客人，我們不是客人，我們是自己人，

所以我們可以被遺忘，被忽略。』 

在內部則引發產、銷之間的衝突，銷售情況不佳時，銷售部門指責產品沒有競爭

力，產品部門則推說行銷不力。 

設計處林經理表示：「舊 acer 大部分的問題真的都是來自於製造跟 sales 之間

的對立，因為兩方看的正好相反。因為製造看的是，設計可能會影響製造的良率，

可能會影響製造的成本，就是因為這樣做，所以製造那邊的績效會變差！譬如說

我今年的績效是我今年要有 95％的良率，然後我的整個 total cost 要下降 15%，

這是老闆們訂出來的，因為設計的關係，可能讓良率降到 70％，然後整個成本

會增高，對整個公司來講也許是好事，因為你做了一個更好賣的東西，可是對於

                                                 
8 參照「宏碁的世紀變革」，施振榮，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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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部門來講，他達不到它的目標，他就會反彈，所以有製造跟有設計部門在一

起的公司，比較常會碰到這種問題。」 

相較於二造前的宏碁，其組織設計設乃是針對同時擁有自有品牌與代工的業務，

然而後期專業代工廠的興起，過去自有品牌與代工生產製造的衝突逐漸擴大，也

因此宏碁二造後，分割為宏碁與緯創，徹底將代工生產與自有品牌行銷分割。  

設計處林經理提到：「acer 認為說，代工就是代工，這樣並存會有矛盾在，所

以我們一定要切開。所以我們現在的立場就像是 IBM，我們已經超過 IBM，所以

所有代工廠商要不計一切的，想盡辦法來留住我這個客戶，他要給我好的服務，

所以這方面，變得我們沒有什麼太大的爭執」 

宏碁設計處的規模擴增，可以對應至筆記型電腦產品線占宏碁營業額比重的增

長。電腦資訊產業進入微利時代，國內外品牌競爭慘烈，工業設計成為競爭的關

鍵。 

2001～2002 年 

宏碁當時的產品是二造前原有的一些產品繼續銷售，當時主要是由緯創代工。這

些是重組前宏碁自己的設計的產品，但是在集團二造後，生產製造與設計研發都

分割給了緯創，因此這些產品的設計在歸屬上已屬於緯創的產品，在磨合期間的

運作上，主要就是將過去二造前設計規劃的產品依二造前的運作方式去進行生產

製造與銷售。 

2002～2003 年 

隨著二造的進行，至此集團的分割以大致完成，當時宏碁最主要的 ODM 合作廠商

是仁寶。但是由於新宏碁的設計與研發部門還未重建完成，因此當時的產品開發

運作就是依靠系統廠商（system vender）。 

設計處林經理說：「當時宏碁請仁寶根據緯創之前的設計，之前 acer 的樣子，

我們原本作了幾台，是根據那個樣子做」。 

之後隨著設計部門的重建，宏碁開始介入設計，逐漸重新掌握自家產品的設計與

研發。 

2003～2005 年 

宏碁重建後的設計處，開始用自己的立場去做設計，去做出宏碁需要的產品設

計。從初期一個新產品設計案需耗時五至六個月，隨著新宏碁設計處的重建以及

新的產品設計開發流程運作的流暢，至今三至四個月可以完成一台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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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在 2003 年與法拉利合作推出 Ferrari 系列筆記型電腦後，宏碁筆記型電腦

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位。在這之後設計處進一步為宏碁規劃產品視覺系統（Product 

Identity），進一步為宏碁的產品應該具備的外觀要素做了完整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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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工業設計部門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的流程變革中，參與流程比較如

表 4-4-3 所示： 

表 4-4-3 宏碁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比較 

宏碁二造前 

C-System 

宏碁二造後 

N-System（NPD） 

產品經理擬定好產品設計開發專案之

後，將產品走向、市場規格需求等擬定

之後，將產品外觀走向以及市場區隔等

預設條件告知工業設計師之後，工業設

計師即開始著手繪圖設計。宏碁內部一

條龍式的包辦新產品設計開發以及製

造與行銷之完整流程。而工業設計部門

隸屬於研發設計部門之其中一功能別

組織。 

由市場行銷部門於新產品開發會議中

提出產品企畫案之後，經設計部門、業

務、市場行銷及事業部主管共同檢討

後，設計團隊即針對產品目標與公司品

牌意象進行設計研究與構想發展。工業

設計在宏碁扮演傳達訊息的角色，對內

設計師除了與行銷部門合作，溝通產品

概念走向與需求外，對外設計師需要對

外與 ODM 廠商合作，並扮演溝通者與監

督者的角色，以求代工廠商能「如期、

如質」的量產出符合宏碁設計的產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宏碁現行之新產品概念發展流程蛻變自 C-System， C 流程有許多設計是針對對

於生產面的活動，因此當宏碁由設計、研發及生產行銷的全程自主活動轉型為僅

專職於設計研發與後段的行銷之自有品牌公司的營運方式後，C流程已不適用，

因此重新開發出對應二造的營運模式之新的產品設計開發流程-「新產品發展」

（NP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宏碁內部簡稱為 N流程。 

經由訪談與相關文獻的整理後，本研究將宏碁的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整理為五大

階段以及七項主要活動。 

一、 產品設計企畫階段 

1. 構想提案 

2. 提案企畫 

二、 確認設計作業階段 

3. 提案規劃 

三、 概念設計階段 

4. 產品概念發展 

5. 研發設計 

四、 設計具體化階段 

6. 原型試做 

五、 試產及量試階段 

7. 由 ODM 廠商完成生產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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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圖 4-4-4 如圖所示： 

宏碁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流程示意圖

產品設計企畫階段

確認設計作業階段

概念設計階段

設計具體化階段

構想提案

提案規劃

研發設計

原型試做

提案企畫

產品概念發展

外觀造型

操作介面

產品模型

N3

產品預期意象

產品設計規範
與目標

設計構想圖

N2

產品經理與研發

部門同步主導且
合併進行

產品構向

功能需求

產品規格

產品型態與應

用技術規格

N1

事業部最高主
管、設計部門、
業務、市場行銷

等部門共同參與
檢討。

定義產品規格
（MRS）、定
位、市場情報與

產品發展趨勢。

設計擬想

N0

參與者主要查核
要項

試產及量產階段
由ODM廠商

完成生產相關活
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4 宏碁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式意圖 

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設計溝通問題歷來變化 

（一）垂直溝通 

新產品可分為延續性產品與新創性產品，而隨著不同類型的新產品，設計參與者

以及各參與者的參與程度也不一。在宏碁，事業群主管與總經理對於延續性產品

的設計參與度很低，通常是不會涉入其中。但是，不管是延續性或是新創性產品，

該類屬的產品線主管都會全程參與其中。 

然而就新創性產品來說，在宏碁，一個新世代的筆記型電腦的設計開發，上至董

事長都會參與。另外如佔公司營收比重大的新產品開發，通常總經理會參與其中。 

宏碁設計處林經理表示：「譬如說如果我們是畫一個新的 NB，一個新世代的 NB，

連我們董事長他都參與！…說占公司營收比重大者，通常總公司的總經理會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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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譬如說是大型的計畫，全新一代的 NB！所有的總經理都會參與！現在的總

經理，我們現在那位義大利籍的總經理也會參與！」 

總結來說，在宏碁設計處的對上溝通方面，因為新產品的屬性如延續性或是新創

性以及佔公司營收比例的差異，上層高階主管參與該產品的設計與開發程度不

一，溝通情況也有異。 

宏碁設計處之對上溝通流程，整理如圖 4-4-5 所示。 

宏碁設計處對上溝通流程示意圖 

溝通情況： 

資料來源：以及本研究整理 

圖 4-4-5 宏碁設計處的對上溝通 

宏碁設計處內部之對上部溝通方面，最常發生的溝通議題是「mind set」。 

在設計處內部的管理上，最大的問題是設計師的心態與定位的問題。由於設計師

有不同的階層，有資深與新人之分。以新進設計師來說，由於在公司的時間不夠

長，通常會無法理解公司所採行的作法，而讓新進人員去明白公司產品的設計方

向與策略就是主管的工作。 

設計部門主管要讓新進設計師去瞭解公司的產品策略方向，並讓設計師知曉其設

計並非是獨立的。工業設計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配合公司的產品策略去設計出

符合公司產品策略的東西。 

通常新進的工業設計師在為宏碁作產品設計時會認為「做設計就是要設計個人風

格」，而宏碁強調的是工業設計師要設計的是符合宏碁產品策略下的風格，而非

設計師本身的個人風格。 

設計處林經理說：「平常最常需要溝通的議題我覺的是 mind set，最大的問題

還是 mind set 就是設計師有不同的階層有 junior 有 senior。那在這公司時間

不夠長的人，是沒辦法去理解公司為什麼這麼做，所以在這上面就會有比較多的

疑問，而這是主管的責任，要幫他去瞭解或者去清楚這公司的策略點在那裡？每

個人的設計不是獨立的，設計基本上是配合公司的策略，去做出符合公司策略的

設計師 
產品樣品 

總經理 產品線經理 
Product Line Leader

 

NO 

執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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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那如果今天作的設計不是符合公司策略，那就表示你不是在為這個公司在

做設計！很多設計師的問題就是在於他們認為做設計就是要設計個人風格，可是

個人風格跟…因為領這公司的薪水，而公司有它的目標，所以必須要符合公司的

策略！那這種人，像這樣的設計師如果妳無法適應就是被淘汰，不然就是根本不

會讓他進來！所以為什麼企業在找設計的人會這麼挑就是這樣子，進來的人必須

要符合公司的策略。」 

宏碁管理階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變化情形整理如表 4-4-3： 

表 4-4-3 宏碁管理階層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歷年變化整理 

管理階層 趨勢變化圖 說明 

產品線主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產品線主管

2001 2005

宏碁產品線主管

在新產品設計開

發活動的參與方

面一直都保持中

上程度的參與。由

於宏碁的組織與

運作流程都有其

一套的成熟作

法，因此在二造

後，並無顯著的變

動趨勢。 

設計部門主管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設計部門主管

2001 2005

在新產品設計開

發活動中，設計部

門主管在設計師

與其他合作部門

或是對外廠商合

作發生問題時扮

演重要的溝通協

調的角色，同時在

設計活動中，必須

負責監督與指導

設計師相關的設

計作業，因此一直

都屬於高度參與

的情況。 

補充： 

宏碁設計處林經理表示：「就總經理來講好了，他是不會去完全參與的！他不

會在每個階段都參與，可是他的意見是影響這個設計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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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ID 有很強的自主性去做設計！可是在這過程中，我必須要得到每個產品線

的 leader 跟事業群的 leader 的同意！」 

 

對上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整理如表 4-4-4 所示。 

表 4-4-4 宏碁對上溝通問題變化情形整理 

垂直設計溝通問題 變化圖 附註 

設計尚未被認定是

企業循環中一重要

的部分，且未獲高階

管理層的支援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宏碁初期就十分重

視工業設計，甚至

可說是我國電子資

訊產業第一個開始

重視工業設計的企

業，早在 1995 年宏

碁推出渴望電腦

時，就將工業設計

當作主打訴求，雖

然因為許多因素在

銷售上不太成功，

但是之後的渴望電

腦第二代、第三代

仍讓工業設計扮演

重要的角色。工業

設計一直以來都被

宏碁認定為企業營

運重要的一環，極

獲高階管理層的支

援。 

設計師未被視為是

專業人仕（或被誤認

為裝飾師、藝術家）

且其工作方式亦未

為管理方面人仕所

瞭解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工業設計師的地位

在宏碁是受到肯定

與支持的，因此對

於設計師在企業內

的認定及工作方式

是受到管理階層所

瞭解的。宏碁在這

方面並無溝通上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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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特定人仕負責

設計專案 
認
同
度

時間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期A 時期B 時期C

一直以來，宏碁的

產品設計專案都是

由專案經理（PM）

或是設計處的主管

去負責執行與監

督，因此關於「未

有特定人士負責設

計專案」而造成之

溝通問題在宏碁並

沒有發生。 

 

（二）水平溝通 

宏碁設計處最常需要溝通互動的對向為專案經理（PM），以及各區域（RO, 

regional office）的營銷單位主管。 

各區域之營銷單位主管將他們在最前線的產品需求與產品造型走向的要求與設

計處溝通，目的在於討論出新產品的造型、尺寸、設計走向等定位，並將這些產

品定位的概念性需求傳達給概念發展部門的研究員，將這些資訊作進一步的整理

與分析，以供設計師設計新產品時參考。 

設計處林經理提到：「比較會有互動關係的還是 PM 跟推品牌的區域 sales，因

為我們要去討論出，什麼樣的造型？什麼樣的尺寸？等等 regional office 的總

經理，他們就是行銷人員的管理階層，他們就會來跟我們談，或是我們要去找他

們。現在我的老闆，就是處長，他現在人在歐洲，就是為了我們其他產品在歐洲

做溝通。」 

負責產品企畫的產品經理必須從世界各地去得到訊息，和當地行銷部門互動。比

方產品線可能就會主動表現他們需要一些針對當地通路可以賣的東西，則產品企

劃部 PM 就根據他們的需求來規劃這些產品。或者，是企劃部和工業設計部有新

的產品構想，反過來向各地的營銷單位做討論。溝通的方式有兩種可能，其一是

企劃部帶著產品樣本到全世界各個 RO 跟主管恰談，或者用視訊會議的方式。其

二是在宏碁例行的 PDP 會議上，即以 roadmap update 為主要議題的會議，所有

主管共同瞭解，在這一年的什麼時間，在宏碁經營戰略圖上，會有什麼產品出現，

那樣的產品策略規劃每一季都會 update，每一季 RO 端的人都會回來一次，因為

在 update 這個東西的是時候是全世界 RO 都要同意的，因此，企劃部門可以藉此

機會向 RO 提出新產品開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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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企劃部 PM 會跟負責公司整體品牌形象規劃的 PM 合作，即當 PM 在做這個產

品企劃的同時，也必須規劃這個產品跟品牌之間的關係，之後，PM 會對產品做

些描述，包括產品定位和規格等，然後由 PM 來啟動整個產品開發案。而在產品

線規劃產品時，PM 會把這個產品跟工業設計有關的部分，一同跟設計部的人員

作討論，有必要的話也會請製造廠商一起參與。宏碁設計處於部門水平溝通活動

示意圖如圖 4-4-6 所示。 

宏碁設計處部門之水平溝通示意圖 

溝通情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6 新產品設計開發過程中設計處的水平溝通示意圖 

宏碁設計處歷年水平溝通之變化說明如下： 

2001～2002 年：為求生存，一切從簡。強調的是效率與成本，新產品設計開發

活動少，設計參與活動大多由主管決定。 

宏碁設計處林經理表示：「在早期的時候…那時候的主要是 desktop，這就要看

你要談的是 desktop 還是 NB，還是要談 PDA，因為每一個產品都不一樣，因為有

的產品是重點產品，譬如說我 NB 一年賣七百萬台，可是我的 projector 一年才

賣十萬，二十萬台，它是一個新的產品的話，那又不一樣了！因為對於公司來講

scope 不一樣的產品。NB 一個決策，可能是上千億，上百億的損失或是獲利，可

是 projector 決策可能只是一億兩億的決策，所以這對整個公司的影響不一樣！

如果以 NB 來講的話，在第一個時期，行銷人員幾乎是就很少的參與，企畫人員

也很少參與，管理階層的參與程度就比較高，因為這是在談 business：我要用

怎樣做快的方式跟最好的價格跟外面拿到產品，這是第一個時期。」 

2002～2003 年：宏碁工業設計處重建完成，同時新的設計流程亦開與運作，產

品設計開發活動頻繁。除了研發與設計人員外，行銷人員開始參與新產品設計

開發活動，且參與程度逐漸提高。 

Regional Office 

產品企畫 PM 

設計處 

區域營銷單位主動：各區域之產品需求 

設計部門主動：將新產品提供給各地的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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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設計處林經理表示：「第二個時期，因為行銷人員發現了很多問題，所以希

望我們能夠提供對的產品，所以第二個時期，行銷人員的參與就變得很高，然後

企畫人員的參與也變得很高，因為要達到行銷人員的需求。同樣的研發人員也是

高度參與，因為他要參與決策並實現，證明這決策是對的！」 

2003～2005 年：至此時期，行銷人員參與產品設計開發程度極高，行銷人員負

責將市場第一線的產品需求與流行走向提供給設計師作為設計參考資訊，同時

為求整體綜效，企畫部人員亦高度參與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主要負責擬定新

產品的市場定位。 

宏碁設計處林經理表示：「第三時期行銷人員參與程度非常的高，企畫部人員和

研發人員也是，所以第二時期跟第三時期其實只有少部分差別。第三個時期是我

們有正式的 PI（Product Identity）。就程度來說，第二個時期行銷人員中度

參與，第三個時期行銷人員是高度參與，其他都一樣，只有企畫人員在第一時期

是比較少參與。第一個時期不大輪到我們做設計，第二個時期企畫人員就已經高

度參與了。因為企畫人員要擬定產品的 spec.！」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水平溝通之成員參與變化情形，示意圖如圖 4-4-7。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5

產品專案經理（PM）

2001 2002 2003 2004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企畫人員-市場溝通（Marcom.）

2001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行銷人員

2001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研發人員

20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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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機構設計人員

2001 2005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工業設計師

2001 2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7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中水平溝通之成員參與變化情形示意圖 

附註：以下個圖示之橫軸所標示的時間點說明如下： 

 

根據訪談結果，宏碁工業設計相關之水平溝通的溝通問題變化整理如表

4-4-5： 

表 4-4-5 水平溝通之設計溝通問題變化 

水平設計

溝通問題 

變化圖 附註 

設計師欠

缺溝通的

積極態度

與溝通技

巧。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在宏碁確實有這方面的

設計溝通問題，尤其在初

期部分設計師的溝通技

巧仍有需加強的部分，但

是追根究底來說，設計師

溝通的積極態度與溝通

技巧乃是因人而異。但是

不可否認的，部分設計師

不擅言詞的表達或是溝

通態度不夠積極的現像

是會發生的。在未對設計

師提出溝通能力的要求

前，該屬於常態性可能會

發生的情況。 

也因此後來宏碁對於設

計師的能力要求上，溝通

方面的能力是僅次於專

業的設計能力。 

設計處林經理表示：「事

實上是產生的，但不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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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是這也是看人。

像我底下有六個設計

師，裡面有兩個是溝通技

巧很好的，有兩三個是溝

通效果不好的，基本上我

們 acer 設計人員的要求

上，溝通技巧比設計能力

更重要，所以…我覺得不

會有這麼大的問題，所以

OK！我覺得～～～早期

的時候我們有一些設計

師，我同意他們有一些溝

通技巧方面的缺乏，但是

其實也還 OK，應該算是常

態吧！因為他們這個狀

況的溝通能力也不是不

好。」 

個人的知

覺形成不

同的觀

點、意見與

詮釋，進而

造成設計

溝通上的

誤解。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因為個人的知覺形成不

同的觀點、意見與詮釋，

進而造成設計溝通上的

誤解，在宏碁發生的情況

不多見，主要原因是一旦

因為設計師與其他成員

因為知覺的觀點與詮釋

的不同而產生的溝通問

題，通常會透過設計處的

主管或是經理去為彼此

有誤解的雙方做協調與

溝通。 

設計處林經理表示：「這

應該算滿少的，因為都有

設計主管，這就是為什麼

需要有這些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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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充足與

錯誤的設

計資訊在

設計溝通

中傳送。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根據訪談表示，由於不充

足的設計資訊在設計溝

通中傳送的情形是會發

生，但並非重大的溝通問

題，應屬日常設計溝通上

的常態現象。因為在設計

溝通上，某些時候原本就

難以很快速的可以做到

雙方資訊完全的溝通，反

覆的討論以及多方的表

達自然，可以將設計資訊

完整的傳送到接收者的

腦中。因此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每天都會發生，而且

也是可預期的，故歷來都

無太大的改變。 

 

（三）對外溝通 

實務運作上，負責與代工廠溝通協調的是產品經理，產品經理負責訂定時程表

（schedule）以及成本控管，最重要的任務在於時間、成本、產品，大體上新產

品的設計開發的事務是由產品經理去負責，而涉及外觀設計與機構設計的專業部

分的溝通，則主要是由設計處與代工廠溝通。 

宏碁的工業設計處是與各 ODM 廠商進行合作，合作內容是整個產品的硬體部分，

其中主要是產品的外殼設計為主，因此與 ODM 廠商的研發單位少有直接的互動關

係。宏碁設計處的主要工作並非將產品的全部系統去設計與研發，而是將產品的

概念與設計和代工廠溝通，並引導代工廠製造出宏碁所預期的產品。 

設計處林經理提到：「負責與代工廠溝通協調最主要的人是 PM！因為 PM 負責的

是 schedule 跟成本，這是 PM 最重要的兩件事情，就是我要在對的時間，用對的

價錢，出對的貨！所以 totally 來說，是 PM 在負責的！因為他必須掌握這個時

程。可是專業的部分，PM 沒辦法作，所以跟 ID 與機構對於設計生產製造有關的

部分，就是我們在溝通協調。…（略）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廣義的工業設計。就是

說不分的那麼細，因為最終的目的是要把對的產品放到 user 的手上，今天把 ID

單獨去談，那會變這個產品變成整個結構有問題，就不對了！所以我們現在不把

他分開。我們基本上是大家一起談！在談的過程中，PM 都會在，PM 的工作是要

確保產品能夠如期及如質的交貨，如期如質如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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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溝通活動相關整理如表 4-4-6 以及圖 4-4-5 所示。 

表 4-4-6 宏碁設計部門發對外溝通，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活動階段 產品試製 產品量產化 

溝通對象 企劃部 PM 和設計處對代工

廠商 

企劃部 PM 和設計處對代工廠商 

溝通議題 年度產品規劃提案中產品

生產技術上的可行性 
產品樣品審查、製造可行性 

溝通目的 確認廠商是否擁有產品所

需的技術 
確認產品可行性 

使用媒介 口頭、原型機試做 書面、會議 

溝通情況： 

代工系統廠商於宏碁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趨勢變化如圖 4-4-8 所示： 

參
與
程
度

時間

沒有參與

普通參與

完全參與

2002 2003 2004

生產製造廠商

2001 2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4-8 代工系統廠商於宏碁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參與趨勢變化示意圖 

 

宏碁 ODM 廠商 
或稱 

System Vender 

PM 
Schedule & Cost 

Control 

公司組織結構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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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溝通障礙之改變 

由個案訪談結果，關於宏碁工業設計部門之設計溝通障礙的改變情形整理如表

4-4-7 所示： 

 

表 4-4-7 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溝通障礙改變情形整理 

溝通障礙 變化圖 附註 

人格與認知的差

異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人格認知的差異

所形成的溝通障

礙，一般是因人而

異的，而設計師的

人格特質上刻板

印象中可能會造

成溝通障礙的，有

如工程師般的不

擅言詞或是如藝

術家般的堅持己

見等。雖然這反映

了某程度的事

實，而設計師中也

確實有這類情形

存在，但是在宏碁

的設計處的主管

這時就要負責解

決這方面的溝通

問題，而具溝通障

礙嚴重者，在組織

中易受到排擠，自

然就會改進或是

離開，因此這方面

的溝通障礙是不

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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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本位主義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部門本位主義形

成的溝通障礙通

常是一定會發生

的，因為在組織設

計上，各子部門之

間除了合作關係

外，還有部分方面

是類似相互制衡

的情況，例如設計

師提出某種新材

質或是特殊造型

的設計，而協力廠

商在 PM 提供的價

格水平下無法達

到，這時候設計

師，以及協力廠人

員就必須一起討

論與協商，但是三

方都有其堅持所

在，設計師為的是

讓公司的新產品

更有競爭力，協力

廠商則是為了自

己該有的利潤，而

PM 則是為了讓雙

方能夠順利合作

讓專案能順暢進

行而努力。因此部

門本位主義是普

遍存在的現象，是

隱含在企業文化

中，一直以來，在

宏碁並沒有重大

的變化，算是常態

現象的溝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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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及語言的障

礙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2001

目前在宏碁設計

處，最主要溝通的

語言是英語與中

文，因為語意及語

言的溝通障礙，據

訪談表示是完全

沒有的。 

領導風格與組織

氣候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雖然說部門主管

的領導風格是主

要影響該部門成

員對於組織內部

的知覺，但是宏碁

設計處因為部門

主管的領導風格

與組織氣候而產

生的溝通障礙是

很不顯著的。這五

年來也多沒有明

顯的改變 

溝通頻率過於頻

繁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一般因為溝通過

於頻繁而產生的

溝通障礙，發生於

常見的說的多、做

的少的情況，部分

企業在專案執行

中，可能會有過於

頻繁的會議以及

討論，導致實際工

作停擺或落後，花

過多的時間在溝

通與協調上。據受

訪者表示，設計相

關的溝通是需要

頻繁的、多方的溝

通才能有效達

成，關鍵在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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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而非溝通

的頻繁與否。因為

溝通過於頻繁而

在宏碁設計處造

成的溝通障礙是

不明顯的。 

地理上的障礙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 20052001

以二造的宏碁來

說，在設計開發活

動上，地理上的分

隔並無不造成溝

通障礙。 

溝通時有多頭馬

車現象 認
同
度

完全否定

普通

完全同意

時間2002 2003 20042001 2005

根據訪談者表

示，「多頭馬車」

的溝通障礙時有

發生，但是仍屬偶

然，因為宏碁的組

織及流程的設計

上，讓許多可能造

成的溝通障礙都

大幅的消彌，來自

溝通時有多頭馬

車現象的溝通障

礙，據訪談表示是

不顯著的，且歷來

也多是如此。 

 

五、小結 

宏碁工業設計組織的歷年發展變化情形，整理如表 4-4-8： 

表 4-4-8 宏碁工業設計組織歷年發展變化情形整理 

 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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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地位 宏碁碁設計處自 2000 年宏碁二造後，其組織地位隸屬在資訊

產品事業群之下，與各產品線之位階平行，經年以來並無重大

改變，唯在 04 年宏碁因應各產品線規模的擴增，於事業群級

單位之下，增設「總處」單位。而設計處隸屬於設計研發總處。

但是目前該總處之總處長由總經理兼任，因此在組織架構是雖

然單位層級數增加，但是運作上還是比照過去。 

角色定位 宏碁二造後重建工業設計單位成立現在的設計處，在新產品設

計開發活動的角色，其任務除了原先的產品造型設計外，同時

負責將產品與宏碁之品牌策略作緊密結合，對內要串連公司內

部創意與行銷，對外要連結代工系統廠商的製造。其角色定位

由產品設計研發逐漸轉型為對外與代工廠商溝通，對內與行銷

部門合作的並且負責公司品牌相關活動最為直接的產品設計

研發單位的角色。 

組織規模 由於宏碁二造時，連帶將原有的工業設計部門分割給緯創，因

此在 2000 年時紅碁二造期間，由最初的三人開始重建宏碁的

設計處。重建初期尚無機構設計部，之後隨著二造後的組織運

作逐漸上軌道，加上產品線擴增策略下，設計處規模逐年增

大，發展至今已達 19 人的規模。其中概念發展部人，產品設

計部 7人，機構設計部 9人。機構設計部為員額增長速度最高

之部門。 

設計流程 二造前的宏碁所採取之新產品設計開發流程為我國電腦資訊

業普遍採用的 C-system，由於二造後的宏碁已無生產製造部

門，因此另外針對其掌握品牌、產品行銷與設計研發之核心業

務，發展出「新產品發展」（NP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公司內部簡稱 N流程。運作方式類似 C流程，但是並無生產製

造相關之活動，N流程著重於整合公司品牌策略及產品行銷之

新產品的設計開發活動。 

對上溝通 在新產品的設計開發活動上，宏碁的管理階層參與程度一向很

高，其中參與程度主要是依該產品對於公司整體營收比重越重

者，參與程度越高。另外創新性產品之對上的設計溝通活動頻

繁度也明顯高於延續性產品。設計處直接對總經理負責。 

在設計處內部之對上溝通方面，最常發生之溝通議題為設計師

的「心態定位」（mind set）。 

新

產

品

設

計

開

發

活

動

之

溝

水平溝通 產品企畫人員在宏碁二造後早期參與新產品設計開發程度是

較低的，主因是當時宏碁採行品牌行銷路線，加上原先的設計

與研發團隊分割大部分予緯創，因此本身產品的設計研發能量

不足，產品設計與製造都委託代工廠進行，在 2002～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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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隨著新宏碁的研發部門與設計處及創新中心的成立後，本

身的產品設計開發能力重建後，行銷人員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

動的參與上大幅提高，宏碁設計處與行銷部門整合之趨勢顯

著。 

對外溝通 宏碁二造將生產製造分割出去，因此二造初期最主要的活動在

於與 ODM 系統廠商之對外溝通，之後隨著宏碁逐漸重建產品設

計與研發之能力，與代工夥伴間的合作越來越密切，宏碁設計

處對外溝通之工作越來越頻繁，設計處最常需要溝通與協調的

對像是專案經理（PM）與 ODM 之系統廠商（system vender）。

通 

溝通障礙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宏碁設計處與其他部門或是對外等，溝通

障礙多不顯著，或許與宏碁經年發展的成熟體制與流程運作解

決很多一般尚未成熟之企業內容易產生之溝通障礙有關。在宏

碁，於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上，常見之溝通障礙並不顯著，且

無明顯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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