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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本章主要以兩大構面--技術知識特性與知識管理活動，以及配合第三章之研

究架構與相關次級資料來加以分析與討論，所得為本研究之研究發現。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技術知識創新程度與知識技術知識創新程度與知識技術知識創新程度與知識技術知識創新程度與知識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 

[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將本研究之研究個案，在不同創新程度下的專案團隊運作方式，包括專案領

導人以及團隊的自主性程度等，整理如表五.一所示。 

 

表 五.一 不同創新程度下的專案團隊特質彙整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 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創新程度創新程度 知識創造的團隊特質知識創造的團隊特質知識創造的團隊特質知識創造的團隊特質 

A公司 

/長切晶效能改善 

低低低低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總經理本身是Material 

Science出身同時也是大同大學的教

授，通常都是他定一個方向，然後去執

行。通常技術研發上都由很熟悉技術的

人來帶，這個產業的技術經驗很重要。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實際產出會依照客戶品質

要求為主 

B財團法人 

/矽薄膜技術專案 

高高高高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的組織跟規劃能力

一定要很強，怎麼帶領團隊會比專業知

識還重要。因為市場資訊都由領導人全

權負責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在團隊算很自由，也有輪

調制度，讓團隊成員選擇要換的領域 

B財團法人 低低低低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通常是專業領域的博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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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領，其背景通常是物理居多，主要確保

任務的完成及專案的進行。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通常品質要到多好都有定

好規格，例如壽命要達到多少，或是效

率要提升到多少都有規定 

B財團法人 

/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高高高高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以化學化工背景為主，另

外最好有專案領導經驗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鼓勵 3M創新精神，例如

從 7%做到 8%，這不是給一個規格就做

得到，而是給團隊成員實驗空間 

C公司 

/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低低低低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在技術方面都能處理，領

導人一路上的模組經驗磨練，累積將近

十年相關經驗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通常有固定的規格產出，

也可以按照客戶需求來做 

D公司 

/陽光電城 

高高高高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通常跨越公司計畫主持人

得副總以上，而技術部分則由有經驗的

專案經理來帶領，監工方面也是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給工程師的空間很大，事

實上也是經驗尚未純熟，無力掌控 

E公司 

/電力系統工程專案 

低低低低 � 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領導人特質：：：：張總在進 E公司之前曾在

TI將近三十年，相關技術很熟悉 

� 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通常按照標案的規格進

行，或依照客戶需求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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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個案之創新程度與相關管理活動的統整，得出研究發現 1如下。 

 

 

 

[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對於理工為主的團隊成員來說，技術就是技術，是一種專業的本領，而管理

人員會認為，組織的管理除了研發所使用的技術外，還包含生產、行銷、人資、

財務，以及領導溝通等，都是一種知識，而組織必須運用這些技術進行技術創新

和管理上的創新，所以基本上知識可以定義為兩大類—技術知識以及資訊知識，

而所謂技術知識比較偏向技術面的知識，需要對技術有深入研究才可以有效吸收，

除了業界標準規格資訊外，對於實際研發過程所需要的資訊，都屬於技術知識，

而資訊知識則偏向資訊面的知識，包括市場趨勢的掌握，客戶端的需求等，以及

所有與市場有關的資訊，像是業界規格與發展，以及客戶的偏好程度等，較屬於

資訊知識。本研究將這兩種知識視為團隊領導人應該重視的知識來源，觀察這兩

種不同知識來源其重視程度及偏好程度是否有所不同，以及是否因此而形成不同

的領導人特質及影響相關團隊特性。 

 

[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在研究個案中，本研究將研究發現1 依照創新程度的高低不同，分為兩部分

來驗證其與知識管理活動之關聯性。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1111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會影響知識創造活動的團隊型態，

包括領導人特質，以及團隊的自主性與自由度等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1.a1.a1.a1.a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越低，組織越需要專精且相關性的技

術型人才帶領，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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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a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長切晶效能改長切晶效能改長切晶效能改長切晶效能改善善善善]->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由技術型人才帶由技術型人才帶由技術型人才帶由技術型人才帶

領領領領 (Material 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較小較小較小較小 

A公司面臨的技術困難度是在於，如何將晶片的轉換效率達到最好，其中又

牽涉到許多內隱知識，包括如何切線、線的粗細狀況，研磨過程所需的化學藥劑

的搭配，以及製程中其他破片率應該注意的狀況，都是需要高技巧操作，才能在

效率上能夠更進一步精進來取得競爭優勢。 

如同陳經理說的：「我們目前多晶可以做到 16.4%，而目前市面上做到 16%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這中間 0.4%的差距技術就差很多。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就

是怎麼去做到差這 0.4%。」 

所以在此條件下，A公司需要具備技術經驗豐富的人才來帶領。另外，A公

司是以技術為導向，總經理又是相關技術Material science出身，也為 A公司帶

進大同大學的學界資源，以及相關的技術人才。藉由此共事經驗的過程，找尋對

的人上車，共同完成公司所欲發展的方向。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由技術由技術由技術由技術

型人才帶領型人才帶領型人才帶領型人才帶領 (物理半導體物理半導體物理半導體物理半導體相關背景相關背景相關背景相關背景為主為主為主為主)，，，，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較小較小較小較小 

B財團法人的多晶矽研發人員，以專注在矽晶圓的效率改善為主，其中包含

載子壽命的延長以及製程過程的效率提升等，但對於矽晶圓目前的發展狀況，其

效率相較於其物理極限，即使把所有狀況調到最佳的情況下，進展的空間已經有

限。目前比較大的研究方向是，將過去對於單晶的效率提升經驗，移轉到多晶領

域來做研究。就技術領域而言，單晶的發展時間比多晶技術還要久，而其效率目

前也比多晶來得好。 

所以如何成功地將例如單晶的製造過程，跟多晶的搭配使效率提升，為目前

B財團法人的多矽晶研發人員所專注的方向，所以多矽晶的專案領導人需要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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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和半導體製程技術很熟悉的人來帶領，相較於一些市場資訊則是當為輔助。

若製程中碰到有關材料或化工層面的問題，也可能請他們幫忙。 

關於團隊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方面，通常會有個規格(Spec)在那邊，品質要多

好都有定好規格，例如壽命要達到多少，或是效率要提升到多少多有定規格。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由技術型人才由技術型人才由技術型人才由技術型人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模組相關經驗為主模組相關經驗為主模組相關經驗為主模組相關經驗為主)，，，，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較小較小較小較小 

因為 C公司主要從事相關的模組設計，剛開始國內模組廠商並不成熟，但

帶領 C公司研發部門的鐘處長，一路由興達、鼎元光電磨練技術過來，在此過

程中累積模組研發經驗相當豐富，故 C公司有關於模組技術測試或效能改善方

面，都能夠藉由鐘處長的豐富經驗帶領下，能夠不斷地精進。進而陸續率先取得

各國國際認證、包括 UL、TUV及 KER等認證，另外也使 C公司得以推出自己

的太陽能模組品牌產品—“TynSolar”。 

另外，因為模組產出後，通常是給客戶驗收當初要求的規格，當初規格就定

好，自己創新的空間就會比較小。 

 

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低，，，，由技術型人才帶領由技術型人才帶領由技術型人才帶領由技術型人才帶領 

(半導體相關半導體相關半導體相關半導體相關)，，，，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且團隊成員的自主性較小較小較小較小 

E公司為國內電池大廠、進而結合本身技術能耐跨入電力事業工程領域，而

電力事業的工程專案主要就由張總經理全權帶領負責，如張總表示他在進 E公

司前曾在 TI 待了三十年左右，所以半導體相關經驗都相當熟悉，在其中也累積

了不少其他相關的技術能耐，所以再帶領其團隊成員在實際工程專案中，進行組

織學習沒什麼大問題。 

團隊成員接工程專案，通常也需要按照標案要求來完成工程，所以在自由發

揮的空間上會比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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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b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矽薄膜專案矽薄膜專案矽薄膜專案矽薄膜專案]-> 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則比較則比較則比較則比較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T 型型型型

人才的帶領人才的帶領人才的帶領人才的帶領，，，，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團隊自主性會比團隊自主性會比團隊自主性會比團隊自主性會比較大較大較大較大 

B財團法人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葉副組長士表示：「要成為一個技術 Leader，

其溝通協調的能力比其專業能力更重要。」因為如果能夠協調的好，技術相關或

底下幕僚成員可以支援他，不必所有技術都自己來。當然本身得具備基本的技術

能力，但相對地面對技術創新程度高的專案，市場的資訊需要專案領導人要去負

責，所以他的嗅覺必須比其他人還要敏銳，才能帶領技術團隊往對的方向前進。 

另外在團隊成員的方面，葉副組長表示給予團隊成員的自主性很高，他們可

以自由選擇自己要到哪一層 (P 層或 I 層或 N 層)去工作。另外，在研發歷程中，

B研也有所謂的「輪調制度」，讓成員選擇自己想要再學習的領域，也希望藉此

讓團隊成員，在某技術上深入之餘，對其他領域也可以了解。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則比較則比較則比較則比較需需需需

要要要要 T 型人才的帶領型人才的帶領型人才的帶領型人才的帶領，，，，重視資源的溝通重視資源的溝通重視資源的溝通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協調協調協調，，，，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團隊自主性會比團隊自主性會比團隊自主性會比團隊自主性會比較大較大較大較大 

染料敏化技術因為低成本優勢，目前極被各界看好，也很多相關單位相繼投

入。但因為這個領域還很新，效率問題以及穩定性也都還不夠，故目前還無法達

量產階段。相對地在領導者方面，需要一定的技術背景，以及對市場的持續關注。

目前技術專案的領導人曾任職於神農製藥，在技術上有某程度的接近，另外，因

為他曾擔任過神農的部門經理，在溝通協調的能力上，以及市場資訊知識的汲取

上，也都有一定的經驗。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1.b1.b1.b1.b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越高，組織越需要 T 型人才帶領，隨

時關注市場，以及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能力，且團隊自主性及自由發揮的空間比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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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在剛起步階段，領導人會試著賦予團隊成員自由空間大一些，讓

成員得以自主發揮。如蔡組長提到的：「從 7%怎麼做到 8%，這不是給一個規格

就做得到。」如果 3M 當初也都是規定一定的規格(Spec)，那就沒有現在便利貼

產品以及 3M的創新了。對 DSSC來說也是一樣的道理，會比較鼓勵成員多去嘗

試。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 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技術知識的創新程度高，，，，更需要更需要更需要更需要 T 型人才的帶領型人才的帶領型人才的帶領型人才的帶領，，，，

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重視資源的溝通協調，，，，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團隊自主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 

對於D公司來說，陽光電城算是D公司第一次面對的大型太陽光工程專案，

且必須結合許多外部廠商才能夠共同完成的。在本身相關專業技術還沒完成建構

完整之下，專案領導人首先注重的是整體效益的平衡，包括效率的要求以及成本

的控管等。 

為完成對 D公司而言，相對創新程度高的專案，D公司亦借助原本在工研

院任職，有太陽能技術研發背景的熊經理來擔任專案經理，負責技術方面的分工，

並引進相關技術資源，像是冠宇宙作為主要的光電包、以及 E公司的轉換器

(Inverter)等。另外，太陽能系統所需的工程管理人才，則由 D公司的環工部門--

原本就有大型工程經驗的經理來擔任，其中也引進一些相關的重要資源。所以對

於 D公司來說，需要具備的不只是單一的技術專才，更需要一個能夠整合各方

技術資源的 T 型人才，才能讓創新程度比較高的專案得以更順利的進行。而在

專案進行的過程，因為在培養技術階段，所以會讓工程師自由發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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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技術知識變動程度與知識技術知識變動程度與知識技術知識變動程度與知識技術知識變動程度與知識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 

[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依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不同，研究個案中其外部網路型態也會有所不同，將

其連結關係整理如表五.二所示。 

 

表 五.二 不同變動程度下之外部網路關係彙整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 變動程度變動程度變動程度變動程度 外部網路關係外部網路關係外部網路關係外部網路關係 

A公司 

/長切晶效能改善 

慢慢慢慢 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 

� 通常由固定之供應商提供設備與原料 

� 跟大學之相關科系的專案合作 

B財團法人 

/矽薄膜技術專案 

快快快快 較為多元分散較為多元分散較為多元分散較為多元分散：：：： 

� 矽薄膜的研發不是單打獨鬥，只要技術

上有所貢獻的，就會一起合作 

� 參與外部研討會，也讓同仁參加歐洲或

美洲的太陽能展覽並回饋資訊 

� 內部設有讀書會讓團隊成員可以交流 

B財團法人 

/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慢慢慢慢 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 

� 主要蒐集相關的技術文獻，然後會去試

驗這些新方法 

� 參加相關之技術研討會，參考其他單位

怎麼做出技術 

� 和學校相關科系合作做出技術原型 

B財團法人 

/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慢慢慢慢 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 

� 主要是跟學校的相關科系有合作關

係，請其先做小型測試，研發團隊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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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尺寸來驗證結果 

� 參與專門針對 DSSC的國際研討會 

C公司 

/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慢慢慢慢 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 

� 通常技術都是自己弄 

� 除了剛開始模組認證與實驗機制等，有

跟 B財團法人的技術合作 

D公司 

/陽光電城 

慢慢慢慢 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 

� 通常做技術相關的市場交流 

� 請相關技術之講師授課 

E公司 

/電力系統工程專案 

慢慢慢慢 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較為集中單一：：：： 

� 通常技術內部都能夠處理 

� 工程專案通常請相關技術單位共同合

作完成 

 

根據研究個案之變動程度與相關管理活動的統整，得出研究發現 2如下。 

 

 

 

[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通常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會影響組織整合外部資源的能耐，若變動慢時組織

會偏向顧客知識的整合，若變動較快時則會偏向技術知識方面的整合。李仁芳

(1997)學者則發現，當變動程度快時，組織會偏好以廣泛的知識吸收界面，以避

免技術上有所遺漏，若變動程度比較慢時，組織則傾向使用集中式的吸收界面，

例如使用單一團隊或成員來擔任技術聯結的關鍵。本研究則實際以太陽能相關研

究單位來觀察技術的變動程度與外界知識吸收的關聯性為何。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2222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會影響知識創造活動的外部網路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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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在研究個案中，本研究將研究發現2 依照變動程度的快慢不同，分為兩部分

來驗證其與知識管理活動之關聯性。 

 

 

 

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2.a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長切晶效能改善長切晶效能改善長切晶效能改善長切晶效能改善]->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吸收界面較為集吸收界面較為集吸收界面較為集吸收界面較為集

中中中中單一單一單一單一 

對於 A公司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效率的提升以及晶片良率的控制，

這中間因為牽扯到許多關於製程的技術，只能漸進式的慢慢改善效率，以求達到

最佳化產出，在製程方面，本身創新的空間會比較有限，所以除了自己內部不斷

地試做外，大部分是比較被動地由供應商來提供設備和原料等，A公司再從中去

找出改善方法，相較而言，其外部網路會比較單純。  

 

2.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吸收界吸收界吸收界吸收界

面較為集中面較為集中面較為集中面較為集中單一單一單一單一 

目前單晶、多晶都是傳統的製程，未來的變動不會太大，因為矽晶電池技術

都很成熟，即使把所有條件最佳化，最後效率也一定有他的物理極限。目前多晶

效率一般而言大概是 17~17.5%，距離最佳化大概 25%左右其增長空間有限。所

以其技術的吸收界面也會相對比較集中化。受訪者王先生提到，最主要的方法是，

「蒐集外部的文獻和 paper等，我們會去試驗這些新方法，究竟看有沒有效」。

另外，也會聽取一些跟多晶矽技術有關的研討會，去觀察別人研究單位怎麼做出

東西，這方面業界也有相關的知識來源。另外，最主要是跟學校相關科系的老師

的合作，大部分是電機、電子、化工、材料等科系，吸收界面會比較集中在同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2.a2.a2.a2.a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越慢，技術單位對於知識的吸收界

面較為集中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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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技術領域，即跟多晶矽相關的技術知識為主。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吸收界面吸收界面吸收界面吸收界面

較為集中較為集中較為集中較為集中單一單一單一單一 

對於染料敏化來說，雖然專利數越來越多，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效率一直無

法有效改善，以達到可商業化的水準。所以相對而言，B財團法人研究染料敏化

時，就會比較專心在這一塊技術的深入探討，包括與相關科系的老師合作，以及

參加專屬染料敏化的國際研討會，聘請相關領域的講師等，都是比較專一的知識

領域的吸收。 

 

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吸收界面較為吸收界面較為吸收界面較為吸收界面較為

集中集中集中集中單一單一單一單一 

如同郭處長說的：「對於 C公司來說，通常技術都是自己弄比較多」。因為

對於模組端廠商而言，其技術門檻相較而言沒有那麼高，相關技術知識變動也沒

有那麼快，所以一般廠商自己內部可以 h& le模組開發的技術。帶領研發部成員

的鐘處長也提到，一般研發人員人數不會太多，大概是 3~4個，太多也沒有很大

的助益。除了剛開始實驗環境的建構以及認證方面需要 B財團法人的協助之外，

其後的技術發展會靠公司內部自行研發較多。 

 

5.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單一單一單一單一 

對於 D公司而言在技術上，因為系統端的產品技術本身較為成熟。像是 S

先生所說：「模組容量會變大，各個相關零件效能會提升，但其實模組是固定的

材質，增加幅度會比較沒有空間」。除了本身技術變動幅度有限外，在系統端的

技術方面大部分會有合作廠商提供，D公司並非技術的生產者。另外，D公司與

合作廠商間，通常是市場資訊的流通，而非技術能力的相互建構，另外聘請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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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和講師也比較偏向於讓本身業務能夠更精進，讓統包管理的角色能夠更順利

地去協調溝通各方面的資源。所以在技術方面，吸收的界面相較市場資訊則較為

有限。 

 

6.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慢，，，，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吸收界面較為集中吸收界面較為集中

單一單一單一單一 

對 E公司而言，並沒有自己獨有的技術，而是在了解技術的前提之下，去

整合其所需的技術模組進來，而大部份相關的技術知識總經理本身以及成員本身

都已具備存於腦中，相較而言也會比較注重市場的動態而非技術的吸收。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快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快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快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快，，，，吸收界面較吸收界面較吸收界面較吸收界面較

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多元多元多元多元 

由於矽薄膜技術本身還未成熟，最大問題在於其轉換效率不高，所以無法代

替目前主流技術—矽晶圓技術。但由於其未來可能以更低的成本優勢進入市場，

讓各個技術研究單位也不敢忽視。但目前而言，如同葉副組長說，目前市場上很

多個技術在研發中，很難掌握哪一個技術會最後勝出。在此未來變動程度不能控

制的情況下，相較而言技術研究單位的吸收界面就會較偏向為廣泛汲取。葉副組

長：「研發不是單打獨鬥，只要大家在這技術上有所貢獻的，就會一起合作」。另

外組織也會藉由常態性吸收，如同讓團隊成員去外界參與研討會，以及關注全球

太陽能展覽的最新動態，甚至分工在當地進行深度的訪談，或帶樣本回來研究等，

都顯示在技術變動程度較難以掌握下，組織會進行更積極性的技術知識的吸取。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2.b2.b2.b2.b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變動程度越快，技術單位對於知識的吸收界

面較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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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技術知識複雜度與知識技術知識複雜度與知識技術知識複雜度與知識技術知識複雜度與知識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 

[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依技術知識的複雜度的不同，知識創造的團隊成員組成也會有所不同，將其

連結關係整理如表五.三所示： 

 

表 五.三 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與團員組成多元性之連結彙整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 複雜度複雜度複雜度複雜度 團隊成員組成背景多元性團隊成員組成背景多元性團隊成員組成背景多元性團隊成員組成背景多元性 

A公司 

/長切晶效能改善 

低低低低 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 

� 通常專業背景會跟化學，材料等會有關

係，因為這些都是化學物質，技術上

Material佔了很重要的部分 

B財團法人 

/矽薄膜技術專案 

高高高高 成員背景較為多元成員背景較為多元成員背景較為多元成員背景較為多元：：：： 

� 物理和電機居多，得熟悉半導體物理 

� 除此，在技術界面間的處理上也需要化

工、材料的背景來共同解決問題 

B財團法人 

/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低低低低 成員背景較為單一專注成員背景較為單一專注成員背景較為單一專注成員背景較為單一專注：：：： 

� 通常以物理背景居多 

� 研發人員可以從頭做到尾，才可以方便分

工進行或互相支援 

B財團法人 

/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高高高高 成員背景較為多元成員背景較為多元成員背景較為多元成員背景較為多元：：：： 

� 染料敏化主要是材化背景組成 

� 但通常技術上會跟光電原理有關，通常覺

得電機或物理的人才很重要 

� 甚至結構上的問題也需要找機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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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司 

/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低低低低 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 

� 以電機電子背景為主 

� 通常有相關之技術經驗會比較重要 

D公司 

/陽光電城 

低低低低 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 

� 以電機、電子和機械居多。 

� 不會另外再找土木，鋼構等，因為這些技

術已經很成熟，也很多業界在做 

E公司 

/電力系統工程專案 

低低低低 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成員背景較為單一：：：： 

� 基本會找一些工程管理或土木工程相關 

� 其它技術直接整合進來就好 

 

根據複雜程度高低與相關管理活動的統整，得出研究發現 3如下。 

 

 

 

[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通常當知識複雜度越高，其不確定越高時，通常需要更多資訊來幫助選擇，

而在知識儲存以及整合時也需要更多的資訊才能夠更順利完成，所以與團隊之組

成成員就有很大的關係。李仁芳 (1999)等在研究中也提到，當技術複雜度越高

時，團隊則越需要多樣性的知識，來協助專案的完成，所以在研發團隊上的多元

性和異質性會更高。反之，當複雜度越低時其團隊成員的多樣性也會越低。本研

究主要觀察在太陽能領域中，是否此種連結關係還是依然成立，或者有其它的連

結形態出現。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3333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複雜度會影響知識創造活動的團隊成員組成

多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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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本研究將研究發現3 依照複雜程度的高低不同，分為兩部分來驗證其與知識

管理活動之關聯性。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長長長長切晶效能改善切晶效能改善切晶效能改善切晶效能改善]-> 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度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度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度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度

越低越低越低越低 

陳經理：「我們覺得技術不複雜，但是做到好不容易。」切晶技術方面的改

善，重點是漸進地改善，而技術改進的目標、資料以及流程等，A公司均相當清

楚的設定，也讓團隊成員有規範可循，而也因為技術目標明確，且技術上處理的

都是化學物質相關，使得 A公司的團隊成員以材料化學相關的專才居多。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團隊成員組成的多

元化程度越低元化程度越低元化程度越低元化程度越低 

多晶矽的團隊研發成員背景多為物理出身，對於半導體製程或是產業鏈都熟

悉的人才。像受訪者王先生提到的：「每個研發成員都可以從頭做到尾，你都要

會，這樣才能比較好分配工作」，所以對於技術的深入是團隊成員的基本要求，

因為多晶矽方面，其複雜度有限，傳統的製程明確，成員也通常知道從何著手去

做效率的再提升改善，所需跨越的技術領域也有限。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團隊成員組成團隊成員組成團隊成員組成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的多元化程的多元化程的多元化程

度越低度越低度越低度越低 

對於 C公司的模組效能技術來說，比較複雜一點的是如何將不同材料合在一

起，包括玻璃、電池、EVA跟 Tedlar等，另外則比較有關溫度和時間等細節上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3.a3.a3.a3.a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越低，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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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其他一般都還好，所以一般而言，會找跟模組相關經驗的最好，目前則

偏向找電機或化學相關背景的。技術複雜度相對較低，使其團隊成員組成方面也

較為單純。 

 

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 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團隊團隊團隊團隊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D公司在陽光電程專案中，處理中比較複雜的部分是系統的整合，尤其是不

同系統間的整合，例如太陽能與 LED的結合，或風光互補系統等，一般而言，

這方面的相關技術，需要熟悉電機電子等背景知識，才能處理不同組件間的物理

特性。所以 D公司在尋找團隊成員時會以電機或機械為主，另外，若在工程上

需要其他技術領域的人才，像是土木或鋼構技術等，D公司會傾向直接整合外部

技術資源為主。 

 

5.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電力系統專案電力系統專案電力系統專案電力系統專案]-> 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複雜度越低，，，，團隊團隊團隊團隊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電力系統的建構的部分，E公司主要是在系統整合的時候，如何維持整體的

發電效率，可以長時間使用等。故張總表示，目前沒有花很多力氣在材料的研發

上面，因為都是複雜性不高的技術，我們專案運作大部分只要懂得電就可以了。 

而目前沒有花力氣也是因為，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技術，只要負責找好的材料、

以及控制成本就好。相較而言，更重要的如何面對市場端的需求，因為電力系統

有點像蓋房子的工程，所以會傾向於找工程管理或土木工程相關的人進來。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 複雜度越高複雜度越高複雜度越高複雜度越高，，，，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

程度越高程度越高程度越高程度越高 

對於 B財團法人，矽薄膜技術的基本原理已經相當熟悉了，如葉副組長講的，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3.b3.b3.b3.b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複雜度越高，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化程度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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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技術其實就是一個 PIN Junction 原理而已。但是要如何在 Junction 中把

轉換效率做得很好，就是一個困難度和複雜度很高的地方。另外，如果要使吸

收的頻寬變得更寬的化，甚至還可能處理三個 Junction，其中界面與技術困難

度的處理就更高了。所以在這技術上所需的團隊成員，需要對相關技術非常專

精，而除了物理和電機的背景，對於半導體原理比較了解外，也得有材料或其

他光電背景的人才來一起加入團隊，才能夠在物質特性的處理上更為得心應

手。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複雜度越高複雜度越高複雜度越高複雜度越高，，，，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團隊成員組成的多元

化程度越高化程度越高化程度越高化程度越高 

因為染料敏化技術屬於技術萌芽階段，效率等問題還未能有效解決，所以不

成熟下，會有很多不確定性和處理上的複雜度。如同蔡組長提到的，只要牽涉

到化學、化工的技術就特別複雜，裡面的組成要素(Component)很多，包括許多

像是染料、電解液、或白晶等，其中特別是電解液，它只是個配方，而不是單

一的材料，所以在調配的處理上複雜度也很高，另外，關於透明導電玻璃的材

料設計等也是。所以對於染料敏化技術專案來說，除了化學、化工為主力研發

成員外，蔡組長也提到，這些跟光電有關的技術，還是需要其他背景的配合，

像是電機電子科系的，因為在處理有關電的方面，常常化學化工很多都較外行，

所以有電機電子背景的成員會很受歡迎。蔡組長提到，光電的東西尤其複雜，

有時候甚至牽涉到結構的問題，所以可能也需要機械的背景加入。 

  



149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技術知識專質性與知識技術知識專質性與知識技術知識專質性與知識技術知識專質性與知識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 

[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依技術知識的專質性程度不同，技術專案的新工具或程序的產生方法也會有

所不同，將其連結關係整理如表五.四所示。 

 

表 五.四 個案之技術知識專質性與是否自行新工具/程序之彙整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 專質性專質性專質性專質性 是否自行開發新工具是否自行開發新工具是否自行開發新工具是否自行開發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A公司 

/長切晶效能改善 

高高高高 引進再自行開發引進再自行開發引進再自行開發引進再自行開發：：：： 

� 設備商在剛開始半年量產時，他們協助 A公

司去做一些改善，但這裡面如果有任何的改

善，專利是屬於設備商的。所以會等到那個

部分沒有了，A公司才真正去做改善 

� 像是 A公司發現有洗不乾淨的問題，就把

Turnkey退回去，自己研發反而比較好 

B財團法人 

/矽薄膜技術專案 

高高高高 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 

� 有些技術不見得是自己開發比較快，所以不

會去排除跟誰合作 

� 除了技術方面，設備也是主要研發之一，希

望透過技術跟設備的國產化，能夠超越

Turnkey的技術 

B財團法人 

/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高高高高 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 

� 每年都會開發新設備，因為不同製程會需要

不同的設備，必須和設備商合作開發新設備

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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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在某一個製程，想要新處理方法，但目

前設備都只是單層，但若想要一次可以進很

多片。所以會去提供 idea給設備廠商，讓他

們去硬體製造，團隊再測試是否合用 

B財團法人 

/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高高高高 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以設備自主化為主：：：： 

� 若有實際工具或製程上的創新，就會申請專

利，但這必須腦力激盪，以及 Leader的領導 

C公司 

/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低低低低 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 

� 模組端可以想像成組裝業，不會自己去開發

新材料，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 

� 避免錯誤，摸索的成本 

� 有時候設備商會去推薦，有時候會依照自己

的需求去尋找有無適合的 

D公司 

/陽光電城 

低低低低 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 

� 比較少自行開發，都由外界引進比較多，合

作夥伴或是人才都是 

E公司 

/電力系統工程專案 

低低低低 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直接引進為主：：：： 

� 內部沒有相關工具 

� 通常藉由外部技術合作來共同完成 

 

根據個案整理及第三章的研究架構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發現 4。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4444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專質性會影響知識創造活動的新工具/程序

之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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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所謂的技術的專質性指的是個人或組織擁有某種可以創造獨特價值得資源

獨佔力。而專質性除了與技術本質有關外，對於外在環境，例如智財權制度是否

建構成熟等，也會有所關係。本研究認為專質性的高低則與內部知識的產生方式

會有所關連性，尤其在研發過程中所需的工具產生方式，以及在製程中去做的一

些程序的更換，會對其技術是否具有獨創性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另外，本研究也

針對專質性是否與位於太陽能產業鏈位置的不同，而會有不同的情況出現，以下

就透過研究個案作進一步的探討。 

 

[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將研究發現 4 依照專質性程度的高低，分為兩方面來討論相關技術單位的

工具與程序取得方式為何。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長切晶效能改善長切晶效能改善長切晶效能改善長切晶效能改善]-> 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發新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發新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發新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發新

工具或新程序工具或新程序工具或新程序工具或新程序 

對於 A公司來說，剛開始時對技術完全不熟，所以的確必須跟 GT Solar買

進 Turnkey 的整套設備來進行生產，所謂的 Turnkey其實就是設備加上相關的技

術知識(Equipment+Know-how)，但基本上有幾項缺失：其一至少前半年若過程

有任何改善，其專利是屬於設備商的，，且改善的分析資料會外洩給其他廠商知

道，其二大家都可以買進 Turnkey，如此做並沒有差異化，最後是 Turnkey的設

備雖然方便，但像 A公司的使用經驗就有洗不乾淨的問題，以及其他安全性的

疑慮，另外也無法全部都符合公司的內部要求。 

另外，A公司又極為重視其生產技術的精進，即使微小地方，都是公司建構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4.a4.a4.a4.a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越高，組織會傾向於自行開發新工具

或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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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能耐優越的來源，公司視為商業秘密而加以保護的，所以基本上在技術專質

性相對較高的前提下，A公司傾向於在漸進改善的過程中，漸漸開發自己所需的

工具或程序，來建構自己的專屬能耐。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 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組織越傾向於自行開

發新工具或新程序發新工具或新程序發新工具或新程序發新工具或新程序 

在內隱性方面，分做兩方面來保護，一個是屬於結構的 IP，因為結構一切

開就會讓對手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必須由專利來加以保護，第二個就是

Know-how的部分，葉副組長表示這一部分是和設備結合在一起，即使相同的機

器也需要不同的微調過程，這是最關鍵的地方。也是因為在 B財團法人的研發

目標之一是為了建立自己專屬的設備，以擺脫國內受 Turnkey的束縛，所以對於

B來說，會結合各種技術研發方是來嘗試自行開發新工具/程序。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組織越傾組織越傾組織越傾組織越傾向於自向於自向於自向於自

行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行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行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行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 

雖然 B財團法人通常會鼓勵團隊成員研發成果以結構專利為主，但因為多

晶矽相關技術比較成熟，所以通常結果會是以製程創新為主。而也因此在這其

中會有更多以 Know-how的形式存在，例如在製程的表面粗化，有關參數的設

定，像是濃度、比例、溫度和時間等都有每一家獨特的技術在。受訪者王先生

提到，即使你把整個結構剖開，照他的方法一樣做一個，但出來結果就是會不

一樣，就是因為這裡面隱藏許多 Know-how在裡頭。也因此通常研究多晶矽的

團隊成員常與設備商的緊密合作，如果製程中發現可以用新的方式處理，例如

從單片處理進階到多片處理，會由多晶矽研發人員這邊去提供給設備商意見

(Idea)，請他們來從事硬體的設計製造，最後再由多晶矽團隊這邊做一個測試是

否適合，通常是傾向於與設備商共同開發屬於自己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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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專質性越高，，，，組織越傾向於自行組織越傾向於自行組織越傾向於自行組織越傾向於自行

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開發新工具或新程序 

染料敏化技術牽涉到許多化學變化，就內隱程度而言，像是今天在電解液中

加入某種東西可以使導電度變好，那通常不會寫成專利，因為寫成專利就會讓別

人知道怎麼做了，這方面通常就會以商業秘密保護。而一些日本的專利處理方法

也有雷同的狀況，為了保護關鍵的步驟，可能會把專利的內容寫得厚厚的，讓其

他研究者不知道關鍵部分在哪邊，即使真的試出來，也可以告他侵權。如果是有

關染料專利方面，一但有人模仿是很容易查出來的，因為結構上的 IP一切開就

知道究竟是否侵權了。所以就技術上染料敏化的專質性很高。也因此對於染料敏

化的團隊來說，領導人會鼓勵成員去認知新的工具和程序的知識，若在這當中發

現了新的方法，就會積極去申請相關的專利來保護。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模組效能改善專案模組效能改善專案模組效能改善專案模組效能改善專案]-> 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傾向引進或整合新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因為模組廠端的利潤相較下較為微薄，而且專利開發可以綁住的利基點很小，

通常可以用其他方法就可以輕易繞過。因為模組廠可以說直接接觸終端消費者端，

而消費者在意的是成本的大小，是否可以賺錢的考量點，有專利的產品有時候反

而成本較高而不被接受。另外 C公司也說明模組廠像是一個組裝業，沒有多餘

的時間或成本去開發新工具，如此也可以減少搜尋與開發成本，否則動輒一不小

心就會錯失市場機會。故 C公司會檢視自己的製程需求，從外界直接引進或整

合新工具進來使用。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4.b4.b4.b4.b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技術知識的專質性越低，組織會傾向於引進或整合新工

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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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 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在系統端而言，其著重的能力在於制定產品規格，以及整合產品的能力，如

何能讓整合後的系統效能達到最佳，而非在於產品創新的本身。所以對於 D公

司，會傾向於直接從外界引進的方式較多，包括合作夥伴和人才都是。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電力工程專案]-> 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專質性越低，，，，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傾向引進或整合新工具/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張總表示：「技術一般不難，所以產業進入門檻很低。」，安裝方面就像蓋房

子一樣，再外包給水電單位等，負責把電力工程安裝完畢，最後使用者電一插

就能夠使用了。所以 D公司而言內部並不需要工具的存在，直接藉由外部資源

整合就可以執行工程專案了。綜合上而言其技術進入門檻較低，所以廠商所具

備的專質性程度也會比較低，所以會促此系統廠商更去專注在市場能力的開發，

而非技術的一味深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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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技術生命週期與知識技術生命週期與知識技術生命週期與知識技術生命週期與知識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管理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之連結 

[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依技術所處之生命週期的不同，其實驗的形態會有所不同，將其連結關係整

理如表五.五所示。 

 

表 五.五 不同技術生命週期下的實驗與原型試製之彙整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技術專案 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技術生命週期 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實驗與原型試製 

A公司 

/長切晶效能改善 

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 實驗有其必要性實驗有其必要性實驗有其必要性實驗有其必要性：：：： 

� 實驗是一定要的，這樣 A公司才會

知道哪邊要改，因為這些都沒有在

原 Turnkey 設備中。 

� 實驗的時候，基本上有一些參數會

做修改，這是整個設備去做效率精

進的地方 

B財團法人 

/矽薄膜技術專案 

主流設計期主流設計期主流設計期主流設計期 實驗很頻繁實驗很頻繁實驗很頻繁實驗很頻繁：：：： 

� 實驗型式有很多種並且很頻繁，會

依據計劃類型不同而容忍失敗空間

也會有所不同 

� 如果前瞻性的計畫，容許失敗的範

圍就比較大 

B財團法人 

/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主流設計期主流設計期主流設計期主流設計期 實驗很頻繁實驗很頻繁實驗很頻繁實驗很頻繁：：：： 

� 較具代表性的就是將冶金型的矽晶

片拿來做太陽能電池，然後要把效

率拉到跟一般的太陽能電池一樣高 



156 

 

� 通常因為大型設備較花時間，會先

給學校做小型試製，較快速去測出

一些特性，給研發團隊比較大的方

向去 Follow & Try 

B財團法人 

/染料敏化技術專案 

技術萌芽期技術萌芽期技術萌芽期技術萌芽期 實驗非常頻繁且需要原型試製實驗非常頻繁且需要原型試製實驗非常頻繁且需要原型試製實驗非常頻繁且需要原型試製：：：： 

� 通常會先以小型實驗模組來測試性

能，再做成大型模組測試 

� 目前不能商品化主要是因為把實驗

結果放大後，良率會變得很差，產

率也會變得很慢 

C公司 

/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 實驗有其必要性實驗有其必要性實驗有其必要性實驗有其必要性：：：： 

� 通常客戶會要求一些規格(Spec)然

後照做就好。 

� 像是外部曝曬、效能損耗等問題怎

麼去降低。這都有關於成本考量，

所以得去做一些測試 

� 在固定時間要做 Life Time 測試，因

為模組得保證使用 25年 

D公司 

/陽光電城 

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 較少實驗空間較少實驗空間較少實驗空間較少實驗空間：：：： 

� 產品都需要經過認證，並不用花很

多心力去測試 

� 很多測試是於產品整合方面，而工

程則是應用已經成熟的技術來做，

也不可能去模擬一個跟當地同樣的

環境來做。可能性太低而價格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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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公司 

/電力系統工程專案 

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漸進改善期 較少實驗空間較少實驗空間較少實驗空間較少實驗空間：：：： 

� 通常團隊懂得技術，然後再去找廠

商來做，所以沒有實驗室 

� 從案子中直接實做學習 

 

根據研究個案之不同生命週期與相關管理活動的連結，得出研究發現 5。 

 

 

 

[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通常技術也有類似出生、成熟、以及衰老等現象，而廠商在技術改進過程，

大致上經歷三個不同階段。在初始階段，廠商進行探索性研究，在選擇階段科技，

技術的創新會逐漸形成標準，逐漸的例規化、系統化和程序化，而在定位階段，

廠商會進行商業化活動，逐漸擴展到下游的生產以及行銷等支援活動。本研究主

要討論的要點在於，不同的技術階段中，太陽能相關廠商是如何在技術研發以及

市場需求取得平衡點，以及相關的實驗及原型試製的程度為何。 

 

[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底下將研究發現 5 依照所處的技術週期不同，且分為三個部分—技術萌芽

期、主流設計期以及漸進改善期等來討論。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5555    

在太陽能技術領域中，不同的技術生命週期會影響知識創造活動的實驗或原型

試製的方式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5.a5.a5.a5.a    

太陽能技術領域中，在技術的漸進改善期，設計的實驗大幅減少，競爭焦點在

於市場區隔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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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A 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切片效能改善技術切片效能改善技術切片效能改善技術切片效能改善技術]-> 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設計的實驗設計的實驗設計的實驗設計的實驗

大幅減少大幅減少大幅減少大幅減少，，，，重視降低成本重視降低成本重視降低成本重視降低成本  

對於 A公司來說，比較屬於製程的漸進式創新，雖然實驗還是會有，但新

型設計方面較不可能，而比較偏向於效率的精進緩慢過程，以及晶片良率的提升，

而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降低成本為考量。相對地其製程也比較固定，自由空間會

比較少，會藉由使用者 (電池廠商)的資訊回饋，來盡量避免失敗，也就是預防

例如破片率高或效率不良等情況產生。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模組效能改善技術]-> 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設計的實驗設計的實驗設計的實驗設計的實驗

大幅減少大幅減少大幅減少大幅減少，，，，重視降低成本重視降低成本重視降低成本重視降低成本  

郭處長：「模組的技術很 Stable，不會有多大的變化。」，模組端特別重視市

場的反應，因為模組最終是得發電，要說服你的使用者如何發電是最有效率最省

成本，所以基本上模組是按照既定的規格(Spec)或是客戶的需求而做，很少太大

的改變，在微薄利潤下，除了需要為品質保證所做的模組實地戶外測試，以及生

存時間的測試等，較少會有新型創新實驗的實質意義。 

 

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D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陽光電城]-> 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設計的實驗大幅減少設計的實驗大幅減少設計的實驗大幅減少設計的實驗大幅減少，，，，

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 

對於 D公司，其所面對的技術不確性相對低，頂多誤差控制以及成本管理

等。黃副總：「我們做的反而跟 Eee PC的概念差不多，我們按照需求，提供比較

恰當的規格，雖然看起來都是Module，但細一點就會不同」，同中求異是 D公司

追求的目標之一。所以 D公司的專案比較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其注重成本

的掌握以及市場的區隔。而除了系統整合方面比較需要測試外，其他獨立產品因

為也已經先通過認證，測試就比較沒有必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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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電力系統專案電力系統專案電力系統專案電力系統專案]-> 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屬於技術的漸進改善期，，，，設計的實驗大幅設計的實驗大幅設計的實驗大幅設計的實驗大幅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重視降低成本與市場區隔 

E公司專案所針對的市場區隔明確—以併聯型及建築物安裝為主，因此公司

主要業務是負責統包管理，只要將相關工程外包給對的廠商，找到對的技術就可

以了，並沒有實際實驗的必要性。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矽薄膜技術專案]-> 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設計的實設計的實設計的實設計的實

驗模擬驗模擬驗模擬驗模擬較多較多較多較多，，，，而而而而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 

矽薄膜技術在現階段而言，相較於目前主流技術—矽晶圓技術，會不知道哪

一個技術會是最後的勝利者，所以其不確定較高，但是 B財團法人會從各個技

術領域去挑選出來當作研發的方向，使其不確定得以降低。而在認證標準方面，

像是效率以及安全性，都有國際的規範標準，讓 B財團法人在技術研發的過程，

有一個準則得以遵循。而如果隸屬於較前瞻性的計畫，組織給予成員的自主性比

較高，容許失敗的範圍就會較大，以讓相關的實驗模擬得以順利進行。 

 

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多晶矽效率提升計畫]-> 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屬於技術的主流設計期，，，，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的實驗模擬的實驗模擬的實驗模擬的實驗模擬較多較多較多較多，，，，而而而而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相關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 

多晶矽的技術發展史，比單晶還要短，所以關於效率的再提升，會藉由單晶

矽的高效率研發經驗來找出研發方向。多晶矽目前是產業中應用最廣的主流技術，

大概在這一兩年其市佔率超越單晶。不過其目前效率還是低於單晶，另外矽薄膜

技術也漸漸有許多廠商投入，成為極具潛力的未來取代性技術。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5.b5.b5.b5.b    

太陽能技術領域中，在技術的主流設計期，設計的實驗模擬相對較多，且相關

技術標準也會逐漸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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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矽面臨的是如何以自身較低成本的優勢，而能夠創造出較高效率，使其

性能價格比提升到最高，持續為市場技術主流，為目前多晶矽技術面臨的最大課

題之一。 

所以，多晶矽技術的團隊成員，對於模擬實驗也相當的頻繁，包括嘗試將單

晶研發經驗移轉到多晶製程、將相對純度較低的矽透過實驗的改善，目標是做到

跟一般多晶矽一樣的效率等。另外像是與學校合作做小型的原型測試，因為學校

小型製程設備，可以讓實驗結果較佳化 (因為相對環境變數較為單純，均勻)，

可以給只能大面積製作的 B多晶矽技術小組，一個參考的大方向可以去嘗試。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染料敏化技染料敏化技染料敏化技染料敏化技術專案術專案術專案術專案]-> 屬於技術的萌芽階段屬於技術的萌芽階段屬於技術的萌芽階段屬於技術的萌芽階段，，，，設計的實設計的實設計的實設計的實

驗模擬相對較多驗模擬相對較多驗模擬相對較多驗模擬相對較多，，，，且業界還未具備相關技術標準且業界還未具備相關技術標準且業界還未具備相關技術標準且業界還未具備相關技術標準 

與目前發展較為成熟的矽晶圓技術，或者處於過渡期的矽薄膜技術相比，染

料敏化技術是目前最為不成熟的技術之一。而如同蔡組長提到：「基本問題還沒

有解決，就算能夠大量製造又能怎樣」，染料敏化技術(DSSC)目前最基本的難

題就是效率太低，及品質不能穩定的問題，所以都還處於研發階段，市面上還

未能有真正產品能順利產出。而雖然日本方面，想要嘗試建立標準，但是也非

目前染料技術的公認標準，因為對於染料來說，如何透過不斷地實驗測試讓技

術更能穩定和提升效率才是首要之務，而非業界的標準制定。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5.c5.c5.c5.c    

太陽能技術領域中，在技術的萌芽階段，設計的實驗模擬相對較多，且業界還

未具備相關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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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根據研究個案整理及相關學理的驗證，本研究得出其他兩項重要之研究發現，

分別如下。 

 

 

 

[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本研究發現通常國內太陽能相關技術領域成員，都是由集團或母公司底下的

相關技術單位再去切割出來，例如原本是做半導體相關或是電機電子相關領域等，

再去做進一步的技術延伸動作。通常來說，技術研究單位的能耐成長大多需要長

時間的持續性累積。雖然在太陽能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其技術能耐所需要並不相同，

但都有其一定的技術路徑可循，多半是以自己熟習的技術或知識再往外將技術能

耐延伸的結果。 

Cohen等 (1990)也認為創新績效與路徑相依度有關，先前知識(Prior 

Knowledge)的相關性對於新知識的取得與利用會影響組織的吸收能力，若關聯度

較高則知識的擴散和移轉也會更有效率。所以本研究主要觀察太陽能相關的研究

單位中，其技術成長軌跡為何，以及通常為哪些技術領域的綜合體來構成相關的

太陽能技術能耐。 

 

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驗證驗證驗證驗證一一一一：：：：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A公司主要由大同集團底下的尚志半導體 100%轉投資，於 93年方成立，主

要是生產多晶矽太陽能晶圓為主。雖然A公司的主要生產設備是由GT Solar Tech.

技術移轉得來，但是由於大同集團底下的相關經驗豐富，大同本業涵括數位電子、

重電、電線電纜以及家電等四大事業本體，另外透過底下轉投資計有光電、能源、

其他研究發現其他研究發現其他研究發現其他研究發現 1111    

太陽能領域的技術研究單位，通常由集團去做相關技術的事業延伸，並且依循

特定的路徑去累積其特有的動態能耐 



 

通訊、系統整合、化工等

志半導體的資源挹注，包括半導體相關的研發經驗以及尚志半導體總經理

龍先生也同時出任 A公司的總經理

有管理經驗。另外陳經理提到

為集團底下有華映電子的經驗挹注

Thin-film 對他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經理也提到，由於可以與集團底下的

跨入 BIPV，就會更順利取得市場青昧

佈圖： 

 

 

 

圖

參考資料

 

個案驗證二個案驗證二個案驗證二個案驗證二：：：：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B財團法人成立於 2006

聯合各個系科專長所建立而成

大同

集團

數位

電子

家電

電線

電纜

中華 

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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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等，另外還有尚志資產開發等。而 A公司主要由大同尚

包括半導體相關的研發經驗以及尚志半導體總經理

公司的總經理，其背景是清大材料研究所的碩士

另外陳經理提到，A公司決定跨入薄膜領域，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

為集團底下有華映電子的經驗挹注：「因為華映的 TFT-LCD經驗，

是比較簡單的，包括無塵室的等級也是比較高的

由於可以與集團底下的「尚志資產開發」相結合，未來

就會更順利取得市場青昧。圖五.一是 A公司所屬集團之關係事業分

 

圖 五.一 A公司與集團資源相關圖 

參考資料：A公司相關資訊，本研究整理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2006年，為五大焦點科技中心之一。而 B

各個系科專長所建立而成，主要包括材化所、太陽光電組、電光所

大同

集團

數位

電子

重電

家電
尚志 

半導體 

尚志資

產開發 A100%100%100%100%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其它技

術單位 

公司主要由大同尚

包括半導體相關的研發經驗以及尚志半導體總經理，林和

其背景是清大材料研究所的碩士，同時擁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

，太陽能

包括無塵室的等級也是比較高的」，另外陳

未來 A公司在

公司所屬集團之關係事業分

B財團法人主要

電光所、顯示中

公司 



 

心與能環所等，有關 B財團法人

葉副組長所說：「B財團法人

分從太陽光電組那邊過來

過來，包括染料敏化跟 CIGS

的部分。中心成立之後，

廣組。在題目上則沒有太多的變動

個主軸上面。有關 B財團法人之太電中心的主要技術來源單位圖如圖五

示。 

圖 

資料來源：

 故而，B財團法人的組成技術人員背景其實相當複雜

算是很新的技術領域，而

照目前產業需要以及發展領域的進度分成兩組

的矽晶圓技術組以及未來發展潛力高的新世代電池技術組

能包含能環所、電光所和

示中心以及材化所等共同合作

顯示中

能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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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的成立背景，如同 B財團法人的領導人之一的

財團法人從開始成立到現在，大概是四年左右

分從太陽光電組那邊過來，主要是矽晶的部分。有一部分是材化所

CIGS，有一部分是顯示中心，電光所那邊過來做

，那時候差不多是五六十個人，只有分兩組

沒有太多的變動，大概是分矽晶薄膜、以及新世代太陽電池兩

財團法人之太電中心的主要技術來源單位圖如圖五

 五.二 B財團法人成立的技術背景 

：B財團法人葉副組長士口述，本研究整理

 

的組成技術人員背景其實相當複雜，主要是因為太陽光電

而 B財團法人算是目前國內專職研發的專業中心

照目前產業需要以及發展領域的進度分成兩組—分別是比較接近目前產業發展

的矽晶圓技術組以及未來發展潛力高的新世代電池技術組。而所找

電光所和太陽光電組，甚至有機械所的技術來源，

示中心以及材化所等共同合作，而研發過程中技術可相互流通支援

B財團

法人

材化所

電光所

太陽光

電組

顯示中

心

能環所

的領導人之一的

大概是四年左右，一開始大部

材化所、能環所那邊

電光所那邊過來做 Thin-film

只有分兩組--研發組跟推

以及新世代太陽電池兩

財團法人之太電中心的主要技術來源單位圖如圖五.二所

 

本研究整理 

主要是因為太陽光電

算是目前國內專職研發的專業中心，且依

分別是比較接近目前產業發展

找的領域前者可

，而後者包括顯

流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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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三個案驗證三個案驗證三個案驗證三：：：：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C公司目前為一專業的太陽能模組製造公司，其母公司是鼎元光電集團，集

團底下則包括光纖通訊、發光二極體於汽車應用、太陽能相關模組研發與通路，

以及GPS等。鼎元光電是國內最早從事模組製造的廠商之一，C公司是由鼎元光

電在95年7獨立分割出來，所以在模組製造的技術上有所傳承的軌跡。 

 

 

 

 

 

 

 

 

 

 

 

 

 

 

 

 

圖 五.三 鼎元光電集團 

資料來源：C公司，本研究整理 

 

另外，C公司與鼎元光電集團的子公司興達科技合作，因而順利取得德國TUV 

的IEC61215認證，也成為台灣第一家歐洲IEC認證通過的太陽能模組公司。也使

得C公司開始以”TynSolar”建立太陽能模組品牌。 

「有關模組技術方面的問題，主要是鐘處長這邊處理。」，業務部的郭處長

說，「從正茂開始，因為切割問題，正茂的資金不足後來轉給興達，後來有很多

公司投資包括鼎元，但因為理念不同，鼎元全部吃下來，後來又分割出 C公司

出來，後來發現有上櫃的可能，時機又不錯就變成現在的 C公司。」 

鼎元光電集團 

太陽能模組

材料與通路 

GPS 

光纖通訊 

產品 
發光二極體

於汽車應用 

C公司：太陽能

模組相關 

發光二極體

銷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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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鼎元光電跟 C公司在技術上基本上沒有絕對的連結，目前鼎元將焦點

放在 LED 晶片上，基本上有長晶的技術在裡面，但基本上研發部的鐘處長在技

術處理上都沒有問題。另外鼎元與 C公司也有同時投資在杭州的長晶廠，在太

陽能產業鏈上增加了未來垂直整合的可能性。 

 

個案驗證四個案驗證四個案驗證四個案驗證四：：：：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D公司共分為五個事業群，分別為負責先進材料開發、晶圓事業群、電子事

業群、環工事業群，以及半導體事業群。而主力著手於太陽能業務的是第二事業

處的晶圓事業群，及另外在總經理/執行長底下直轄下，新成立的再生能源事業

處等。而如同黃副總及專案經理 S 先生指出，在陽光電城專案中，D公司仰賴的

不僅第二事業群的相關研發人員，同時也需要環工事業群以及其他部門的合作，

才能夠順利完成大型的工程專案。另外，D公司也長期與日本信越集團合作，與

集團旗下企業在台投資生產半導體相關材料，所以 D公司在半導體無論材料製

造或通路方面都附有經驗，可以提供 D公司往後在開發太陽能相關的系統專案

時，可以動員相關資源來共同開發發展。 

 

圖 五.四 D公司相關事業群及資源 

資料來源：D公司相關資訊，本研究整理 

D公司

先進材
料開發

晶圓事
業群

電子事
業群

環工事
業群

半導體
事業群

日本信越

半導體 



 

個案驗證五個案驗證五個案驗證五個案驗證五：：：：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E公司是於 1981年成立

E公司成立光電事業部，

及太陽能技術領域的相關知識

光電系統的設計和安裝，

 所以在技術或是市場的延伸上

耐，可以將其產出產品加以支援及應用在

力事業務，得以發展成目前

市電併聯型發電系統及

 

 

資料來源

 

電力系統
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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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一開始以設計及生產測量儀器起家。

，成為台灣第一家太陽能電池的製造商。最後結合儀器以

及太陽能技術領域的相關知識，E公司在 2002年成立了電力事業部

，以垂直擴展 E公司在太陽能的系統工程業務

所以在技術或是市場的延伸上，E公司以其在太陽能電池領域累積的技術能

可以將其產出產品加以支援及應用在太陽能相關儀器及系統工程上

得以發展成目前台灣最大之太陽能系統安裝業者，另外得以專注在

市電併聯型發電系統及 Solar Home System 的相關技術開發

圖 五.五 D 公司的事業分工  

資料來源：D 公司，本研究整理  

 

E公司

光電事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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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電力系統
事業部

。在 1998年，

最後結合儀器以

年成立了電力事業部，從事太陽

公司在太陽能的系統工程業務。 

公司以其在太陽能電池領域累積的技術能

太陽能相關儀器及系統工程上，使得電

另外得以專注在

的相關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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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延伸討論] 

所謂「願景」是企業設定應達成的目標與達成時期。而經營策略是實現願景

的途徑，可凸顯與其他公司之間差異化的架構。策略的概念含有「某程度的長期

性，具有一貫化的資源分配」的意義，所以願景是企業對自己的目標設定以及角

色定位，願景制定具有階段性，它可以引導企業資源投入的方向，促使組織成員

全力挑戰企業目標的動力 

本研究發現在太陽能產業鏈中，通常會因為技術研究單位不同的願景設定，

其所著重的技術重點及發展模式也會不太一樣。 

 

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個案驗證一個案驗證一個案驗證一個案驗證一：：：：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A公司主要定位在上游的長晶部分主要定位在上游的長晶部分主要定位在上游的長晶部分主要定位在上游的長晶部分，，，，以及近來跨入薄膜領域以及近來跨入薄膜領域以及近來跨入薄膜領域以及近來跨入薄膜領域，而薄膜產品端

是直接面對終端客戶。就就就就 A 公司的考量公司的考量公司的考量公司的考量，，，，技術發展不僅與公司本身的能耐和可技術發展不僅與公司本身的能耐和可技術發展不僅與公司本身的能耐和可技術發展不僅與公司本身的能耐和可

汲取資源有關汲取資源有關汲取資源有關汲取資源有關，，，，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也對技術的未來性非常重視也對技術的未來性非常重視也對技術的未來性非常重視也對技術的未來性非常重視，由其有關安全性及環保性的

考量。 

由於 A公司的定位在於上游長晶廠，所以會直接面臨料源廠商的限制，所

以對於市場時機的掌握，也是極重要的決勝點。另外也跟太陽能產業特性有很大

的關聯，因為太陽能產業太新，相對技術都還不成熟。如同陳經理所提的：「從

做第一顆晶片做出來，到後來做 Thin-film，這些都是牽涉很大的技術和決策部分。」 

 

 

其他研究發現其他研究發現其他研究發現其他研究發現 2222    

太陽能領域因技術研究單位的願景與定位不同，其著重的技術重點也不同，越

上游越重視技術的深入發展，進而以商業秘密或申請專利保護，越下游則越偏

技術的整合應用，重點在於應用端市場的掌握，相對技術進入門檻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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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二個案驗證二個案驗證二個案驗證二：：：：B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因為 B財團法人的營運本質是為配合政府政策，為協助國內 PV業者的技術

發展而存在，雖然為非營利單位，但其所面對的業務及客戶，大概是政府計畫以

及國內的 PV 廠商，以完成計畫和技術移轉為主要業務。所以對於 B財團法人來

說，其技術研發的領先角色就非常重要。 

如同葉副組長對願景的闡述是：「我們希望成為世界最好的太陽光電世界最好的太陽光電世界最好的太陽光電世界最好的太陽光電研究單研究單研究單研究單

位位位位，核心價值是這個中心成立不僅為了世界第一，也是為 PV產業創造價值，所

以與國內的 PV產業會緊密的接觸。」而其主要的發展重點之一是太陽能產業鏈

中的 Cell 端，這也是目前產業鏈中最關鍵的部分。整條產業鏈是否能有整條產業鏈是否能有整條產業鏈是否能有整條產業鏈是否能有突破突破突破突破性性性性

的進的進的進的進步步步步，，，，主要來自於主要來自於主要來自於主要來自於 Cell 的技術是否能的技術是否能的技術是否能的技術是否能夠夠夠夠有有有有突破式突破式突破式突破式創新創新創新創新出出出出現現現現，其中尤其是矽薄

膜技術，以及所謂的新世代太陽能電池技術—DSSC 和 CIGS等。所以對於 B財

團法人來說，如何能夠使 Cell 端更能提升效率，以增加在太陽能技術領域的競

爭力是其研發要點，而其研發目標也以取得結構性專利為主，讓對手難以模仿，

而其中若有必要，也會以商業秘密的方式來保護其研發過程所發現的製程創新成

果等。在技術研發上屬於深入研究，專精效率改進為主。 

 

個案驗證三個案驗證三個案驗證三個案驗證三：：：：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C公司的願景是希望成為台灣品台灣品台灣品台灣品質質質質最佳最佳最佳最佳，，，，規規規規模模模模最最最最大的模組領導大的模組領導大的模組領導大的模組領導廠商廠商廠商廠商。所以對

於C公司來說，其擬定的發展重點為鞏固模組核心技術開發，以取得完整的各國

模組認證 (包括TUV/IEC、UL等)，以及確保料源維持品質等。另外，C公司也

建立自有品牌—“TynSolar”，以提升在業界的知名度。 

對於 C公司來說，因為其定位是位於產業鏈的下游端模組段，所以在技術

上以確保產品品質為主外，也會以講求彈性為主，例如講求太陽能模組的透光度，

以進入 BIPV市場，以及客製化能力，能夠彈性配合客戶端的需求。 

但是在模組段的技術進入門檻也相對比較低，利潤也因而比較低，廠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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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也比較激烈。所以這時如何差異如何差異如何差異如何差異化化化化，，，，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信譽信譽信譽信譽與與與與品牌品牌品牌品牌，，，，對於模組對於模組對於模組對於模組

段的段的段的段的廠商反廠商反廠商反廠商反而是比較重要的而是比較重要的而是比較重要的而是比較重要的。。。。 

 

個案驗證四個案驗證四個案驗證四個案驗證四：：：：D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D公司的願景定位是在於在於在於在於太太太太陽能產業鏈的系統陽能產業鏈的系統陽能產業鏈的系統陽能產業鏈的系統端端端端，，，，以及成為整個產業鏈的通以及成為整個產業鏈的通以及成為整個產業鏈的通以及成為整個產業鏈的通

路整合路整合路整合路整合商商商商。黃副總提到：「因為很多都是比較小的需求，或者是弱勢的需求，他

們只是產品的接受者，而非規格的制定者」由此觀之，D公司主要的著重的技術

能力在於結合終端客戶的需求，並製訂產品規格與調整。譬如以電腦來看，D公

司就像是 Dell的角色，自己不生產電腦，但是可以制定規格，基本架構還是掛

在電腦商本身。這大概是 D公司的發展方向。 

 所以對於 D公司來說，著重的能力較偏重於技術應用以及技術水平的整合

上，從中作為一個溝通協調者。當然要完成這樣的一個目標，本身於每一段的技

術要有相當的熟悉度和經驗累積才可以完成。 

 

個案驗證五個案驗證五個案驗證五個案驗證五：：：：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E公司的電力事業部亦屬於太太太太陽產業鏈的系陽產業鏈的系陽產業鏈的系陽產業鏈的系統統統統端端端端。就其發展方向來說大概可

以分別兩大項：市電市電市電市電併聯併聯併聯併聯型以及在型以及在型以及在型以及在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物上面的物上面的物上面的物上面的應用應用應用應用，這也是目前E公司的電力

事業部所著重的方向。 

而因為有各國政府的能源政策，裝設太陽能漸漸成為一種投資概念，由此來

吸引消費者投入，所以太陽能廠商也才願意投資此市場，進而投下資金來發展太

陽能技術。所以可以發現，對於太陽能產業鏈的系統端而言，其關注的焦點會比

較在於技術資源的整合能力，與政策市場面的配合。對於 D公司的電力事業部

來說，技術發展可以說是由市場需技術發展可以說是由市場需技術發展可以說是由市場需技術發展可以說是由市場需求去拉求去拉求去拉求去拉動的動的動的動的，，，，這這這這和和和和從從從從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創新創新創新創新去推去推去推去推動市場的模動市場的模動市場的模動市場的模

式式式式不一不一不一不一樣樣樣樣，，，，所所所所以以以以，，，，也比較不會有也比較不會有也比較不會有也比較不會有太太太太大的技術大的技術大的技術大的技術突破突破突破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