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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所談之專案管理與知識管理，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經由相關理論、

時事文獻探討後，定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企業在專案工作環境之下，以產

品專案的開發流程、分工溝通、專案團隊組織三方面深入瞭解自有品牌產品的創

造過程，另外著重產品開發與市場的互動，根據市場趨勢及顧客回饋兩方面檢視

自有品牌產品在技術面及行銷面的知識吸收。 

本研究將產品開發流程，以及知識管理程序的觀點切入，以專案管理及知識

管理兩個程序架構來分析消費性電子自有品牌產品的產品專案開發流程，進而深

入專案的產品分工溝通、專案團隊組織、以及專案經理工作，並探討自有品牌產

品專案開發過程中對市場知識，包括顧客回應和市場趨勢的吸收方式，研究架構

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產品專案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分工溝通
‧專案團隊組織

專案工作環境

跨專案知識管理

知識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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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積

知識
擴散

市場知識吸收
‧市場趨勢
‧顧客回饋



 55 

Derivative projects

Platform  

projects

Breakthrough 

projects

Derivative projects

Platform  

projects

Breakthrough 

projects

第二節   研究變項 

根據以上第一節所撰寫之研究架構，本研究探討的兩個構面主要為「產品開

發專案流程」以及「跨專案知識管理程序」，劃分為架構圖中上下兩個框架，分

別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的專案管理以及知識管理部份，架構出兩個程序構面，

以下說明兩個構面的文獻基礎及本研究架構定義，分為「產品開發專案流程」以

及「跨專案知識管理程序」兩構面說明如下： 

壹、 產品開發專案流程 

一、產品開發專案 

研究個案之產品專案，依據 Steven C. Wheelwright and Kim B. Clark (1992)29

分析後所提出的三種產品專案30，分別為突破性產品專案(Breakthrough)、平台性

產品專案(Platform)、衍生性產品專案(Derivative)三種： 

1. 突破性產品專案(Breakthrough)：與相同產品有顯著不同的軟硬體功能牽扯其

中、或是使用全新技術、加入、創造與相同類型產品顯著不同的產品專案。 

2. 平台性產品專案(Platform)：使用主流技術、設計主流規格、產品設計過程中

沒有使用任何市場未試驗過的技術和功能 

3. 衍生性產品專案(Derivative)：完全就是延伸性產品，基於市場已存在產品的

現有功能和技術，做更有效率的進步。 

 

 

 

 

 

 

產品的市場突破程度 

圖 3-2 產品專案分類 

資料來源：整理自 Steven C. Wheelwright and Kim B. Clark 

                                                 
29

 Steven C. Wheelwright and Kim B. Clark, Creating Project Plans to Focus Product Development, 

HBR, April, 1992 
30

 Steven C. Wheelwright and Kim B. Clark 在此篇文章中將專案分為三類五種，除本研究所引用

之產品專案之外，並有研究專案及發展專案二類，其中本研究所提之產品專案有三種（突破、平

台、衍生），另外研究專案和發展專案類別中各有一種，因此專案被分為五種。 

科

技

突

破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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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顯示三種產品專案，依據「產品改變程度(degree of change in the 

product)」及「製程改變程度(degree of change in the manufacturing)」兩個軸面上

的分佈。 

二、個案撰寫架構 

個案分析以 1)產品開發流程、2)產品分工溝通、3)專案團隊組織，三大架構

撰寫，取出研究架構中的產品開發專案部份，將產品開發專案與市場知識的互動

關係繪圖如圖 3-3： 

產品開發專案

顧
客
回
饋

市場趨勢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專案溝通

專案團隊組織

 

圖 3-3 產品開發專案變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研究架構 

1.產品開發流程： 

本研究旨在瞭解自有品牌產品開發專案，其中產品開發流程是雖然各產品個

案實際開發流程細節不盡相同，但都可依本研究將產品開發流程定義區分為：「產

品定義」、「生產協調」、「市場回饋」三大塊。 

在第四章個案撰寫中，依此三大流程區塊，再詳細根據個案訪談第一手資料

撰寫個案實際產品開發流程。 

2.產品分工溝通： 

 產品分工溝通以 Wheelwright(1992)31之「四大上下游互動模式」理論，以

「序列式」及「互動式」兩種溝通方式將互動模式分為四種，分析個案產品專案

                                                 
31

 Steven C. Wheelwright and Kim B. Clark, Revolutionizing Produc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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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發展過程中，上下游之分工溝通方式。 

3.專案團隊組織： 

 產品分工溝通以 Wheelwright(1992)之「四大上下游互動模式」理論，以「序

列式」及「互動式」兩種溝通方式將互動模式分為四種，分析個案產品專案在產

品發展過程中，上下游之分工溝通方式。 

貳、 跨專案知識管理程序 

過往單一專案知識管理 

本研究不同於過往專案管理文獻所探討的單一專案管理從執行前、執行中、

執行後的時程管理、成本管理、績效管理、專案設計等等各項的管理面向文獻，

大多都只以單一專案為研究對象，甚少以多個專案為研究目標，由於一個產品的

創造過程絕不是只靠單一功能性專案就可以達成，鑽研單一專案執行效率固然重

要，但提到目前的企業經營中，專案工作的常態，造成在專案管理環境下，工作

環境中時常同時存在的多個專案，必須靠多個專案之間的分工互動才能累積出一

個產品的創造，因此本研究跳脫過往專案管理的研究，不再只探討單一專案的執

行，而是以一個完整的產品開發流程中，考慮多個專案之間的專案管理及互動。 

結合產品開發流程與知識管理程序的研究架構 

而本研究在知識管理部份，則是將過去通常在探討企業內外部各種內隱性知

識、外顯性知識的辨識、累積、儲存、管理等研究；甚或以知識為企業資產角度，

研究企業如何善用知識管理，使其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發展經營之策略等研究內

容，更微觀具體的以知識管理的程序角度，搭配產品開發的流程，架構出以下跨

專案知識管理程序。  

一、跨專案知識管理程序 

本研究在專案工作環境下，用不同於過往專案管理的單一專案研究，研究單

一產品專案流程中多個功能性專案的知識管理，取知識管理程序理論之四個程序

步驟，應用在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專案流程上，做為本研究之跨專案知識管

理定義。 

分為三個循環階段：一、市場知識吸收；二、專案開發過程中專案開發知識

創造和知識蓄積；三、針對下一新專案之知識擴散。其研究架構方式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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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跨專案知識管理程序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研究架構 

1.市場知識吸收階段：由於研究個案為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專案，因此研究

架構中市場知識分為包含科技規格面的「市場趨勢」及終端消費者使用面的「顧

客回饋」兩部份。市場知識吸收指的是研究之自有品牌消費性電子產品專案個

案，在「市場趨勢」及「顧客回饋」兩方面的吸收機制或方式。 

2.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階段：產品專案的開發過程，是知識創造和知識

蓄積的表現，運用產品專案累積知識將進行產品開發，專案過程中並同時將專案

知識蓄積在文件、流程、專案團隊中。 

3.知識擴散階段：此階段針對企業下一個新專案、新產品的執行和開發，進行知

識傳承擴散的活動，經由產品專案執行團隊完成產品專案過程中，專案經理間的

分享會議、團隊資深工程師累積的個人工作經驗，一一經由新的產品專案團隊成

立而將知識擴散傳承出去。 

呼應本研究產品專案之研究架構，將知識吸收階段之知識管理標的定義為市

場知識32，此階段是產品開發專案的起始，自有品牌產品最終顧客是市場消費

者，產品必須與消費者市場緊緊連結，聽取市場聲音、決定產品定義。 

 

                                                 
32

 呼應研究架構中，之市場知識研究架構變數，如上研究架構變數所述，本研究中市場知識定

義為：市場趨勢及消費者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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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在開發自有品牌產品過程中，如何執行產品開發流

程專案，另外如何吸收市場聲音，並試圖藉由「跨專案知識管理」來瞭解各「產

品開發專案」之間的內部產品知識、以及外部市場顧客回應是如何吸收、創造、

蓄積與擴散作為。因此，本研究採用定性的「個案研究法」，以深度訪談加上次

級資料收集方式輔助，進而分析產品專案執行的真實情況，再依研究問題推導出

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法中的多重個案研究法33，多重個案研究比較方法可以

取得兩種比較驗證結果：一是相似結果（Similar Results），另一則是在可預期的

原因之下取得相反結果（Contrary Results for Predictable Reasons），因此本研究選

取四家台灣有品牌實力的電子代表企業，進行多重個案研究比較方法以期本研究

結果能夠對整體產業或是其他個案具有參考價值的適用性、推廣性。 

第四節   研究流程 

由於研究動機是來自長久以來研究者求學、工作中心得，因此一開始是從生

活周遭環境觀察開始，包括參加的各式研討會、通路觀察以及在歐洲交換學生生

活時，一點一滴累積的產業觀察，確定想要研究品牌產品的開發專案，立定主題

與目的後，獨立閱讀文獻和書籍過程中，常常提出許多問題，包括專案間知識管

理、內隱性知識擴散方式、專案經理制度等等，思考研究問題過程中，出現許多

疑問點，經過研究者假設和歸納出的問題，一一經過指導教授的修正，以及業界

資深專案經理的訪談後，逐一修正原先假設，漸漸歸納出教具體明確的研究範

圍，訂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訂出研究架構以撰寫出個案訪談問題，經由實際訪談各產品專案

PM 的紀錄，進行多個訪談期間，一邊整理撰寫個案，一邊與受訪者請益，瞭解

各專案之間不同情形，進而作初步的個案分析。研究者一開始以終端消費者的顧

                                                 
33依據 Yin（1994）的研究，個案研究法策略中，除多重個案研究法外，另有單一個案研究法，

適合用來推翻之前眾所皆知理論的關鍵個案（Critical Case）、罕見或無法找出夠多案例者

（Extreme Case or Unique Case）、一些前人無機會觀察到的展示型個案（Revelatory Cas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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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角度，透過生活觀察、研討會參與、市場資料首級所做的二手資料累積，加上

訪談的第一手資料紀錄，在經過文獻和研討會的理論與產業時事資料的統整後，

撰寫各個專案，以期可以針對研究初衷發展相關命題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文獻探討與個案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從中試圖並提出結論。流程

及論文結構圖 3-5： 

 

 

 

 

 

 

 

 

 

 

 

 

 

 

 

 

 

 

 

 

圖 3-5  章節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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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 

以專案經理為訪談對象，每個產品個案至少訪談一位專案經理，甚至專案經

理主管，另外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並採訪了與產品專案經理互動頻繁的品牌經

理，訪談對象時間職稱如表 3-1 所列。 

表 3-1 研究個案訪談對象 

自有品牌名稱 研究對象產品專案 受訪者 職稱 受訪時間 

ASUS 

主機板產品 高千涵 行銷專案經理 
2007/09/21 

18:00~20:00 

筆記型電腦產品 張元力 研發專案經理 
2007/11/24 

13:00~17:30 

智慧型手機產品 Peter
34

 研發專案經理 
2007/10/12 

11:00~13:00 

HTC 智慧型手機產品 Kaichun 專案經理 
2007/11/15 

20:00~21:00 

MIO 個人導航產品 

王維中 研發專案經理 
2007/11/10 

10:00~12:00 

卓秋季 資深產品經理 
2007/11/22 

11:00~14:00 

ACER 液晶顯示器產品 

Alicia 專案經理 
2007/10/04 

19:00~22:00 

Fanny 品牌經理 
2007/10/17 

19:00~21:00 

O 先生 資深專案經理 
2007/10/23 

15:00~1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為了瞭解各個個案之產品專案整體流程，主要訪談對象以掌握產品專

案整體流程之產品經理為主，同時並考慮各個案不同的組織分工角色，加入產品

專案流程中，領導其他專案工作階段的專案經理角色，增加訪談對象，豐富第一

手訪談資料，以期個案撰寫之完整性；因產品專案中各研發、行銷階段之工作重

視的產品執行細節不同，輔以不同階段的專案領導角色進行訪談，能夠更真實地

瞭解整體產品專案進行方式。  

                                                 
34

 ASUS 智慧型手機產品專案訪談對象， Peter 在擔任目前研發專案經理一職前，曾經擔任此同

一產品專案之前段行銷專案經理，因此個案訪談過程中，可以瞭解自行銷產品專案經理規劃產品

過程，到研發產品專案經理帶領產品產出之，整體產品專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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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經營自有品牌的台灣電子企業：Acer、ASUS、MIO 和 HTC 四

家公司為研究個案，其中 Acer(宏碁)、ASUS(華碩)一直是台灣電子產業兩大品

牌，自 2003 年起台灣品牌中心第一次舉辦的「十大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35迄

今36，兩家公司持續蟬聯前三名37；HTC(宏達電)則是於最新一次 2007 的研究調

查中首度一躍上榜的品牌公司；另外第四家公司選擇台灣市佔率第一的 GPS 導

航產品品牌，MIO(宇達電通)。 

表 3-2  2006/2007 台灣 10 大國際品牌 

2007 台灣 10 大國際品牌 

排名 

2007（2006） 

品牌 公司 品牌價值 

（億新台幣） 

成長率（%） 

1（2） ASUS 華碩電腦 397.48 13% 

2（1） TREND 

MICRO 

趨勢科技 379.44 3% 

3（3） ACER 宏碁 355.24 25% 

4（-） HTC 宏達電 343.85 - 

5（4） 康師傅 康師傅 241.12 79% 

6（10） D-LINK 友訊科技 115.31 40% 

7（8） ZYXEL 合勤科技 106.77 25% 

8（6） MAXXIS 正新橡膠 102.71 17% 

9（9） JOHNSON 喬山科技 100.35 21% 

10（5） BENQ 明基電通 97.49 -27% 

合計     2239.76 32% 

Source: 工商時報、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STPI）整理，2007/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產品專案研究涵蓋規格制式化產品到新創產品，個案包括液晶顯示器、主

機板、筆記型電腦、導航產品及智慧型手機五種產品，研究個案產品包括：Acer

液晶顯示器、ASUS 主機板、ASUS 筆記型電腦、ASUS 智慧型手機、MIO 導航

產品及 HTC 智慧型手機，進行六個個案研究。 

                                                 
35

 經濟部國貿局主辦、外貿協會執行，評鑑方法依據美國商業週刊全球百大品牌鑑價方式。 
36

 研究期間最新台灣十大國際品牌調查是 2007 年。 
37

 2003~2006 三年來都維持，第一名是趨勢科技、第二名是華碩電腦、第三名是宏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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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四家個案公司均有經營 OEM/ODM 事業的經驗，其中宏碁是 2000 年

正式將代工和品牌分家；華碩在研究撰寫期間（2006 年 11 月到 2008 年 8 月間）

於 2007 年底進行分家事宜，2008 年正式將華碩及百分百持股的和碩分開各自營

運品牌和代工業務；宏達電自 2005 年開始經營自有品牌事業，目前仍維持有部

份的代工事業迄今；宇達電通 Mio 品牌於 2003 年正式上市，隸屬於神達電腦公

司，其他事業部也均有代工業務進行中。 

第六節   研究限制 

一、產品開發個案不代表整體企業經營方式： 

依本研究之微觀方式，深入企業中單一產品的多專案工作環境中，針對多個

專案進行研究，可以發現研究中不同的產品特性，亦會造就不同的產品專案執行

方式，因此根據單一產品個案的專案研究結果，並不代表其個案公司所有產品開

發過程方式，也並不能對整體企業的經營模式一言以蔽之，僅是提供針對此一產

品在其企業組織架構中的開發專案流程進行分析與討論。 

也因此可以開展後續研究，在相同的企業中，不同的事業部門組織體中，各

式不同產品開發專案，在不同的組織架構下，會有什麼不同的專案開發過程。 

二、以產品經理(PM)角度切入： 

本研究個案為產品開發流程專案，因而以產品專案之主要領導者—產品專案

經理為本研究第一手訪談資訊來源，如同上第四節訪談對象表所述，此研究訪談

設計同時也是本研究限制之一，若能訪談更多組成產品開發專案團隊中之其他功

能性專案主要領導者，如研發經理、品牌經理，甚至是負責顧客回饋階段的客服

團隊人員，或許都可以更開闊本研究以產品專案經理為主，對產品開發流程專案

的分析。 

三、個案企業組織改組經營： 

為因應產品自有品牌的發展，專注產品開發，研究個案企業中如華碩、神達、

宏達電，都有在研究進行期間進行企業品牌代工分家、組織改組、甚或專案團隊

重組工作，因此限制了本研究對未來經過改組企業之產品專案的預測，但本研究

個案仍不失為剖析目前電子消費產業中產品專案工作之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