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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小型新創公司之研究 

Research on Small Start-up Company 
計畫編號：NSC 93-2416-H-004-020 

執行期限：93年 8月 1日至 94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郭更生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國立政治大學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小型新

創公司選擇創新策略時之主要依循原則，

與台灣新創公司主要採用的創新策略。並

挑選五家小型新創公司進行個案研究，其

為鉅頻光電、智翔科技、華科聯合科技、

旭聯科技、與 Altigen Communications，經
由分析歸納提出命題結論。 

 

關鍵詞：小型新創公司、創新策略、創新模型、關

鍵成功因素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explore the major principles, on 
which a small start-up company adopts its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innovation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small start-up 
companies in Taiwan.  Five start-up 
companies have been selected by our project 
for case study.  They are Broptics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Lantech 
Advance Corporation, Web-com Allied 
Technologies, Sun-net, and Altigen 
Communications.  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es and comparisons, the final 
propositions and conclusions will be made in 
the project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 small start-up company, innovation 
strategy, innovation model, key success factor. 
 

二、研究背景 

 

近數十年來，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有

顯著的成長。Rothwell和 Dodgeson在 1994
年的研究指出，從 1945 到 1983 年間的英
國，少於 200 人公司的創新佔總創新數的
比率已從 16.8%提升到 26.3%；創業投資及

創業管理相關的研究同時映證了此現象。

近期關於小型公司創新的研究已經開始成

長，探討了不同環境下創新專案的關鍵成

功因素，創業管理的課程也大都在討論創

新的成功因素，「小公司的創新策略」已

成為一重要研究課題。 
 

三、研究動機 

 

大部分創投公司都認同技術研發、管

理團隊、財務運作等對新創公司的重要

性。雖然個別主題的研究已經很多，卻很

少看到這些條件之關係的探討。除此之

外，大部分的新創公司在千禧年的經濟衰

退都遭遇了生存危機，曾是創投最看好的

電信產業，在這段時期也面臨了嚴重的衰

退。此現象讓投資人在決定投資標的時面

臨了嚴重的難題，同樣地讓創業家以更審

慎、更寬廣的角度來檢驗他們的事業。不

同於難以影響的總體因素，企業內部和成

功創新相關的因素更具探討價值。創業家

的能力與策略的選擇決定了所有新創公司

的成敗。 
 
四、研究目的 

 

本論文探討公司能力與策略選擇間的

關係，目的在於找出一個非財務的衡量指

標，幫助投資人及創業家做更適當的決

策。因此將專注於下列兩個主題： 
o 新創公司選擇創新策略時，主要依循的
原則 

o 台灣的新創公司主要採用的創新策略 
 
五、文獻探討 

 

「創新就是運用新科技來提供新產品

或新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求。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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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包含了發明與商業化。」Porter (1990) 
也提到這個概念：「創新是運用新方法進

行商業化的活動，而創新過程亦和公司策

略密不可分。」根據上述說法，進行創新

活動的分析時，至少需要考慮下列四項因

素：創新流程、公司策略、必備知識(包含

科技知識與市場知識)、及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整理近期文獻關於上述四項因素的

研究。 
Allan Afuah (1998) 在 他 的 著 作

「Innovation Management」中，將時下發
展的創新模型進行了統整。書中他將創新

模型分類為「靜態創新模型」與「動態創

新模型」。所有的創新模型都在定義「創

新」、「創新情境」、及「成功」之間的

關係。現列述九個靜態創新模型與最被廣

泛採用的動態模型－S曲線。 
每家公司的營運都落在技術與市場所

繪成的地圖上。有著技術改變與市場改變

的限制，任何企業都只能在有限的策略選

擇中做決策。創新策略的分類仍然沒有一

個定論，但是 Chris Freeman and Luc Soete 
(1997)仍歸納了六種不同的創新策略，並指
出這六種策略是連續的情形，而不是明確

分隔的個別單一策略。此六種型態的創新

策略為：攻擊型 (offensive)、防禦型
(defensive)、模仿型 (imitative)、依賴型
(dependent)、傳統型(traditional)、及機會主
義型(opportunistic)。 
創新專案的關鍵成功因素(KSFs, Key 

Success Factors)一直都是學者研究的主流
之一，目的是為了找出適當的創新專案評

價指標。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從組織面、技

術面、及市場面的角度出發。 
在創新模型、創新策略、及關鍵成功

因素的研究中，科技能力與市場能力皆是

重要探討指標。本文將回顧科技知識與市

場知識的定義，試圖找出衡量該兩種知識

的指標。 

僅將創新分為激進式(radical)與漸進
式(incremental)。因為創新可發生在科技或
商業模式中，故創新型態共分為四種。 

本研究對於創新策略的定義主要依循

Freeman的分類。然而 Freeman的分類並不
是針對新創公司而設，故某些分類上的調

整是應用上所必須的。新創公司的兩大特

點是資金稀少與人力有限，讓新創公司多

半只能藉由在市場面或科技面進行激進式

的創新，才有機會成功。對於新創公司而

言，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創新策略是不可

行的。企業在創業階段，只會採行知識密

集以及資源節省的創新活動。 
新創公司「在科技或市場面進行激進

式創新」以及「知識密集」的兩大創新型

態的特性，讓模仿型創新策略以及傳統型

創新策略在進行新創公司的分析時都變的

不攸關。同時，機會主義型策略的定義也

修改為「將某一特定技術應用在其他問題

的解決方案上」，並定名為「創意型(creative)
策略」以避免混淆。故本研究將創新策略

分為四類，如下表所示。 
創新策略 創新程度 重要特質 
攻擊型 最高 研發密集，產業先進入者 

防禦型 次高 研發密集，學習快速，產品差

異化程度高 

依賴型 第三 有彈性的產能，具設計能力 

創意型 -- 優異的市場能力 
本研究將會從科技與市場的觀點來衡

量一家公司的創新能力。衡量科技能力與

市場能力時，將導入人力資本與創新資本

的概念。 
 
六、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於討論新創公司的策略決策

過程中公司創新能力所扮演的角色。探討

內容包含整個決策流程，並著重於科技能

力與市場能力的影響。下圖即為本研究的

觀念性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設定如下： 
 著重探討公司內部的影響因子 
 並不包含績效表現 
 個案研究集中探討電信網路產業公司 
 個案研究之公司不限定初創期的公司 

創新能力 
 科技能力

 市場能力

創新策略 
 攻擊型 
 防禦型 
 依賴型 
 創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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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來描述各公司

新創時期的狀況。進行個案研究時，所有

的被訪者都為該公司的共同創始人或是初

始員工，同時也是該公司目前的高階管理

人，如此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新創初期的策

略。在描述了訪談公司目前的策略形態之

後，公司的創新能力與創新過程是個案研

究的第二步。創新過程的探討，可以將該

公司的創新策略依照上述的方法分類，同

時也會探討該公司的創新類型與 S 曲線的
位置。 

本研究進行過程有下列三項限制： 
 策略與績效關係之限制 
 產業之限制 
 衡量指標採用之限制 

 
七、個案研究 

 

本章將深入探討 5 家公司的創新能力
與創新策略。四家台灣公司包含了兩家製

造商(包含元件製造與設備製造)與兩家線

上服務商，而唯一的一家美國公司是設備

提供業者。所有個案的敘述依序為公司概

況、發展歷程、能力分析、及策略描述。

在公司概況部分，將依循策略形態分析法

的六大構面說明，以和後面的策略分析更

加吻合；在能力分析部分，則分為科技能

力與市場能力。 
現將上述五家公司重點合併整理比

較，以得出下一章的命題與最後的結論。 
公司 基本概況 
鉅頻光電  發展 FBG技術 

 核心活動在於新產品研發 
智翔科技  因應潮流發展網路設備 

 主要為 OEM市場，少部分自有品
牌的區域利基市場 

華科聯合科技  無線藍芽生活網結合了實體與虛
擬通路 

 重心放在台灣區域市場 
旭聯科技  提供線上教學平台 

 研發費用占銷貨收入比例極高 
Altigen 
Communications 

 開發語音－資訊整合解決方案 
 事業重心在於研發與新市場開發

從觀察中得之，三家製造商都著眼於

全球市場，兩家電子商務公司則立足在區

域市場生存。兩家台灣的製造商都只提供

元件或子系統，故皆鎖定通訊服務業者

(Carriers)或是國際設備大廠為其客戶。
Altigen則是直接鎖定企業為目標客戶群。 

製造商及電子商務公司對「研發

(R&D)」的定義不同，對研發工程師素質

的要求也不一樣。對於兩家電子商務的服

務提供者來說，研發代表了軟體的改善或

是網站的維護；但是對製造商而言，研發

意指開發新產品。在這五個個案中，三家

製造商和傳統認知的「高科技新創公司」

的概念比較一致，對 R&D工程師素質的要
求也比兩家電子商務服務業者來的高許

多。雖然透過產業背景及學歷，各公司研

發人員的生產力難以被評斷及比較，但是

公司的產品可以被拿來當作一項間接比較

的衡量指標：該公司發展產品進入 S 曲線
的時間點，可以當作一項比較的參考。 

雖然研發費用佔銷貨收入比例在各家

公司也都很類似，但是對於製造商和電子

商務業者的意義仍然不同。對製造商而

言，研發費用是用於新產品的開發；但是

電子商務業者則是用在網站或軟體的維護

與更新，研發費用在各家公司所代表的附

加價值有很大的差異。 
公司 創新策略 
鉅頻光電  先防禦型策略，隨後加入創意型策

略 
智翔科技  防禦型與依賴型同時採用 
華科聯合科技  創意型策略 
旭聯科技  科技選擇及應用為創意型策略，商

業模式則為防禦型 
Altigen 
Communications

 攻擊型策略 

這五家公司所採用的創新策略可區分

成兩類：製造商和電子商務服務業者分別

採行了類似的策略，而製造商們採行的策

略相對創新程度都較高。 
 
八、命題發展 

 

文獻探討、電信網路產業架構、以及

個案研究內容間的交互關係，提供了台灣

電信網路產業新創公司創新活動選擇的清

晰概念。本章的目的在於將這些概念轉化

為重要的命題。 
命題一：制定決策的準則一開始是市場能

力，隨時間發展慢慢轉移到科技能力。 
命題二：技術可以外購，市場能力則否。 
命題三:台灣的新創公司喜歡企業投資人

出資超過創投公司，而美國的新創公司則

相反。 
命題四：台灣的新創公司很少採用攻擊型

策略。相反地，台灣新創公司在創始期較

常採用防禦型或依賴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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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五：單純策略很少成立，新創公司大

部分都採用混合策略。 
 
九、結論 

 

本研究欲討論的兩個問題，分別是新

創公司選擇創新策略時，主要依循的原則

為何？及台灣新創公司主要採用的創新策

略為何？經過以上的研究及個案討論，這

兩個問題的解答提出如下。 
 新創公司選擇創新策略時，主要依循
的原則為何 

在創新策略的選擇過程中，創始人的市場

能力是最高指導原則。一家新創公司要以

漸進式而小部分差異化的方式起家，還是

要激進地創造新市場或新的市場區隔，都

是需要在動作之前先決定的。在決定所要

提供的解決方案為何之後，企業才會開始

就其所不足的科技能力向外徵集。經過了

產品、行銷、與技術的長足發展，企業也

隨時可能會重新思考自己的現況，考慮未

來產品線的組成以及策略，並藉由在原有

區隔中推出新產品等方式，修改目前的策

略形態，技術也隨之變成了第二項決策考

慮因素。 
 台灣新創公司主要採用的創新策略為
何 

隨著發展的過程，台灣新創公司大部分都

採用混合策略。這些公司大多先採用防禦

型或是依賴型的策略，經過數年的發展，

再加入創意型策略。互補性產業的發展程

度以及教育水準，是選擇策略的兩大外部

限制。 
這兩點結論是從四家成功個案公司之

現況所歸納得到的。投資人可以藉由這兩

點結論來評估現有及考慮中的投資案；創

業家也可以從結論中參考成功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