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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後續階段將進行正式的探索性個案研究，以前導個案的研究發

現為基礎再繼續發展構念以及命題，本章的研究方法亦是由前導個案研究

的啟發而來。 

本章將說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資料蒐集方式以及分析方法，第一節研

究方法將以本研究的旨趣為出發，探討怎樣的研究方法較適合本研究的主

題與目的，說明採用探索性個案研究的原因。第二節資料蒐集方法將說明

理論選樣的邏輯、研究的產業與個案、收集資料的方法。第三節資料分析

方法說明如何從資料反覆的分析比較中萃取構念以及運用複現邏輯

（replication logic）確認理論關係。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從時機觀點探討新創事業如何配合以時機獲取策略資源

及進入市場，研究的現象與產業特性、所處的產業脈絡不易清楚區分，且

為縱斷面的研究，例如要瞭解每一個獲取資源的時機是否有利，或是進入

市場時產業環境的狀況，都需要需透過前後時間環境的對照，這樣的主題

難以利用大樣本的問卷調查得知，而要以質性的研究方法方能獲得答案。

質化研究的重心不在操作變項、或利用驗證假設來回答研究問題，而是探

討問題在脈絡中的複雜性，並從研究對象本身的架構來瞭解行為（鄭祥

麟，2005）。 

在這種新事業的時機因素與其所處的情境因素難以清楚區分、環境與

新事業的各項作為高度互動，也就是需要深入觀察「如何(How)」的研究

問題，採用個案研究方法是較為適合的（Yin, 2003a）。因為從每一個案例

獲取資源的實際行動中，可以對應到當時的環境狀況，比較前後時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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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獲取時機有何不同，所以藉由個案的描述與對比，較能歸納其中的時

機意涵；純粹次級資料的歷史研究法與檔案研究法，以及橫斷面的問卷調

查法，在此情況之下並不適合。 

根據 Yin (2003a）的看法，個案研究可分為探索性、描述性與解釋性

（驗證性）三種，視研究問題在理論脈絡中的發展而定。探索性個案研究

目的在界定問題與假說，通常是在現有的知識不足，既有的文獻無法提供

觀念性架構或假說、對於研究主題有不確定性之下使用。解釋性個案研究

則是為驗證因果關係所設計，透過對立理論、類型比對以及個案的複現來

支持研究命題，通常是在理論發展較為成熟、但是有新的環境因素使研究

者產生不同的預測，於是希望修正或延伸原有理論之時採用。描述性的個

案研究目的不在驗證因果關係，而在涵蓋個案理論的廣度與深度（Yin, 

2003b），希望透過深入的個案描述，以增加於研究主題在特定情境下的瞭

解。 

雖然市場進入時機（先發優勢）的實證文獻相當多，然而資源取得時

機的部分卻相當希少，現有的文獻對於資源背後的環境變化以及時機掌握

的考量因素尚未有深入的討論，另外對於產業市場環境包括支援網絡與共

生族群方面的闡述亦不足，特別是由前導個案所發現的構念尚未有足夠的

發展，構念之間的關係也有待澄清，因而此一主題之理論發展尚不足，需

要從個案分析中歸納相關的道理，所以適合採用探索性的個案研究。 

探索性個案研究所採取的方法可以是 Glaser and Strauss(1967)的紮根

理論方法、Yin(2003a, 2003b)的方法或是 Eisenhardt(1989)所建議的個案研

究方法。紮根理論方法強調直接從資料中發現理論，不從現有的理論出

發，而本研究相關文獻已有部分的先驗構念；而且紮根理論方法的主軸譯

碼與選擇性譯碼高度仰賴研究者的創造性（Creativity）（Strauss and Corbin, 

1998），而本研究乃從創業者訪談中歸納時機的考量因素，研究取向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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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故未採取紮根理論方法。Yin(2003b)也對探索性個案研究的作法有

所建議，不過其對於探索性個案的定位在於研究問題與假說的確定，而非

發展理論，一旦研究問題與假說確定，即需展開另一個正式的（未必是個

案）研究，此與本研究全面探索的性質不相符合。Eisenhardt(1989)則結合

了紮根理論方法所強調之資料證據與不斷比較法、Yin(2003b)的複現邏輯

（replication logic）與信度效度觀念，以及Miles and Huberman(1984)的質

性資料呈現方法，建議了一套從個案研究建立理論的指引，特別強調先驗

構念、個案內與跨個案分析和既有文獻的對應討論。 

由於 Eisenhardt(1989)建議的作法符合本研究探索性的歸納邏輯，故本

研究將依循其步驟，但資料分析階段採用紮根理論方法中的「開放性編碼」

（open coding），對訪談逐字稿進行全面性的思考與仔細的檢驗分析，希望

發現新的概念及其相關面向，作為往後構念與命題證據的來源。此外，部

分細節亦參考 Yin(2003a, 2003b)的建議。茲將 Eisenhardt(1989)從個案研究

建立理論的步驟說明如表 4-1。 

表 4-1  從個案研究建立理論的過程 

步驟 作法 理由 

1.開始 定義研究問題 

可能的先驗構念 

沒有理論也沒有命題 

讓研究聚焦 

提供較佳的構念衡量 

保持理論彈性 

2.選擇個案 選擇集群 

 

理論選樣 

控制額外的變異、提高外部

效度（界定一般化的範圍）

專注於理論上有用的個案，

可以複現或延伸理論者 

3.資料收集工具 多重的資料收集方法 藉由證據的多角化強化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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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計畫書 量化與質化資料的結合

多位研究人員 

證據的綜合觀點 

不同的角度以強化論點 

4.進入田野 資料收集與分析的重疊

（同步進行） 

彈性、把握機會的資料

收集方法 

加速分析，並有助於資料收

集的調整 

使研究者可以把握浮現的主

題和獨特的個案形貌 

5.資料分析 個案內分析 

跨個案搜尋樣態(pattern 
search) 

熟悉資料以及初步產生理論

促使研究者跳脫原本的印

象，並從多元的角度發現證

據 

6.形成命題 每一構念證據的表格化  

 

跨個案的複現邏輯 

尋求關係背後的證據 

將構念定義的效度與衡量精

緻化 

理論的確認、延伸與精緻化

建立內部效度 

7.對照文獻 與矛盾的文獻相比較 

 

與相似的文獻相比較 

建立內部效度、提升理論層

次、構念定義的精緻化 

提高一般性、增進構念定義

與提高理論層次 

8.結尾 理論飽和 在邊際改善有限的時候做結

束 

資料來源：Eisenhardt(1989)，p.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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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收集方法 

一、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的界定與研究問題相關，本研究之問題以新創事業進入產業

為主體，分析市場的進入時機與特定資源之獲取時機，故以事業單位與資

源取得行動二種層次作為分析單位。時機乃從產業環境的變化進行比較，

相嵌於產業情境（context）之中。 

二、理論選樣 

理論選樣（ theoretical sampling）首先要決定樣本集群 (specified 

population)，選定集群可以降低外在的變異性(reduce extraneous variation)，

且可將研究結果確定於某個範圍內，界定一般化的範圍。接著再根據研究

旨趣，從樣本集群中選擇適合的個案（Eisenhardt, 1989）。 

理論選樣不同於統計抽樣，理論選樣考量個案是否能夠符合研究問題

所要探究的範圍，以及能否複現或延伸理論（Eisenhardt, 1989）或是填滿

理論類別的面向及屬性（Strauss and Corbin, 1998），而統計抽樣是透過隨

機的方式使樣本能代表母體。理論選樣顧名思義是依據理論引導選樣的原

則，首先要根據研究的目的，列出選樣的初步準則，例如要對所研究的現

象有代表性（exemplary cases），能將所感興趣的現象呈現出來，或者要能

呈現出某種對立或不同的結果（Yin, 2003b）。驗證性的個案研究由於已經

有理論預測，因此可於研究開始前即設計好適合的個案，哪些作為原樣複

現（literal replication）、哪些作為理論複現（theoretical replication）（Yin, 

2003a）；然而探索性個案研究的理論在逐步發展中，樣本需依據理論發展

的需要（例如研究者合理的假設）選取特定屬性的個案，一開始為了盡可

能開發大量的類別（概念），因此對大範圍的相關領域蒐集資料，隨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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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推進，選樣變得越來越有目的性，直到理論飽和為止（Eisenhardt, 1989 ; 

Strauss and Corbin, 1998）。 

本研究在前導個案研究中發現產業的進入模式有一次到位型以及循

序進入型，為瞭解不同進入模式在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之時機問題是否不

同，故前導個案研究特別涵蓋一次到位型以及循序進入型各兩個產業，以

對理論及研究方法有初步的瞭解。結果發現循序進入型通常先做小額投

資，進入後再慢慢培養能力（如南山人壽、統一超商），或是逐步擴充據

點（萬客隆），因為不需要大規模的初始投入，市場進入時機的重要性也

較低；雖然資源取得時機與一次到位型產業沒有特別差異，但資源取得與

市場進入則無明顯的配合需求，相對的，一次到位的產業則強調進入前的

準備時機（readiness）；而且循序進入型市場進入時點難以認定，雖然可以

其建立「基本營運規模」時期為準，然而為避免認定的問題，同時考量研

究時間成本的限制，故以一次到位型的產業進行後續的研究。 

一次到位型的產業將繼續探討傳統本土服務業中的觀光旅館業與高

科技國際製造業中的 DRAM 業，以繼續發掘各種資源取得之時機議題以

及市場進入所考量的時機因素。由於本研究的主軸在時機，重點在不同時

期的環境變化，故選擇不同時期進入的個案，方能突顯時機的差異。觀光

旅館業部分，前導個案中的金沙假日大飯店保留以供繼續分析比較之用

外，將繼續訪談金門地區其他三家先發的 A級旅館，以便聚焦於金門地區

的觀光環境變化，另外再輔以墾丁悠活和礁溪老爺兩家台灣新創的觀光旅

館，以便從較多的訪談中得到時機議題的觀點；DRAM業部分則因產業特

性均為為國際級大公司，受限於台灣本身僅有四家且訪談不易，故除了前

導個案中的八吋晶圓廠業者（視為一個個案），十二吋晶圓廠商僅以力晶

半導體與華亞科技兩家為對象。本研究所正式探討的個案如表 4-2所示。 

在個案數量方面，Eisenhardt(1989)建議以 4-10個為宜，本研究事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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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公司個案）達九家，資源取得的行動層次則更多，皆已符合標準，

且在實際分析中也得到足夠的複現，分析比較的過程中，後續增加的個案

所得到的額外發現已經不多，亦未發現新的構念，故研究者認為已趨近理

論飽和。 

表 4-2  本研究訪談個案 

產業 個案 

觀光旅館業 金沙假日大飯店（前導個案）、 

金門浯江大飯店、台金大飯店、 

金瑞大飯店、墾丁悠活、 

礁溪老爺 

DRAM業（晶圓廠） 八吋晶圓廠（前導個案） 

力晶半導體、南亞（華亞）科技 

三、資料的形式 

研究所需要的資料形式依研究問題而定，以哪種資料最能捕捉到想要

的訊息為準則（Strauss and Corbin, 1998），質化研究的資料形式包括文件、

檔案記錄、訪談、直接觀察、參與觀察及實體的人或物（Yin, 2003a），本

研究所探討的時機議題因為是歷史回顧，無法直接參與觀察，但亦無法以

內部檔案記錄得知各項資源取得的決策背景，須由個別公司之創業者（或

第一任高階主管）描述當初獲取資源與進入市場時機的考量情形，研究者

再以產業客觀資料及專家意見作為環境的背景知識不斷提出問題，所以資

料形式是由半結構式的互動訪談稿為主、專家意見以及公開次級資料為

輔。 

由於研究問題屬於策略層次，僅能由創業最高主管（董事長或總經理）

回答，且受限於訪談的可及性，每一個案公司僅訪談一位創業最高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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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資料的來源除了公司的公開報導外，尚有產業相關研究論文或報告。

本研究目的不在驗證個案公司市場與資源取得時機的有利與否，而是要透

過主管對於時機考量因素的說法，歸納出描述時機因素的觀念架構，因而

透過同一產業多重個案的訪談為最適當的資料來源，再配合研究者集合產

業次級資料與專家意見形成的背景知識以達到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

使個案證據具備可信度（reliability）。 

半結構式的訪談將配合該產業的特性，以研究者對該產業主要的價值

活動與價值單元（司徒達賢，2001）的瞭解為起點（如第三章前導個案所

示），探詢其在創立期間獲取各項資源與進入市場的相關時機議題，兩產

業的訪談大綱如附錄一所示。訪談大綱僅為研究者提問的參考，只要環繞

時機的主題，過程之中盡量保持開放性，賦予受訪者較大的空間來回答他

們認為重要的事項，也就是要預留一些空間給其他可能顯現的回答和概念

（Strauss and Corbin, 1998），因而未必每一項所列的價值單元都有討論。

探索的性質也強調彈性的資料收集方法，機動調整資料的蒐集，使研究者

可以把握浮現的主題和個案獨特的形貌（Eisenhardt, 1989)。 

四、個案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個案研究的結論若要具有說服力，則需要透過研究方法與資料的收

集、分析策略來達到信度與效度的要求，根據Yin(2003) 與 Eisenhardt(1989)

的建議，從研究設計開始盡可能採用多重個案的複現邏輯以達到外部效

度、資料收集時發展資料庫並使用研究計畫書以達到信度、多重證據來源

與建立證據鏈以達到構念效度。 

Eisenhardt(1989)也強調建立資料收集工具與研究計畫書、結合質性與

量化的資料，使理論證據達到三角驗證而擁有穩固的基礎。透過不斷的在

資料與構念之間反覆比較以精鍊構念，並建立衡量構念的證據，以建立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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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的聚合效度與區別效度；再將每一個個案當作實驗一般去驗證構念之間

所浮現的關係，也就是運用複現邏輯以確認關係是否符合每一個案的證

據，若是支持，表示關係的效度獲得肯定；若是否定，則是提供了延伸理

論的機會。質性資料也很容易瞭解關係成立與否的原因，支持關係成立的

理由就是建立內部效度（internal validity）。 

本研究在設計上也是多重個案設計，資料收集方面也有次級資料、產

業專家以及訪談等多重來源，研究前段有研究計畫書說明選樣原因、研究

方法及訪談大綱，產業背景資料與每一個案所撰寫的逐字稿累積成為研究

資料庫，分析時也對每一個構念都建立證據表，所得到的研究發現都有多

個案的複現加以支持，以達到信度與效度的要求。 

第三節  資料分析方法 

探索性個案所應使用的資料分析方法並無定論，紮根理論方法運用開

放性譯碼（open coding）、主軸譯碼（Axial coding）與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的過程檢視資料、形成範疇、發現概念，並利用故事線鋪陳整個

觀察所得而形成理論架構，整個譯碼程序是先分解再逐漸統合的過程。

Eisenhardt(1989)建議從個案內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 以熟悉資料及初

步產生理論開始，再跨個案搜尋理論樣態(cross-case pattern search)，以各

種不同的構面進行比較，促使研究者跳脫原本的印象，從多元的角度發現

證據，進而形成命題。 

Eisenhardt(1989)對於個案內分析未有具體的過程要求，僅提到過程中

的個案摘要描述（case write-ups），或是以圖表的方式呈現個案內容，只要

能幫助研究者處理大量的資料，並將每個個案的獨特類型呈現出來即可，

以利後續跨個案的比較推論；此一階段的處理對於產生洞見（insight）很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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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於以創業者的訪談為主要資料來源，從前導個案中發現，受

訪者描述時機的措辭有時隱含了重要的概念在其中（例如補救成本與持有

成本），若以研究者整體印象所寫的個案摘要作為分析的資料基礎，恐怕

遺漏了重要的訊息，因而改採紮根理論方法中的開放性譯碼對資料進行顯

微檢驗，同時也有利於後續建立構念證據、精實構念涵義與面向以及做為

支持研究發現的證據來源。 

上述的作法與 Eisenhardt(1989)相輔相成，其強調資料與構念之間反覆

的過程（iterative process）以建立構念效度，而開放性編碼對資料賦予標

籤（Labeling）、再將構念的證據列表以支持其聚合效度與區別效度，正是

在資料與構念之間反覆的過程，編碼的結果也很容易建立構念證據表。 

經過前導性個案研究形成訪談大綱與發現初步時機意涵後，本研究再

針對新創事業需要資源一次到位的產業，選擇具代表性、可接近性的多家

個案公司進行訪談，訪談過程皆立即做筆記並錄音，之後並盡快做成逐字

稿以及個案內分析，以便下一個個案訪談可以掌握得更好。 

個案以逐字稿編碼進行個案內分析得到時機意涵與初步概念關係之

後，即可依照 Eisenhardt(1989)建議的步驟進行跨個案分析。跨個案分析階

段可藉由一些類別或構面對於個案進行比較，目的要得出跨個案的一般化

理論，貼近資料確保得到可靠的理論（reliable theory），並協助掌握資料中

特殊的發現。概念關係浮現之後，接著就要驗證關係是否符合所有個案的

資料，此處要運用複現邏輯（replication logic）以確認理論或是延伸理論，

將每一個案中支持該理論的陳述（開放編碼的段落）一一引用，做為支持

命題的相關證據（evidence）。實際研究過程中，個案內分析和跨個案分析

是交替進行的，也就是不需等到所有個案都單獨做完分析才做跨個案分

析，如此方能在理論飽和之時，停止增加新的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