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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頁之製作

中華學術調查網北區調查中心的網頁於三月初已製作完成，目

前正向學校申請網址，預計三月底可正式使用﹔網頁內容共分為下列

幾項﹕

1. 最新消息

2. 設立宗旨

3. 組織架構

4. 參與人員

5. 參考資料

6. 意見交流

7. 網路資源

其中「意見交流」可讓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並提出相關問

題。目前網頁暫放於 http://140.119.143.12，待申請網址核准後，

將有正式網址。

二、面訪員分組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工作分配，依受訪廠商之聯絡地址，劃分成

不同區域，每一區安排督導以負責各區域問卷回收。北區面訪工作共

設 11 位督導，每位督導下面設八至十二位訪員不等，平均每位政大

督導需回收約 188 份有效問卷，輔大 2 位督導共 225 份，致理 1 位督

導需回收北部 100 份有效問卷。



每位督導需管理並掌握其下面所有訪員之面訪進度及狀況，除

了需協助訪員完成問卷、檢查問卷，更要迅速將上下的訊息傳達出

去，讓訪員在第一時間掌握受訪廠商資訊。

北區面訪分組工作於 1 月 4 日完成，並於 1 月 5 日首次訪訓時

通知全體訪員與督導，讓訪員在期末考後能立即開始面訪。參與面訪

之北區訪員與督導如下表所示﹕

【督導】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督導共 11 位

政大 8 位，輔大 2 位，致理 1 位

督導 政治大學 譚聿芯

督導 政治大學 蔡晨瑩

督導 政治大學 王怡靜

督導 政治大學 林若琪

督導 政治大學 張傢鈺

督導 政治大學 邱雅玲

督導 政治大學 李麗君

督導 政治大學 沈旭萍

督導 輔仁大學 胡可瑩

督導 輔仁大學 程于玫

督導 致理技術學院 詹孟宜



【訪員】

原訪員人數共 106 位

政大 82 位，輔大 11 位，致理 13 位

後訪員陸續退出，主要參與面訪工作之訪員共 81 位

政大 61 位，輔大 10 位，致理 10 位

三、問卷印製與寄發

問卷於 1 月 7 日送交印刷廠印製，採紅黑雙色印刷，並將製造業、

服務業、500 人以上企業問卷分成橘、藍、綠三種底色，以方便問卷

回收時分類﹔印製份數約為寄發份數的兩倍，一份寄給廠商，另一份

讓面訪員面訪時使用。1 月 11 日印刷廠送回問卷，利用三個半的工

作天(1/11，1/14，1/15，1/16 )，將所有問卷寄發受訪廠商(共 3780 份)。

郵寄份數與印製份數如下表所示﹕

寄發之問卷，估計北部廠商約三日內收到問卷，中南部廠商平均

於問卷寄發後一週內收到問卷。

問卷顏色寄發份數 印製份數

500 人以上企業綠色 724 1450

製造業 橘色 1511 3050

服務業 藍色 1545 3100

TOTAL 3780 7600



四、訪員訓練

北區訪訓之參與人員為全體參與技術創新調查的督導與訪員；透

過訪員訓練，與會者可以了解整個計畫的目的與計畫的規模、整個組

織的架構；問卷的解說與各產業技術創新的範例，讓訪員清楚知道「技

術創新」的意義，同時，討論時間中，訪員藉由自由發問，提出有疑

問的地方，與教授們的互動，並能更明白技術創新的定義。此外，在

訪員訓練中，也教導訪員在面訪時應注意的各種面訪技巧與細節，以

提升面訪的成功率。

訪訓之內容與安排如下( 訪訓手冊請參考附錄 1 )：

1. 中心簡介

2. 計畫內容說明

3. 問卷內容說明

4. 技術創新之介紹

5. 訪員訪問技巧及注意事項

6. 問題與討論

由於部分訪員在第一次訪訓未能出席，參與首次訪訓後亦有近十

位訪員退出，因此於 1 月 7 日至 1 月 18 日補進新訪員，並於 1 月 19

日舉辦第二次訪訓，參與人員為全體督導與未參加第一次訪訓之訪

員。



北區訪員訓練共舉辦兩次，請見下表所示：

時間 地點 參與人員 參與人數

第一次訪訓 2002/1/05(六)
政治大學商學院
260306 階梯教室

北區全體訪員
與督導 120 人

第二次訪訓 2002/1/19(六)
政治大學商學院

260602 調查研究中心

北區全體督導
及未參與第一
次訪訓之訪員 20 人

五、面訪之進行

北區技術創新調查面訪進行時間自 1 月 21 日起，至目前共進行

七週。每週之進度與成果，於次週週一或週二督導會議時，各督導回

報﹔面訪遇到之狀況與困難，除平日以電話及 Email 聯絡，即時回報

中心外，也會在督導會議中提出，大家共同討論。( 請參考【附錄 2.】

會議紀錄 )

經過七週的面訪調查，我們將訪員們經常遇到的困難點列述如

下﹕

1. 面訪樣本中，許多廠商並無受訪意願，加上電訪時對於技

術創新之解釋不夠深入，許多廠商說有創新，事實上不屬

於技術創新。

2. 部份接受訪問的公司在電訪後兩個月已關廠歇業，或換電

話，有些接受電訪可聯絡的人也已離職，面訪員拿到樣本

時，必需重新訪問，重新寄發問卷並尋找相關人員填寫。

3. 問卷設計困難度高，許多專有名詞讓受訪者較無耐心看

完﹔此外，問卷內容較不適合服務業填寫，關於產品與製

程方面，受訪者很難清楚分別其服務是屬於產品還是製

程﹔訪員將問卷傳真過去後，受訪者看了會覺得不適合填



寫，容易拒訪。

4. 偏遠地方收問卷困難度高(如致理負責新竹地區)，訪員對

當地不熟悉，造成問卷回收的困難﹔年前約好面訪的廠商

問卷回收後，其他未收回的，開學後更難與廠商約面訪時

間。

5. 面訪時間剛好在年終之紀，受訪公司業務繁忙，容易遭拒

訪。此外，多家公司年前電訪聯絡到的受訪者，年後離職

或找不到人，也增加面訪之困難度。

6. 北區的服務業比製造業多，由於服務業多有代理商，進口

貿易等產業，技術創新的比例不高﹔訪員舉了很多技術創

新的例子，解釋的很詳細之後，許多受訪者的反應是「我

們沒有技術創新」。

7. 樣本不足。因為創新與願意接受面訪的比例不高，因此訪

員往往手上的樣本都問完後，仍達不到需繳交之有效問卷

份數。

六、製造與服務業補樣本

為解決面訪員分配的樣本數不足問題，北區於 1/31 日起進行電

訪補樣本，將十一月進行電訪樣本中未能聯絡到的廠商名單再進行一

次電訪。所補之樣本數如下表所示﹕

補樣本數 補製造業 補服務業 總計

政大 401 284 685
輔大 20 23 43

致理 20 30 50

總計 441 337 778



七、問卷登錄

北區問卷回收後之登錄工作，由政治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統一進

行﹔3/4 日(一)起進行至目前共兩週。每日安排 1~2 位同學登錄，平

均登錄速度為三小時 25 份，共需要 210 工作小時，估計之後還需 171

工作小時完成所有問卷登錄工作。以每週 24 工作小時計算，五月初

完成所有問卷登錄工作。

八、面訪調查進度

北區面訪之狀況與樣本使用情形如下表所示﹕

需完成樣本**樣本數
目前完
成數 拒訪

無創
新

無此公司
或聯絡不
到此公司

尚在努
力

500 人以
上企業 511 *511 327 184

製造業 553 961 421 192 192 33 123

服務業 700 1427 304 470 500 42 111

總計 1764 2899 1052 662 692 75 418

＊ 說明﹕原北區分配 500 人以上企業樣本為 520 份，後經訪員電訪調查結果，
下列公司有 11 家由北部調至中南部，有 2 家由中南部調至北部，調整結果北
區 500 人以上企業樣本共 511 筆。

500 人以上企業目前完成數中包括所有狀況(有創新、無創新、拒訪、遷廠、聯
絡不到此公司等)



調動之 500 人以上企業樣本
資料來源 樣本編號 key 號 公司名稱 負責督導
北部 500 BMN63016000115 596689 嘉新食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             中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46000157 637518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01086000012 562625 凱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中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16000111 606266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中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86000236 C98212 台灣金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16000109 WXY173 信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26000136 559949 得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01086000024 373638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46000156 600207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16000122 630693 寶生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北部 500 BMN63086000260 371280 華容股份有限公司                 南部調查研究中心

東南部 500 BSE15556000316 423037 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                北部(亞昀)

東南部 500 BMS12086000354 370556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部(聿芯)

**說明﹕樣本數包含原有樣本與補樣本，分列請見下表﹕

分配樣本數 500 人 製造業 補製造業 服務業 補服務業 樣本 TOTAL 需完成份數

政大 439 495 401 903 284 2522 1448

輔大 35 45 20 160 23 283 225
致理 37 30 20 33 30 150 100

TOTAL 511 570 441 1096 337 2955 1773



附錄 1.北區訪訓手冊

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

北區訪問訓練手冊

委託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處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

計畫主持人：鄭天澤教授

協同主持人：鄭宇庭教授、謝邦昌教授、蘇志雄教授

研究助理﹕江志民、謝鑫能、蔡維欣、李亞昀、林淑敏

執行時間：2001 年 1 月 18 日～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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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

北區訪問訓練程序

時間 課程 負責人 備註

8：30 – 9：00 報到 督導

9：00 – 9：05 貴賓致詞 國科會

9：05 – 9：10 中心簡介 鄭天澤 參考「訪問手冊」

9：10 – 9：20 計劃內容說明 謝邦昌 參考「訪問手冊」

9：20 – 10：20 問卷內容說明 李亞昀 參考「訪問手冊」

10：20 – 10：30 輕鬆一下

10：30 – 11：30 技術創新之介紹
鄭天澤、謝邦昌
鄭宇庭、李亞昀

參考「訪問手冊」

11：30 – 11：45
訪員訪問技巧及

注意事項
鄭宇庭 參考「訪問手冊」

11：45 – 12：00 問題與討論 訪員與督導

12：00 散會



政治大學商學院民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

政大商學院民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正式成立，隸屬於

政大商學院，藉著院裡多位教授在統計調查方面的專業學識及對統計調查品質的

堅持，以及同仁們的努力經營耕耘下，已奠定本中心發展的基礎，成立一年多來，

已累積相當的實務經驗，而專案內容涵蓋了學術性研究及市場行銷策略等不同領

域，以下將本中心之發展特色、專案研究計畫組織列舉如下：

（一） 政大商學院民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之發展特色

（1）嚴謹的調查流程：注重調查的每一環節，並建立標準化的調查流程，以嚴格控制

每一階段的品質。

（2）快速提供資訊：電話訪問所花費的時間較節省，故能在有限的時間完成較多的訪

問，以最快速度完成資料處理，以掌握時效性，快速提供重要資訊，做為決策時

的重要參考依據。

（3）降低訪問誤差：以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進行電話訪問，可以降低以往訪問後人

員再編碼、輸入時的錯誤，可以有效的維持資料的完整性及正確性。

（4）全分方位的調查服務：

l 市場調查：1.企業形象調查  2.產品品牌形象調查  3.產品滿意度調查

4.產品市場佔有率調查   5.顧客西需求度調查

l 傳播調查：1.電子媒體市場佔有率及收視行為調查  

2.平面媒體市場佔有率及閱讀行為調查

l 民意調查：1.政治性議題 2.社會性議題 3.經濟性議題

●  生活調查：1.生活形態調查 2.價值觀調查

(二)  政大商學院民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專案研究計畫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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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摘要
今（九十）年元月召開的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第一議題「國

家科技發展總目標、策略與資源規劃」與第三議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
級」，與會學者專家同時提出技術創新對國家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因此
應即展開「技術創新調查」。

鑑於技術創新調查係以企業（在我國尤其是中小企業）為調查母體，

過去從未嘗試過類似調查，故建議先執行一試辦計劃，該試辦計劃建議

由國科會與經濟部共同執行。國科會為爭取時效，已先行著手「台灣地

區技術創新調查之前期研究」計畫（89 年 12 月到 90 年 7 月），作為試辦

計劃執行前之規劃，目的想先瞭解產業界對技術創新調查的接受性及不

同行業問卷的設計方式。故前期研究完成後，即展開試辦計劃，試辦計

劃以兩年（91-92 年）為期（一年調查，一年分析），由兩部會共同負責。

由於技術創新調查內容牽涉到公司的營運策略與方針，國內企業大

多視同機密，疑慮落入競爭者手中，或遭不當運用。而且企業內部跨部

門性資料，必需由較高層人員或授權才能取得。凡此種種造成企業「拒

訪」原因，必須尋求具公信力的學術研究單位在政府單位監督下進行。

本試辦計畫之目的為彙整收集得來的各項數據資料作初步地統計推

估，針對如各種企業中創新知識的應用與流動情形，中小企業、科技產

業與傳統產業對於技術創新的需求與體認，或是有何種因素阻礙了技術

創新的計畫與活動等等，並參照國際間相關資料，提供政府在制定相關

財經政策時的參考依據。



貳、計畫背景

時值「知識經濟」的時代，政府欲建立「綠色矽島」的願景，且因

應加入 WTO 後國內經濟受到世界各國強力競爭的影響，我國的科技發展

與技術創新如何在國際間保持競爭優勢，值得政府機關及各研究單位共

同來努力及研究。

就知識經濟發展而言，須仰賴知識（技術）的生產、流通與應用，

這些知識包括新知識的創造以及現有知識的新應用。過去幾年間 OECD

認為早期我們重視的研發活動（R&D activities ），歷經三十年（我國也

已舉辦了二十年）的調查與資料分析已相當清楚，但是對於技術及資訊

的流動在個人與個人間、企業間、學術及研究機構間及彼此間的動態創

新過程，尤其是那些幫助或阻礙技術創新的因素，瞭解得並不清楚，這

些正是 OECD 開始談國家創新體系 NI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的起源。

國家創新體系 NIS 的測量與評價著重於知識與資訊流動的四種形

態：1. 企業間的互動、主要共同的研究活動與其他技術性的合作；2. 企

業、大學與公立研究機構間的互動，包括共同研究、共有專利、共同發

表與非正式的聯繫（範圍很廣泛，只有一部分可以用 firm-level innovation 

survey 說明，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技術創新調查）；3. 企業的知識與技術的

傳播，包括企業對新技術的採用率（adoption rate），及透過機器與設備

的傳播（主要是做 firm-level innovation surveys，亦即技術創新調查。）；

4. 人力流動性（personnel mobility），著重於公私立研究單位內部與外部

間的技術人員的流動。藉由這些的流動可表現出企業間高一層次的技術

合作、技術傳播與人力流動的情形。

過去國內也曾做過幾個有關 NIS 的計畫，但因缺乏大規模有系統的調

查（Survey），故沒有足夠的具體數據來作分析，其結果比較傾向於像研究

報告般收集國外資料並說明國外人家做的現況；或是引用幾個產品為例，

詳細說明與那個產品有關的人、資本、經費及創新過程等等。



國科會企劃處一年半前開始利用動態調查工作之餘收集有關人力資

源流動的資料，原本希望能夠先著手科技人力流動指標的建立，但篩檢

目前可用之資料後發現，除非目前人力資源調查及入出境登錄資料能夠

配合，否則零星取得之資料並無代表性，就無法統計分析，徙然無用。

倒是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上述四種流動，無論是技術或資訊

的創新其中最複雜的關鍵均在企業界，只要瞭解及掌握業界的創新活

動，透過企業的投入及產出面，與政府、學術研究機構的關係也多少可

以瞭解一些。所以歐聯自從1991年開始發展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截至目前為止，歐聯已做過兩次 CIS，正在著手準備第三次，

而且根據 Oslo Manual（OECD 對創新調查所建議的規範），對收集得來

的 technological data 作分析與處理，以做國際比較。去年(89 年)年中，

Oslo Manual 的作者 Dr. Keith Smith 來台，並與企劃處王顯達顧問即本研

究計畫案之共同主持人詳談後，建議若擬瞭解創新活動與過程，應即展

開技術創新調查（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rvey, TIS）的準備工作。

有鑑於技術創新調查是調查業界的創新活動，且為使調查結果具有

實用價值，在先期有經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商業司的參與準備前期試

調（Pilot）工作。此外，國科會企劃處於 89 年底由王顧問與同仁赴 OECD

及四個歐聯國家，挪威、法、德、荷，詳細地實地瞭解歐聯的技術創新

調查作業情形。

今（九十）年元月召開的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第一議題「國
家科技發展總目標、策略與資源規劃」與第三議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
級」，與會學者專家同時提出技術創新對國家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因此
應即展開「技術創新調查」。

鑑於技術創新調查係以企業（在我國尤其是中小企業）為調查母體，

過去從未嘗試過類似調查，故先執行「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之前期研究」



計畫（89 年 12 月到 90 年 7 月），作為試辦計劃執行前之規劃，目的想先

瞭解產業界對技術創新調查的接受性及不同行業問卷的設計方式。待前期

研究完成後，即展開試辦計劃，該試辦計劃以兩年（91-92 年）為期一年調

查，一年分析。



參、計畫目的

鑑於技術創新調查對於知識經濟的重要性，且目前國內尚無相關且

完整的資源可供參考，因此本研究計畫的目的乃是擬吸取 OECD 的經

驗，依照其所規劃的工作藍圖，並結合國內目前現有的資源與前期研究

的成果，詳細的規劃及研究適合我國技術創新調查的完整方案。此外，

並透過小規模但全面性的技術創新調查工作，蒐集國內技術創新的資料。

本研究擬先釐清國際間的對於技術創新調查項目及問卷的各種相關

定義與說明，尤其指 OECD，並詳加了解各國技術創新調查的執行過程。

此外，亦結合國內外的資源，重新建立國內相關的智庫與資源，以利全

國性技術創新調查工作規劃之依據，及建立未來相關研究的基礎。

因此本試辦計畫之目的是為將彙整收集得來的各項數據資料作初步

地統計推估，針對如各種企業中創新知識的應用與流動情形，中小企業、

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對於技術創新的需求與體認，或是有何種因素阻礙

了技術創新的計畫與活動等等，並參照國際間相關資料，提供政府在制

定相關財經政策時的參考。

依據前述的衡量技術創新表現及知識經濟產出面之指標並做國際比

較的目的，本試辦計畫中技術創新調查之主要內容先依據 Oslo Manual

（OECD 對技術創新調查所建議的規範）中所建議的調查內容進行調查，

因此本試辦調查規劃了七大方向

(1) 技術創新的目標

(2) 創新的資訊來源

(3) 阻礙創新活動的因素

(4) 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5) 創新的擴大應用

(6) 特殊問題

(7) 企業基本資料。



肆、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計畫擬定計畫執行方案是以國內北、中、南各大學院校校際合作執行為主
要架構，執行方案共分為四大步驟：

一、成立調查網

本計畫預計由一校承辦跨校際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於北、中、南、

東共八所大學（政治、輔仁、致理、東海、高雄、中山、成功、東華）

共同成立「技術創新調查網」，並由國科會企劃處與經濟部技術處專責

監督工作。

北、中、南三地區調查計畫預定由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與高雄大學分

別成立北部、中部與南部調查站，東部地區併入南部調查計畫（站）。

二、調查分工單位

以參與調查網的北中南各大學院校，分別負責北部、中部與南部（涵

蓋東部）地區之技術創新調查工作，訪員則是選自各大學院校的相關系

所學生。

三、資料蒐集與處理

由本計畫承辦之大學院校籌劃專責資料蒐集與處理小組，共分成管

理組、系統組、分析組。管理組負責統籌調查資料蒐集與管理；系統組

負責調查資料庫系統之開發、建立與維護；分析組則負責調查資料之統

計分析。

四、經濟部調查資料交叉分析

本計畫為免重複調查基本資料造成問卷過於冗長及企業拒訪的現象，因

此問卷內容將不詳細調查公司的基本營運狀況（如總營業額、外銷、投資總

額等），僅調查與創新活動有關的部份（如公司合併或關閉狀況、公司創新狀

況、企業 e 化等）。至於公司的基本營運部份的統計分析將委託經濟部，由經

濟部的「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與主計處「工商普查」的調查資料庫作基本

資料的統計分析，並與技術創新調查結果進行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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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階段

本計畫共分六大階段，各階段主要工作項目及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年度調查作業階段（民國 90 年 8 月 1 日～91 年 7 月 31 日）

一、調查準備階段（民國 90 年 8 月～12 月）

在調查準備階段，本計畫預計完成下列工作事項：

1. 調查概況

1.1 調查範圍：台灣地區各企業，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
1.2 調查對象：職務為經理或副總以上的高階主管，或其

授權人員為對象。

1.3調查規模：台灣地區4,000家企業，包括全台製造業與
服務業。

1.4 調查母體：以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與主計
處「工商普查」的企業資料為母體底冊。

1.5 抽樣方法：依照現行我國動態調查資料的行業標準分
類為主，並配合 OECD 行業標準分類（見
附表一），各行業再依大、中、小不同規模
之員工人數分層。為使樣本充份反應母
體，採取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方式，由調查
母體底冊中隨機抽出 4,000 個樣本，其中分
為具有「技術創新」的企業 3,000 家，不具
有「技術創新」的企業 1,000 家。

2. 樣本編冊

根據經濟部最新版本之「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與主計處
「工商普查」的企業資料為母體底冊，以分層比例抽樣法抽取
並整理受調單位的樣本。接著透過電話訪問10,000家公司的篩
選調查，並將企業分成具有「技術創新」（3,000家）與不具有
「技術創新」（1,000家）活動兩部份。

3. 問卷定稿

由國科會企劃處提供，以「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之前期
研究」計畫所擬定的最終問卷為主。



4. 調查方法

4.1篩選調查

由主計處「工商普查」母體共抽一萬家廠商先行接受
篩選調查，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針對1,000家沒有成
功的技術創新的企業以電訪方式完成。再由其中抽出3,000
家有成功的技術創新且願意接受調查的企業進行面訪。北
部約需完成1,420份有效問卷(47.33%)、中部約需完成730
份有效問卷(24.33%)、南（含東）部約需完成850份有效問
卷(28.34%)，共3000份。

4.2 「500人以上」大型企業

企業員工人數在500人以上的企業採普查的方式，並以
「派員訪問」方式進行。

4.3 「有成功技術創新」企業

對於具有成功技術創新企業的部份採先「郵寄問卷」，
再「派員面訪」的方式進行，預計此部份將分三梯次進行，
分成三個時點分批持續進行，於調查期間內，在每一時點
結束時皆進行工作檢討並於下梯次調查期間改進。此外，
配合主計處「工商普查」與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的進度，因此第一批問卷預定在民國91年1月中左右先行寄
發，接著就可派訪員親自到各企業要求面訪。

4.4 「無成功技術創新」企業

對於不具有成功技術創新企業的部份將採取於篩選調
查時的電話訪問直接進行。

5. 發文相關作業

郵寄問卷方面，每份問卷寄出附上致受調單位之公文。並
對各協辦學校，另會附上國科會致協辦單位之公文請其協助辦
理調查事宜。

6. 填卷禮品

填卷禮品由承辦單位選購精美的禮品敬致受調單位以答謝
承辦人及填卷者給予國科會之協助，由面訪人員親自致贈受訪
者，因此只需準備具有成功技術創新的3,000家企業的部份。另
外，因某些企業接受調查人員可能為一人以上，依據過去調查
經驗，禮品實際份數應較受調份數多二成（若以3,000家企業為
受調樣本，禮品預估應購買3,600份）。



二、調查階段（民國 91 年 1 月～91 年 6 月）

1.訪員訓練

包含訪員招募、訪員篩選、訪訓課程規劃、訪訓活動、投
保相關事宜等，本計畫預計於訪問開始前（預定91年1月中旬）
辦理「訪查說明會」與「訪訓活動」，藉以提升訪員素質。根據
前期研究計畫發現，訪員對於調查內容與問卷邏輯結構並非相
當熟悉，因此在訪員訓練時應特別強調此部份，並多舉一些合
理的範例。

2.問卷寄發

2.1 有成功技術創新企業

訪問採先郵寄問卷，再派員面訪的方式進行。其中郵
寄問卷內容包括問卷及公文等。而所有調查工作（包含郵
寄問卷與派員面訪）宜分成三個時點分批持續進行，於調
查期間內，在每一時點結束時皆進行工作檢討並於下批調
查改進，三次共3,000家；第一批問卷為調查員工人數500
人以上的企業，採普查的方式，預定在民國91年1月中左右
先行寄發。

2.2 無成功技術創新企業

以電話訪問方式為主，共1,000家。於篩選調查時直接
進行。

3. 派員訪問

在具有成功技術創新企業部份，每批郵寄問卷後（三個時
點），開始主動進行訪員的面訪，協助企業填寫問卷、回收問卷
並致贈禮品。

4. 回收登錄與問卷檢誤

對於回收之問卷先登錄回收日期及回收狀況，之後即進

行資料登錄，登錄系統設有初步統計檢誤條件，進而再執行

電腦檢誤，對於有問題或變動太大之問卷將再進行人工檢

誤，檢誤過程中如發現任何錯誤，應隨即以電話或傳真方式

取得正確資料。

5. 資料建檔

本計畫之資料登錄系統與調查回收資料，應分階段完成。



三、資料處理與初步統計分析（民國 91 年 5 月～7 月）

1.回收分析處理

本調查應於問卷回收50%時即作初步資料分析以隨時掌握
調查狀況。

2.資料處理

2.1 補未回卷資料－對於未回卷之單位或填答不全者，則
需以電話進行資料的校正，或者依不同情況做適當之
處理。

2.2 對未回卷之新竹科學園區廠商應以園區管理局所提供
之資料進行修正。

2.3 其餘催收多次仍未回卷之廠商則視狀況應予以修正，
否則視為無從事技術創新活動。

3. 檢誤與初步統計推估

抽查與檢誤部分之資料，並作初步地統計推估母體。

4. 完成該年度工作報告及擬定工作作業手冊

第二年度分析作業階段（民國 91 年 8 月 1 日～92 年 7 月 31 日）

四、統計分析（民國 91 年 8 月～民國 92 年 1 月）

1. 統計分析、推估與遺漏數據處理

各種推估方式進行評估，如以統計推估方式處理或其他遺
漏數據處理方法將資料補入。

2. 主計處與經濟部調查資料交叉分析

本計畫為免重複調查基本資料造成問卷過於冗長及企業

拒訪的現象，因此問卷內容將不詳細調查公司的基本營運狀

況。至於公司的基本營運狀況部份的統計分析將委託主計處

與經濟部，由經濟部的「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與主計處「工

商普查」的調查資料庫作基本資料的統計分析，並與技術創

新調查結果進行交叉分析。



3. 建立指標

建立衡量技術創新表現及知識經濟產出面之指標，並做國
際比較。

4. 統計分析報告

製作統計報表、統計圖與分析報告。

五、撰寫調查報告與建檔（民國 92 年 2 月～民國 92 年 6 月）

1. 次級資料蒐集

蒐集相關之次級資料，如國際間曾經執行過技術創新的國
家，其所報導的相關資料。

2. 撰寫詳細調查報告

彙整調查結果、統計分析報告與圖表，撰寫詳細的調查研
究報告。

3. 問卷資料之掃瞄

將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問卷之影像掃瞄。

六、計畫總檢討（民國 92 年 6 月～民國 92 年 7 月）

1.檢討會議

原則上將於本計畫之調查工作及分析工作結束後，分別
針對調查作業與統計分析作業方式、流程等提出檢討與日後
執行之建議。召開時間將視工作進度而定，原則於當年全部
作業結束後召開。

2.作業總檢討

2.1 製作結案報告書：

本計畫之調查與分析工作結束後，應將技術創新調

查之調查作業彙編為報告書。報告書內容為當年作業檢

討與對未來執行方式之建議事項。



2.2 調查結果分析報告書：
在本計畫之調查與分析工作結束後，對調查資料

結果進行描述性說明與分析。
2.3 修改作業方案與手冊：

在本計畫之調查與分析工作結束後，依據調查實
際遇到的問題修改工作作業手冊，並對未來正式的全
國性技術創新調查作業提出完整建議與方案，俾使工
作作業手冊更趨完整。



七、計畫進度甘特圖（Gantt Char t）

第一年度調查階段（90.8.1~91.7.31）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次

工作項目

8.1

↓

8.31

9.1

↓

9.30

10.1

↓

10.31

11.1

↓

11.30

12.1

↓

12.31

1.1

↓

1.31

2.1

↓

2.28

3.1

↓

3.31

4.1

↓

4.30

5.1

↓

5.31

6.1

↓

6.30

7.1

↓

7.31

(一)調查準備階段 *** *** *** *** ***

1.樣本編冊 *** *** *** *** ***

2.問卷定稿 *** ***

3.調查方法規劃 *** *** *** *** ***

4.發文相關作業 *** *** ***

5.填卷禮品購買 *** ***

(二) 調查階段 *** *** *** *** *** ***

1.訪員訓練 ***

2.問卷寄發 *** *** *** ***

3.派員訪問 *** *** *** *** ***

4.回收登錄與問卷檢

誤

*** *** *** *** ***

5.資料檔案建立 *** *** *** ***

(三 ) 資料處理與
初步統計分析

*** *** ***

1.回收分析處理 ***

2.資料處理 *** *** ***

3.再度抽查檢誤與初

步統計推估
*** ***

4.完成該年度工作報

告及擬定工作作業

手冊

*** ***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5 15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95 100



第二年度分析階段（91.8.1~92.7.31）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次

工作項目

8.1

↓

8.31

9.1

↓

9.30

10.1

↓

10.31

11.1

↓

11.30

12.1

↓

12.31

1.1

↓

1.31

2.1

↓

2.28

3.1

↓

3.31

4.1

↓

4.30

5.1

↓

5.31

6.1

↓

6.30

7.1

↓

7.31

(四) 統計分析 *** *** *** *** *** ***

1.統計分析、推估與遺

漏數據處理
*** *** *** *** ***

2.經濟部調查資料交

叉分析
*** *** ***

3.建立指標 *** *** *** ***

4.統計分析報告 *** *** ***

(五)撰寫調查報告
與建檔

*** *** *** *** ***

1.次級資料蒐集 *** *** ***

2.撰寫詳細調查報告 *** *** ***

3.問卷資料之掃瞄 *** *** *** ***

(六)計畫總檢討 *** ***

1.檢討會議 *** ***

2.作業總檢討 *** ***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5 15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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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          
基本定義           

摘錄自 OSLO MANUAL



技術創新之基本定義

由於創新（innovation）的形態涵蓋相當多的不同形式，無法以簡單的定義
來說明，並且簡單的定義也不適用於各種不同的狀況，因此本章將介紹各種不同
形式的創新的明確定義，以及介紹創新活動與所謂的從事創新的企業，並且列舉
一些實例加以說明。

1. TPP 創新

技術性產品與製程創新（technological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TPP 
innovation）指的是在產品與製程方面有技術性的新的或大幅改良的產品與製
程，並且已被實際執行（implemented）。此處所謂的「已執行」（implemented）
係指創新產品（production innovation）已經介紹到市場上，或者指創新製程
（process innovation）已經實際被使用的新製造程序。因此 TPP 創新所牽涉的範
圍涵蓋了一連串的科學、技術、組織上、財務與商業廣告性的活動；而 TPP 創
新企業則是指在調查期間內已經實際執行過新的或大幅改良過的產品與製程的
企業。

創新調查的最基本項目指的是對於企業而言必須是新的（或大幅改良過
的），而並不必要對於全世界而言是最新的產品或製程。

此外，與 TPP 創新的相關活動也必須包含在內。

2. TPP 創新的主要成份
TPP 創新可分成兩個部份「產品」與「製程」（product and process），並可依

照改變（創新）的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級。

2.1 技術性的產品創新（technological product innovation）
定義：「產品」（product）包含貨物與服務（goods and services）。

技術性的產品創新可分成兩種廣義的形式：
l 技術性的新產品（technologically new products）
l 技術性的改良產品（technologically improved products）

技術性的新產品（technologically new products）為在技術的特性上或在未來



預期的使用上與過去製成的產品有顯著的不同，這類的創新本質上牽涉到新技術
的應用，這新技術的應用可以是新技術與目前的技術結合的成果，亦或者是利用
新知識所得到的新技術。

例如：第一顆微處理器與第一台錄影機皆是屬於技術性的新產品，它們的本
質是屬於新技術的應用。而第一台隨身聽則是結合了現有的錄音機與迷你耳機的
技術所發展出的產品，它們則是屬於新技術與目前的技術結合的成果。但不論上
述何種產品皆是屬於過去不曾出現過的全新產品。

技術性的改良產品（technologically improved products）則是指現有產品的表
現（功能）明顯地被增強或升級，比如說透過表現較好的材料使得一個簡單的產
品有了精良的改善，可以是產品功能的表現明顯地增強了或降低成本。或者是一
項涵蓋了許多技術整合而成的複雜的產品，可能是因為其中的一項技術有了明顯
的改善。

在公司內部技術性的改良產品可能有不同等級（主要與次要）的影響，例如
廚具或傢具改用塑膠原料來替代是屬於較高表現元素（higher-performance 
components）的運用；而汽車性能的改良方面，ABS 煞車系統則是屬於許多技術
的整合中的其中一項的改變。

對於某些企業而言，「技術性的新產品」與「技術性的改良產品」間的差異
很難被界定，尤其是在服務業中。

2.2 技術性的製程創新（technological process innovation）

「技術性的製程創新」指的是在製造方法方面與產品運送方法方面採用新的
或大幅改良的技術，這些方法可能也牽涉到設備、生產結構或兩者同時的改變，
此外這些改變可能是導因於新知識。這些新方法可能是預計用來生產或運送新產
品所發展出來的，過去的方法且可能已不適用；另方面，也可能是因為要增加目
前產品的生產與運送的效率而發展出來的方法。

在某些服務業中，製程與產品間的差異常是模糊不清的。舉例來說通訊產業
中的智慧型網路（intelligent network）的製程改變，也可能是屬於新產品的市場，
如電話插播（call waiting）或來電顯示（call display）。其他服務業的例子見 Box 
1。



Box 1 服務業的 TPP 創新範例

機器、設備與生活用品批發
l 建立企業網站，並免費提供產品訊息與各項支援功能給客戶
l 出版消費型錄光碟（compact disc, CD），消費者可透過點選光碟中的圖形做

修改與連結並提供產品訊息與價格
l 新資料處理系統

交通運輸公司
l 全天候以手機服務駕駛，在必要時候通知最便利之行駛路線。
l 新的電子地圖系統，方便駕駛找出最快的行駛路線。
l 引進拖車使用 8 個球形容器（eight globe-shaped containers）取代常用的 4 個

球形容器

郵務與通訊公司（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l 引進數位傳送系統
l 利用自動交換機或較少的傳輸手續簡化電訊網路

銀行業
l 推出智能卡和多功能卡。
l 不需工作人員的新型銀行，完全以電腦作業系統來為客戶服務。
l 銀行電話語音作業系統。
l 表格文件的數位化資料處理，可透過圖形掃描轉換到文字辨識 OCRs（Optical 

Character Readers）。
l 無紙辦公室（paperless back-office），所有文件皆存入電腦中。

軟體諮詢與供應公司
l 開發各種消費者套件，提供給客戶各種協助與支援。
l 推出新的多媒體教育軟體，減少講演人員的需求。
l 以物件導向程式技術開發自動化資料處理的系統。
l 新的計畫管理方法的發展。
l 透過電腦輔助設計（computer-aided design, CAD）開發各種應用軟體。

技術諮詢公司
l 將湖水純化成家庭用水的新方法。
l 提供客戶一種新的「供應控制系統」（supply control system），使客戶能夠檢

查合約中貨物的運送時程。
l 對於建築稠密的地區發展標準的建築工作程序。



廣告與行銷公司
l 透過名單填寫系統軟體（list filling system）將潛在客戶列名成冊，使客戶公

司能夠從其中分析與抽取樣本。
l 直接協助客戶的行銷活動，並可以依據不同的家庭發送廣告傳單。
l 以隨機性的電話訪問方式開發一種控制程序，用來檢查客戶所期望的家庭

（潛在市場）是否確實收到了廣告傳單。
l 提供應用軟體給客戶，使客戶能夠自行從統計資料庫中分析資料。

3. TPP 創新的傳播：學會（研究單位）的新穎（Diffusion of TPP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novelty）

世界級的 TPP 創新（worldwide TPP innovation）發生於最最第一次的新的或
大幅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並且實際被執行過。企業級的創新（Firm-only innovation）
是指發生於一個企業內部新穎技術性地新的或大幅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但在其他
公司或產業卻已經被執行過了。

3.1 最小的涵蓋範圍（Minimum coverage）

此手冊所說的創新的最小涵蓋範圍是“對於公司為新的”。

目前為止所定義的兩種類型的關係可由圖 3 來表示。

傳播過程係指一個企業新的或大幅改良的產品可能為另一企業的新的或大
幅改良的製程，例如商務機器產業的新型電腦對於會計公司而言為技術性的製程
改良，此外會計軟體的使用對於資訊軟體業而言是新產品，但對於會計公司而言
則是全新的製程。

配售（distributive trade）為製程創新。例如批發商引進的剛好在顧客需要時
運送到（提供）貨物（just-in-time）的系統，或零售商用電腦控制庫存。如上所
述的傳播則是需要透過物流業（distributing firm）一些技術性的活動，應被視為
製程創新。



圖 3. 新穎程度與形態及創新的定義

TPP 創新 其他創新 非創新

創新

最大 中等 最小
非創新

世 界 級 新

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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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已經存在於企業中

產品

製造程序
技 術 性 地

新的
運送程序

產品

製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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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性 的

大幅改良
運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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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或 大

幅改良的
純粹組織

產品

製造程序

運送程序非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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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並非

新 穎 或 其

他 建 設 性

的改良
純粹組織

(a) 可以是地區性的，例如一國之中或行政區域的新的

3.2 企業內部的涵蓋範圍
企業可能有主要、次要與補助（ancillary）的活動，如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CEC et al., 1993)所定義。

企業中的創新可能是同時具有主要與次要的生產活動。

例如：資訊硬體公司可能會提供升級的主要程式，但此程式本身為次要產
品；或者是餐廳引進遊樂器的服務，但卻是一個新的服務產品。

因此技術創新可能同時發生在生產程序與（或）企業的產品，亦可能發生於
由採購、銷售、會計、計算或維修部門所支援的補助活動。實務上，在補助的活
動中往往很難去判定何者為產品創新。



補助活動中技術性的製程創新應包含在內。

例如：銷售與財務部門的電腦化應被視為一種 TPP 創新。

4. 企業內部 TPP 創新與其他改變的區別

TPP 創新可由下列方式區別（見圖 3）：
l 組織性的創新（organisational innovation）
l 產品與製程方面的其他改變

4.1 組織性的創新
4.1.1.  涵蓋範圍
企業內部組織性的創新包括：
l 組織結構的顯著改變
l 先進管理技術的實行
l 新的或公司策略方針的實質改變的實行

原則上，結構的改變只在它的產出可測量時才能算是創新，例如生產力或銷
售的增加。在這裡並不強調結構改變在創新與非創新之間的界線，而是要說明結
構改變與 TPP 創新之間的區別。

4.1.2 分界例子：製造業與服務業之組織性的改變
然而企業結構的完全改組卻是屬於“組織性的創新“（organisational 

innovation），生產設備的改編（改組）可視為 TPP 創新。例如：just-in-time（剛
好在顧客需要時提供貨物）系統的引進應為製程創新，因為它對於產品的生產有
直接市場上的影響。

在服務業，只要產出（output）的改變能夠被測量的話，此時改良能力可以
具體表現出組織與例行公事則是應包含在技術性的製程創新當中。例如：品管的
ISO9000 的實行並非屬於 TPP 創新，除非它的結果能夠大幅改善貨物或服務的生
產貨運送過程。

4.2 產品與製程的其他改變
這些改變為：
l 不顯著、非主要或不為相當充分新穎的程度
l 用來成就「其他建設性的改良」，例如此新穎的改變期目的並非直接利用、



或是產品的客觀表現

許多分界例子明顯的屬於這些情況，最後的判斷依據則是反應與（或）人員的改
變並選擇 TPP 創新是否要納入到資料庫中。

4.2.1 排除不顯著或非新穎的改變

a. 終止製程或終止產品的銷售（ceasing to use a process or to market a product）
「停止」做某件事並不屬於 TPP 創新，雖然它仍然改善了公司的表現。例

如：製造電視的公司停止生產或銷售電視的改變並不屬於 TPP 的創新，例如房
地產開發部門或營建商停建退休社區亦不屬於 TPP 的創新。

b. 簡單的資本替換或增加（simple capital replacement or extension）
增購原有型式的設備並非屬於技術性的製程創新。新型式的設備係指可以明

顯改善原有的規格，並非僅僅只是數量的增加或者是名目的改變。例如購買新的
軟體為技術性的製程改良，但軟體升級則不是。

c. 純粹由價格因素所導致的改變（changes resulting purely from changes in factor
prices）

TPP 創新係屬於產品或製程本質上（使用上）的改變，例如相同型式的電腦
若因為晶片價格的下滑而以較低的價格來生產或銷售的話，這種改變並不屬於創
新的範圍。

d. 訂製的生產（custom production）
若某家公司是依據消費者的訂單來生產產品的話並不屬於創新，必須以此產

品是否屬於上述 TPP 創新的定義來衡量。除非生產的產品僅生產一次且與先前
製造的產品有明顯的不同，不然並不能視為技術性的產品創新。

e. 季節性與其他週期性的改變（seasonal and other cyclical changes）
某些產業如服裝業與鞋業，其所提供的商品具有季節性的改變，這種商品則

不屬於技術性的改良，除非這些循環商品在技術上有明顯的改善。例如服裝公司
推出新季的風衣並不算是 TPP 創新，除非多加了風衣的襯裡而改善了風衣的特
性。又例如每年雪季才重新開幕的商店亦不算在內。

f. 產品的變異（product differentiation）
產品的變異屬於次要的技術上或外觀上的修改，其目的只是為了要再擴大部

份市場、或增加產品的銷售範圍、或重新定位產品的屬性。如果這項改變明顯的



影響了產品的表現與特性、或原料的使用、或其中的成份，則也僅能視為一種技
術性的改良產品創新。

例如為了要受到老年人的歡迎而改變飲料的名稱或包裝，或飲料為了要開發
年輕人的市場而與足球隊策略聯盟，皆不算 TPP 創新。

例如汽車或電視這類複雜產品的新型式，如果其改變僅是將原有的舊型式做
些許的改變的話，則是屬於產品的變異。例如汽車的提供了收音機的功能。倘若
在設計上或對於子系統做技術性的改良的話，則可視為一種技術性的改良產品創
新。

4.2.2 TPP 創新與其他建設性的產品改良
技術性創新需要的是產品的表現是很有客觀性的改良，例如要將貨物或商品

直接賣給消費者或家庭，且為了吸引消費者所作的一些改良，且並沒有改變其
“技術“的特性的話，這些改良可能會對於業績有影響，因此可視為創新，但卻
不是「技術創新」。

例如服裝生產的因素為流行的趨勢，因此服裝業會推出最新的顏色與剪裁來
提升競爭力，但顏色與剪裁並沒有改變服裝的基本特性或表現，所以不算是技術
創新。因此服裝業的技術性的產品改良往往指的是紡織業與化工業所用的新原
料。例如防水衣、透氣且防水的登山服裝，皆是屬於技術性的產品創新。

在旅遊業方面，提供線上訂房與資訊服務皆為技術創新，然而若只是提供不
同的套裝行程則不能算在內。對於鐵路運輸業而言，提供電話服務是技術創新，
但僅是改變交通工具的顏色則不算技術創新。

對於我們周遭的事物而言，要維持或改善這些周遭事物雖然重要但不算是
TPP 創新，除非它在產品服務方面、或在製造貨運送的程序方面牽涉到一些明顯
的客觀的改善，才能算是 TPP 創新。例如重上油漆、換地毯、或改變餐廳的風
格皆不能算是 TPP 創新；若是餐廳利用電腦輔助控制點菜單或帳單、或使用微
波爐，則可視為 TPP 創新。

5. TPP 創新活動

TPP 創新活動是所有科學、技術、組織性、財務與商業廣告性的步驟導致技
術性新的或改良的產品與製程，亦包含在新知識的投資（實際或預計）。有些步
驟本身就是創新的活動，有些雖然稱不上是新穎但對於要實行技術創新而言卻是
必需的。



5.1 與實行 TPP 創新的關係

在一段期間內，企業實行 TPP 創新活動可分成三類：
l 成功（successful）：成功地實行完成技術性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
l 退出（abor ted）：由於計畫遭遇困難、由於想法與技術被出售或交易給其他

企業、或由於市場的改變，都有可能使技術性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在實
行完成前終止退出。

l 持續中（ongoing）：工作進度並未實行完成。這類的活動可能會導致特別的
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也或許會有更多擴散的目的，如基礎或一般的技
術性研究。

5.2 TPP 創新活動的元素與涵蓋範圍

創新為一個複雜的過程，而一個企業中的 TPP 活動規模變化卻也相當大。

創新活動可能是在企業內部實行，也可能是由外部資源所取得的貨物、服務
或知識等，所以一個企業可能會需要外部技術，無論是具體或不具體的型式。

下面所列的活動清單並不詳盡，主要目的是解釋哪些活動屬於 TPP 創新。

5.2.1 對企業而言為新的相關知識（的獲得）

a. 研究與實驗發展
研究與實驗發展（研發， R&D）為一項具有創造性的系統工作，其目的在

於增加知識的累積，包含人員、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知識。另方面，研發也是將
累積的知識加以應用的一項工作。（詳細定義見 Frascati Manual）

b. 不具體的技術與技能（technology and know-how）
與實行 TPP 創新相關的外部技術包括：專利權、非專利的發明、證照、技

能（know-how）、商標、樣品、電腦與其他科技服務等，再加上並未在其他地方
分類的套裝軟體。

c. 具體技術的獲得
與企業內部實行技術性的產品或製程創新有關的機器設備，這些機器設備能

夠增進技術性的表現（包含整合型軟體）。



5.2.2 為從事生產的其他準備工作

a. 機械裝備與工業工程（tooling up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用來產生技術上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的改變，包含生產與品管的程序、

方法、標準與相關軟體方面的改變。

b. 工業設計 n.e.c.
計畫與繪製流程圖，其目的為設計流程、專業技術與作業特性。

c. 其他資本的獲得
建築物、機械、工具或設備（與改善技術表現無關）。例如附加的模組或套

裝機器是用來生產與運送技術改良的 CD-ROM 播放器。

d. 生產起始
包含產品或製程的修正、新技術或機器的人員訓練、所有不包含在 R&D 之

內的試驗。

5.2.3 新的或改良產品的行銷
涵蓋技術性新的或改良產品的發表活動，包括：先前的市場研究、市場測試

與分析、發表廣告；但不包括建立行銷通路的創新。

5.3 界線案例

5.3.1 設計
工業設計為 TPP 創新過程的一項精華部份，雖然工業設計與先前所提的機

械裝備與工業工程（tooling up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及生產起始相同，但它
也是產品或製程初步概念中的一部份。

美術設計活動若是用來從事技術性新的或改良產品或製程上，即屬 TPP 創
新；但若是用來從事其他建設性的產品改良時，則不算是 TPP 創新。例如純粹
外觀上的改變，而與客觀的產品表現的改變無關的活動，就不算 TPP 創新。

5.3.2 訓練
若是為了實行技術性新的或改良產品或製程的話，訓練就是 TPP 創新活動；

例如在食品業中為了使員工的生產水準達到一致的訓練，在汽車業為了使行銷經
理能夠了解煞車系統特性的訓練，在企業中為了使職員能夠使用不同 Windows
程式的訓練… … 等等。



企業中訓練不屬於 TPP 創新活動，為若訓練僅是與“組織性的創新 ”或“其
他建設性產品的改良 ”或“不是為了在生產力的專業性改良 ”。例如：新進員工
對公司已有的產品訓練，對管理人員或經理人員等的提升一般能力的訓練，持續
進行的電腦課程與語言課程。

5.3.3 行銷
若是為了實行技術性新的產品或製程的行銷活動，屬於 TPP 創新活動；若

時純粹只是組織性創新的行銷活動，則不屬於 TPP 創新活動，如推銷公司結構
與提升公司形象的活動、其他建設性產品改良中的一部份、維持市場佔有率… 等
活動，都不算是 TPP 創新活動。

5.3.4 資訊軟體
資訊軟體的發展、取得與使用方面大都與 TPP 創新有關。一方面，開發新

的或大幅改良的資訊軟體（商業產品或在家庭中使用的產品）都牽涉到 R&D 與
後 R&D（post-R&D）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許多為了其他 TPP 創新的活動也
都牽涉到資訊軟體的使用、取得。

6. TPP 創新企業
所謂 TPP 創新企業係指在某段調查期間內實行完成技術性新的或大幅改良

的產品或製程（或兩者皆是）的企業，也就是如前面 5.1 節所述的「成功的 TPP
創新活動」的企業。

但不包含在調查期間的終點時，「退出 TPP 創新活動」的企業與「持續中的
TPP 創新活動」的企業。

理論上所有新成立的企業在調查期間內應該都已經實行完成新的產品或製
程，但在實務上卻有幾點建議：

按照慣例，TPP 創新企業為：
l 企業在調查期間的開始就已存在，且已經實行完成技術上新的或改良的產品

或製程。
l 企業在調查期間才新成立：

− 在剛開始投資實行技術上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
− 已經投資實行技術上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



附錄：一些討論的問題
1.【問題】Oslo 手冊中所討論的企業部門主要是指那些？

答：Oslo 手冊裡討論創新主要是針對企業部門，尤其是製造業、建築業、公

用事業（如水、電、瓦斯）及服務業。而到目前為止，針對服務業所做

的創新調查只有個別性的研究，而且通常是試辦調查（非正式的調查），

所以此手冊關於服務業創新調查的建議，不像製造業那麼多。

2.【問題】那些創新並不屬於企業創新的範疇？

答：Oslo 手冊只討論企業創新。而其他如新市場的開發、原料供給新來源的

取得、半成品或者產業重組的創新並不包括在內。

3.【問題】Oslo 手冊中所討論的技術創新指的是什麼？

答：Oslo 手冊只討論全新或顯著改良的產品（包括貨物和服務）及製程。

4.【問題】何謂技術上的產品創新？ 何謂技術上的製程創新？

答：「技術上的產品創新」是指功能改良過的產品，並將之變成商業化的產品，

或者將客觀上全新或改良的服務傳遞給消費者。「技術上的製程創新」則

是指實行（或採用）全新（或顯著改良）的生產方式或運送方法，包括生

產設備、人力資源、工作方法的改變或包含以上三種。

5.【問題】Oslo 手冊中所提及的「大幅改良」與「一般改良」之間最主要的差異

為何？

答：「技術上」的大幅改良與一般改良之間，主要在於該項產品或製程的「功

能特性」的部份，甚至實際業績的影響。舉例來說，企業買賣實體貨物

和服務很容易讓人知道，尤其高科技製造業更是如此，但是，消費性貨

物和服務就比較難懂。我們可以從電腦晶片、電腦、造紙、電腦服務或

商業保險瞭解這些產品那裡有「全新或改良」的特色。但是，義大利菜

（或中國菜）好吃、CD 好聽、領帶或鞋子好看、面霜或家用皂粉好用,

這些「客觀功能特色」如何判斷與量化？消費者是否根據這些「功能特

色」來決定購買？製造商如何界定這類「技術性」新產品？正因為沒有

制式答案，在 Oslo 手冊中，所謂的「技術上的產品創新」非僅指滿足

消費者主觀滿足感的產品（這種判斷來自個人口味、美感判斷、流行、

廣告刺激）。但是，不容否認，這類型的產品改變對某些產業非常重要，

因此（設計、行銷）不屬於 TPP 創新活動。



6.【問題】何謂 TPP 創新的擴大應用？

答：TPP 創新的擴大應用是指 TPP 創新擴散，以市場或非市場管道，從一個

國家流傳到別的國家、地區、市場和企業。沒有擴大應用 TPP 創新，就

沒有經濟效益。在這裡我們所談的創新擴大應用，只針對「企業層次」

的 TPP 創新。如果某企業先採用某種技術，然後在企業其他部門的擴大

應用，不算是 TPP 創新的擴大應用。

在 Oslo 手冊中討論的 TPP 創新的擴大應用，只針對企業來說是具有全

新功能特色的產品或製程，這種方式實際操作起來，會比以前那些把焦

點放在關鍵的技術，以世界或國家層次的研究更好。

7. 【問題】企業的 TPP 創新活動可以分成那些狀態？

答：企業的 TPP 創新活動可能分三種狀態

成功-成功地在企業採用技術上全新（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

失敗-在採用技術上全新（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之前，企業的計劃就

停止。原因包括計畫遭遇困難，相關知識秘訣（ＫＮＯＷ-ＨＯＷ）

轉賣給了其他企業，或是市場已經改變。

進行中-尚在進行中 TPP 創新活動。

8.【問題】在調查期間內我們如何界定受訪企業為 TPP 創新企業？

答：TPP 創新企業必須是在調查期間內，曾採用技術上全新（或顯著改良）

的產品或製程，或者兩者兼有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在這段期間內，必須

有成功的創新活動。從上述我們還可分出「被動」TPP 創新的企業，所

謂「被動」是說企業只是引進一些新機器或新設備所採用的創新技術。

或是，在這段期間剛成立的新企業，不久即引用 TPP 創新，或是成功實

行 TPP 創新（在這裡對市場來說是全新的）。

9.【問題】調查服務業的創新有那些困難的原因呢？

答：困難有：

(1)服務業的創新和製造業不同。服務業的創新通常是「非物質性的」，

所以很難加以申請專利保護。在服務業中，客製化的機會很高。同

時也和發展新服務密切相關。

(2)服務業利用統計方式有許多的不同。例如批發和零售業、航空運輸

業，適用的統計程式已經很完善。除了可以測量這些產業的製程、

投資、價格和財務活動，同時，比較容易區分產業中的創新者與非

創新者制定政策。但是，對於非處理貨物的服務業來說，便派不上

用場。通常這類服務業在經濟貢獻，也會推動技術和社會的變遷很



重要。這類產業包括傳播業、金融業、保險業、房地產、娛樂業和

商業服務。

(3)服務業的規模通常比製造業小、分散。所以須注意樣本調查和產業推

估。不同服務業使用不同的技術、製程和行銷的方式。依市場利用

的技術層次不同。創新、國際貿易化程度不同，對經濟狀況的回應

也不同。

10. 【問題】技術創新的定義？

答：是指技術上的產品與製程創新（TTP，Technological Product and Process）

包括已採用的技術上全新的產品與製程以及有顯著技術改良的產品或

製程。所謂已執行的 TTP 創新，就是指 TTP 創新已經問市（產品創新）

或者已經應用到生產製程（製程創新）。TTP 創新包含一連串與科學、

技術、組織、財務和商業活動。TTP 創新企業是指在調查期間，曾執

行技術上全新（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

這裡最低層次是-產品或製程對該企業來說，是全新的（或是有明顯重

要的改良），不一定是全世界。

11.【問題】技術創新可分為那兩種？

答：技術創新可分為產品和製程兩種：技術上的產品創新、技術上的製程創

新。

12.【問題】技術創新的產品在技術上的特性或用途？

答：技術創新的產品是指該產品在技術上的特性或用途，與之前的產品明顯

不同。這種創新可能徹底翻新技術，也可能是將既有技術帶來的新用途

結合，或者是應用新知識的結果。第一台電腦微處理機及錄音機就是技

術創新的產品的例子，這兩個例子的創新就是牽涉到徹底翻新技術。而

第一台隨身聽則是將既有的錄音機技術與迷你耳機技術結合，也就是將

既有技術應用到新用途。這些例子中的產品在當時都是首次出現。

13.【問題】技術改良的產品在技術上的特性或用途？

答：而技術改良的產品則是指將既有產品的性能予以顯著改良或提升。利用

更高效能的零件或物質後，簡單的產品就能予以改良（所謂的改良是指

讓產品發揮更大的效用或是降低產品成本）。至於內含許多整合技術的

複雜產品，則可改變部分的技術，就可達到改良的目的。技術改良的產

品對企業的影響不一。以塑膠廚具取代金屬廚具便是以更高效能的零件

所進行的技術改良的產品的例子。內含許多技術的複雜產品（例如車子）



可改變部分技術,如加裝 ABS 煞車系統(或其他零件的改良)達到改良的

目的。

14.【問題】部份服務業技術創新創新案例

儀器、設備與供應批發業

‧在網路上設立網頁，提供客戶免費服務項目，例如產品訊息或各種的支援功

能。

‧將新客戶的產品型錄壓在 CD 中。利用數位掃瞄或燒錄圖像在 CD 中，連接到

產品訊息與價目表的作業系統。

‧新的資料處理系統。

運輸業者

‧透過大哥大來分配司機路線，提供客戶更有彈性選擇目的地。

‧利用新的電子圖像系統，提供司機最快的路線，更快速到達顧客。

‧購買八貨櫃的拖車，淘汰四貨櫃拖車。

郵政與通訊業者

‧引進數位傳輸系統

‧簡化通訊網絡。使用自動化的轉接中心，減少通訊網絡轉接的層數。

銀行

‧引進智慧卡與多功能的金融卡。

‧透過電腦終端機，讓客戶能全天使用服務的無人銀行，。

‧客戶在家中透過電話，輕鬆地處理各種交易的電話金融服務。

‧處理表格/文件時使用光學字元讀取機（OCR）淘汰影像掃瞄機。

‧建立「無紙化」的後端辦公室（將所有文件掃瞄入電腦）。

軟體顧問與供應商

‧為不同的顧客設計套裝軟體，提供不同的技術支援或協助。

‧引進新的多媒體軟體應用系統取代老師,作為教育訓練。

‧利用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技術,發展資料自動處理系統。

‧發展新的計畫案管理方式。

‧透過電腦輔助系統（CAD）發展軟體應用程式。

技術顧問諮詢企業



‧開發將湖水淨化成飲用水的新方法。

‧提供顧客新的「貨源控制系統」，讓客戶確保承包商運送的貨符合下單規格。

‧發展一套工地施工標準，以便在建築物高密集區作業（不會損害周圍的建築

物）。

廣告和行銷企業

‧提供潛在顧客名單以及可增補資料的軟體、磁片給客戶，分析抓取資料。

‧幫助客戶宣傳產品,寄發已貼好名條的客戶廣告傳單。

‧設計一套（宣）傳單控制系統，利用電話控制隨機抽樣的顧客，確定是否收到

廣告傳單。

‧提供軟體應用程式，客戶可自己分析資料及統計資料庫。

15.【問題】在擴大應用的過程中，某企業的創新產品可能是另一家企業全新（或

改良）的製程嗎？

答：在擴大應用的過程中，某企業的創新產品可能是另一家企業全

新（或改良）的製程。舉個例子來說，一組性能更強的電腦，

對製造商業機器產業來說，是經技術改良的產品，對使用電腦

的會計事務所來說，卻是全新的製程。對電腦業者來說,內附的

會計軟體系統，是舊產品，就會計事務所來看，是新的製程。

16.【問題】區分服務業與物流業的技術創新

答：貨物處理服務業 / 物流業（批發商、零售商的物流、運送和庫存），在這些

產業中，被擴大應用的創新或改良的產品，其實已經被供貨商先採用了，

根本不具技術上的附加價值。所以，就批發業者、零售商、物流業者或庫

存業者來說，採用這類的全新（或改良）產品，不應該算是技術創新創新。

不過，如果這類業者開始處理一項全新的產品類別，就可視為產品創新。

對電腦企業來說，發展出一新的套裝軟體就是一種技術上的產品創新。而

對負責銷售這套軟體的批發或零售業者來說，這套軟體在產品目錄上雖是

新產品，但是卻不能算是產品創新，除非該批發或零售業者從未銷售過任

何軟體產品。

17.【問題】物流業的技術創新主要是指製程的創新

答：物流業的技術創新創新主要是製程的創新，例如批發業引進即時送貨

系統，或零售業引進電腦控管庫存系統。上述的全新（或改良）的產

品的擴大應用，的確需要物流業者參與某些技術活動，而這種技術活

動就是製程的創新。



18.【問題】製造業和服務業生產或運送過程的組織改變？

答：企業的徹底重組可視為「組織創新」，但是生產設備的重組則是「技術創

新創新」。例如採用「即時系統」（just-in-time systems）就可視為製程創

新，因為採用這套系統直接影響生產。對服務業來說，將組織結構與平

日作業體系的功能將以改良，使產出的結果明顯可測得時，是技術上的

製程創新。或舉個例來說，採用品質標準系統（例如 ISO 9000）不能算

是技術創新創新，除非它對貨物服務的生產或運送過程，有顯著的改善。

19.【問題】單純價格因素變動造成產品售價或製程的生產力有所改變能否算是

創新呢？

答：技術創新創新必須是產品或製程的本質（或使用方式）有所改變。

所以，單純只是價格因素變動造成產品售價或製程的生產力有所改

變，不能算是創新。

舉個例子來說，當電腦晶片價格下降，導致同一套電腦售價更便宜

時，並不是創新。

20.【問題】如果該企業是客製化生產（為顧客量身定做產品），因應顧客訂單需

求，為該顧客製造專門（通常是複雜）的產品時，是否為技術創新？

答：如果該企業是客製化生產（為顧客量身定做產品），因應顧客訂單需求，

為該顧客製造專門（通常是複雜）的產品時，是否為技術創新？就必須

針對每個產品做分析，與以前的產品，有很不同的特色，才是技術上的

產品創新。

21.【問題】某些樣式的產品消失一段時間後，經常又會重新開始流行，這算不

算是創新呢？

答：某些產業會有季節性的改變，例如衣服和鞋襪產業的產品樣式會隨著

流行而改變（參見下表 4.2.2）。某些樣式的產品消失一段時間後，經

常又會重新開始流行，這不算是創新，除非該產品經過明顯技術上的

改良。例如連帽的防風夾克再度流行不算是創新，除非夾克的襯布（舉

例來說）有改良的特色。此外，滑雪用品部每年冬天時重新開張，當

然也不是創新。

22.【問題】產品區隔算是技術上的創新嗎？

答：產品區隔是指將產品做些技術（或美觀）上的修正，成為市場上的新產

品，擴大產品範圍，以及重新定位產品。如果這些修正改變很明顯地影

響產品的功能或屬性，或者改變原料或其中成分，就算是技術上的創新。



將既有的飲料重新命名或重新包裝，使得該產品在年長者群中大受歡

迎，或是將該飲料與足球隊伍相結合，以打進年輕人市場，這些都不是

技術創新創新。

複雜產品（例如車子和電視機）的新款式，和舊款式比起來，如果改變

很小就只能算是產品區隔，例如在車子加裝收音機。如果改變很重大，

例如在零件上使用新技術或有技術上的修正，就是技術上改良的產品創

新。

23.【問題】若改良產品使得產品銷售業績有影響，這樣的產品改良一定是技術

創新嗎？

答：技術的創新必須是產品功能或運送傳達方式有客觀的改良。有些企業

是把貨物或服務直接運送到消費者手上或家中，這些企業或許會在產

品上加以改良，使產品更吸引顧客，但是這些產品在「技術上」的特

色卻沒有改變。這些改良對產品的銷售業績有影響，但是卻不是技術

創新。

舉例來說，服飾製造業的改變，主要是因為流行趨勢。對服飾業來說，

採用最新流行的色彩與剪裁是競爭力的主要關鍵。但是，色彩和剪裁

並沒有改變衣服的功能或主要特質，例如使身體保暖、好穿、易清洗。

這類產業的技術改變，如紡織業（或是先前的化學業）使用新的紡織

材料製成衣服。例如隨洗隨乾的襯衫、透氣式防水登山裝就是技術上

的產品創新。旅遊業使用網路訂票和資訊服務就是技術上的創新，提

供新旅遊主題的套裝行程卻不是。在火車上提供電話服務也是技術上

的創新，而改變火車的圖案顏色卻不是。

在某些產業中，對四周環境其所販售的服務非常重要。維護或改善這

些環境不是技術創新創新，除非會使其服務或傳遞服務的過程有顯著

且「具體」可測量的改善。例如，餐廳重新粉刷、重鋪地毯或徹底改

變風格並不是技術創新創新，但是，引進電腦控制的訂餐及付帳系統，

或是開始採用微波爐烹調食物就是技術創新創新。

24.【問題】藝術設計活動在何種情形之下算是技術創新活動，那種情形之下不

屬於技術創新活動？

答：如果將藝術設計應用在技術上全新（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中，那麼，

藝術設計活動就是技術創新活動。但是，如果是其他創意性的產品改



良，例如單純只是為了改善產品外觀，而對產品功能沒有客觀的改變，

那麼，這種藝術設計活動就不是技術創新活動。

25.【問題】企業內員工受訓在何種情形之下算是技術創新活動，那種情形之下

不屬於技術創新活動？

答：採用技術上全新（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時必須進行訓練活動，這種訓練就

是技術創新的創新活動。例如為了讓食品工廠裡的工人能辨認優酪乳的濃

稠度、讓行銷經理瞭解新款車型的改良式煞車系統的特色，以便上市發表

活動，或者在企業採用了以視窗為基礎的電腦網路後，要讓員工能使用不

同的視窗軟體，所進形的訓練就是技術創新活動。

26.【問題】行銷活動在何種情形之下算是技術創新活動，那種情形之下不屬於

技術創新活動？

答：採用技術上全新（或改良）的產品（或者全新製程）時，必須有的行銷活動，

這種行銷就是技術創新的創新活動。如果該行銷活動只是為了組織創新（例

如提昇企業新組織架構與企業形象的系列活動），或者只是其他創意性產品

改良的一部分（例如讓春季服飾亮相），或是為了讓沒有改變的產品維持一

定的市場佔有率（例如皂粉），這樣的行銷活動就不是技術創新創新活動。

27.一些技術創新的實例

(1)產品創新（貨物或服務）

〔範例〕1.改變商品的原料材質

        2.推出符合具有環保或生態概念的產品

        3.晶片卡的使用

        4.客戶資料卡系統

        5.電話語音服務

        6.電子銀行與電子保險

        7.網路相關服務與電子商務（若僅只是提供訊息而沒有提供線上服

務的話，則不屬於創新）

(2) 製程創新

〔範例〕1.改善接受訂單方法

        2.追蹤運送的貨物

        3.結合通訊技術與運輸系統

        4.使用條碼系統

        5.資料的光學處理



         6.專家系統

         7.引進製程或設備所需的軟體

         8.軟體工具的使用或開發

         9.第一次使用 CAD/CAE

         10.直接與新的或改良的製程相關的 ISO 認證

(3)製造業的技術創新

a：產品方面

- 具有符合環保及生態概念的產品

- 新的或二手產品提供終身保固服務

- 商品原料材質的改變，如「透氣」紡織原料

- 防水衣物

- 在生命科學領域，使用生物工程製造產品

- 推出晶片卡

- 汽車（運輸工具）使用無線數據通信系統

- 低污染的運輸工具（如：3,000C.C.汽車、天然瓦斯公車）

- 汽車加裝電子穩定程式（electronic stabilization program, ESP）

- 為特殊印表機而推出專用紙

- 新式的船隻推進器

- 氣體絕緣的高壓電線

- 遠端維修系統

- 通訊產品使用的陶瓷微波與表面波的濾波器

b：製程方面

- 列印程序的數位化

- 新的木材切割刀具系統

- 新的除水裝置

- 以排煙感測器測量燃煙粒子

- 利用不同原料製造酸（acid）的新程序

- 電子票據交換系統

- 新的電腦輔助設計(CAD)系統

- 新的配送資訊系統

- 以電腦輔助方法來開發產品

- 為零件最適化而推出有限元素模擬程式

- 製造業的電子商務（如：與 Bank 合作提供製造業個人服務、電子購物）

- 建立消費者與製造者直接溝通管道機制



「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訪員須知

一、訪問員須知

1.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是台灣地區各企業，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

2.訪問員應遵照督導員及指導員之指導，依照本調查實施計畫與有關規定，辦理

實地訪問工作。

3.訪問員必須參加講習會，對於問卷之內容、項目、意義與範圍等均應徹底瞭解，

尤其要熟記問卷之填寫方法，才能蒐集可靠的資料，以達成本次調查預定之目

的。

4.訪問員於執行訪問任務時，對於相關事項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給與本次調查

無關之人員。

5.訪問員進行訪問時，態度應該是親切和藹，清楚說明並輕鬆回應。不可態度傲

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6.訪問員於執行訪問任務時，應配戴有關訪問工作人員識別證。

7.訪問員要對受訪者詳細說明：『本次調查針對如各種企業中創新知識的應用與

流動情形，中小企業、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對於技術創新的需求與體認，或是

有何種因素阻礙了技術創新的計畫與活動等等，並參照國際間相關資料，提供

政府在制定相關財經政策時的參考。』才能消除受訪者之疑慮或恐懼，而樂於

合作接受訪問。

8.訪問員應確實依照樣本名冊進行訪問，不得任意放棄或替換，以免影響調查結

果之準確度。訪問員如果遇到拒訪的情形，應隨時向督導報告，並由督導決

定是否提供替換樣本。

9.訪問員遇有疑問或困難時，應立即報告督導員洽商解決。至少每星期和督導

聯絡一次，報告進度和疑難問題，且每星期一次將完成的問卷送交督導。

10.訪問員應在實地訪問以前，與督導共同研擬出每星期的工作量進度表，並調

配時間以控制調查進度。

11.問卷填寫完畢之後應立即詳細審核，各項內容如有遺漏或互相矛盾之處，應

當場設法立即補充或更正。

12.問卷經督導或執行單位審核後，認為有追訪必要的時候，仍應由原訪問員負

責追訪，不得藉故拖延，否則該份問卷將不支付訪問費。

13.實地訪問工作必須在限定期間內辦理完成。

14.訪問員於實地訪問工作結束後，依規定報領訪問費。

15.訪問員在調查未完成前，無正當理由，不得提前離職。



16.督導將隨機抽查每位訪問員百分之二十的問卷，並在抽中的每一份問卷內隨

機抽取四題，以電話進行再問複查。每一份問卷若發現有一個以上的答案錯

誤，則該問卷將百分之百全部複查。全查的原問卷視同廢卷，將不支付訪員

訪問費。若全查比率超過該位訪問員工作量的五分之一，則該訪問員的問卷

將百分之百再問複查，且將不支付該訪問員任何訪問費。

17.訪問員若不依規定執行實地訪問工作，而有資料造假情形，一經查證屬實，

將停發該訪問員所有訪問費。若有已發給之訪問費將予以追繳，並依規定議

處。

二、督導員須知

1.督導員需參加講習會，徹底瞭解本調查之目的、內容、方法及有關計畫與規定，

才可以隨時解決訪問員遭遇到的疑難問題。

2.訪問員於實地訪問中發生疑難問題時，督導員應予協助解決或召開調查工作檢

討會。如遭遇特殊問題不能自行解決，應立即向計畫主持人聯絡處理。

3.督導員對於相關事項應守祕密，不得洩漏給與本訪查無關之人員。

4.督導員接到訪問員報告遇到拒訪的情形時，應嘗試說服訪問對象。無法說服

時，再由督導員決定是否提供訪問員替換樣本。

5.問卷經審核後，遇有疑問或錯誤應發還原訪問員負責追訪，更正或註明原因。

6.督導員於實地訪問工作結束後，將各訪問員應領取訪問費分別統計，並將各訪

問員所填領據收齊，彙送計畫主持人以便發放訪問費。

7.訪問員領取調查相關資料（如紀念品、問卷等）時，督導員應負責填寫領用清

冊。督導員於訪問員無法執行實地訪問工作時，應確實收回所有相關資料。

三、訪問員自我介紹

先生（小姐）您好：

我叫○○○，是政治大學統計系的訪問員，這是我的識別證。我們接受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委託，正在舉辦一項『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的

訪問。本次調查針對如各種企業中創新知識的應用與流動情形，中小企業、科技

產業與傳統產業對於技術創新的需求與體認，或是有何種因素阻礙了技術創新的

計畫與活動等等，並參照國際間相關資料，提供政府在制定相關財經政策時的參

考。同時為了表示謝意，我們有一份小禮物要送給您，以謝謝您的合作和協助！



「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訪員訪問技巧

壹、訪問前的準備事項

一、工具
    問卷、樣本表、禮物、禮物簽收表。
    文具：原子筆、簽字筆或鉛筆。

證件：學生證、身份證、名牌。

    出門前再檢查一下，這些東西與你的訪問成功與否，都有絕對的關連。

二、儀容
訪員的形象非常重要，雙方在接觸最初三十秒的印象，對受訪者的合作意
願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外表很重要。有個簡單的原則：你不可以太怪異，
你也不必太討好，只要充份顯示學生的特質，就是上上策。因此：
1、衣著：簡樸、整齊為原則，不要穿得太隨便或太暴露，不要戴有色眼鏡。

（太陽太大？到了受訪者的家門前把墨鏡摘下來。）
2、髮飾：男士刮淨鬍子，女生不要濃粧。

三、交通
事先詳細研究（瞭解）訪問地區，不妨自己先訂出訪問路線，以免徒勞往
返，浪費時間。

四、熟讀問卷
除了在訪訓中的練習外，請你先自行在家以國語或台語逐字詳讀問卷，並且
試著訪問自己看看，將疑問釋清後，才開始進行訪問。如果能與家人練習一
番尤佳。這個準備工作對於正式訪問的進行會有極大的幫助，熟練的讀題除
了有助於受訪者作答、避免出錯外，也可以增加自信，並塑造出的專業形象。
若對問卷遇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地區督導協助解決。

五、選定訪問的時間
訪員可事先與受訪公司聯絡，選定適當時機訪問。



貳、展開訪問工作

一、如何取得受訪者的信任

1、 有禮貌的按門鈴，並向開門者說明：「您好，我們是國立政治大學統計
系的訪員，我們來訪問某某（先生／女士）。我們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的委託，正在舉辦一項『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的訪
問。本次調查針對如各種企業中創新知識的應用與流動情形，中小企
業、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對於技術創新的需求與體認，或是有何種因素
阻礙了技術創新的計畫與活動等等，並參照國際間相關資料，提供政府
在制定相關財經政策時的參考。同時為了表示謝意，我們有一份小禮物
要送給您，以謝謝您的合作和協助！」並出示自己的名牌，必要時，將
學生證一併出示，以取得受訪者的信任。

2、 不要害怕，要顯得很有自信的樣子。任何猶豫的姿態都可能影響對方回
答的意願。

3、 「你們是那裏派來的？」──訪員請明確地告訴受訪者，這個研究計畫
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的學術研究。

4、 確定受訪者就是你的樣本名冊上的人。名冊上提供了受訪者一些基本的
資料，可以做為線索。

二、訪問中常會碰到的情況

1、 受訪者質疑為什麼要問某些問題時，可以向他強調這是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在未來提供政府在制定相關財經政策時的參考，說明將來不會公
開公司意見。

2、 受訪者批評問卷－可向他解釋這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設計的問卷，
但如果解釋不被信賴時，也不要激怒對方或出言不遜。必要時，可以說：
「謝謝您的意見，我們可以把您的意見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反映，
做為以後修正的參考。」



＊ 切記:

絕對要作的事：
*要溫和有禮加上有耐性。
*訪員要親自執行訪問，不可由別人代勞。
*要逐題確定問卷是否完成作答。
*須依訪訓講解方式來進行訪問。
*受訪者如離題過久，應設法將其引回問卷的主題上。
*勾選要清楚，不要跨越選項。
*要在問卷上空白處記下所有特殊的事、意見。

絕對不可以做的事：
*不可以由其他沒受過訪訓之同學或親友代為訪問。
*不可以代受訪者選擇答案。
*不要對受訪者的意見表示任何的評論或看法，以免影響其答案。

三、訪問結束時

1. 訪問完畢後，請當場核對有無遺漏或矛盾的地方，遇有上述情形，應立
即請受訪者補答或解釋。

2. 不要忘記致贈受訪者禮物。
3. 訪問結束時，應儘可能取得受訪者之電話，以利複訪或複查工作。

四、訪問完回家後

1. 問畢當晚，請再仔細核對問卷有無遺漏及矛盾地方，如發現遺
漏或矛盾，請儘可能再當面或以電話請求該受訪者補充或解釋。

2. 如發現問卷有重大問題，無法自行解決，請即與地區督導或專
任助理聯絡，請其協助解決。

3. 訪問工作之完成及訪問費之發放，以地區督導或研究助理複查
完畢，認定問卷無誤者為準。

「台灣地區技術創新調查試辦計畫」訪員注意事項



壹、訪問前
一、訪員訓練結束後，留在原地向各區督導員領取訪員資料，同時約定每星

期交回成功問卷時間。問卷領取份數為分配樣本數再多加一份，禮物份
數為分配樣本多加一份。

二、問卷訪問日期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日。

貳、訪問進行中
一、有任何問題隨時與各區督導員或中心聯絡。
二、禮物請送給訪問成功的受訪者。
三、中途退出訪問工作者，必須於二月八日前通知各區督導或中心，並將問

卷及禮物退回，以免延誤候補事宜，若未及時將問卷及禮物送回，需賠
償一切損失。

四、各區督導員將定期與各訪員聯絡，在訪問期間內訪問成功之問卷，請交
給各區督導員。繳交前，請將樣本彙整表填妥。

參、訪問結束後
一、全部訪問工作結束之後，請交回訪問資料、樣本彙整表、禮物簽收表。
二、回收樣本彙整表時間：二月二十一日。

時間、地點：請於各區督導員協商。

肆、訪員費
一、中途退出者依率不得享有失敗問卷之交通補助費。
二、訪問費於成功及失敗問卷均複查後，再以信函通知領取。凡有舞弊行為

者，一律不發給訪問費，且追繳舞弊份數之禮物。舞弊行為之定義如下：
1、非訪問指定之公司受訪者
2、未訪問受訪者，由訪員自行作答者
3、委託未受訪員訓練者代訪
4、問卷資料、訪問情形填寫不確實
5、未送禮物給受訪者
6、非以對談方式進行訪問，將問卷交由受訪者以郵寄、電話方式訪問
7、其他違反訪員訓練規定事項者

三、訪問成功問卷 200 元，訪問失敗每份 30 元。失敗問卷除特定情形外，
必須經三訪的程序，否則不予核發訪問失敗費用。



通訊錄

姓名 區別 電話

計畫主持人鄭天澤 (O) 29393091~81009 行動 0921122176

協同主持人鄭宇庭 (O) 29393091~81255 行動 0920601419

協同主持人謝邦昌 (O) 29087228 行動 0932068389

協同主持人蘇志雄 (O)02-22576167ext283 行動 0922583736

研究助理 江志民 (O)02-23630231ext2456 行動 0939-014-955

研究助理 謝鑫能 (O) 02-23630231ext2730 行動 0922-906-553

研究助理 蔡維欣 行動 0937864422

研究助理 李亞昀 (O)2939-3091~86052 行動 0921-201-655

研究助理 林淑敏 行動 0938-980-506

督導 蔡晨瑩 (H) 29891769 行動 0920273303

督導 王怡靜 (H) 29138676 行動 0919373037

督導 林若琪 (H) 27532963 行動 0919318859

督導 張傢鈺 (H) 22397458 行動 0953306577

督導 邱雅玲 行動 0921-240-075

督導 李麗君 (H)2249-6585 行動 0919-310-128

督導 譚聿芯 行動 0968-060-021

督導 沈旭萍 行動 0918-281-817

督導 陳乃橋 行動 0937-844-106

督導 葉冠岑 行動 0953-530-650



附錄2.北區督導會議紀錄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

時間﹕2002/01/29(二) 12:10~15:00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 260602 室調查研究中心

參與人員﹕李亞昀、蔡晨瑩、王怡靜、譚聿芯、林若琪、張傢鈺、李

麗君、邱雅玲、沈旭萍、程于玫、胡可瑩、李青璇

會議紀錄﹕胡可瑩

督導可看來電紀錄表，得知自己訪員所負責公司的來電狀況，查看完

即在資料前打勾，有什麼狀況儘快回報

目前樣本不夠，會再找電訪員抽有技術創新的公司樣本，若訪員無法

完成，則督導需負責完成

有創新一定要送禮品，無創新若對方花很多時間填寫，禮貌上也應贈

送禮品﹔若短時間內答完，又無創新，則不送。

北部樣本共 1773，目前回收及完成狀況如下﹕

學校 目前督導已收回

樣本

其中有效問卷

政大 57 22

輔大 24 6

致理 4 ﹖

問卷回收率 5%，有效問卷僅占 1773 中的 1.69%

訪員退出 22 人，補進 10 人，

不積極的訪員要換掉

問題與討論﹕

致理﹕

1. 公司過年後才有時間回答問卷

2. 需要 Email 或傳真問卷

3. 創新時間不同，所以在此份問卷上都填否



4. 地區偏遠，難找

5. 問卷看不懂，很難填寫，需訪員親自輔導

輔大﹕

1. 有需要寄英文檔案的問卷才填

2. 訪員所做的幾乎都是小公司，創新的少，拒訪高

政大﹕

1. 無收到問卷，問卷不會填寫

2. 訪員很多都不做

3. 500 人以上大公司，層級多，所以問卷幾乎都被丟掉，用傳真的

會比較好

4. 先引導為有創新的問卷再催受訪者回收問卷

5. 未收到問卷需先確定公司地址與收件人

6. 用傳真比用 Email 方便，公司填寫率也較高

7. 訪員受壓能力太低

8. 如何防止訪員一直退出

問卷問題討論﹕

1. 電子商務﹕若有在網路上銷售，表示銷售方式之改變，… 技術創

新﹔對服務業而言，即製程改變

但若只放資訊在網站上，沒有電子商務，則不包括在內

製造業把東西放在網站上銷售… .製程創新

運送貨物的方式創新，也是製程創新

2. 服務業製程… .如﹕飯店廚房做菜，就有製程。而提供的訂房服務

等等，就是產品

3. 第三與第四題無關聯，為獨立性題目

4. 若前面一製三題都選否，第四題就勾嚴重延遲，因故終止是有創

新，有技術創新第四題才可以都勾否

5. 第五題太牽涉內部，不想回答，若問卷完成率達 90%~95%，仍為

有效，且第五題在 89年已沒錢，可都勾否，但要註明 88年或其他年

間的花費及百分比

6. 報社創新﹕如印刷、排版、軟體、再生紙、電子報



7. 銀行有跟別家銀行做聯名卡… 技術創新

8. 第六頁 11.3b﹕專利若算不出來，則寫無法估計

9. 第二頁 1.3 若只還在創新階段，則百分比填 0，算技術創新活動

10. 公司只有設計，產品外包… 產品創新

11. OEM 算技術創新

12. 拒訪;… .30 元

13. 去公司… 無效 100 元以上

14. 樣本數不夠

15. 少宜蘭、松山、板橋、桃園、蘆竹、基隆、大安、面訪完即馬上

電訪，如有問題才可儘快解決

訪員退訪問題﹕

致理﹕無退，目前共 14 位訪員，1位督導

輔大﹕10 位訪員，無退，但林口、五股兩地無人做，少 20 份

政大﹕若琪﹕簡鈴衿..桃園，20 份

            游東璋..大安

            簡華儀..中正

補薛雋彥，中正區

麗君﹕郭文盈… 萬華

      陳貞妙… 新莊

    萬華補梁昭銘

    新莊補李呈華

晨瑩﹕蘆洲… 陳聖元

      宜蘭… 楊雅媛

蘆洲補王信傑(也不做了)

傢鈺﹕胡世謙..中山..補戴鸞瑋(0.5 份)

      陳俊嘉..補王嘉玲

      鄒曼君..補陳秋媚



雅玲﹕林資程..松山… 補古惠瑜(也不做了)

      張耀洲..松山

      黃靜文..板橋

旭萍﹕方梅姿..大安

      黃詠晶..大安

      何志傑、何尚偉、曾可為

補進簡憶汶(一人做兩人份)，溫祝羚

怡靜﹕黃雋..桃園… 補洪一平

曾冠榮、廖俊凱..蘆竹..陳聖元，吳蕙馨(也不做了)

謝蔚錚… 基隆..22 份

陳依佩… 江華銘..這兩個有危險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會議紀錄】

第二次會議

時間﹕2002/02/05(二) 12:10~15:00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 260602 室調查研究中心

參與人員﹕李亞昀、蔡晨瑩、王怡靜、譚聿芯、林若琪、張傢鈺、李麗君、邱雅玲、沈旭萍、程于

玫、胡可瑩、李青璇

會議紀錄﹕胡可瑩

【問題討論】

一、已傳真過去，但沒收到

1. 首先有創新且確定會寫問卷的才傳真

2. 傳真應照日期傳

3. 加強電訪，否則面訪會比之前的難跑，要在傳真後，確定對方有收到，並口頭詢

問對方何時會回覆，將結果寫在紀錄表上。每天會將各紀錄表分區整理在一起拿給督

導，讓督導可以掌握訪問狀況﹔若對方還是沒有回覆，可照上面的紀錄詢問。

4. 每天會固定專門工讀生傳真，並將紀錄確實做好

二、有訪員退出

輔大：

加 3個訪員

      有一個退地區，補板橋，泰山，新莊樣本

致理：

退一個訪員陳冠文，無加訪員，補竹東，新竹市

政大：

若琪：補一個石奕柔-à桃園，補中正,樹林樣本

            郭雅玲退 1/2(7 個樣本)，須再找一個訪員

      晨瑩：補吳宜靜，補內湖蘆洲樣本

      傢鈺：退戴其云



     旭萍：補簡億汶替方梅姿、黃詠晶

     怡靜：陳依佩（桃園大溪、龍潭），李順傳消失

補五股、桃園、平鎮、龜山樣本，有找電訪員打電話給公司，但傳真過去沒有公司回

傳，且樣本有創新的不多，目前五股狀況比較好

     聿芯：退賴耐嘉（大同區），補吳敏通，補新店、大同區樣本

     麗君：補中和服務業樣本

    雅玲：補松山區樣本

【回收狀況】

政大-

傢鈺：成功 55   失敗 9

晨瑩：成功 29   失敗 12

雅玲：成功 16   失敗 13

聿芯：成功 25    失敗 4

麗君：成功 19    失敗 8

怡靜：成功 16    失敗 6

若琪：成功 20    失敗 8

旭萍﹕成功 20 幾 失敗個位數字

輔大- 成功 13   失敗 4

致理- 共 14 份

總計共收到 227 份有效問卷

需收 1774 份

【結論】

＊ 督導回收樣本檢查完了以後要交給亞昀再檢查一次，至星期五為止，所有

訪員的進度及狀況要知道。

＊ 目前服務業有八成無創新

＊ 無效問卷=有訪問但無創新

＊ 若琪：訪員認為時間不夠，覺得問卷做不完，而目前應已補不到訪員來做

問卷

＊ 問卷並不是在這個星期五就結束，必須要讓訪員跟督導說其樣本的狀況



＊ 整個調查過程至四月，但開學後無時間去回收問卷，所以必須趕在寒假之

前做完，若公司說要過完年才能填寫問卷，則必須知道回收問卷的確切日期

＊ 訪員覺得做不完，則可以延一個月讓訪員再去回收問卷

＊ 無創新就不用去收問卷了，除非是 500 人以上大公司

＊ 將傳真分區，再交由負責的督導及訪員自行決定要不要傳真給其公司。

＊ 電訪：先問是否有無創新，再問有無意願填寫問卷，有意願則傳真，但傳

真過去之後並不曉得其公司是否有收到，所以現在電訪完，必須將其資料交給負責其

地區的督導，由督導或面訪員繼續追蹤，故現在是把補的樣本交給督導，由督導負責

看要用什麼方式回收問卷，主要是由面訪員去追。

＊ 傳真過去的問卷有些有點模糊。

＊ 電訪員寫傳真紙要寫傳真電話、區域、負責人、傳真的人傳真完之後打電

話其公司，記錄回收的狀況，再由督導自行決定用何種方式回收問卷。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會議紀錄】

第三次會議

時間﹕2002/02/18(一) 17﹕00~18﹕30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 260602 室調查研究中心

參與人員﹕李亞昀、蔡晨瑩、王怡靜、譚聿芯、林若琪、張傢鈺、李麗君、邱雅玲、程于玫、胡可

瑩、李青璇

會議紀錄﹕邱雅玲

【回收狀況】

政大-

傢鈺：成功 30以上   失敗 5

晨瑩：成功 61   失敗 15

雅玲：成功 25   失敗 10

聿芯：成功 92    失敗 14

麗君：成功 47    失敗 13

怡靜：成功 32    失敗 6

若琪：成功 40    失敗 22

旭萍﹕成功 40 幾 失敗個位數字

輔大- 成功 47   失敗 12

致理- 成功 27    失敗  8

總計共收到 441 份有效問卷

需收 1774 份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會議紀錄】

第三次會議

時間﹕2002/02/18(二) 18﹕00~20﹕00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 260602 室調查研究中心

參與人員﹕李亞昀、蔡晨瑩、王怡靜、譚聿芯、林若琪、張傢鈺、李麗君、邱雅玲、程于玫、胡可

瑩、詹孟宜

會議紀錄﹕李亞昀

【回收狀況】

傢鈺：成功 40 以上   失敗 5

晨瑩：成功 70   失敗 15

雅玲：成功 35   失敗 10

聿芯：成功 102    失敗 14

麗君：成功 57   失敗 13

怡靜：成功 43    失敗 6

若琪：成功 50    失敗 22

旭萍﹕成功 50 幾 失敗個位數字

輔大- 成功 57   失敗 12

致理- 成功 27    失敗  8

總計共收到 600 多份有效問卷

需收 1774 份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會議紀錄】

第四次會議

時間﹕2002/03/05(二) 19﹕00~20﹕00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 260602 室調查研究中心

參與人員﹕李亞昀、蔡晨瑩、王怡靜、張傢鈺、李麗君、邱雅玲、程于玫、胡可瑩、

沈旭萍

會議紀錄﹕王怡靜、李亞昀

【回收狀況】

500製造業 服務業 TOTAL

若琪 26 31 21 78

晨瑩 20 49 33 100

怡靜 2 83

傢鈺 36 7 25 68

麗君 9 41 26 76

雅玲 26 12 35 73

旭萍 12 20 35 67

聿芯 55 43 33 131

輔大 8 45 10 63

致理 27

TOTAL 766

【各督導手上之樣本全】

分配樣本

數

500

人

製造

業

補製造

業 服務業 補服務業樣本 TOTAL

需完成份

數

尚缺樣本

數

若琪 67 59 54 92 33 305 189 20

晨瑩 37 81 57 116 15 306 188 45

怡靜 189

傢鈺 94 13 47 157 21 332 208 19



麗君 14 72 14 90 51 241 146 41

雅玲 190

旭萍 73 30 37 119 61 320 189 8

聿芯 43 68 78 114 20 323 188 27

輔大 225

致理 100

TOTAL 1812

備註:

※致理北部原樣本共 111,需完成份數 100;中部原樣本共 63,需完成份數 50。

※尚缺樣本數的計算方式請參考 excel 檔 I2,數字填好後將游標順著整排向下拉,即

可算出。

※由於目前電訪員很少….請各督導見諒,我們儘可能補樣本給大家;但因為製造業已

全數電訪完,沒有樣本可補,請督導們使用之前發下去之補製造業傳真紙看看是否有

廠商能配合填問卷;服務業部分,視督導還差多少樣本,希望能以數字的一半發下去給

訪員們跑.如:麗君少 41 個樣本,中心儘量還要補 20 個樣本給麗君。

【臨時動議】

※ 訪員狀況不好

部分訪員到目前為止只有收回 5 分以下的問卷，手上又有其他樣本，

導致進度落後，樣本不去追，別人也不能做，這樣該怎麼處理﹖

Ans﹕建議督導今晚回去打電話給這些訪員，希望他們於週三加退選時

退掉選課(限有修課之同

學)﹔若不願退選或沒有選修此堂課者，請通知訪員於本週四中午 12﹕

00 來找亞昀談談，亞昀會視其進度給予協助或其他輔導。

※ 誰需要補樣本﹖

補樣本方面，由於多數督導樣本都不足，因此已 post 文章徵電訪員，

從明日起電訪至下週四，

共 14場電訪﹔但目前來報名之舊訪員只有一兩位，因此還要請督導們

也同時將手上有的製造業樣本加強追蹤。



1. 輔大目前樣本不足，已發去一份新店樣本，中心這裡將於明後兩天

電訪一份林口的樣本。

2. 麗君目前樣本不足，中心這裡將儘快從本來分給麗君的中和樣本中

再進行電訪。

【宣佈事項】

1. 請督導記得通知狀況不好的訪員週四要來找亞昀，或請他們退選

(限政大有修課者)。

2. 各督導於本週五中午 12﹕00 請將手上所有樣本整理成一個電子檔

交給亞昀，整理方式是將每筆樣本於北區面訪樣本全中抓出來獨立成

一個檔即可。

3. 若上面資料本次沒統計出來之督導，請於本週五 12﹕00 以前同樣

本檔案一起寄給亞昀，登記方法請將數字直接記錄在 excel「北區面訪

狀況」表即可。

【最後】

謝謝大家努力幫忙，本週目標是每個督導拼 12 份!!!拼了!!希望我們

二週後能破 1000 份!

加油了!!



【北區技術創新面訪會議紀錄】

第五次會議

時間﹕2002/03/18(一) 18﹕00~19﹕30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 260602 室調查研究中心

參與人員﹕蔡晨瑩、張傢鈺、李麗君、邱雅玲、沈旭萍、林若琪、譚聿芯、詹孟宜、

李亞昀

會議紀錄﹕林若琪、李亞昀

【問卷回收狀況】

2002/3/11 500 全 製造業有效問卷 服務業有效問卷TOTAL

若琪 32 40 23 95

晨瑩 20 52 36 108

怡靜 24 58 10 92

傢鈺 43 9 29 81

麗君 9 46 28 83

雅玲 28 15 41 84

旭萍 15 24 38 77

聿芯 35 61 47 143

輔大 8 56 10 74

致理 9 9 9 27

TOTAL 223 370 271 864

2002/3/18 500 全 製造業有效問卷 服務業有效問卷 TOTAL

若琪 54 42 28 124

晨瑩 28 59 45 132

怡靜 31 65 12 108

傢鈺 69 10 29 108

麗君 14 55 34 103



雅玲 39 22 41 102

旭萍 26 30 47 103

聿芯 36 66 48 150

輔大 9 56 10 75

致理 21 16 10 47

TOTAL 327 421 304 1052

【宣佈事項】

1. 填卷注意事項

請督導檢查問卷時，特別注意下列幾項訪員是否填正確﹕

(1) 公司地址前別忘記加郵遞區號。

(2) 字跡是否清晰好辨認。

(3) 公司產品別漏填。

(4) 問卷內容跳題是否正確。

(5) 沒有填的項目，訪員是否有在紀錄表上紀錄沒填的原因，或其他狀況

(6) 服務業部分，很多交回來的問卷，在產品創新部分，將公司進口新產品包括在

技術創新中，是不正確的，因為批發商並沒有製造這項新產品﹔其切入技術創

新的點應該在通路商的上下游連結方式是否有運用新的軟硬體設備，讓其運作

更有效率(例﹕加上條碼，改採電腦管理方式，較不容易出錯，且節省人力成本，

增加工作效率等等)。請督導特別檢查這幾項訪員填寫的技術創新資料。

(7) 訪查紀錄表最前面的全部完成與部分完成等項目的勾選要特別留意。

(8) 訪查紀錄表上的合併填寫，與單廠填寫，除受訪者不能代表整個公司回答，只

能代表其子公司或其下部門，擇選「單廠填寫」，若能代表整個公司回答者，

一律選「合併填寫」。

(9) 紀錄表請統一訂在問卷之後，面朝外面，方便 key-in 同學作業。

(10) 若 500 人以上公司是拒訪或倒閉等狀況，請訪員填寫紀錄表後，訂在一份空

白問卷之後，並詳細紀錄其狀況於紀錄表中，一併交回。

2. 問卷回收截止日

訪員的問卷回收截止日為 3/31(3 月底)，除特殊狀況或已與廠商約好可於四月初



收回外，其餘樣本應全數完成，不能完成的也要請訪員將狀況(如無創新、拒訪、遷

廠等)紀錄後回報督導，以掌握所有樣本的使用狀況。督導從現在起要更積極地將問

卷收回來，由於許多訪員流失，即使原本訪員已完成應完成的份數，北區收回的總數

仍不到 1773 份，因此，要請督導自己也要下去跑。

為紀錄所有樣本的使用狀況，下週一至週五請督導排時間與亞昀討論，並將所有

樣本狀況回報中心這邊作紀錄﹔同時，問卷要一一收回來。督導們最多跑到四月中。

【問卷特殊狀況討論】

由助理與各督導各自討論，並訂正問卷資料。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
	page7
	page8
	page9
	page10
	page11
	page12
	page13
	page14
	page15
	page16
	page17
	page18
	page19
	page20
	page21
	page22
	page23
	page24
	page25
	page26
	page27
	page28
	page29
	page30
	page31
	page32
	page33
	page34
	page35
	page36
	page37
	page38
	page39
	page40
	page41
	page42
	page43
	page44
	page45
	page46
	page47
	page48
	page49
	page50
	page51
	page52
	page53
	page54
	page55
	page56
	page57
	page58
	page59
	page60
	page61
	page62
	page63
	page64
	page65
	page66
	page67
	page68
	page69
	page70
	page71
	page72
	page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