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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研究問題一、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專案流程為何？ 

【研究發現一】 

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流程由「產品定義」、「生產協調」、「市

場回饋」三大部份組成。 

即使各個不同產品開發專案的流程因組織設計不同、專案團隊分工不同、專

案經理工作範圍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仍可將本研究六個自有品牌產品專案的開發

流程統整出三大階段：「產品定義」、「生產協調」、「市場回饋」。 

其中有些產品，在開發流程中，將「產品定義」階段分為規格制定及研發協

調兩部份，是因為通常市場端與技術端會產生認知上的差距，以及為顧及市場期

待及技術現實之間的要求拉鋸，由於市場期待的產品感受，在規格表現上並不一

定能在研發端達成，因而有些產品個案在「產品定義」階段的分工中，更頇要針

對兩端有不同的分工人員，仔細傳遞兩方意見，以便使溝通更加具體清晰，目前

在市場追求輕薄短小的趨勢下，市場顧客端及研發生產端這兩方面在檢視產品規

格時，最常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是產品的厚薄要求。 

【研究發現二】 

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流程中，產品開發團隊由生產專案團

隊、市場專案團隊合作而成。 

如同研究發現一所提，各產品專案開發流程中有不同的階段，而各個階段通

常由不同的團隊專職負責不同的功能性專案工作，因此，一個完整的產品開發團

隊，要將產品順利上市，必需歷經所有產品開發流程，與各個產品開發流程階段

的功能性專案團隊合作，構成完整的產品開發團隊，完成產品開發到上市，甚至

到下市，的所有工作。 

「產品開發團隊」負責產品開發所有階段，產品的成敗上市與否由此團隊承

擔，其中的生產協調階段由「生產專案團隊」負責，另外在產品定義階段及市場

回饋階段則有「市場專案團隊」負責，但在不同的產品專案中，負責「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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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專案經理可能同時肩擔「生產專案團隊」或「市場專案團隊」的領導責

任，這是由於不同的產品，其最重視的產品開發流程階段並不相同。 

【討論】 

結合研究發現一、二，可知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流程中，由

多個專案團隊組成產品開發團隊（研究發現二），各專案團隊專職負

責開發流程之不同階段（研究發現一），分工關係如下表。 

產品開發專案是由多個，此是多個功能性的專案團隊，共同組成產品開發團

隊，其中各產品由不同的功能性專案團隊為產品開發團隊的重要負責人，以下縱

向是六個產品專案，橫向是產品開發流程三階段，以灰色條塊表現各產品開發專

案中的分工階段方式，分工階段中 BM、PM、Marketing PM 等職稱分別呈現各

分工階段中負責人，也就是各階段功能性專案工作帶領人，其中各團隊工作包含

「產品定義」階段，以及「市場回饋」階段的工作團隊為「市場專案團隊」，而

工作內容包含「生產協調」階段的工作團隊稱為「生產專案團隊」：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定義 生產協調 市場回饋 

規格制定 研發協調  通路銷售 客戶服務

意見回饋 

Acer 

顯示器 Monitor 

     

ASUS 

主機板 MB 

     

ASUS 

筆記型電腦 NB 

     

ASUS 

個人導航手機 PND 

     

MIO 

導航產品 

     

HTC 

智慧型手機 

     

因此可以看出各品牌產品專案中，「產品開發團隊」都包含「生產專案團隊」

   BM                    PM                   BM       

 From sales & RO 

  PMM            PDM                  PMM          

  From sales & RO 

                      PM  Team                          

 

接單 

                Marketing PM                       客服    

  

  Mkt. PM              RDPM                   客服    

 Mkt. PM              RDPM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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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場專案團隊」，而各產品開發流程專案的分工方式也因組織架構方式、

產品特性以及重視的開發流程階段大不相同。 

研究問題二、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中各專案團隊類型為何？

各團隊間溝通方式為何？ 

【研究發現三】 

產品專案團隊大多為功能性日常工作團隊，屬於輕量型團隊。 

執行新創產品開發時，則會使用重量型產品專案團隊。 

個案中所有產品之「產品開發團隊」大多都是基於組織功能性架構而建立的

輕量型團隊，各產品經理(PM)、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工作職位也都是常設工作，其執行的專案工作也就是他們的日常工作，這

樣的組織架構及團隊組成，映證了專案團隊文獻的理論，因此，各產品開發專案

團隊的基本組成多為輕量型團隊；但當遇到開發創新產品，或是由資深的產品經

理帶領的產品專案團隊時，資深產品專案經理的職位可能會高到副總甚至是公司

領導人，此時當然就出現了重量型團隊的組成，將六個產品個案之產品開發專案

團隊類型整理如下表 5-1： 

表 5-1  個案產品專案使用之專案團隊類型比較 

自有品牌產品開發專案 專案團隊類型 

Acer 顯示器 Monitor 輕量型團隊 

ASUS 主機板 MB 輕量型團隊 

ASUS 筆記型電腦 NB 輕量型團隊、重量型團隊 

ASUS 個人導航手機 PND 輕量型團隊、重量型團隊 

MIO 導航產品 輕量型團隊、重量型團隊 

HTC 智慧型手機 輕量型團隊、重量型團隊 

輕量型專案團隊是各項產品開發專案的基本組成，但由於產品的開發工作

中，依據各品牌產品的經營發展方式不同，產品開發的內容以及產品多元性不

同，各企業會針對不同的產品開發，調度出不同的產品開發專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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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輕量型團隊的團隊資源調度不易，不足以應付大型新創產品的開發資源

需求，另外在這六個個案中都可以發現，資深的 PM 以及資淺的 PM 其實在組織

中的職稱和地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即使看似在進行相同的工作，帶領規模

差不多的團隊，依據負責的產品不同，其實團隊的領導者以及專案團隊實際上的

能量也大不相同，如同 ASUS 筆記型電腦產品、ASUS 個人導航手機產品、MIO 

導航產品、HTC 智慧型手機產品都在積極拓展新產品規格，開創新產品特色的

經營過程中，管理高層只要有新創的產品想法時，就會擔當起產品專案經理或是

成為專案 Sponsor，包括 ASUS 的 EeePC、MIO 的 MIO 168、HTC 的 Touch 手

機，此時產品專案團隊就成為了重量型團隊，甚或是自治型團隊，其中自治型團

隊尤以宏達電為例，執行長周永明就是一個具有遠見及創新精神的積極產品專案

經理，許多新產品的創意來自拜訪客戶時的需求資訊，並且親自與業務、研發、

合作廠商多方溝通，帶領創新產品的團隊。 

由此也可以發現產品開發的流程，在組織中還沒有體制化，是依循組織架

構，由各個功能性團隊分工進行，而其分工方式也因組織架構方式、產品特性以

及重視的開發流程階段大不相同，在一般的產品開發中，團隊是以輕量型團隊為

基礎的，而進行新創產品開發時，就會使用重量型團隊。 

【研究發現四】 

各自有品牌產品開發團隊與生產團隊之間專案溝通方式均非常緊密。 

繼本研究發現二所述：「產品開發團隊由生產專案團隊、市場專案團隊合作

而成。」為了完成產品開發專案，產品開發團隊與生產專案團隊及市場專案團隊

都有許多互動。如本研究第四章第八節之產品比較中提到，各專案團隊在產品開

發過程中，雖然有許多不同的溝通方式。本研究發現產品開發團隊與研發生產團

隊之間的溝通，具有一致性的緊密互動關係。 

本研究的所有自有品牌產品個案中，不論生產製造階段是自製或外包，在產

品開發流程中，產品開發團隊和生產團隊之間的專案溝通方式都一致地緊密，就

算產品生產過程是以外包形式82進行，也有「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緊密

程度。 

本研究發現，自有品牌產品的開發過程中，自有品牌產品開發團隊與生產團

隊，具有一致性的緊密溝通，意即指產品開發團隊互動最緊密的團隊都是生產團

隊；而另一方面，產品開發團隊與市場團隊之間的連結，則在研究發現五中討論。 

                                                 
82

 Acer 液晶產品的生產階段完全外包給 OEM/ODM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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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五】 

越少執行衍生性產品專案的自有品牌產品，其產品開發團隊與市場團

隊溝通越緊密。 

越偏向複雜精緻的產品，其產品開發團隊與市場團隊之間的合作連結就更緊

密，如下表以灰底顯示產品開發團隊與生產團隊之間的溝通互動位置；以底線表

示各產品的開發團隊與市場團隊之溝通合作互動位置，就可以清楚看出溝通關係

的不同，與產品種類之間的關係，如圖表 5-1 所示： 

圖表 5-1  研究個案產品開發團隊與生產、市場團隊間溝通方式比較 

 序列式溝通 

 

提早準備前置 

工作的序列式溝通 

早期涉入合作的 

互動式溝通 

 

協同合作的 

互動式溝通 

 

Acer 液晶顯示器  RO & BM 

 RO & Channel 

 BM & PM  PM & ODM  

ASUS 主機板   Marketing PM & 

RD PM 

 Marketing PM & 

Channel 

 RD PM & RD 

Team 

 

ASUS 筆記型電

腦 

   Marketing PM & 

Channel  

 RD PM & 

Marketing PM 

 RD PM & RD 

Team 

ASUS 智慧型手

機 

   Marketing PM & 

Channel  

 RD PM & 

Marketing PM 

 RD PM & RD 

Team 

MIO 導航產品    PMM & PDM 

 RPM & Channel 

 RPM & PMM 

 Platform PM 

Team 

 RD PM & RD 

Team 

HTC 智慧型手機    PM & Channel  

 

 RD PM & RD 

Team/Magic Lab 

 PM Team 

 RD PM & RD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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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三、自有品牌消費電子產品開發專案知識管理程序為何？ 

【研究發現六】 

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專案之市場知識吸收來源不同。 

 越少執行衍生性產品專案的產品，越重視區域行銷單位的市場回應知識。 

 越少執行衍生性產品專案的產品，越重視內部研發團隊的市場技術知識。 

自有品牌產品，必頇聆聽顧客的聲音，才能創造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但在

產品設計前的市場前端開發，有各式接觸終端消費者的不同管道，端看各產品如

何決定吸取哪部分的產品知識，如第四章第八節之市場知識吸收比較，本研究發

現，不同品牌產品專案在知識管理程序過程中，有不同的市場知識吸收來源，表

列討論如下表 5-2： 

表 5-2 自有品牌消費性產品之市場知識來源比較 

產品 市場知識來源 主要吸收知識 

Acer 液晶顯示器 1)經銷通路商 (Channel) 

2)海外分公司 (RO) 

以市場銷售數據，以及主流

功能規格資訊為主。 

ASUS 主機板 1)產業鏈中各 CPU 大廠 

2)通路經銷商 (Channel) 

產業鏈中技術面的市場規

格資訊。 

ASUS 筆記型電腦 1)主機板網路論壇 

2)皇家俱樂部維修中心 

3)客服中心 

綜合左欄三方面得到的市

場規格趨勢決定。 

ASUS 智慧型手機 1)網路手機資訊論壇 

2)皇家俱樂部維修中心 

3)ASUS 研發團隊團隊 

消費者論壇中使用心得，以

及市場規格趨勢。 

研發團隊的技術發展。 

MIO 導航產品 1)企業官方網站：MIO 俱樂部使

用者社群論壇。 

2)全台灣 500 個客戶服務中心 

3)區域行銷單位市場調查回應。 

各區域行銷單位的市場調

查回應、消費者社群訊息、

以及 MIO 研發團隊分析之

產業技術趨勢。 

HTC 智慧型手機 1)商業策略面：與各區域市場的

企業合作夥伴，針對其電信服務

內容，吸收不同市場之市場需求

知識，藉以定義新產品內容開發

方向。 

2)市場行銷面：藉由區域行銷通

路商銷售關係，瞭解不同客層之

銷售價格需求，藉以推出不同銷

售專案。 

主要來自各區域市場的電

信服務商的新加值電信服

務、企業合作夥伴 Channel 

(Retail)通路經銷商的市場

回應，以及內部研發團隊的

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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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越是單純的產品，越是跟隨通路經銷商的回應，也更在乎外部市場

的趨勢，而越是致力於新創產品的個案，越在乎本身行銷部門在區域單位進行的

市場調查回應知識，也越在乎本身內部研發資訊團隊針對技術趨勢提供的市場知

識分析。 

【研究發現七】 

產品專案關鍵累積載體與到擴散方式使知識的循環易受阻礙。 

 產品開發專案中知識創造及知識蓄積的載體為團隊各部門成員。 

 產品開發專案的知識擴散方式，主要都是靠例行會議、標準工作流程。 

產品開發流程同時也是產品知識創造的過程，經由團隊各部門成員的積極努

力，創造產品的同時，各部門成員也同時將產品知識蓄積內化，因此產品開發專

案中蓄積產品知識的載體是各部門成員。但個案中，多數產品專案在處理知識的

擴散階段，都是以文件方式將開發專案建檔、例行會議報告當下專案執行進度，

或是依據標準工作直接紀錄產品專案，這樣具有時效性的知識，過了時效就不再

有商業價值，對組織新手而言，難以吸取專案經驗，只有真正經歷專案執行經驗

的老手，透過做中學才能有所累積，因此這樣的知識擴散循環方式，從知識的累

積到擴散之間，有很大的阻礙83。 

研究問題四、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開發專案經理工作為何？ 

【研究發現八】 

專案經理工作，多為與商業夥伴如供應商、經銷商的關係維護，很少

接觸消費者及產品市場面。 

各產品開發專案中，除了 MIO 以及 HTC 有專職的行銷團隊以及一手掌握所

有產品進度的產品經理團隊外，其他個案中，主持產品專案的重要角色，不論是

研發產品經理或是行銷專案經理，接觸市場面訊息時，碰觸及維護的多為與商業

夥伴的關係，如供應商、經銷商，卻很少有機會親自接觸到終端消費者及產品市

場面。 

                                                 
83

 建議【領導階梯】中，夏藍所闡述的師徒制度，才是傳遞知識、培育管理者最好的方式。 



 174 

甚至有些產品，直接以市場規格趨勢，或是經銷通路的訊息當做主要接觸市

場面的管道，這些來自商業合作夥伴的外部訊息，大過企業內部自己分析市場行

銷策略的聲音，而產品經理就更少、甚至沒有直接接觸市場行銷面的工作。 

本研究發現八為敘述性研究發現，此研究發現專案經理工作，多為與商業夥

伴如供應商、經銷商的關係維護，很少接觸消費者及產品市場面。對大部分執行

衍生性專案產品、極少使用平台性專案執行產品專案的品牌產品而言，是相當有

效率的工作方式，由於此類衍生性專案產品重視的是快速的產品上市週期、優異

的產品品質、有效率的生產製造，因此不論品牌產品的生產製造過程是外包或自

有，對衍生性專案的品牌產品而言，以上重視的專案調就都必頇與各商業夥伴，

如供應商、經銷商相互合作，專案經理必頇掌握與商業夥伴之間的關係維護，是

專案經理最為重要的工作，因此這樣的方式是很適合的。 

然而，對較常以平台性專案執行的品牌產品專案，產品專案流程中的產品定

義階段對產品將來是否符合市場需求是最為重要的，因此消費者及產品市場面的

知識吸收對產品專案相當重要，專案經理的工作若鮮少接觸消費者及產品市場

面，對產品的創造與發展有極大的阻礙，當專案經理的心力都集中於生產製造端

以及銷售經銷通路端時，產品本身的定義和市場的連結度就大幅降低，對重視產

品定義、創造創新產品的平台性專案品牌產品而言，此種專案經理工作內容是相

當不利的。 

因此如本研究第六章針對專案工作環境下組織架構之結論二中會再詳述，若

不是應該加強專案經理工作與市場面的接觸，就應該在產品專案流程中，加強市

場團隊與生產團隊領導者之間的溝通連結，以創造生產端與市場端更緊密的連

結，才能使平台性專案產品在執行品牌產品專案時，發揮最大的市場造物能力。 

【研究發現九】 

產品經理執行產品專案導向偏專案任務性。 

 產品專案經理的工作績效評估，多與專案開發創新程度、產品銷售結果以及

市場顧客回應無關。 

研究個案品牌產品專案中，除了MIO導航產品專案有產品平台經理(Platform 

PM)帶領產品行銷團隊中的行銷產品經理(PMM)、區域產品經理(RPM)與研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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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段的產品研發經理(PDM)共同合作，並且負責產品技術的平台導向，產品藍

圖的設計規劃；以及 HTC 智慧型手機產品專案由執行長、資深產品經理帶領 HTC

產品經理團隊，負責產品從設計開發、生產製造、上市銷售結果到市場顧客回應

的整體產品生命週期，MIO 及 HTC 的產品專案經理以品牌產品的宏觀角度帶領

產品開發，並承擔產品專案整體產品銷售成果。 

其他個案品牌產品開發流程專案的產品經理，主要扮演專案資源調度協調主

角，工作績效指標與專案時程控管、品質規格掌控有關，因此掌握時間順利將產

品產出成為產品經理最重要的工作；專案開發創新程度、產品銷售結果、市場顧

客回應既然與產品經理工作績效無關，產品經理的工作內容與終端消費者的直接

接觸又不多(如研究發現八)；本研究發現，與一般認知經營自有品牌產品的產品

經理工作應專注於開創新產品、強化品牌印象、開創市場佔有率的想法相反；許

多自有品牌產品經理的主要工作偏向專案任務性，專注於掌握專案進度時程、爭

取組織研發資源。 

因此，企業內部針對產品專案的組織分工方式、對產品經理的績效評估方

式，深切影響產品經理執行產品專案的角度。經營品牌產品，不僅僅只為產品加

上品牌名稱，更必頇從組織內部專案團隊的組織設計出發，從市場角度訂定產品

經理的評估指標，創造產品專案團隊對產品的整體使命感。 

【研究發現十】 

執行新創產品專案時，如：突破性專案及平台專案，高階領導人必頇

展現更多的領導力量，帶領創新產品。 

想讓極需跨越組織疆界的創新活動，在既有的組織框架下積極活絡起來，光

依循組織架構中功能性團隊的分工，難以實現跨界的互動，由於創新活動不是體

制化的慣性，需要內隱地藉由文化感染組織；而因過往代工業務造就的按表操課

階段式工作型態，已經根深蒂固地植入組織的分工互動中，深深融入組織架構

裡。若要跳脫過往包袱、打破組織隔閡僵局，進而引發累積已久的技術實力、發

揮巨大的創造力量，挑戰產品開發流程階段，以進行新創產品專案，則需要重量

級的 Sponsor，提供跨組織部門的資源，加強產品專案團隊跨各功能性組織中的

力量，才能有足夠的能量帶領新創產品專案。因此創新必頇藉助執行長、副總等

組織中高層的領導力量，才能創造一代又一代品牌產品的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