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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Taiwan’s economies. Nevertheless,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mpleted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software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the variety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the
size of manpower input). Eight software
companies are selected for deep case studies.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project.
The
software firms selected are mainly game/education- and tool-oriented. The major
activities
regarding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formation of
product concept, project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of the project,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on, control of schedule &
testing, and the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he major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1)The
greater variety of technical knowledge
software have , more emphasis will be put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various
technologies and more methods for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on will be utilized.
(2)The larger the siz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ject is, the great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ject team and
other divisions occurs and more formal the
project management will be employed.

軟體產業在整個資訊電子產業中所占
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是這方面的研究仍
然不多。尤其是有關其產品研發上的機制
之探討，則更是欠缺。本研究主要是依據
軟體產品特性－「技術知識的多樣性」與
研發專案特性－「投入人力的多寡」兩大
構面，選擇八家我國的軟體廠商作為深入
個案分析的研究對象，並且以套裝軟體開
發專案為研究單位。所選擇的軟體廠商包
括遊戲類 幼教類及工具類兩大類。所探
討的關鍵活動要素包括產品概念的形成與
發展、專案的組織與分工、專案的領導、
問題的解決與溝通、時程的控制與測試、
與高階主管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的結果顯
示，技術知識多樣性高的遊戲與幼教類軟
體相較於多樣性較低的工具類軟體，在產
品開發的關鍵活動上較著重多樣技術整合
的機制，例如使用多元背景的專案領導者
以及利用團隊討論的方式發展產品概念
等。而且在問題的解決與溝通之方式上亦
較多樣。至於工具類軟體則較著重強化於
使用功能式專案開發組織等。另外，專案
規模的大小也明顯地影響了專案的運作模
式，隨著規模的增加，專案與其他部門互
動的情形增多、資訊的輸入來源也愈多，
規模較大的開發專案，較著重於各項正式
的機制來管理專案；規模較小者，則較藉
由非正式的機制來管理軟體開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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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各種資訊硬體產品的發展漸漸趨向極限
之際，軟體卻是宛如明日之星，其相關發

Software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progr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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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應用廣為各國所重視。雖然我國的軟
體占整個資訊產業的產值仍小於 10%，但
是在 1990 至 1998 年期間的複合成長率卻
高達 22.3%，而且隨著上市上櫃的政策激
勵與開放、企業用戶積極迎向電子商務的
市場需求、以及眾多新興軟體與網際網路
公司的興起，促使軟體產業進入了更蓬勃
發展的新境界。反觀，國內硬體產業的產
值已從 1994 年的 28.1%逐漸降為 1998 年
的 11.4%，若只看國內的產出部分，則 1998
年的成長率甚至只有 2%。儘管如此，大
部分的學術研究仍然比較偏向實體製造業
的相關管理之研究。本論文研究則希望特
別針對我國的軟體產業，來探討其在產品
研發上的機制。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1）探討不同類型的套裝軟體在產品
開發活動上的差異；
（2）探討產品特性以及開發專案規模
的大小對產品開發活動的影響；
（3）探討套裝軟體的開發在管理上之
主要考量因素與模式。

作等七個階段，每一階段各有一定的活動
內容與里程碑。而 Duncan（1993）則針對
專案管理流程提出階段式的基本模式，其
中各階段反覆地進行「規劃、控制與執
行」。另外，不同專案類型的團隊，會形
成不同的團隊特質，也因而可能會影響到
組織的知識吸收、創造與蓄積。此處的團
隊特質包括：開放性、團隊自主性與團隊
共事經驗等。
另外，產品的特性也可能影響產品開
發的活動，Nonaka & Takeuchi（1995）提
出組織知識創造過程的五個階段模式，其
中在分享內隱知識方面，由於內隱知識主
要是透過經驗所獲得，比較無法訴諸文字
或語言，因此要與他人溝通或傳遞給他人
也較為困難，所以，背景、觀點和動機不
同的成員之分享內隱知識，便成為組織知
識創造關鍵性的一步。Cohen & Levinthal
（1990）定義「吸收能力」為組織對外吸
收新知識的能力，他認為獲得並善用組織
外部的知識是組織一項非常的關鍵創新能
力之要素，而此能力與先前相關的知識有
很大的關係，此處所謂先前相關的知識包
括基本技能、共享語言、以及對於相關領
域是否擁有最先進的科學及技術發展知
識，因此我們可以說，先前相關知識是一
種獲得新資訊及確認新資訊是否有價值，
並在組織中擴散進而將新資訊商品化的一
種能力。李仁芳（民 87）指出，團隊的異
質性會影響知識流通，一般而言，團隊異
質性愈高，則吸收之知識愈多元，而且解
決問題的方式也比較多元；反之，則吸收
之知識愈有限。
此外，專案本身的特性，亦可能影響
產品開發的活動，Gardner（1974）的研究
指出，專案團隊的大小對於資訊的傳遞、
溝通等都會產生影響。Peters（1971）認為
一矩陣式組織中對創新工作人員之安排
上，應保持簡單而不要增加其複雜度，若
成員同時兼任其他專案，則將增加專案的
不穩定性。一般探討硬體產品開發專案的

三、扼要文獻探討
新產品的開發經由構想的產生、篩選、收
斂、研發完成而至上市，此過程包含了細
部的設計與開發作業、重覆的測試與調
整、商品化與量產等多項企業活動，依
Clark & Wheelwright （1993）的研究，主
要可以分為四大項：（一）專案的界定與
產品概念之形成；（二）專案的組織與分
工；兩位作者又依成員的任務關係將專案
組織分為功能型、輕型、重型與自主型等
四種類型的團隊。（三）專案管理與領導；
與（四）問題解決與原型測試。也有少數
學者特別探討軟體的專案管理（Cleland,
1990；Thayer, 1998），他們認為軟體工程
專案管理亦可分為規劃、組織、任用、領
導與控制等五個子系統。Rakos（1990）將
軟體專案進行的階段分為定義、分析、設
計、程式撰寫、系統測試、驗收與實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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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有時候會考量零件數目有關之技術
複雜度，本研究認為軟體產品比較不易進
行其零組件數目的分析，因此將以考量專
案投入人力多寡之專案特性為主。

四、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的文獻回顧，本研究所得到的
觀念性架構如下圖所示：

套裝軟體開發專案關鍵活動
產品特性

Ÿ

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技術知識

Ÿ

專案的組織與分工

的多樣性

Ÿ

專案的領導

Ÿ

問題的解決與溝通

Ÿ

時程的控制與測試

Ÿ

高階主管所扮演的角色

專案特性
．專案投入
人力的多寡

表性者。依據資策會 MIC 的報告，套裝軟
體依其產品用途與性質可以分成系統軟體
與應用軟體兩大類，而其中我國在外銷上
表現較好的，包括防毒軟體、多媒體軟體、
字型軟體、影像處理軟體等。因此，本研
究所選取的樣本公司亦以這些領域的公司
為主。另外，在開發專案的選擇上，主要
是以績效表現良好且曾經獲頒獎項的產品
為主，並且也配合研究架構的兩大構面之
高低情形來進行選擇，本研究最後所選取
的軟體產品開發專案與研究構面之關連如
下圖所示：

五、研究方法與設計
大多數關於產品開發與技術研發的研
究與文獻，主要是以硬體產品為對象，有
關軟體（尤其是套裝軟體）方面研發的研
究實在很少，因此，本研究可以說比較是
屬於採索性的，所以個案研究是較為適當
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我國軟體公司的套裝軟體
開發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在選取個案公司
時，希望所選取的對象是同業中較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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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與發現

技術知識多樣性較低之軟體開發，其專案
經理人多具有技術背景；而技術知識多樣性較
高者，其專案經理人具有較多元的背景。

（一）產品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研究發現 1-1：
（四）問題的解決與溝通
技術知識多樣性較高的軟體，其產品概念
的來源較廣泛；技術知識多樣性較低的軟體開 研究發現 4-1：
發之產品概念來源較集中。
技術知識多樣性較高的軟體開發，其問題
解決的方式較多元；反之，則較少樣。
研究發現 1-2：
在產品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上，技術知識多 研究發現 4-2：
樣性高的軟體，較傾向於以團體成員討論的方
產品開發專案規模愈小，溝通上愈依賴非
式；技術多樣性低的軟體開發，則傾向於由具 正式溝通；專案規模愈大，則除了非正式溝通
技術背景之主管來主導。
外，並設有正式溝通機制。
研宄發現 1-3:
研究發現 4-3：
軟體開發專案的規模愈大，則發展產品概
技術知識多樣性高的軟體開發，大多藉由
念所需要的資訊之輸入來源愈多元；反之，則 原模型或樣本模型作為溝通的媒介；反之，則
資訊的輸入來源愈集中。
依據明確的產品規格文件，作為溝通的媒介。
（二）專案的組織與分工

（五）時程的控制與測試

研究發現 2-1：
研究發現 5-1：
技術知識多樣性低的軟體開發，傾向於採
技術知識多樣性低的軟體，大多有專職測
用功能式專案組織，以強化其技術深度；技術 試人員；技術知識多樣性高者，則大多為非專
知識多樣性高者，則強調團隊共事經驗。
職測試人員。
研究發現 2-2：
研究發現 5-2：
產品開發專案的規模愈大，則跨部門整合
技術知識多樣性低的軟體，大多有較大規
的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模的外部測試；技術知識多樣性高者，則較少
有外部測試且規模較小。
研究發現 2-3：
產品開發專案的規模愈大，則團隊的正式 （六）高階主管所扮演之角色
化程度越高、成員分工愈不明確、及專職性愈
低。
研究發現 6-1：
在套裝軟體開發的運作方面，高階主管大
多授予團隊高度自主性。

（三）專案的領導

研究發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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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本研究藉由深入的個案分析來探討套裝
軟體開發過程的關鍵活動與機制，所得到的
主要初步結論包括：（一）軟體產品特性不
同，則開發過程的關鍵活動與機制亦不同。
（二）軟體專案的規模特性會影響到開發過

程的機制。（三）軟體產品特性的差異會造
成公司不同的技術合作方式。
本研究最後並提供一些實務上與後續研
究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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