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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深入訪談自有品牌產品專案經理，紀錄產品開發專案工作流程、

瞭解自有品牌產品定義方式、探討市場回饋方式、分析單一產品專案中的專案分

工和專案工作各階段市場與研發的溝通關係，以產品專案經理的角度，深入瞭解

自有品牌產品開發專案，進而結論出針對新產品開發、組織架構、跨專案知識管

理三方面，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針對新產品創新開發建議： 

1. 要有放膽一搏的勇氣： 

針對新產品開發，要有放膽一搏的勇氣，創新的領域中沒有專家，就如同未

知的海域是沒有航海圖的，不朝未知挺進怎會有看見熟悉陸地的一天，要是不放

開心胸詴一詴，永遠也不會知道世界的模樣。 

如同 MIO 資深產品研發經理（PDM）A 先生所說：「MIO168 其實是大家很

害怕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產品，主要就是結合 PDA 和 GPS 模組，因為當時大家

都外接另一個模組，就詴想要把兩樣模組結合為一，卻大受歡迎。」 

2. 顧客是創新專案夥伴的一分子 

讓顧客參與產品創新的操盤作業，可以讓市場聲音加入工作中，也讓使用者

有機會參與產品開發，可以大幅縮短得到顧客回應的時間，也能降低產品生產成

本84。 

3. 內部測詴回饋是市場的領先指標： 

ASUS 執行 Eee PC 專案時，施董事長在華碩內部動員了所有員工、以及員工

                                                 
84

Susumu Ogawa and Frank T. Piller, 「Mit-Reduce the Risk of New Product」, MIT Sloan 

Management Winter 2006 VOL.47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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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進內部市場詴用回饋機制，經過 1000 多名內部顧客使用者的回應，進行

產品修改再造，運用內部顧客讓使用者參與新創產品的執行，使得 Eee PC 一上

市就成為暢銷商品。 

同時，內部詴用的使用者反應，通常都會成為市場回應的領先指標。MIO 每

次做新產品都會發動內部詴用，如資深產品研發經理（PDM）A 先生所說：「內

部詴用產品只要是很難回收，我們對這個產品就很有信心與期望，當時 MIO168

就是一台回收率最低的產品！內部員工都喜歡的產品，通常上市以後反應也都很

熱烈。」MIO 就以內部員工的反應當作產品市場回應的領先指標。 

4. 接受創新想法的能力： 

產品經理體系中應建立一個創新意見的回饋系統平台，礙於許多新創想法因

為組織架構、專案團隊運行因素無法馬上實現，常常馬上就被回絕，或許接受創

新想法的能力，事關培養組織的文化，也和新創產品成功經驗有關，但不跨出這

步，就將永遠停滯不前，至少需要打造一個可以累積創意的地方，讓新想法創意

至少有個去處，才會有新想法的繼續湧出。 

Ex: Acer Monitor 顯示器，2002 年就想過要附視訊，但當時這個想法就被：

要用多少畫素？配多大尺寸面板等細部規格給困住了，當時的宏碁顯示器部門，

無法確定市場上什麼樣規格畫素的視訊才是主流？也無法確定會想要用視訊的

使用者最希望搭配的是幾吋的螢幕？因此就將此想法放棄，沒有執行任何的產品

出產，而在視訊已經成為筆記型電腦和消費者的常用配備之一時，他們仍認為無

法確定要推出多少畫素的視訊配多大尺寸的螢幕，才能符合現在越來越流行的視

訊消費使用者85。 

在開發這個新產品時根本的一個問題是：既然是創新的產品想法，卻使用技

術推力的想法來思考這一個是顧客使用拉力的產品想法，造成原地停滯的情形，

即使當下無法把產品想法成型推入市場，也應該要能把這些想法都累積在一個

Possible Box，等待時機到來，有時只需要一個重量級的產品專案領導者，就可

以帶領團隊，將新想法進一步執行，有了接受創新想法的能力，就有機會組織的

疆界，有機會打造新創產品的成功經驗，突破創新的前端障礙。 

                                                 
85

 摘自 Acer 液晶顯示器資深產品經理 O 先生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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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激勵體制，鼓勵創新 

現在真正的原創創新在台灣企業中，都是人治的，都是由CEO帶頭，如ASUS

施崇堂、MIO 王聖慜、HTC 周永明、童子賢發起 ASUS 皮革機 U 系列想法，由

於必須藉助組織中高層的帶領，在執行長、副總等階級的指導下，才能讓讓極需

跨越組織疆界的創新活動，積極活絡起來。 

然而 CEO 個人的想法和主導能力，縱使可以打破組織隔閡僵局，宣洩出累

積已久的技術實力，進以引發出巨大的創造力量，但離組織體制的制度化仍然很

遙遠，若是組織架構、各部門人員思想不改變，總不能每項創新商品都要由高階

領導者執行，那麼創新速度將很快地趕不上市場變化，現階段的人治創新，不是

長久之計，卻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階段，趁著台灣企業各個優秀的 CEO 執行長現

在站在前線帶領一個又一個的重量型團隊，執行著新創產品的過程中，積極運用

跨組織部門的資源，帶領產品經理接班人近身學習，體驗帶領專案的方式，累積

專案成功的經驗，只有在高階領導者現階段到處驅動帶領創新之時，積極將創新

流程體制化，才能將組織架構成能提供足夠能量永續進行創新產品的型態，如本

研究在以下第三點有關組織架構的建議中所提的「副手文化」：培養有即戰力的

產品經理 PM。 

二、針對專案工作環境下的組織架構： 

1. 徹底發揮功能性組織的功能 

明明是同一個品牌的系列產品，卻常常會出現下一代產品不管怎麼更新，卻

還是不停出現與上一代相同的錯誤 Bug，這對產品品牌的殺傷力很大，會造成消

費者非常強烈的既定列執行項，研究者撰寫本研究前，常常質疑這到底是為什麼

會出現這樣令人難以理解的錯誤，透過第四章個案內容，可以發現這是因為組織

缺乏發揮研發功能性組織功能的關係。 

對負責各個不同產品的產品經理而言，其實不見得知道自己目前所帶領的產

品與哪些產品是上下代的關係，就算知道也和帶領上一代產品的產品經理之間沒

有討論產品規格及定義的管道及習慣，另外，其實產品功能的弱，主要成敗來自

於研發團隊針對各個功能模組進行的研發工作，經驗老到優秀的工程師其研發功

力很強，但卻不一定被分配到哪個產品專案，而相同功能模組的研發工作，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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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同一產品系列進行開發，也不一定是相同的工程師進行研發工作，在研發

工程師研發資源的彈性調度下，研發工程師彼此之間針對獨特議題的互動很少，

都按照自己的個人研發經驗，即時面對不同產品經理分配的研發議題進行研發工

作，因此研發資源沒有辦法專注的共同為一個功能模組創造最優秀的品質，因此

應該給各專業研發團隊，以及各專業研發工程師，包含 RD、SW、HW、EE、

ME、QA、QT 等團隊創造一個專屬的研發環境，徹底發揮研發功能性組織的功

能，讓各個產品需要各不同模組功能時，都能得到專業研發團隊的集體智慧研發

結果，而非分散的使用零星研發力量，造成產品品質的良莠不齊。 

還給專業的研發功能型專家團隊一個完整徹底的研發功能性組織，以功能別

分工執行不同功能模組的持續研發，以免讓多個產品在相同的功能模組下產生相

同的錯誤，同時也極大化企業研發力量，反映在更優秀的產品品質上，創造更優

異的品牌印象，以贏取消費者信心，開拓市場佔有率。 

2. 將產品開發專案的創新程度、產品銷售結果、市場顧客回應與 

產品經理的工作績效連結 

如研究發現八所述，專案經理的工作內容與終端消費者的直接接觸不多；而

專案經理的績效指標又如研究發現九所述，只與專案時程控管、品質規格掌控有

關，因此，專案經理的工作內容接觸不到市場面，績效評估指標也與產品創新程

度、產品銷售結果、市場顧客回應無關，專案經理的工作及評估方式，都無法使

專案經理扮演以產品管理的宏觀角度帶領產品開發的角色，為避免專案經理若入

這樣專案任務性的工作導向中，必須改變專案經理 PM 的工作內容，使其有機會

直接接觸市場，並以分析市場的訊息準確度，進以設計創造出高市場回應的產品

為績效衡量指標，與上述針對新產品開發所提的結論建議之「接受創新想法的能

力」相呼應，若是沒有機制存放新創想法、沒有組織架構上制度的改變，就無法

有機會創造新創產品成功經驗，進而培養組織的創新文化，帶領產品專案的專案

經理也無法達成以經營自有品牌產品、開創新產品、強化品牌印象、開創市場佔

有率的理想，往產品經營管理方向執行品牌經營的產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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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跨專案的知識管理： 

1. 跨專案知識管理的困難與跨組織部門的知識管理相近： 

在原有的 OEM/ODM 業務執行習慣與組織架構下，各階段的功能性工作團隊

在組織中，各踞不同部門一方勢力，產品經理 PM 雖然是一項產品專案的全權管

理者，但在帶領輕量型的工作團隊工作中，欲調度組織內部的資源，工作是相當

艱鉅，產品經理 PM 完全與各部門團隊組織間沒有相互隸屬關係，不隸屬的關係

造成產品經理 PM 在執行資源分配、創造產品的過程中，每當遇到跨組織的調度

工作，都需要花費許多溝通協調力量，由各個產品經理 PM 專注執行溝通平衡的

工作，彼此支援和分享的方式，以及資源平衡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些許衝突難度，

其程度和跨組織部門的知識管理相當接近，除非在產品經理 PM 帶領之上，出現

重量級的 Sponser 領導創造新產品時，跨組織的疆界阻礙能夠稍稍減小。 

2. 以產品家族的角度經營產品專案： 

繼上述研究結論建議二、組織架構建議中 2)PM 角色與績效的評估，若專案

經理 PM 的工作內容改變，使其有機會直接接觸市場，進而以分析市場的訊息準

確度、創造產品的市場反應等等產品面的指標衡量其績效，欲使產品專案的專案

經理也無法達成以經營自有品牌產品、開創新產品、強化品牌印象、開創市場佔

有率的理想，往產品經營管理方向執行品牌 營的產品使命，還需要以產品家族

的角度，來看待產品專案。 

如同上述研究結論建議二、組織架構建議中 1)為研發創造「真空領域」中所

述，對負責各個不同產品的產品經理而言，其實不知道自己目前所帶領的產品與

哪些產品是上下代的關係，也和帶領上一代產品的產品經理之間沒有討論產品規

格及定義的管道及習慣，因此，當改變了產品經理的角色及績效衡量指標後，想

要會讓產品經理 PM 之間的合作過程中，更有一致歸屬感，就必須建立以產品家

族的角度來看待產品專案，讓產品經理彼此之間更積極的互動，並且知道自己負

責的產品是企業中代表何種市場意義的產品，上一代產品在市場上的反應如何，

最受喜愛的功能是什麼、最被詬病的問題又是什麼，而當初負責上一代的產品經

理又是誰，因而可以進一步的更了解自己帶領的產品意義，產品經理彼此之間的

互動也會更頻繁，並且是以產品管理的角度相互討論溝通，能夠突破以前各個專

案間，相互競爭不同資源個體的工作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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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經過深入訪談、紀錄產品開發專案工作流程、瞭解各自有品牌產品組

織實際工作情形後，自撰寫本研究時，仍還有許多未竟之研究領域，期許針對台

灣電子產業聚落這塊產業瑰寶有興趣的後進研究者，繼續以下四項本研究提出之

後續研究建議： 

一、 研究台灣電子廠商 OEM/ODM 的產業經驗對其經營 OBM 業務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處處發現企業在組織架構、團隊文化、人員溝通中，充滿過去經

營代工業務的經驗累積，這些經驗創造了深厚的專案調度能力，也累積了積極的

研發力量，但對轉型品牌業務之後的發展，到底有什麼樣深刻的影響，在本研究

訪談中，從資深專案經理的談話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些許影響及他們對業務轉型

前後的看法，但光靠產品專案經理角度，無法具體看出各個面向的影響，建議後

續研究尚可繼續訪談組織中研發、行銷、業務、採購等各部門，做更深入的研究，

藉由業務轉型過程中，不同組織部門對各自工作的累積優勢、轉變難處進行了

解，可望更近一步瞭解，台灣企業過往經營代工業務的經驗中，最有珍貴價值之

處，提供給業界做為參考。 

二、 台灣電子廠商專案經營管理實務研究。 

本研究針對各個個案不同產品之帶領人，進行九次訪談、以及參加兩次品牌

研討會後，深感各不同公司組織之中，產品開發專案的帶領和執行過程都有其獨

特之處，本研究以專案經理的工作角度，針對產品開發專案就有許多發現及著墨

之處，在撰寫個案過程中，深感研究標的之六個個案在專案代景角度之外，都具

有其獨特值得深入瞭解之部份，礙於篇幅及本研究採多個案的撰寫方式，未能徹

底剖析台灣電子廠商專案經營的管理實務內容，期許若對專案工作實務有強烈興

趣的後進研究者，能夠針對單一個案，訪談更多團隊成員，以更多元深入的角度

探討台灣自有品牌電子產品在單一產品開發過程中，不同於本研究專案經理角度

的各部份細節，以單一個案研究方式，從各專案成員的角度多元切入，紀錄專案

經營的實務經驗，給學界更有價值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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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電子廠商專案經理人管理制度分析、組織分工研究。 

由於本研究針對專案經理 PM 進行訪談，在本研究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各不

同專案經理 PM 的工作內容，依組織及管理制度也截然不同。 

撰寫本研究發現及最後討論中也有出現些許對專案經理 PM 的管理制度的

想法，其實研究者在最初研究發想階段時，曾有針對「產品經理」的研究蒐集文

獻，參考過往對產品經理制度研究文獻，其中有文獻86就是針對產品經理制度面

以及新產品開發與管理活動程序面，為架構將各不同類型產品經理作歸類，其研

究主要結論摘要如下表 6-1： 

表 6-1 資訊產業高科技公司產品經理制度比較 

 產品經理制度（結構面） 

產品導向型產品經理 

重視的是行銷（產品企劃、銷售企劃） 

任務導向型產品經理 

重視的是產品（技術開發、製程

量產）知識 

ODM/OEM 產品適用「任務導向」 

新產品開

發與管理

活動（程

序面） 

開發 「企劃型」產品經理 

資訊硬體產品經理主要是負責擴展產

品線深度、改良產品與降低產品成本

等 

「技術型」產品經理 

ODM 產品 

管理 「市場型」產品經理 

在台灣外商公司多為區域銷售組織的

型態營運（飛利浦除外），涵蓋的產品

價值鏈主要為推廣銷售， 

軟體產品經理主要是為產品重新定位 

「組裝型」產品經理 

資料來源：梅國卿，「高科技公司產品經理制度研究-以資訊產業為例」，1997。 

和本研究撰寫過程中體驗到的情形相比，有許多現在與過往不同之處，期許

後進研究者除了以上述文獻從產品經理的性質歸咎公司的特色角度外，亦可參考

本文各個個案中產品經理帶領產品開發專案過程的紀錄中，繼續實務性、深入的

訪問探討研究，針對台灣累積代工業務，握有實質工藝技術的電子廠商，在發展

自有品牌經營方向下，研究其最適之組織架構調整、產品經理分工方式，同時並

藉以了解產品經理管理人制度與組織分工之間的運作關聯性，提出一些實務建議

給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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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國卿，「高科技公司產品經理制度研究--以資訊產業為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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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電子廠商之產業知識管理，知識定義、分類以及特定知識管理方式：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下，探討知識管理方式的文獻不勝枚舉，但在針對組織內

如何管理知識之前，對各產業、各領域的知識之研究，包含不同知識的定義、知

識的種類、吸收的方式、傳承和累積的方式，都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本研

究參考過的文獻中，知識定義是廣泛的包括 Know How、流程制度 SOP 工作流

程等等，文獻也大致都將所謂的知識，約略地分為內隱、外顯，太過廣泛粗略，

應該有更具體的方式分析不同的內隱知識應如何被區分，如何傳承累積在組織

中，建議後續研究者，若是對純粹知識本質的研究有興趣，可以針對不同產業的

知識往之是本質的意義、傳遞方式部份發展。 

在筆者撰寫本研究過程翻閱之知識管理文獻中，大部分的知識管理研究領域

範圍，大多強調知識管理中，組織對其知識載體及知識傳遞流程的管理，並且都

是針對外顯性的知識，如：文件、技術、流程等標準化的知識做管理。針對難以

管理以及分辨的所謂內隱性知識、專家技藝、Know How 經驗等藝術性知識的研

究和分析少之又少，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於重要的關鍵性技術，是存在於難以輕

易模仿、不可快速替代及難以迅速累積的知識，關於這一方面知識的深入研究和

探討，是知識管理領域中，急需研究投入的部份，更需要精細分工領域的研究者

依據各不同個案的詳細產業背景和企業經驗進一步研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