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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變動劇烈的企業經營環境之下，內部創業是帶動公司成長的重要選項。台灣的產

業經營環境中，以高科技業廠商面臨的經營環境變遷最為快速、產品生命週期最為短暫，

也是台灣眾多產業中，相對高比例的以內部創業持續支持企業發展的多數，但是過往的

創業與內部創業相關研究，多將創業議題視為靜態主體，不過進行內部創業的企業，因

為複雜的管理流程與管理因素之變化，以動態與整體性的理論重新思考更能呈現其真義，

並能提供實質的運作建議。具有動態與整體性特質的理論觀點中，複雜性科學可以詮釋

非線性動態系統的演化歷程，並可以呈現系統於外在資訊輸入之下的變動，以跨層次互

動所呈現的整體模態，以「過程」角度呈現內部創業研究中的企業面對環境變化之動態

調適，讓企業的內部創業演變歷程更為清晰。 

本研究以複雜科學作為內部創業探討的研究基礎，除了以「系統」、「動態」與「調

適」等觀點為基礎外，進一步將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納入探討；並從

複雜科學觀點中，萃取出影響系統動態運作流程的關鍵要素：「資訊評估」、「調適性張

力」、「新創事業建構」、「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確立」等五大步驟，對應企業內部創

業的流程。本研究以此理論模式為主軸，進行個案選擇、訪談以及資料蒐集，對台灣四

家高科技業廠商進行深入訪談，了解其內部創業過程與複雜科學觀點的對應性，以及在

此對應的新觀點中內部創業之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1. 台灣科技業廠商推行內部創業的過程可用複雜科學觀點對應之。 

2. 台灣科技業廠商會以調適性張力狀態作為推行內部創業的契機。 

3. 台灣科技業廠商成功發展內部創業之關鍵在於流程中的資源分配。 

4. 台灣科技業廠商再創後續新事業時，會受到員工個人熱忱與對新事業認同感之影響。 

5. 台灣科技業廠商內部創業領導者的層級會影響新創事業發展。 

6. 台灣科技業廠商會複製成功經驗發展後續的新創事業。 

7. 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公司規模擴張時，會重新設計新創事業發展模式。 

    本論文最後說明研究結果的學術貢獻，並針對實務與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內部創業、複雜理論、奇異吸子、台灣科技業 

 

 

  



Abstract 

 

Intrapreneurship is a pivotal way for enterprises creating another way to support 

their continuous growth. Intrapreneurship could help large-scaled enterprises to break 

through the problems of rigi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high-tech companies are confronted with varied 

business situation and the shortest product life cycle; these conditions have urged 

high-tech companies in Taiwan into executing intrapreneurship to ensure their future 

profit. Review researches related to intrapreneurship, most of them use the static view 

to describe it.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i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crucial factors in 

management process, the dynamic and holism view could better presen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nonlinear dynamic systems. Besides, this kind point of view could show 

the pattern of cross-level interaction and the dynamic adap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rapraneurship; both could make the realization of intrapraneurship much clear.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omplexity science. In addition to use the viewpoint of 

“systematic,” “dynamic” and “adaption,” this paper also brings in the viewpoint of 

“strange attractor.” This paper extracts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dynamic system 

operation, and classifies them into five steps: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daptive 

tension,” “new business construction,” “network connec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in order to correspond the process of intrapraneurship i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presents interview results of four 

high-tech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finds key factors which could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intrapraneurship in this new perspect. 

 

Keywords: Intrapraneurship, complexity science, strange attractor, high-tech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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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與研究流程四個部份，簡要

陳述本研究的背景動機以至於研究進行方式。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Drucker 曾於《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985）一書中提

到：「（美國）管理型經濟時代已成過去，緊接著是創業型經濟時代的來臨。」由於管理

學界已將「人」視為公司最重要的資源之一，故持續將優秀人才留為己用是企業維持創

新與成長的重點。《一分鐘改善管理》（One Minute Manager）的作者 Blanchard 與 Johnson 

(2003) 也曾說：「內部創業可能是公司留住人才的最好方式。」企業的成長在現實生活

中時常落後於組織中個人的成長，企業不斷思考如何創造較大的誘因以吸引優秀經理人

留在內部持續服務，內部創業便因此應運而生。內部創業是企業面臨大小波動不斷的經

營環境中，在組織內部採自力更生方式積極面對外界挑戰的重大選項，目前也廣為實務

界應用，造就許多知名企業的成長，成為跨國公司創新求變與增加績效的重要途徑（官

志亮、林三偉，2009）。 

回顧過往的創業與內部創業相關研究，多將創業議題視為靜態主體，雖然創業管理

學術期刊探討的議題廣泛，包括：創業家與創業團隊、新創機會的發現與利用、公司內

部創業、創業環境、創業網絡、創業融資等，但卻缺乏較為整體性的理論基礎（劉常勇、

謝如梅，2006）。內部創業突破大型企業的大規模、多層級與逐漸固定僵化的管理方式

與組織文化，在既有的管理氛圍下另闢新局，創造內部創業對應的管理環境（官志亮、

林三偉，2009）。相較於一般管理的流程，進入內部創業的企業，管理流程會相對複雜

化，管理的成功因素已不僅僅侷限於企業主本身或是產品特色，尤其是創業管理領域，

更需要以動態理論重新思考其意義。 

劉常勇（2006）指出，創業研究本身即具有跨領域與獨特性的特徵，由其他領域引

入理論作管理實務的整合性解釋與建立觀念性架構，有助於在百家爭鳴的創業研究中，

以專有的理論架構重新清楚界定研究議題、促成研究共識，使相關研究得以在相同平台

上交流，完善創業管理的理論基礎。 

由於創業活動不適合只以單一角度解釋，過去已經引入的理論包含經濟學、社會學、

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等等(Swedberg, 2000)；根據 Davidsson & Wiklund (2001)，以不同領域

理論解釋創業問題時需要注意層次問題，目前引入創業管理研究領域的理論基本上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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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一層次，例如應用於個人層次的認知理論，有助於解釋創業家與週邊關係人、外部

環境互動的心智過程（Mental Process）(Mitchell, R. K., Busenitz, L., Lant, T., McDougall, P. P., 

Morse, E. A. and Smith, J.B., 2002)；社會網絡理論適用於研究連結總體與個體層次的分析

(Kilduff & Tsai, 2003)；資源基礎理論論主要應用於組織層次，制度理論則是探討總體層

次的影響（劉常勇，2006）。雖然早在 1985 年，Gatner 即提出單一構面並不足以說明創

業議題，但是在個體相互連結成整體的層次方面，目前研究仍居少數。 

蔡敦浩、利尚仁與林韶怡等（2007）根據創業本質回顧過去創業研究，試圖以不同

角度解讀創業的動態性，故引入複雜理論的觀點，作為創業研究的另一觀察角度。以複

雜性科學解析非線性動態系統的演化歷程，得以用全觀視點探索創業實務中跨層次互動

所呈現的整體模態，進一步獲得創業研究的意涵與洞見。因為複雜性科學理論正好呼應

社會科學研究近期的幾大趨勢 (Mathews, White & Long, 1999)，故近年來逐漸由原本的

自然科學領域滲透至社會科學領域 (Brown & Eisenhardt, 1998; Mathews, White & Long，

1999)。一是環境變化的頻率加快，複雜科學強調的非線性與動態系統正好可以回答動

態系統下，組織為因應環境變遷而不斷調適、改變或創新的行為；二是由於組織不斷進

行的調適與變革，使得組織如同一個由許多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元件所組成

的社會系統，這些元件彼此存在動態與非線性關係，且整個系統隨時間經過具有動態性

演化。因此，強調過程（Process）觀點的研究取向日益受到重視，和複雜科學的取向不

謀而合（王美雅，2005）。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其實是廣義複雜科學下的觀點，「混沌」是在非線性系統

中，某些突發與動態改變、可能引起複雜行為的狀況。混沌理論中同樣包含複雜理論的

系統與動態假設，但其中「具有初始值」的假設為混沌理論較為獨特的部份；「具有初

始值」是驗證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現象（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

方式為比較兩組時間序列的初始值，在些微差距下經過時間的迭代作用產生不可預測的

現象（涂敏芬，2002）；亦即 Lorenz於 1963年所發表的，即使知道所有影響結果的因

素，仍然無法獲得長期的預測結果，也就是廣為人知的「蝴蝶效應」。根據上述，系統

性、動態性與具有初始值三要素同時存在的系統中，若能出現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則表示混沌行為的存在。奇異吸子運作之特定規律性會引起隨機性系統演變，

涂敏芬（2002）視此為無週期的有序運動，劉秉正（1994）則稱之為決定性混沌

（Deterministic Chaos）。 

本研究擬根據蔡敦浩等人之研究，以複雜科學作為內部創業探討的研究基礎，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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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System）、「動態」（Dynamic）與「調適」（Adaptive）等觀點為基礎外，進

一步納入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子共同討論。以複雜理論的自我組織觀點，探討組織成員

在新創事業建構過程中所產生之回饋力量，正負向回饋力量會影響組織內部創業的風氣。

本研究定義奇異吸子為組織之新創事業，組織內部成員對新創事業之認同感會在組織內

部產生回饋力量、反覆放大加成，猶如系統中所有成員運作的收縮點。 

本研究希望將複雜科學架構作為對應組織運作的基礎，並以奇異吸子的存在進一步

探討新創事業的建構、內部創業過程中的資源分配和回饋力量與新創事業之關聯性，並

希望藉此給予欲推行內部創業的企業一個不同的思考觀點。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第一節所敘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利用複雜科學理論作為思考組織內部

創業的基本架構，以其系統性與動態性，詮釋組織推行內部創業的實際情況；並進一步

探討組織在新創事業過程中的資源分配、組織成員對新創事業的認同感為新事業發展所

帶來的影響性，以及從複雜科學架構探討企業成功推行內部創業的關鍵。 

故本研究所探討的主要問題包括： 

1. 複雜科學理論觀點能否詮釋組織內部創業作為？ 

2. 在複雜科學理論觀點下，企業內部創業成功的關鍵為何？ 

 

第三節、研究範圍 

 企業長期發展規劃中，新創事業（New Ventures）是維持企業成長的可能性之一。

根據 Roberts (1980)，新創事業可以依據企業內部承諾程度分為七個層次，其中承諾程

度最高者為「內部創業」（Internal Ventures），亦即企業對新創事業涉入程度最深，投入

資源多達成立新部門或團隊（A Separate Division or Group）的程度；Roberts 並指出，

進行內部創業目的是為進入不同的市場或是發展不同的突破性商品。 

 台灣政府於 1980 年代規劃發展高科技產業，並開始投注資源，陸續成立許多重要

大廠，憑藉優異的代工實力打入全球供應鏈，發展漸形成熟後，各企業也試圖以不同的

方式維持企業的持續成長。由於高科技產業具有高成長率、產品生命週期短、高報酬、

高風險與環境變化大等眾所公認的特性，處在這種環境的企業自然要不斷的創新與開創

新事業，特別是以高科技產業著稱的台灣，更不能自外於此（吳豐祥，1997）。故本研

究選定台灣高科技產業作為範疇，以其推行內部創業歷程對應複雜科學理論架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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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組織持續的資源分配及組織成員對新創事業認同感對新創事業的影響。 

 

第四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以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為起始點，經由探討國內外文獻，參考複雜科

學之理論，擬出對應企業內部創業的架構，進行更全面性的思考；並進一步納入混沌理

論中奇異吸子的觀點，詮釋組織在新創事業過程中的資源分配演變以及組織成員認同感

形成的回饋力量。本研究從不同的觀點觀察內部創業，將此二者的整合作為研究架構，

並採取質性研究法，選擇特定個案公司，透過敘述與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企業內部創

業的運作及不同的資源分配情形，將複雜理論之對應架構與個案比對分析，爾後進行彙

整、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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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與相關研究回顧 

建立理論架構 

個案敘述 深度訪談 

個案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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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內部創業、複雜科學理論以及可能將兩者觀點銜接的的相關文獻。第

一節先回顧內部創業的定義與相關研究；第二節探討創業績效的衡量標準；第三節藉由

整理網絡理論的重要文獻，以銜接內部創業與複雜科學理論觀點；第四節以複雜棵理論

的相關文獻為主，簡介此理論的演變及重要觀點，最後，根據本章探討的文獻加以彙整

作為發展本論文研究架構的基礎。 

 

第一節、內部創業 

一、內部創業的定義 

大型企業往往因為規模過大導致層級過多，使固有的管理方式及組織文化也隨企業

年齡增長而深植企業內部以致難以轉變，內部高度結構化與制度化的結果，逐漸驅逐賴

以成功的創業精神（官志亮、林三偉，2009）。內部創業（Intrapreneurship）為公司內部

所推動的創業活動，例如創立新事業部或新事業單位；由公司內部具創業意向的員工所

發起，在企業支持下承擔組織內部某些業務內容或工作項目，進行創業並與企業分享成

果的創業模式。這種激勵方式不僅可以滿足員工的創業欲望，同時也能激發企業內部活

力，改善內部分配機制，是一種員工和企業雙贏的管理制度。組織中的經理人透過此制

度將創業理念轉變為實際獲利行為，其不須自行承擔資源上的風險，反而是利用公司的

資源用來實踐來自公司或是自己的創業理念，將創業理念或遠景帶給組織內部成員，不

論以何種方式落實，只要新事業的經營管理真正交由內部員工執行，即可視之為內部創

業（熊學彥，1992；劉橫智，1999）。Dollinger (2003) 研究中對內部創業的定義為，是

在企業內部發展而成的新事業單位，利用企業現有的資源，以生產各種產品與服務，讓

公司的成員擁有發想提案與實踐新點子的機會。 

關於「新事業」的界定，一般分為兩大類型：一為新事業部門或新事業單位、一為

新產品種類。前者為在已建立企業中產生及開拓新技術、產品、市場或事業，後者則是

指發展「新的」或「不同的」產品，其中「不同的」意指和以往相異的管理方式；但兩

者也有可能合流，例如在既有事業部門中開發新的產品線 [Ginsberg & Hay (1994), 

Kanter (1989), Sykes (1993), 邱英雄（2001）等]。 

重新區分之後，本研究所定義之新事業為，以企業是否已經成立新事業單位或新事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B%E4%B8%9A%E6%A8%A1%E5%BC%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F%80%E5%8A%B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86%E9%85%8D%E6%9C%BA%E5%88%B6


7 
 

業部門作類型基本區分點：一為已成立新事業部門或單位，一則是新技術、產品或市場

已浮現，對企業而言需要新的管理方式應對，但尚未成熟到發展出事業部門或單位。就

此可以得知，若將新事業部門之建立視為內部創業臻於成熟的階段，那麼內部創業所代

表的不僅只是新興事業的崛起，其根源應該是企業內部員工發掘出新概念，而此新概念

在組織內部經由處理與對應後，發展出面對外界挑戰，不同成熟程度的對應方式。 

內部創業名詞最先在 1985 年由 Pinchot 提出，其本質為發生在公司內部的新創公司

創業精神1，並認為大公司一般來說擁有較多資源，使內部創業家（Intrapreneuring）更

容易實現新的創意。內部創業（Intrapreneurship）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時

有混淆，相較於企業家精神，內部創業必須持續在過程中克服談判與合作的相關障礙，

例如需要面對更多原組織已建構好的財務、人力資源與科技面等資源協調，企業家精神

則比較傾向獨立作業，並在缺乏大公司諸多資源的情況下單打獨鬥。但是具有企業家技

巧的人員可以選擇在公司內部發想與實踐其創意概念，由於大公司仍可以提供他們穩定

的工作機會，而具有創業精神者一方面發展新事業，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公司已建立出來

的行銷通路（Established Marketing Channel）。 

當個人確認組織需要以創新來達到變革時，會在組織內倡導（Champion）其創意

（Ideas），使創意發展成一個可獲利的實體（Reality）。Hornsby, Naffziger, Kuratko & 

Montagno (1993) 等人提出的看法為，在經濟與科技瞬息萬變的時代，若能善用創業精

神，其便能成為公司特別重要的優點，內部創業為企業善用創業精神的方法，可以應用

於擁有最優秀人才與資源的大型組織中。內部創業家為一種革命性制度，目的是為了善

用公司內部人才讓創新加速進行，使創業人才有機會在公司內部展現自己的創意，不致

產生自己闖天下的念頭（蕭志同、金必煌、邱英雄、楊千，2001）。內部創業是企業成

長策略中追求獲利的方式之一，其靠企業自行的培養與發展，以靈活使用企業內部的資

源，包括人力、財力、物力與技術等為手段，在原公司體制內自行發展（陳昭霖，2004）。 

 

二、內部創業的功用 

企業尋求持續的經營成長的途徑有許多種，根據 Roberts (1980)，雖然以新創事業

途徑維持企業的成長具有高度潛在風險，但眾多企業依然選擇將新創事業作為維持成長

的選擇，其原因如原先市場需求過於飽和、優異的科技研發能力漸形重要、國外市場已

                                                      
1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nitially called “Intrapreneuring” (Pinchot, 1985) is 

essentially “start-up” entrepreneurship turned in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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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飽和以及法規、利率之受限致使併購策略已經不容易在這些優惠條件下執行，故企

業傾向於視新創事業為成長動力，其中內部創業為企業內部承諾程度最高者。 

為了讓知識工作者能獲得充分發揮其能力的機會，也避免人才流失，企業提供他們

「內部創業」的機會條件。配合「內部創業」的需要，企業必須改變其規劃與預算制度、

績效評估標準、激勵和分享利潤辦法等等，更要培養一種有利於「內部創業」的企業文

化。Drucker 曾在他的「管理未來」（Managing for The Future: The 1990s and Beyond）一

書中，認為未來的組織必須能將創新及創業精神系統化，並以資訊做為組織的基礎（許

士軍，2002）。 

如何塑造創業型的組織型態，使組織能夠不斷地培養以及利用其內部創業家，確保

企業能在今日動盪的環境中持續成長是一個探討的議題；而內部創業制度就是一種善用

創業精神的方法，可以運用於擁有最多優秀人才與資源的大型組織中（官志亮、林三偉，

2009）。相對於員工離開原企業另立山頭、追尋自力更生的創業方式，內部創業在資金、

設備、人才等各方面資源利用的優勢顯而易見。由於創業者對於企業環境非常熟悉，在

創業時一般不存在資金、管理和行銷網路等方面的困擾，可以集中精力於新市場領域的

開發與拓展。同時由於企業內部所提供的創業環境較為寬鬆，即使是創業失敗，創業者

所需承擔的責任也小得多，從而大大減輕心理負擔，相對提高了成功機率。從另一方面

來說，建立企業的內部創業機制，不僅可以滿足精英員工在更高層次上的「成就感」，

留住優秀人才，同時也有利於企業採取多種經營方式，擴大市場領域，節約成本，延續

企業的發展週期。 

內部創業在本質上要優於自行創業，因為企業環境是創業家所充分熟悉的，企業可

以提供製造設備、供應商網路、技術資源、各類人才、營銷網路、以及企業品牌。創業

家不必費時向外界籌措創業資金，失敗後果的承擔責任較低，相對成功機會也較大，因

此內部創業在本質上具有先天優勢，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克服企業組織上對於創業行為

本質上存在的阻力。 

麥肯錫顧問公司（2002）表明，內部創業不僅能有效集中組織資源實現市場機會、

強化公司核心能耐，同時也是激勵員工發揮其創業精神的一種有效方式。一方面因為組

織中富有創造力的優秀員工總是偏好創立自己的事業，內部創業方式為員工提供這種將

理想變成現實的機會，易於發揮其潛在創業能力。另外，內部創業對公司十分有利，特

別是在內外環境、資源等各方面都要優於外部創業或是員工的自行創業。從公司的內部

環境來講，內部創業家不僅熟悉公司生產與經營狀況，了解公司所需要各種創新標準，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7%8E%AF%E5%A2%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0%A5%E9%94%80%E7%BD%91%E7%BB%9C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B%E4%B8%9A%E7%8E%AF%E5%A2%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9A%E7%A7%8D%E7%BB%8F%E8%9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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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節省更多創業初始成本，如：創業資金、相關製造設備、外部供應商與客戶網

絡、技術、人才結構等各項資源。同時，內部創業家承擔失敗的責任與壓力也較低，相

對成功機會也較大，因此與聯盟、併購等外部創業形式相比，公司內部創業具有許多得

天獨厚優勢。 

內部創業通常是新興工業化國家中，高科技與中小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尤其高科

技產業所具有的高成長率、產品生命週期短、高報酬、高風險與環境變化大等眾所公認

之特性，處在這種環境的企業自然要不斷的創新與開創新事業，特別是以高科技產業著

稱的台灣，更不能自外於此，方能從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並期望更好的發展（吳

豐祥，1997；陳昭霖，2004）。讓新產品致勝（Winning at New Products）一書中說：「持

續地推出新產品與服務，最能提高企業成功的機會。」寶鹼（P & G）、強生（Johnson & 

Johnson）及 3M等公司，都是因為擅長推動內部創業，不斷地創造藍海而基業長青。所

以惟有靠著不斷創新，用新產品顯示企業活力，透過策略改變定位，給予舊產品新生命，

企業才能永續經營（官志亮、林三偉，2009）。 

 

三、內部創業的流程 

內部創業是公司發掘新機會、面對外在環境挑戰或是企業另尋獲利途徑的方式之一。

組織內被賦予自由概念發想的員工通常都與公司內部的創意流程以及新產品、新服務及

新事業有關；根據 Oden (1997) 的研究指出，內部創意之所以得以成功，其因素在於組

織可以提供創新者支援、鼓勵以及提昇創意的氛圍。內部創業流程通常都由新概念或是

創新想法開始，接著進行發展、執行與修正等步驟。內部創業家可以敏銳感知或是察覺

創新的起源，而其有所意識之後，便會開始試著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發展，不論是產品、

服務、流程或是公司，皆可由其可行性（Feasibility）決定；需要積極獲取市場與創新的

相關資訊以確定其執行是否可以獲得適當報酬。一旦內部創業團隊確實推行（Feasibly 

Introduce）創新後，便可擬定大致的發展、執行與測試方向；若創新事業經得起（Withstand）

發展與測試，則內部創業團隊必須進行創新事業的相關執行動作，為了確定其成功性，

後續必須蒐集相關回饋與執行必要修正以進行改善 (Oden, 1997)。 

Struwig (2002) 將內部創業流程概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選擇創新點子；第二

階段為規劃新事業；第三階段則是辨識支援者，所謂的支援者意指會保護創新概念的成

員。Dollinger (2003) 則認為內部創業發展流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簡述其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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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掘機會： 

內部創業的機會主要來自組織內作業流程或是組織外關係網路，或是需要透過意外

事件來發掘創意新點子。 

(2) 建立業務關聯： 

將內部業務與新事業機會的關係完整建立，內部創業家或是內部創業團隊成員需要

在企業內部既有的官僚體系中與各原有部門建立關係，以利於獲取支援創新專案之

所需資源。 

(3) 爭取資源： 

在發展內部創業專案時，需要尋找實體、技術、財務、組織、人力及聲譽等各種資

源，且這些資源必須具有稀少、有價值、難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策略性優勢。 

(4) 專案執行： 

評估內部創業發展的產業環境，制定適合的營運戰略與戰術後，建立內部新事業與

外部資源之間的連結。可能可以引入外部的人才與技術，或是與外部企業進行策略

聯盟；內部新事業需要具有願景與目標，採取利於自主發展的策略，同時需要建立

績效評估準則衡量內部新事業的推行成果。 

(5) 事業完成： 

內部新事業已完整推行，後續有可能被企業拆解，或是因為獲利狀況佳而持續在原

企業（母公司）內部經營，也有可能在原企業的策略考量下而切割出去，成為一家

完全獨立、自主經營的新公司。 

 根據Mitchell (2007) 的觀點，其認為內部創業這種在組織文化中實踐創意的方式，

需要在創新氛圍與改變之中處理創業流程與人員的相關議題；其定義內部創業並非一種

觀念，而是一種需要組織高層支援、輔導以及團隊合作以達成功績效的流程。在這流程

推行的過程中，組織所需要扮演角色有三： 

（1） 建構足以鼓勵、促進及支援內部創業流程的組織架構 

（Establish frameworks to encourage, facilitate and support intrapreneurial processes） 

（2）  發展內部創業技巧 

（Enable the skills development of intrapreneurs） 

（3）  嵌入績效審核以提昇組織業務 

（Embed outputs to enhance the business of the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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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跨職能團隊以及共同工作的內部創業家們是推行內部創業的過程中必備

的條件；需要具有持續性（Persistence）與決心（Determination）的成功個體或在過程

中不斷克服阻礙與困難來傳遞（Delivery）新概念與想法，而團隊整體的信心與對組織

政治與動態的經驗、管理人員、克服技術與現實的阻礙皆相當重要。內部創業團隊的成

員主要經由自薦或是組織甄選而產生 (Pinchot, 1999)，他們將不同專業力量帶入內部創

業過程中，但其成功需要組織的支援，特別是上層管理階層的認可。 

 

四、內部創業發展特質 

（一）企業進入新事業的作法 

Utterback, Allen, HoUomon & Sirbu (1976) 針對高科技公司研究其進入新事業的作

法，發現企業若欲在熟悉的市場及核心資源上建立新事業，則需採取快速進入的策略；

若非企業原本熟悉的市場，但卻可以應用其核心資源，那麼便需要系統性的開發技術產

品與市場，並加強原型、開發、測試與評估。針對企業需要發展新事業的研究中，Roberts 

(1980) 依公司需要投入的程度界定出六種創新事業的方式：創業投資、創業育成、衍生

公司、新型合資、創新事業融合與內部創業。Roberts & Berry (1985) 則綜合先前研究歸

納出七種企業進入新事業的方式：內部發展、併購、授權、內部創業、合資、創業育成

與學習型購併；並利用技術熟悉度與市場熟悉度兩構面形成 3x3 矩陣架構，試圖將七種

創新事業形式填入，結果發現企業進入新事業的策略的確應該與技術與市場的熟悉度相

互配合，如圖 2-1 所示。 

合資 
創業育成 

學習型併購 

創業育成、 

學習型併購 

內部發展、 

併購、合資 

內部發展、 

併購、技術授權 

創業育成、 

學習型併購 

併購、 

內部發展 

內部發展、併購、 

技術授權 
合資 

 

 

 

圖 2-1  創業活動採用模式 

資料來源：Robert & Berry (1985) 

新且不熟悉 新且不熟悉 新且不熟悉 

新且熟悉 

核心 

核心 新且熟悉 新且不熟悉 

市
場
熟
悉
度 

技術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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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熟悉度不高建議使用創業育成、學習型併購等方式，熟悉度較高則可以考慮以內

部發展的方式進行。其中內部發展方式可以讓企業活用內部資源，在新事業領域產生新

事業部門或是新的實體公司，實際從事研究開發，會進入全新的企業發展週期，為踏實

穩重進入新事業的途徑。 

 

（二）建構論觀點 

內部創業的相關研究中，諸多研究以創業精神作為出發點，視之為創新的承載實踐

重心，其並具有風險承擔與獲利等特質，其現象也會因為創業實務發生的脈絡差異衍生

出不同類型的創業 (Harvey, 1991; Drucker, 1995; Fowler, 2000)。創業研究根據著眼點的

不同，可以概分為兩大方向：一為創業機會的發現、評估與利用、一則同時將創業視為

一歷程（Process）進行探討 (Shane & Venkataraman, 1992)。雖然創業歷程探討之研究方

興未艾，但隨後也逐漸興起獨立研究創業機會及創業家特質等研究，例如主張創業機會

客觀存在，創業研究重點為創業機會的發現（Discovery）與辨識（Recognation）（劉常

勇、謝如梅，2009）；或是針對創業家特質所進行的研究（陳家聲、吳奕慧，2007）。另

外的方向則為「建構論」研究觀點，主張創業家與創業機會具有二元性（Duality），或

視創業為社會所建構的過程，探討創業家與其所處的社會脈絡所構成的創業過程

(Fletcher, 2006; Sarason, Dean & Dillard, 2006)。 

Steyaert & Katz (2004) 指出，建構論者認為每一個創業皆發生於特定的社會脈絡下，

創業關乎的並不只是坐擁資源，或位處社會網絡結構洞的創業者「發現」了機會，更重

要的是創業所意味的是一連串的日常生活活動的構成；其中，創業的社會建構論點主要

探討創業認知過程中如何受到社會與文化情境的影響，促成創業行為並建構創業機會

(Fletcher, 2006)；建構論觀點並強調創業是一個集體參與建構的過程，社會創業和其創

業所發生的地方、空間與社會脈絡都有著密切的鑲嵌（Embeddedness）(Mair & Martí,  

2006)，人們是由於身處在其獨特的社會情境之下，衍生出創業的行為與形成創業的機

會（高明瑞、蔡依倫，2009）。 

 

（三）集體性（Collective） 

    在諸多研究中多能發現創業的個人主義現象，不論是創業的自利（Self-interest）動

機、創業者個人對創業機會的發掘或辨識過程，或是創業者如何動員資源以協助其創業；

這些討論往往著重於創業家的個人層面，忽略了創業過程中，集體性因素對創業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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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e Ven, Sapienza & Villanueva, 2007)。Van deVen et al. (2007) 指出創業研究應該將

創業過程中的自利與集體利益同時納入考慮，後續亦有研究贊同此論點；同時強調創業

應該是集體的促成，也就是創業機會的存在，其實是集體行動的促成 (Sine & Lee, 

2009)。 

    而在企業組織的經濟活動運作過程中，無論是企業對企業，或是企業內部成員的彼

此交流，會形成一般客觀交易外的社會市場結構，成員會在此網絡結構中發生相互關係，

而且交換或分享與組織相關的資訊以達成有效的經濟目的（張力，2000；何瑾瑜，2005）。

根據何瑾瑜（2005），內部創業為企業內部交由員工所執行之某一新事業建構，對於即

將進行的新創事業方向選擇，其所進行的創業考量可以涵括多種層面，例如所有權與控

制權、技術與市場的熟悉度、公司參與度、策略重要性與營運相關性等方面切入，以決

定是否應該創設企業內部的新事業。但另外亦須加入組織內部成員的互動對於創業的影

響性，特別在華人社會中，企業內部關係網絡的建構對於企業決定創業夥伴並進而形成

創業團隊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跨職能內部團隊 

    根據吉福‧賓區特 (Gifford Pinchot III,1985) 於《內部創業》（Intrapreneuring）一

書中建議企業建構內部創業團隊挑戰企業規模增大之後的創新問題。由於新創意初展開

時，通常會遭到其他部門的抗拒，但若想成功開發新創意，必須得到所有部門支持，否

則產品開發再好再精良都會失去意義。 

    為了破除企業內部的門戶之見，許多企業會採用職位輪調制度，使員工藉此機會親

自體驗其他部門的職能工作，但是較常受到的質疑是因為欠缺工作持續性，對工作產生

的瞭解性容易侷限於表面，沒辦法真正深入瞭解各部門的職責。Pinchot 認為，企業更

好的作法是讓各部門的員工帶著自己的專業與構想到各部門接受不一樣的想法衝擊，例

如研究部門人員將產品或技術構想帶到工程、設計、製造及行銷等公司其他陌生領域的

部門進行交流；雖然研究部門人員對其他領域部門並不熟悉，但可以憑藉對產品與技術

的深入認識，針對相關的優缺點表示看法，並可以跟隨早期決策的觀察新產品或技術之

導入結果，進而瞭解其他部門的運作，以融合其他領域的智慧與經驗進行修正。Pinchot 

建議，企業內部破除門戶之見最好的方式是組成跨職能（Cross-functional）內部創業團

隊，可在推動內部創業的過程中，隨時間軸推進以此團隊自始至終負責內部創業各層面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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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chot (1985) 於跨職能內部創業團隊的相關內容中提出，以推動新產品與技術為

目的、整合組織內部專業人才的完整職能小規模內部創業團隊，會具有三種特色現象： 

（1） 內部創業團隊認同新事業： 

因為內部創業團隊的組成來自企業內部各領域部門，共同努力的目標是新創事

業，故可以跨越各自專業職能疆界產生對新事業的共同認可。 

（2） 持續以內部新創事業的需要為重： 

當企業規模變大，各部門，例如行銷、製造、設計等，會因為企業的既有流程

而將新創意擺到次要地位。內部創業團隊則因為與既有部門有不同目標導向，

故團隊成員可以全心進行新創事業，使其推動過程具一致性與持續性。 

（3） 從整體角度解決問題： 

由於發展新事業需要考量諸多可能性，當發展過程中遇到問題，可能需要多種

解決方式，且各方式因為涉及各職能專業範圍，故需要各領域專業人才之集結

方有可能構思與達成。 

 

 

第二節、創業績效衡量 

一、創業績效定義 

由於要探討內部創業的績效，而內部創業又是大規模企業使用高內部承諾方式進行

創新的重要途徑，故如何在進行內部創業的期間，找出適合衡量此新創事業績效的方式，

協助企業瞭解創新表現的成果，便成為企業評估新創事業成敗的關鍵。 

內部創業已成為許多跨國公司不斷創新求變與增加組織績效的有效途徑之一，其策

略以廣泛為實務界所運用，並促成許多成功企業持續的成長與創新（官志亮、林三偉，

2009）。由於內部創業研究橫跨多種領域，歷來的相關研究也跟隨研究理論的著重點改

變而有所變化。 

 

二、衡量創業績效之原因 

績效是創業成敗的衡量指標，Venkataraman (1997) 指出創業績效不能完全以一般企

業管理之衡量方式進行，因為創業著眼於能創造利潤之機會發掘與利用，因此除了考量

經濟績效外，仍須加入個人努力對於社會的貢獻程度。換句話說，在個人層面上，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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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機會成本的代價、個人能力成長、實現願景目標等因素，在社會層面上，創業活動可

創造新市場、新產業、新科技、新制度、新工作等生產力的增加。因此，創業績效應同

時考慮個人和企業在經濟與社會上的成果。 

據估計，初創事業 4到 6年有 55%~65%的失敗率，換句話說，過半的新創事業難

逃「新生組織的負擔（Liability of Newness）」而死亡（洪鉛財，2002）。根據莊文忠（2008），

其「沒有衡量就沒有績效，沒有績效就沒有管理」，這句話可以說是描述績效管理運動

的最佳開場白。事實上，這句話也揭露了幾個有關績效管理的訊息：（1）管理的目的乃

是為了提升組織的績效，若組織可以不重視績效，則沒有管理必要；（2）組織需要訂定

一套評量資源運用與成員表現的標準（或指標），缺乏這一套標準，便無從認定組織的

績效水準；（3）凡是無法衡量的事物，就不會成為組織績效的一部分，亦即績效衡量偏

重於組織內可以測量的有形標的，無形的成果（如組織文化、合作精神、組織形象、顧

客品牌意識等）很少也很難具體反映在績效報告上；（4）績效衡量的結果會影響管理者

的策略訂定，錯誤或不當的績效衡量結果，可能對管理者產生誤導的作用，嚴重者導致

錯誤的決策後果。這些訊息大致描繪出績效衡量與指標設計對現代組織經營管理的重要

性。 

Sykes & Block (1989) 在研究公司內部創業精神程度中，曾提出十項阻礙公司培養

內部創業家的活動，其中影響最劇的活動就是組織過於強調管理程序並且不能容許錯誤

的發生，如此一來就會阻礙內部創業家的產生；其於研究中強調，組織必須創造一個鼓

勵員工嘗試新創意的環境，更重要的是組織要能容許員工發生錯誤，這樣一來組織才能

有源源不絕的新創意產生。 

 

三、績效衡量標準之發展 

根據Pappas & Remer (1985) 之研究，其主要以企業的研究發展之生產力為出發點，

探討其績效衡量方式並分成三類：（1）定量（2）半定量（3）定性；並簡述如下： 

(1) 定量（Quantitative Techniques） 

一般多被稱之為量化方法，通常會根據企業既有的衡量績效模式制定績效指標，因

此會運用某些特定的計算公式或是事先設定的比率以獲得數值。由於此種方法可以獲得

具體數值，對經理人而言，除了較容易執行外，作決策時較容易以此為依據進行比較，

並針對數值表現較為不彰的流程作部門內部或部門之間的溝通；但從另一角度來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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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衡量方式未必適合所有研究方式，尤其以創新事業績效衡量領域來說，由於新產品或

新技術才剛起步，若用純定量方式衡量，既定公式的數值選取未必適合剛起步的事業績

效評估。 

(2) 半定量（Semi-Quantitative Techniques） 

 此種方法進一步涉及參與創新活動的人員，不同於定量方法直接設定的數值指標，

半定量方式主要對象是與創新活動關係密切的人員，請他們表示對創新活動的看法，並

依不同評等指標予以數量化之後，將個人意見依照不同方法，例如平均法，彙總成單一

數字，讓決策者以此為依據跟其他創新活動的績效或類似資料進行比較，評估新創事業

成效。Pappas & Ramer (1985) 認為此種方法可以有效衡量新創事業績效，但因為此方式

涉及意見衡量，也較不容易避免參與人員的主觀看法。 

(3) 定性（Qualitative Techniques） 

 與定量方法相反走向的衡量方式，基本上藉由經理人主觀的直覺判定新創事業績效，

一般來說此種方式適用於成果較為抽象的基本研究。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範圍鎖定高科技公司運用內部創業對應新產品與新技術之出現，

探討其內部創業從概念萌發、資源分配、績效呈現至最終的新事業部門成立此一歷程，

並聚焦於新創事業建構過程中組織各成員的回饋；雖然 Pappas & Ramer 此研究主要鎖

定對象為研發部門的績效衡量，但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聚焦於台灣高科技產業，在高

科技公司裡，研發能力是公司實踐創新的重要元素之一，而研發的能量也會表現在公司

的新技術與新產品開發上，故本研究亦根據此基礎選擇了「定性」作為個案主要的績效

衡量方式。 

歷來亦有眾多學者對於創新績效衡量發表不同的觀點，由於本研究選定以定性作為

績效衡量方向，故簡要敘述各家學者提出的質化指標： 

Cooper & Kleinschmidt (1987) 的衡量指標鎖定在以五年為期的新產品計畫相關績

效，例如新產品開發計畫達成目標的程度、該計畫對公司銷售額及利潤增加之重要性、

該計畫相對於競爭者的成功程度及計畫整體的成功度等。Walker & Ruekert (1987) 同樣

也是以新產品為審核標準，分為三大面向：效果、效率與適應性，「效果」為比較創新

產品相對於競爭者的成功機率與銷售成長率、新產品的市場佔有率變化；「效率」則為

量化指標，以新產品的獲利率與投資報酬率為代表；「適應性」則為新產品上市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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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近五年新產品佔銷售額之比率。翁明祥 （1989）同樣將衡量指標分成定性與定量

兩大取向，定性部份包含技術創新活動的技術目標達成度、與競爭者類似創新活動比較

的相對競爭優勢、對事業銷售/成本降低/利潤的影響程度及整體技術創新績效評估四大

方向；Wheelwright (1992) 提出可以以「品質」與「可靠度」作為質化衡量面向，前者

包含產品品質、服務品質、交貨速度與維修品質等；後者則包含產品交期、產品價格與

產品信賴承諾程度。 

賴士葆（1990）根據各家說法重新整理績效衡量標準，共分成四大項目，其中「財

務性」為量化指標，其餘皆為質化指標。分別依其內涵各簡述如下： 

（1）財務性：量化指標，如營業額與利潤等； 

（2）策略性：進入新市場考量、獲取市場佔有率與多角化目標等； 

（3）主觀性：專業經理人或主管對於產品創新績效的主觀判定； 

（4）達成性：成本控制、進度控制與達成度與技術目標達成等。 

Murphy & Trailer (1996) 回顧了 1987-1993 年間 51篇以創業績效為應變數的實證

性文章，共整理出九項績效構面：效率（Efficiency）、成長（Growth）、利潤（Profit）、

規模（Size）、流動性（Liquidity）、成敗（Success/Fail）、市場佔有率（Market Share）、

槓桿（Leverage）及其他（Others）；其中「其他」部份包含人員流動率之改變（Employee 

Turnover）、對企業贊助者的依賴程度（Dependence on Corporate Sponsor）及相對品質

（Relative Quality）。發現過去研究雖然可區分為多個衡量構面，但大部分都偏向財務性

指標，而忽略了操作性指標，在資料來源部分，也多傾向以問卷方式獲得的初級資料，

較少使用客觀的次級資料。 

Gupta & Wilemon (1996) 將新產品發展與創新績效相互連結，提出五項衡量構面，

並圖示如 2-2： 

（1）顧客：指創新產品的市場佔有率、使用者對創新產品的滿意度 

（2）財務：創新產品產生利潤率的高低、創新產品的邊際利潤 

（3）程序：創新技術的績效、準時完成率的高低 

（4）企業：創新產品成功比例高低、創新產品銷售數字 

（5）計畫：創新產品達成計畫率之高低 

 

  



18 
 

 

1.顧客：市場佔有率、顧客滿意度 

2.財務：利潤率、邊際利潤 
3.程序：技術績效、 

準時完成率 

4.企業：新產品成功率、 

新產品銷售率 

5.計畫：新產品計畫之目標達成率 

圖 2-2  新產品發展與創新績效衡量示意圖 

資料來源：Gupta & Wilemon (1996) 

Olson, Walker & Ruckert (1995) 將創新績效分為七個衡量構面：（1）與企業內其他

發展產品之品質水準比較；（2）與競爭者發展產品之品質水準比較；（3）經理人對產品

最終設計的滿意程度；（4）產品上市後達損益平衡所需時間；（5）銷售目標的達成程度；

（6）預算控制的嚴格程度；（7）完成計畫預期支出與實際支出的比較。Song & Parry (1997)

則以七項指標衡量創新專案績效，其分別為：（新產品/技術的）市場佔有率、市場銷售

額、市場優勢、投資報酬率、利潤、成為技術領導者的機會與顧客滿意度等。Khalil, 

Lefebvre & Mason (2001) 則表示新產品所面對的發展不確定性，多來自於對科技

（Technology）、市場（Markets）、資源需求（Resource Requirements）、公司適宜度及能

力（Company-fit and Capabilities）以及公司的極限（company limits）等。 

以往對於一般企業經營績效之衡量，無非是利用一般投資人最可能取得之財務報表

以計算財務比率，作為評估該企業在運用資產、負債、業主權益的經營績效之良窳。但

財務資訊的表達，易受管理當局的窗飾而失真（唐啟發、陳冠中，2006）；Westhead, Wright 

& Ucbasaran (2001) 指出大部分的創業績效研究都著眼於企業是否生存，多以量化的財

務績效來檢視，而實證研究皆使用客觀財務指標或以問卷方式獲得的非財務指標來衡量

企業成長與績效。例如 Harrison, Echambadi & Sarkar (2001) 以市場佔有率、銷售成長、

市場發展及產品發展等指標做為聯盟創業之衡量；Lee, Lee & Pennings (2001) 的研究探

討技術創業廠商之內部能力、外部網絡及績效之間的關連性，認為獲利率、投資報酬率

等財務指標並不適用於衡量創業初期的績效，因為這一階段的新事業經營應著重在成長

率，故其建議應以銷售成長率做為績效衡量指標。 

創新事業運作好壞有一部分重要因素牽繫於「人」，亦即創業團隊為新創事業的運

作及經營帶來的影響性。本研究中主要探討的複雜理論運作也和人員互動息息相關，故

也將此列為影響新創事業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衡量企業營運績效的方式歷來多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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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為主觀績效與客觀績效兩大類別，客觀績效如上所述，基本上是一般認定可以清

楚呈現明確經營事實的各種財務指標，例如ROI、銷售成長率、淨利率、市場佔有率等

具有客觀基礎的衡量標準；不過部份的客觀指標因為涉及組織內部機密，並不容易藉由

公開資料取得，此外，因為企業剛進入新創事業階段，投入的資金甚至還未達回收標準，

故其不宜使用發展成熟的事業績效標準衡量，甚至可以說此階段事業不宜使用財務表現

作為衡量標準，否則容易在「創業績效」上造成偏頗的結果與錯誤預期，故使用主觀績

效指標衡量較為適宜（黃俊潔，2004）。關於主觀績效指標的制定，Cooper (1995) 的研

究以差異理論（Discrepancy Theory）為基礎，認為可以將創業者本身對創業成果的滿意

與否視為績效衡量的基本方式，以事前設定之目標和事後實際表現的差距作為決定滿意

度的標準。衡量創業者滿意的指標可以分為三項：（1）創業家的初始目標（Initial Goal）；

（2）期望（Expectation）；（3）不同類型的創業家所具有獨特的滿意屬性。在目標達

成度衡量方面，可以分為財務目標的達成和非經濟因素目標的達成。 

由於創新績效的衡量也與影響創新專案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密切關聯，於創新專案發

起初期，財務指標的衡量並不能夠精準也不夠適宜用於衡量創新專案或事業的績效；因

為創新初期的主要財務指標若不能單以財務指標衡量創新專案績效，便必須在關鍵影響

因素中，尋找作為績效衡量的標準。Souder & Song (1998) 認為影響創新專案成功的要

素共有六項，分別為：分權決策、行銷與研發部門的整合、行銷的能力、技術知識的能

力、專案管理的能力與高階者的支持。Souder & Jessen (1999) 針對之前提出的六項要素

進一步細分並列出新的分項標準，包括：市場預測的準確性、顧客需求程度預測的準確

性、與現有資源能力的配合程度、技術知識能力、合宜技術能力、市場行銷能力、合宜

行銷能力、研發熟練程度、技術熟練程度、研發與行銷部門的整合程度、專案管理者的

能力、產品特性與顧客服務效率，共十三個子項目。陳澤義（2011）根據 Souder (1998, 

1999) 提出的諸多標準，整併上述各項，將影響創新專案的關鍵成功因素分為五個項

目： 

（1）過程：指相關人員所擁有技術能力對於創新專案的影響； 

（2）專案管理：即創新專案管理者所擁有的技能與高階管理者的支持程度； 

（3）技術與需求結合：即創新專案的市場需求與創新研發的技術團隊，互相配合的程

度高低； 

（4）團隊：指不同群體間的互動和團體中成員的合作程度； 

（5）設計敏感度：即將顧客和市場需求導入創新產品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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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五大方向，對於組織往後是否持續使用新創事業應對外在環境中新產品或新

技術變局的方式進行探討；觀察組織在開創新創事業時，會如何衡量新創事業的績效，

又會因此衡量效果如何影響組織原有部門內部互動，以及日後採用新創事業因應外在變

動的強化/弱化效果。 

 

 

第三節、網絡理論 

一、網絡定義 

網絡會因為研究對象、研究議題探討角度與範圍等不同，而會有相異的定義。

Mitchell (1969) 最早針對網絡提出的定義為：「網絡為存在一組人、事、物之間的關係。」

不同的關係類型也會形成不同的網絡關係。Thorelli (1986) 網絡具有三種觀念層次，其

一為小團體之間的網絡，其二為正式組織內的網絡，其三為組織間的網絡。組織間網絡

為晚近學者研究網絡現象的重心，將組織間網絡用來闡釋產業網絡的形成，認為網絡是

產業內非正式連結的合作實體，其協調是透過網絡的互動行為，除了交換與適應2作用

外，彼此進行專業分工、互助互惠，並同時存在競爭與互補關係 (Johanson & Mattson, 

1984)。 

管理學者應用網絡理論時，多數將此對應對產業網絡中介於市場與組織之間的人為

互動關係架構，此互動關係非經由傳統組織命令而組成，但其形成可以幫助組織連結具

有優勢與高一致性目標的長期競爭關係，包含了資源與層級等，面對網絡之外的競爭者，

可以表現較強的競爭優勢 (Thorelli, 1986; Jarillo, 1988; Larson, 1992; Mile & Snow, 1992; 

Powell, 1987, 1990; Whetten, 1982; Williamson, 1991；吳思華，民 81；許育誠，民 82) 。 

由於本研究預計採用的定義鎖定企業內部網絡，希望探討企業以內部創業的創新方

式面對外在環境改變的過程中，創業團隊與企業既有部門的合作情形以及後續合作方式

的確定對新創事業建構的影響性。基於此研究定義基礎，本研究將採用異於產業內組織

間合作網絡的定義，而採用 Thorelli (1986) 所提出的第二種網絡層次，並結合 Hakansson 

(1989) 與許育誠（1994）的定義，將網絡定義為：正式組織內部以獨一無二方式將行動

者、資源及各種活動組合之連結關係，活動個體則期望藉由此取得或強化資源，增進或

改善其相對競爭優勢。 

                                                      
2
 交換之功能為取得企業外部資源、銷售企業產品與服務並促進知識技術；適應的功能則在於解

決網絡中存有的利益不一致問題，隱含有新生網絡形成的契機（Johanson & Mattso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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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型態 

網絡所具有的性質與組織所具有的型態可以作整合探討，根據企業面臨的挑戰與合

作狀況，會衍生出不同網絡型態的組織；其中網絡性質根據 Tichy，Tushman and Fombrun 

(1979) 可以分成三構面探討，組織型態則根據Miles & Show (1992) 的分類進行探討。 

網絡性質可以由交易內容、連結特性與結構特徵等三構面作描述： 

(1) 交易內容： 

包含情感表達、影響力之運作、資訊交換以及產品與服務之交換等四種交易類型，

為網絡間流動的資源。 

(2) 聯結特性： 

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連結強度可以使用強度、互惠、期望之明確程度與複合程度等四

項特徵描述，亦即網絡關係之持久性。 

(3) 結構特徵： 

可分為四個層次如下： 

 外部網絡：為核心點與外部範疇的連結方式 

 全體內部網絡：一網絡內成員彼此聯絡互動的方式 

 網絡內集群：網絡內成員因連結程度不同，形成數個小集群 

 網絡內特別點：網絡內成員並非同等重要，可能有些重要的點扮演核心聯絡角   

色，或外界聯絡的守門人。 

綜合上述四層次，其外顯結構特徵包括規模、密度、集群、穩定性與集中度等。 

至於組織型態面，根據Miles & Show (1992) 之論點，在管理學理論發展過程中，

根據時代不同會有不同形式的組織型態產生。功能式組織出現於 19世紀末期，盛行於

20世紀初期，主要的目的在於追求「規模」與「效率」，以此滿足需求殷切的國內市場；

部門式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快速崛起，盛行於 1940~1950 年代，其起源為 GM 公司

所設計之組織型態，目的在於以公司不同價位與型式之產品服務特定市場，部門會依據

產品別或是地理別的分類，各自擁有獨立之生產與行銷等部門，故各部門之運作猶如一

小型獨立之企業體。矩陣式組織則發源於 1960至 1970 年代之間，是功能是組織與部門

式組織之綜合體；組織內部成員因為專案結合，待專案結束後各自回歸原功能部門，目

的在於有效運用內部專業人才，期望藉此適應外部市場對新產品或新專案之需求。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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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種組織，Miles & Show (1992) 進一步認為網絡組織這種新興型態仍然有相當程度的

承繼了此三組織特質，並依與功能式組織、部門式組織與矩陣式組織結合的運作邏輯，

分別命名為穩定型網絡組織、動態性網絡組織與內部網絡組織，其中穩定型網絡組織與

動態性網絡組織之適用對象著重於組織或企業體之間的互動，是以外部合作方式為基礎

進行專業分工與獲取市場或技術知識。由於本研究強調企業內部合作網絡的形成與對新

創事業的建構影響，故以下著重介紹內部網絡組織。 

所謂內部網絡組織，為網絡型態與矩陣式組織的結合型態，其形成目的在於依市場

機制的分配生產資源或要素，共享稀有資源以及持續性的交換管理或技術知識，而其運

作的前提在於企業已建構或是有能力創造企業內部市場3，讓內部單位可以市價進行交

易與績效評估。但內部網絡組織有可能會因為大量投資導致資產過度擴充與成長，超出

組織既有管理分配機制所能負荷的程度，而針對此組織所提出的修正方式，例如以強制

性手段進行內部網絡成員的互動，導致組織內部流通的資源與交易價格受到限制，反而

會造成內部組織網絡中的資源流通效率因為受到干預，比市場資源分配運作之效率更低

（呂惠茹，1996）。 

本研究鎖定議題為新創事業建構與內部合作網絡形成的相互影響，故重新定義內部

市場建立為企業建構新創事業，以此作為合作網絡之核心，企業內各部門於此發展過程

中，透過內部知識整合交換資源與提供功能性，進行價值交換與願景共識認同的過程。 

 

三、網絡合作關係 

早在 1967年，Yuchtman & Seashore 就認為組織經營效能取決於組織是否可以自環

境中獲得必要資源，以減低組織後續價值活動所受到的限制。Pfeffer & Salancick (1978) 

則從資源依賴的觀點出發，認為當組織面臨資源交換情境與不確定的外部競爭環境時，

                                                      
3
企業內部市場（Internal Market）是指「將市場建立在公司內部，使其能夠像固定外部市場一樣

有效發揮作用」（Rugman，1981）。「內部市場」是指組織內部機構或成員透過經濟活動而形成的

市場，是在組織內部成員間按照一定「內部規則」來從事交易活動而構成的市場。內部市場的存

在，將市場經濟提倡的統一市場被一分為二（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市場主體所遵循的規則亦

被分為「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 

  企業內部市場之定義直至目前尚未在學界形成定論，部份學者由訊息技術層面描述，部份則

從意識形態切入分析；不過學者們一致認為企業建立內部市場目的為：將市場機制引入企業內部，

通過科層制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形成既具統一性又有靈活性的企業內部管理機制，以提高企

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和競爭能力。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Rugman&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4%B8%BB%E4%BD%93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E6%8A%80%E6%9C%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E%A1%E7%90%86%E6%9C%BA%E5%88%B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E9%85%8D%E7%BD%AE%E6%95%88%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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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便會傾向與外部環境中的重要生產要素衍生連結關係。Burgers, Hill & King (1993) 

認為藉由競爭者之間的彼此合作，可以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Penning (1981) 則提出組

織間進行交換的三個動機，分別是效率導向：即分擔成本與風險；競爭導向：即組織用

以強化現有競爭地位；資源導向：包括掌握稀有資源、擴大己有資源及資源互補。綜合

上述學者的看法，各種合作之決定因素大致皆在 Penning (1981) 所提出之效率導向、競

爭導向、資源導向之範圍內進行細節討論。 

根據趙政岷（1999），就組織發展觀點而言，網絡互動型態其決定與維繫因素必有

其獨特策略目的，為獲取某種利益或協助策略目標的達成，因此會依其自身條件與所處

環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趙政岷（1999）並將網絡關係之決定因素以成本運算式作為

判斷準則，加以歸併整理如表 2-1。 

表 2-1、網絡合作關係之決定因素 

合作原則 「交易成本」＋「外部成本」<「內部化成本」 

合作動機 

效率導向 競爭導向 資源導向 

1. 降低風險 

（分擔風險） 

2. 追求規模經濟 

3. 節省開發成本 

4. 提高彈性 

5. 加速學習 

1. 影響競爭局面 

（降低競爭程度） 

2. 影響競爭結構 

（與對手聯盟等） 

3. 快速成長 

4. 進入新市場 

1. 取得特殊資源 

2. 擴大已有資源 

3. 資源交換互補 

4. 外部資源內部化 

資料來源：趙政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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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複雜理論 

一、理論簡述 

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由 1960 年代開始便因為本質上所具有的內生複雜

性（Intrinsically Complex）而受到科學家的注目。根據 Schroeder (1990)，複雜理論最早

源自於數學、語意學、經濟學與生物學等領域，此理論也被稱之為複雜科學理論

（Complexity Science Theory）或是複雜系統理論（Complex System Theory）。因為複雜

理論發展至今，尚未具有完整的理論所應包含的諸多要素，包括理論設定的前提假設，

以及理論的原則（Tenets）等等，Morel & Ramanujam (1999) 也將複雜理論的定位為一

研究觀點（Research Perspective），考量此因素，故本研究一律統一以「複雜科學觀點」

稱之。另外，由於複雜科學觀點所具有的跨領域研究特質，在各科學領域中掀起不小波

瀾，吸引更多學者在原研究領域以此觀點進行新探討，亦被進一步引入社會科學領域之

中，提供學者重新省視既有理論的角度 (Mathews, White & Long, 1999;王美雅，2004)。 

複雜科學觀點的起源與理論實際內涵，主要集中於系統層面的討論，亦即複雜科學

觀點主要處理的是「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問題。雖說複雜科學觀點仍非一完

整理論，但其架構仍然存有為多數學者所接受的典範，包括複雜調適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自我組織的臨界點（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等概念 (Anderson, 1999; Morel & Ramanujam, 1999)。複雜科學觀點

中所述的複雜系統雖然至今尚未有明確的定義，但重要特色有二：(1) 複雜系統中存有

大量互動元素；(2) 複雜系統本身具有「突現」（Emergence）特質。所謂的「複雜系統」，

是因為系統中大量元素的互動導致系統呈現出非線性、動態的行為，因而使系統的組合

因子及整體行為特色單就系統外觀看來十分複雜；不過若仔細研究其運作模式，卻會發

現大量元素互動的結果之集體行為其實具有某些特殊型態（Pattern），表現出複雜系統

亂中有序的微妙之處(Anderson, 1999; Morel & Ramanujam, 1999; 王美雅，2004) 。 

以複雜科學觀點作為基礎的研究，主要強調「系統（System）」、「動態（Dynamic）」

與「調適（Adaptive）」等觀點；但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就管理學中傳統策略管理學派的

觀點來區別複雜科學觀點對應的探討主軸，應該即是以「複雜」或是「演化」的概念，

直接對應至策略管理理論中「學習」加上「環境」的組合 (Anderson, 1999; Morel & 

Ramanujam, 1999) 。不過複雜科學觀點中用動態與互動的觀念呈現系統的運作，故最重

要的特質為「系統觀」，若只是單純把複雜科學觀點對應到傳統策略管理學派觀點，便

無法呈現現今多所討論的「系統」這個重要元素；故融入系統觀的複雜理論，一般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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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被學者認為真正的起源來自於二十世紀初期出現的「開放系統理論」，開放系統觀點

也在 1960年代前後逐漸被引入社會與組織的相關研究中。 

 

二、理論演進與重要觀點呈現 

由於複雜科學觀點本身的發展尚不能稱之為完善，故其在二十世紀的逐步發展脈絡

中，陸續出現了諸多不同的相關名詞與定義，並因此而讓複雜科學觀點更讓人難以得其

真義，造成許多使用者混淆的情形；例如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遽變

理論（Catastrophe Theory）、耗散結構理論（Dissipative Structures）、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碎形理論（Fractal Theory）、自我組織臨界點（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及混

沌理論（Chaos Theory）等。有不少學者亦試圖於此脈絡中的諸多名詞與定義理出頭緒、

比較其間異同 (Mathews, 1999; White & Long, 1999; Simon, 1996; Anderson, 1999)。 

雖然相關名詞甚多，但 Anderson (1999) 認為萬變不離其宗，這些理論其實皆可以

視為以開放系統作為理論主軸、廣義複雜科學觀點下的相關內容；其並綜合諸多學者看

法，將複雜科學觀點於二十世紀的發展脈絡依發展時序做了較完整的整理。 

複雜性科學起源於自然科學的研究，首先可以將複雜科學觀點興起的始點回溯至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期間，美國數理邏輯學家 Wiener 發表了系統控制理論

（Cybernetices Theory），其探討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的機械或物理現象，闡述系

統受到外在環境影響而偏離預定目的時，可以透過訊息的回饋加以修正（黃琬淇，2005）。

基於此理論成功建立，複雜科學觀點出現了「整體論（Holism）」與「型態理論（Gestalt 

Theory）」等觀點，並加上電腦技術興起加速其發展，將過去習於簡化事實現象、利用

化約主義設計模型簡化處理現實條件的作法，逐漸轉變為模擬系統間彼此互動的作法

（王美雅，2004）。 

1960 年代始，科學界開始注意本質上具有內生複雜性（Intrinsically Complex）的科

學領域，不論是強調協調、規律，並利用回饋循環進行控制的人工腦神經學，或者是試

圖闡述主宰各類型系統深層原則（Deep Principles），表述各系統在各組成元素之間經由

回饋循環而相互連結的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此二者皆影響了組織理

論的發展，故在 1960年代將組織視為一開放系統的觀點大為盛行。在此觀點下，組織

理論中的系統設計學派（System Design School）便將組織的描述建立於系統特性之上，

將組織視為由輸出輸入循環（Input-output Loops）所連結而成的黑箱集合；更有學者指

出，若將複雜科學觀點對應社會組織，相對於物理系統，更適宜以寬鬆連結（Loo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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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d）解釋，故建立於其上的寬鬆連結理論也被引入組織理論領域中，描述兩個人

在同一組循環回饋連結中的行為週期，稱之為雙連結（Double Interacts）。 

1960 年代末期，出現另一波的複雜系統理論，法國數學家龐加萊（Henri Poncare）

先揭露混沌現象的存在，推翻既往的線性研究觀點，認為現實的系統沒有辦法藉由簡單

的化約與線性推論呈現真正的作用關係，因此系統的運作是不能完全藉由過去經驗預測

及決定的。遽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則解釋某些決定性系統中，會因為一個參數

微小的改變導致移到完全不同的均衡點上。後續出現了混沌理論（Chaos Theory）觀點，

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的 Lorenz教授利用電腦模擬方式研究大氣系統運作，觀察到大氣

系統對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極具敏感性，故提出著名的「蝴蝶效應理論（Butterfly 

Effect）」：「巴西一隻蝴蝶的翅膀拍動，可能會引起德州的颶風」，解釋看似隨機（Random）

實際卻具有決定性（Deterministic）的動態系統 (Thiertart & Forgues, 1995)。根據混沌系

統理論的本質，其系統值並無法精確預測。因為在時點 t時，特定值之間的微小衡量誤

差，可能會在時點 t+1時產生巨大的誤差；蝴蝶效應理論更明確指出，當系統條件成熟

達臨界點時只需要一點差異即會引起連鎖反應，此即為「蝴蝶效應」。Lorenz並同時在

系統中發現「吸子」（Attractor）的存在，其以電腦非線性動力系統模擬大氣現象運作時，

分別從局部與個體的層面觀察，發現系統中的元素呈現混亂現象，但從巨觀層次卻發現

系統整體呈現相當穩定的輪廓，具有特定的次序與外觀，使系統整體聚合於特定核心範

圍而呈現完整形狀，此固著核心即為系統中存有的「吸子」，其能呈現動態系統以複雜

但不重複的模式，隨時間推移而演變。Lorenz所謂的吸子，在一組確定的參數之下，會

使系統整體呈現出混沌行為，突顯出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的存在。吸子可根據

其長時間運動之後形成軌跡之終極狀態分成三種類型：定點吸子（Fixed Point Attractor）、

有限循環吸子（Limit Cycle），以及本研究鎖定探討的主題：「奇異吸子」；雖然混沌系

統中很難達到單一或循環的均衡點，但還是有可能在奇異吸子周圍達到均衡點（王美雅，

2004；蔡敦浩，2007）。 

上述由複雜科學觀點發展出來的相關理論，基本上皆建構於動態系統假設之上，並

著重於解釋系統在時點變化過程中的運作狀態，Anderson (1999) 根據發展迄近代的複

雜科學觀點，整理眾家學者所言並歸納出六大重點： 

1. 許多動態系統（在 t時點的系統狀態將決定 t+1 的時點狀態）不會達到單一或循環

的均衡點（Dooley & Van de Ve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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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來隨機的系統運作過程，很有可能是系統運作環繞特定吸子附近打轉的混沌

（Chaotic）狀態，且很少會回歸原本狀態。 

3. 即使是兩個初始狀態極度相似的個體，因為系統行為對初始狀態微小差異（Initial 

Conditions）的敏感，故可能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有巨大的發展模式落差，表示了個體

發展的特定方向有可能是受到偶然發生的歷史事件影響。 

4. 複雜系統觀點的分析方法並非簡單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t），在此觀點中，「化約

論」與「整體論」基本上是互補立場。因為系統中密切的相互關聯與回饋循環關係，

可以不同分析層次描述系統變化，對於理解「突現（Emergence）」特質的產生具有

相當必要性。 

5. 系統成員彼此之間依循簡單原則互動可能會產生複雜型態（Pattern），且階級組織

（Hierarchy）每一層級皆有可能出現這些突現特質，此亦稱為碎型狀態（Fractals）。 

6. 複雜系統一開始呈現隨機狀態，之後會逐漸往有秩序的方向演化，而非走向無秩序

的狀態，傾向呈現出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行為。(Kauffman, 1993)。 

 

三、複雜性科學典範 

（一）與既有理論之差異 

1980 年代起，探討非線性動態系統的混沌、複雜……等理論的出現，突顯既往以直

線思考方式分析企業運作的不足，甚至可能會分析出背離事實的結果；故複雜科學觀點

轉而提供另一種切入角度，試圖呈現企業策略或創業層面的真實面貌。 

決定論影響了傳統的管理理論，傳統理論假設企業的策略作為可以透過P（Planning，

規劃）、O（Organizing，組織）、L（Learning，領導）C（Controlling，控制）的進行達

成預期目標的流程，而決定論本身又深受牛頓建立的決定性科學觀點影響，其主要設定

為：現實世界由許多機械零件所組成，其運作依照一些基本的法則與定律，故宇宙系統

整體是穩定且可控制的；傳統管理理論中，組織與策略的管理典範便以這種強調均衡、

決定論與化約主義的思維為發展基礎 (Bohm, 1957; Capra, 1982; 蔡敦浩，2007)。但此

種理論基礎，如牛頓物理學與達爾文進化論之假設，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受到興起的混

沌科學以及於 1980 年代受到複雜科學興起的挑戰，其以新觀點構成的理論架構發展形

成新的科學典範，讓認識世界的觀點從既有的均衡著重觀，轉而成為強調非均衡觀點，

以此重新認識現實社會的動態性與複雜性，此新觀點便被稱之為「複雜性科學典範4」

                                                      
4
根據孔恩（Kohn）的說法，所謂的「典範」，此處意指由科學社群所共享的一組概念或者是一



28 
 

(Kauffman, 1991; Waldrop, 1992; 蔡敦浩，2007) 。 

牛頓決定論典範深深影響傳統管理與組織的研究，認為所有事物發展皆可事先預測，

因為被研究的客體基本上遵循一定的運作法則與規律，只要將客體曾發生過的所有事件

進行分析歸納，即可找尋出一定的軌跡，並以此為定律推估客體未來的發展。由於有決

定論的假設前提，認為任何事物及發生現象皆利用觀察其事件軌跡，歸結出特定的因果

關係；但相對於此，複雜性科學典範的假設則截然不同，認為客體過去發生事件所歸納

出的運行軌跡，並不足以對應未來的發展結果，亦即因為認為事物不會遵循既有的特定

規則發展，故不能藉由過去的經驗來推斷日後的結果。在此類新科學觀點帶來的分析角

度下，以往遵循傳統決定論觀點的組織與管理相關研究，開始轉向採用新的動態觀點，

從「機械、化約的均衡主義」研究取向，轉向「有機、非線性的整理論」研究取向（蔡

敦浩、利尚仁、林韶怡，2007）。 

Bernice Cohen (1997) 則簡易比較複雜性科學觀點與牛頓決定論科學觀點： 

表 2-2 複雜科學觀點與牛頓決定論觀點簡易比較 

牛頓決定論觀點 複雜科學觀點 

秩序與規律性 無秩序與無規律性 

結果可預測 結果不可預測 

未來可精確由過去規則決定 未來不可由過去規則決定 

簡單、模組化、線性、成比例的系統 複雜、非線性、不成比例的系統 

化約主義 整體論 

資料來源：Bernice Cohen (1997)，蔡敦浩（2007）。 

 

（二）複雜調適系統 

有學者利用複雜科學觀點，作為研究管理與組織相關議題的基礎，發展出複雜調適

系統觀點（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erspective，CAS），研究者以客觀立場觀察非線性

動態系統的動態變化情形，藉由複雜科學觀點的概念運用電腦程式模擬非線性動態系統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中的演化狀態。Vriend (1994) 認為，複雜調適系統是由

一大群執行者組成的系統，其彼此之間以不同方式進行互動；在互動過程中，執行者們

改變的行為其實就是事件的結果。在此系統中，有一群彼此交互作用的個體，隨時間演

                                                                                                                                                        
組解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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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藉彼此之間的互動產生變化，系統內部具有正負兩種回饋力量 (Feedback Forces)，

負向回饋 (Negative Feedback) 能讓系統維持既有的穩定性，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 則是會放大微小的差異，導致系統的演化（蔡敦浩，2007）。 

複雜科學觀點中，目前已有幾個廣為學界接受的典範論點，但其中以複雜調適系統

觀點最普遍受到組織與管理學者的採用 (Andeson, 1999; Frank & Fahrbach, 1999; Brown 

& Eisenhardt, 1998) 。而另外兩項重要的複雜科學典範：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

與自我組織臨界點（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其核心觀念亦大致包含於複雜調適系統

中，以下討論複雜調適系統重要觀點，並會於本研究中與內部創業觀念作一對應結合。 

複雜調適系統所指為互動調適成員（Interactive Adaptive Agents）所組成的複雜系統，

成員的調適行為產生了複雜的結果，亦即成員的互動結果在複雜系統之中產生了看起來

隨機混亂卻具有一定規律性的運作方式 (Holland, 1995) 。Anderson (1999) 強調調適系

統觀主要特點為，任一分析層次中，其運作規律皆由低一層次的個體互動而自然浮現；

目前雖然沒有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原則以闡述複雜調適系統，但是對於組織相關研究來說，

其有值得注意的四大特性，而擁有這些特性的系統運作概念主要探討處於混沌邊緣的非

線性系統演化情形（王美雅，2004；蔡敦浩，2007）： 

1. 具有基模的系統成員（Agents with Schemata） 

2. 自我組織的網絡系統需要靠外能源輸入而維持 

（Self-organizing Networks Sustained by Importing Energy） 

3. 共同演化至混沌邊緣（Co evolution to the Edge of Chaos） 

4. 藉由不斷重組達成系統演化（Recombination and System Evolution） 

以下分別敘述此四大特性在複雜調適系統中的運作特徵。 

 

具有基模的系統成員（Agents with Schemata） 

在傳統的組織與管理研究議題中，一般來說將分析層次區分得很清楚，某一層次的

分析結果，通常都是由同一層次的應變數進行解釋；相對於此，複雜調適系統卻強調某

一層次的運行結果是由低其一層次的成員（Agents）集體互動所造成的結果，故複雜適

應觀點著重於尋找成員之間彼此互動的關係、決策原則及其適應函數（Fitness Function）

5的改變等等。此種研究角度正好補足以往單一層次的研究面向，可以較為整體性與跨

                                                      
5
 適應函數（Fitness Function）表示將所遭遇的問題轉換成對應函數；其表示系統對外在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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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動態觀點觀察系統運作。 

所謂的「基模」（Schema），Harris (1994) 闡釋為個體對特定概念、事件與其他個體

等有效編碼與處理外來資訊的一組動態、認知的知識結構。個體以基模作為思維與行為

的範本，依循此在未來行為中以過去與現在的經驗作為重要的參照基礎。基模對個體而

言像是一個輔助角色，可以讓個體藉由基模的存在認識所處的環境；但個體有可能會因

為外在資訊超出其視野或威脅其有效性，反而忽視了外在資訊的存在。 

在複雜調適系統中，一般會將系統內部的成員行為設定成一組行為規則（基模），

但這並不代表系統中的所有成員都必須硬性遵循此組固定的規則。複雜調適模型可以在

不同情境中，將系統中成員所遵循的基模假設為一組或是多組不一定具有固定運作模式

的規則。 

 

自我組織的網絡系統需要靠外能源輸入而維持 

（Self-organizing Networks Sustained by Importing Energy） 

自我組織是一個系統內部組織化的過程，通常假設此系統為一開放式系統，並有外

在能源源源不絕的輸入。Drazin and Snadelands (1992) 認為，一系統中，若一簡單且不

斷循環的規則主導彼此獨立的成員的互動，久而久之自然會產生穩定的結構；在沒有統

一控制者的情況之下，自然產生規律及互動型態（Pattern），此即稱為「自我組織」。 

自我組織，也可稱之為自生（Autogenesis），本質上是因為系統內部成員非線性互

動所產生的結果，而非其中有某一個體特別突出欲尋求秩序而產生。在系統成員的大量

互動中，若其中包含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的循環，在複雜系統中，微小差異

會因為正向循環而被放大，自然突顯出系統運作中的某些特定行為；經過突顯的行為會

因為被鎖定（Locked-in），成為進一步加強的循環，致使系統其它行為被排除後，自然

浮現系統集體行為的秩序性，此現象稱為「秩序突現」。 

自我組織可以持續運作的重要關鍵在於外界能源必須持續不斷的輸入系統之中；此

處所謂的外界能源，表示組織的新能量，亦即在組織運作中，可能與之產生關係的內部

成員、供應商、商業夥伴或顧客等等 (Barnard, 1938) 。Prigogine & Stengers (1984) 及

Anderson (1999) 認為，除了系統本身必須具有開放性之外，該系統也要處在一個不斷

有外界能源輸入的條件中，才可以產生自我組織的行為；Barnard (1938) 並指出，組織

                                                                                                                                                        
適應能力（Fitness），相當於該系統的性能指標（Performance Index），適應函數值越大表示該系

統性能越佳，反之則表性能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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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擁有影響力的角色，可以利用新的外界能源加入而為組織帶來源源不絕的活力；若組

織結構分散，則需要誘發成員在組織中持續貢獻能源以維持自我組織行為。 

自我組織行為有很大一部份繫於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過去在分析組織與管理相關

議題時，學者時常簡化系統成員彼此互動的關係，甚至假定其為不變條件，把複雜的非

線性互動關係排除於外；但根據Weick (1979) 的說法，其認為系統成員太少或者是成員

之間缺乏足夠互動時，便很難產生互動型態；但是系統成員之間互動若過於複雜或繁瑣，

也有可能將複雜調適系統導向無序的程度，使系統產生不穩定情形，因此系統成員的互

動模式過與不及都不夠切合其設定，亦即複雜調適系統中自我組織行為的出現條件是有

其上下限的。系統之間的成員連結基本上具有局部關聯即可，若每一成員皆和系統中所

有成員具連結關係與回饋循環，會造成系統過度的不穩定。故在複雜調適系統中，適當

的成員互動假定為，每一元素（系統成員）會受到地域性的侷限，僅與部份元素互動，

亦即每一成員只會回應他們自己所處的地域性環境（Local Environment），並與有限的系

統成員互動。故在使用此系統模擬運作時，較適宜的設定方式為：設定簡單的元素（系

統成員）構成，而成員彼此之間具有局部互動性與回饋關係，如此方可真實模擬組織的

組成以及運作方式。 

 

共同演化至混沌邊緣（Coevolution to the Edge of Chaos） 

 此一特質的表現與限制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亦有譯為有限理性）6的論述有

相符合與關聯之處，而複雜調適系統的內部運作也是建築在各成員的限制理性上，方能

持續發展。複雜調適系統的論述為，在各成員分別努力適應環境，以獲得更好報酬的情

形之下，也使系統本身產生對環境的適應性；此觀點重要的假設為，系統各成員只能追

求個別適應性函數（Fitness Function）的最適化結果，沒有辦法追求組織整體的最適化

結果，亦即系統成員並不能在其個別層次的選擇方案下獲知該選擇對系統層次的影響

性。 

根據 Anderson (1999) ，在複雜調適系統中，個別成員的選擇與行為會相互影響，

而其影響的途徑是：由於其他成員的決策影響到個別成員的報酬，故個別成員面對的環

境會持續改變，進而影響成員之間原有的行為分配與個別成員的適應函數，適應函數的

                                                      
6
所謂的限制理性，由 Herber Alexander Simon 所提出，是對傳統經濟學所假設之人為完全理性的說法提出

修正，由於人們在現實狀況中，基於生理機制之限制，故實際獲得的資訊、知識與能力皆有限，所能考慮

的選擇方案自然有限，並不如傳統經濟學所說的可以完全獲得資訊全貌進而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選擇。因此，

限制理性觀點是在考慮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之下，所引起的認知、動機與其相互影響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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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又會進一步影響個別成員的行為，讓系統成員整體邁向共同演化（Coevolution）之

路。 

Brown & Eisenhardt (1998) 認為，最有效能的組織就是演化出遊走於混沌邊緣策略

（the Edge of Chaos）之組織。為何會有此一說？根據 Kauffman (1995) 的說法，混沌

邊緣是一有效率的場域，因為在此場域中，可以有效率進行個別成員演化的搜尋與選擇，

系統整體會讓適應性函數有極大化結果；Brown & Eisenhardt (1998) 定義混沌邊緣為「介

於規範與混沌之間的中間地帶，它捕捉了複雜、不受掌控、變化莫測、自我組織的行為。」

「混沌邊緣」是因為複雜調適系統在正、負回饋力量的作用下，導致系統內部同時具有

秩序以及無序的狀態，且此二狀態交替出現，形成一種介於有序與無序、現狀與創新、

穩定與轉型之間的狀態，就像是在兩股相反的力量作用與拉扯下，成就了系統的創新。

非線性動態系統在正、負回饋的作用下，將系統趨向混沌邊緣，使其得以獲致更新的變

革 (Coleman, 1999; Favorov & Kelly, 1994; Lissack, 1999; McKelvey, 1999; Muffatto & 

Faldani, 2003; 蔡敦浩，2007)。 

由前述可知，複雜調適系統觀點不同於傳統理論觀點的假設，華德羅普（1994）則

指出，混沌邊緣正好可以讓成員的穩定性足以維持生命力，同時也具有足夠的創造力。 

 

藉由不斷重組達成系統演化（Recombination and System Evolution） 

在傳統的組織與管理理論中，會假設變數彼此之間存有一固定關係，因此可以藉由

假定某些變數沒有變化，而觀察特定變數對應變數的影響程度。但在複雜調適系統中，

其基本概念為，允許局部性的行為透過這一層次成員的互動影響到上一層次的成員互動，

甚至是組織整體的互動情況都會被影響進而改變；局部成員的行動可以透過循環在組織

內部推進，甚至在推進的過程中因為影響不同層次的互動，使得循環本身也因而改變。

組織科學研究中，「組織藉由重組得到新穎性（Novelty）」在不同層次的分析中都曾經出

現，例如技術創新與工作團隊，甚至在產業層次中也曾經受到討論；故在複雜調適系統

的運作中，連結系統成員的網絡演化成為一個主要的觀察重點（王美雅，2004）。 

Harris (1994) 認為，基模（Schema）是個體用來處理外在資訊獲取或就特定概念或

事件進行編碼的動態認知結構，是個體詮釋世界並採取行動的知識基礎。在複雜調適系

統中，每一個成員皆有其基模，亦即行動的內在規則，這種規則並非恆久不變，在系統

中，各成員及各成員的基模都有可能透過改變與重組而重新塑形，展現其新穎性。Harris 

(1994) 並指出，基模的改變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的改變可以視為基模因為外在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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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而有複雜性演進，第二階段則是基模產生基本性改變。第一階段的改變是因為基模

本身整合新資訊之後進一步的擴充與精緻化，個體並會隨時間吸收更多與新資訊相關的

刺激，而基模也會因此演化的更為複雜、抽象，組織性也越強。第二階段的改變則是基

模面對新資訊刺激時，由於新資訊超出其所能理解的範圍或是與其原有認知相衝突時，

資訊有可能會被基模忽略。但是基模會因為此種刺激可能開始有意識的修正其系統或產

生新的基模子系統，因為是面對截然不同的資訊衝擊，故基模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上述四大特性呈現了複雜調適系統運作時的重要因素與必備條件；此外，複雜系統

的運作尚需要一啟動契機，此契機為開啟系統運作的充分條件，於複雜科學觀點中被稱

為「遠離均衡」，此條件同時涵括了觀點中所謂初始狀態的設定，由於就組織原先的開

放性設計差異，可以讓組織的發展完全往不同方向前進。 

 

（1）遠離均衡 

在將組織視為一個系統的前提下，「遠離均衡」是讓系統在有序結構下突破既有運

作的重要條件，系統必須經歷遠離均衡的不穩定狀態，才能超越現有結構限制，安定於

新的架構上 (Smith & Gemmill, 1991) 。Swenson (1989) 所提出的「最大熵產出

（Maximum Entropy Production，MEP）」原理7指出，系統會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耗散由外

界輸入的能量，進而導致系統整體的秩序突現 (Emergence) 。根據耗散結構觀點，

Prigogine & Stengers (1984) 認為，開放系統必須處於遠離均衡（Far from Equilibrium）

之狀態，才能夠不斷的從所處環境中輸入負向熵，並於分歧點上達到自我組織與系統演

化之目的。得以支撐這種狀態、促使組織突破宥限的關鍵來自於，遠離均衡的系統在外

界能量不斷輸入下讓系統成員（Agents）呈現具有較高自由度的無序狀態，而此無序在

MEP原理下被有效率耗散後，便使組織突現整體秩序，亦即遠離均衡是讓系統從無序

走向有序的重要關鍵。 

 根據 Smith & Gemmilll (1991)，外部環境之變遷引起其與系統之間之場落差或不協

調（Misalignment）時，能量之輸入與系統非線性回饋機制會讓隨機起伏被放大；系統

遠離均衡的狀態跟外部環境變遷密切相關，系統援引外部輸入的能量與內部成員形成協

                                                      
7
 最大熵產出原理（MEP）之概念為，在部分知識已知的前提下，關於未知分佈最合理的推測就

是符合已知知識最不確定或最隨機的推測，除此之外其它的選擇都意味著推測者增加了就已知資

訊無法掌握的其它的約束和假設。當推測者需要預測一隨機事件的機率分佈時，其預測須滿足全

部已知的條件，而不要妄對未知情況作任何主觀假設；在這種情況下預測的機率分佈最為均勻，

預測風險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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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之動力，藉由縮小場落差、逐漸與環境達成協調狀態，為新的有序結構創造以滋

長的空間 (Macintosh & Maclean, 1999)。 

 

（2）「奇異吸子」8
 

「奇異吸子」的概念其實是從「吸子（Attractor）」衍伸分類出的概念，為吸子三種

類型之其一，故此出先簡介吸子之定義與分類，再行闡釋奇異吸子的定義與在系統中的

作用。McDaniel & Walls (1998) 將吸子視為一引力中心，其型態可能是一個特定點或區

域（稱作吸子盆地），可將系統的行為收斂於固定的型態或範圍之內；Stacey (1996) 定

義吸子為某些參數軸所組成的相空間中，吸引系統動態行為軌跡之點集合，是系統潛在

的行為聚合傾向。許起裕（1996）將吸子的運作比喻為在碗中落入一彈珠或是撥動一個

鐘擺的情境，儘管一開始躁動不已，但最後必定靜止於最低點上，也就是系統的動態行

為受到特定吸子所吸引，隨時間逐漸接近吸子，系統動態行為一到達吸子之後便不再輕

易變動。 

依據混沌理論，吸子可以大概分成三種類型：穩定均衡吸子、不穩定吸子與奇異吸

子等 (Stacey, 1996)。穩定均衡吸子指系統收斂道單一或是週期性的穩定狀態，不穩定

吸子指系統處於高度不穩定的隨機狀態，奇異吸子則指系統同時存在穩定與不穩定的行

為。根據耗散結構理論（Dissipative Structure）觀點，當環境存在場落差（Field Potential）

時，吸子表示了一種組態（Configuration）或初始狀態，是一種促使資源流動並縮小場

落差的結構性管道 (Lichtenstein, 2000)。 

奇異吸子是一種碎裂的吸子，受奇異吸子影響的系統，會以混沌的方式活蹦亂跳，

形成不斷變化，沒有明顯規則的許多迴轉曲線。奇異吸子對於初始位置的細小變化非常

敏感，但大輪廓卻相當穩定，它從來不會重複自己的路線，否則會導致「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9」結果：只要一碰到曾經走過的一點，就會重複原來的路徑，如此循環

不停。軌跡不重複也不交叉，但又侷限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形成一種碎形的結構，在有

限空間中裝滿無窮無盡的路徑。奇異吸子具有邊界和形狀穩定性，即具有總體定性特徵

                                                      
8
 <蝴蝶效應中的疊代、分叉與孤立波> 

9
 Douglass C. North（1920）提出制度面具有路徑相依現象：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

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其好壞）便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某一路徑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發展中得到自

我強化。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及未來可能的選擇。好的路徑會對企業起到正反饋的作用，

通過慣性和衝力，產生飛輪效應，企業發展因而進入良性迴圈；不好的路徑會對企業起到負反饋的作用，

就如厄運迴圈，企業可能會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下而導致停滯。而這些選擇一旦進入鎖定狀態，想

要脫身就會變得十分困難。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7%AA%E6%88%91%E5%BC%BA%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7%AA%E6%88%91%E5%BC%BA%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9E%E8%BD%AE%E6%95%88%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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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原型、一種潛在行為形式。其自相矛盾的表現出原型形式或者傾向形式的穩定性，

又表現出在具體實現上的不穩定性；同時，奇異吸子所處的混沌邊緣是可產生創新事物

及出現無窮變化的系統狀態。 

 

（3）應用層面 

複雜調適系統因為關照了整體性與互動性，在牛頓的均衡觀點之外，另外提出非線

性與不均衡的系統狀態，此種新的詮釋觀點，將單純均衡法則不足以解釋的系統動態納

入討論。除了在其本科物理學之應用之外，常見的應用領域有：中樞神經系統、生態系

統、螞蟻群落，目前此研究觀點也已跨入社會科學領域，諸如政治系統、社會結構與經

濟體等等，其亦有應用於金融與投資市場的研究。 

近年來因為其觀點可完整融合微觀與巨觀層次的成員互動與組織運作，故學者也將

研究觸角延伸深入到社會科學領域管理與組織層面，將組織或是商業合作模式視為一動

態系統，成員之間彼此的互動影響系統整體運作，而成員的定義視其探討的對應主題或

合作網絡而定，可以是與企業合作的供應商、終端廠商等，也可以是企業或組織內部的

既有成員。以此觀點探討組織運作的研究也遍布諸多產業，如遠及教育產業、智慧卡產

業與傳統藝術產業等；探討議題主要著重以創新為出發軸，探討外界能源輸入對開放式

系統的衝擊，對系統整體運作的影響性，大如敘說創業歷程，小至專門主題探討，如制

度性創新事業與創新擴散等等。可以獲知以複雜調適系統觀點為研究切入角度的議題逐

漸擴增，探討系統整體性的方向已逐漸突破以往均衡論點的假設，試圖以更全觀的方式

呈現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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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複雜調適觀點與內部創業之理論整合 

歷代研究創業議題的諸多學者，多傾向將複雜的創業過程與作為化約為數個簡單變

數，藉由數量化分析探討變數之間的關聯，獲得的因果關係數據便成為學者分析創業議

題的依據；但因為創業議題牽涉層面甚廣，包含個體層面與總體層面的相互影響，成員

彼此之間的互動對系統整體運作模式的影響方向等，這些交互作用很難藉由化約變數及

線性的方式思考其運作及不同層次之間的彼此作用，故本研究採用複雜科學觀點，試圖

以整體觀點呈現企業運作內部創業過程中對應的發展歷程。 

本研究根據複雜調適系統觀點基礎，將推行內部創業的企業視為一個具有外在能源

輸入口的系統，亦即一開放性系統，而由此輸入口源源不絕輸入的外在資訊，會刺激組

織內部萌發創新點子，此部份正好吻合內部創業的運行起點，成為發掘創業機會的契機。

本研究統整內部創業流程與複雜調適系統觀點，第二章第五節並根據複雜調適系統觀點

的作用流程對應內部創業流程，呈現組織作為一開放式系統在系統整體運作與成員互動

下，其內部創業發展歷程的整體觀點；後續於第三章並提出複雜調適系統觀點中重要的

關鍵因子與內部創業發展的關鍵階段相呼應，作為本文研究架構之基礎。 

     

一、 遠離均衡 

處於遠離均衡狀態的開放式系統，其會因外界能量輸入而呈現擾動或隨機起伏，在

系統和環境之間造成不協調與場落差，致使系統呈現不穩定狀態；於此同時系統會根據

MEP原理耗散外界輸入的能量並促發系統的自我組織現象，故遠離均衡狀態成為開放

式系統有序運作架構突現的充分條件 (Leifer, 1989) ，若系統可以營造或是選擇遠離均

衡狀態，便得以形成系統質變的條件，進而促使系統面臨結構性轉換的策略機會

( Lichtenstein, 2000; Macintosh & Maclean, 1999; McKelvey, 2001)。就 Smith & Gemmill 

(1991) 之說法，此狀況可以解釋為系統成員在焦慮產生（Anxiety Producing）的狀況下，

產生試圖尋求紓解（Relieve）的個別實驗性行為（Experiment）。根據上述，此策略機會

對應到內部創業流程中，其應該是指企業推行內部創業過程中，其整體所維持的狀態；

此狀態之形成是由於不斷接收到外在資訊的衝擊，促使企業內部存在目標與實際的落差，

讓原有部門感受到現狀壓迫下亟於改變的迫切性，並以此迫切性作為激發企業創新的驅

力。根據蔡文鈞（2006），將此擾動系統成員的行為定義為「調適性張力」，提出焦點廠

商若能精確辨識社會系統之微觀起伏，並提出適當詮釋與藍圖以呼應張力的生成，有助

於動員事業成員投入新創事業發展；另一方面，若事業成員未能感受所處系統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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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廠商則須創造擾動的氛圍作為合作網絡中的驅力基礎，將「調適性張力」視為與外

部網絡合作的制度性創業的創新起源。本研究以此定義進行詮釋範圍限縮，因為以內部

創業為研究主軸，調適性張力的營造便成為企業內部議題，故企業本身便扮演了辨識系

統變化、詮釋資訊以及營造創新基礎的角色，調適性張力便成為推行內部創業過程中的

企業整體狀態。 

而企業製造內部成員受到資訊擾動的氛圍，其類比概念應為複雜調適觀點中系統的

「初始狀態（Initial Conditions）」。在混沌理論中，初始狀態指涉的意義為系統的原始運

作情形，若以兩系統相比較，只要原始情形設定的條件不同，即使只是微小的差異，都

會在後續發展中產生極大的落差，此即為蝴蝶效應的現象。由於遠離均衡狀態是系統從

無序走向有序、重新發展新運作規則的關鍵點，而遠離均衡狀態又是系統可以自行選擇

是否建構或營造的條件，故此條件是否成功被營造即對應為系統的初始狀態。在此論述

下，企業是否有足夠的外界輸入資訊以成為擾動系統原有運作規則的能量便十分重要，

也因此，企業對外界資訊的開放性便成為系統的「初始狀態」。而就企業發展內部新創

事業來說，因為新創事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與未知成份甚高，當對外界輸入資訊開放性

程度高到足以讓企業察知外在環境變動與產業技術改變，且導致既有部門陷入不了解企

業將如何重新安排內部既有資源與成員分配的情境中，此輸入能量為企業內部帶來的不

確定與混亂，便是「遠離均衡」狀態下所呈現的不協調與擾動，也是企業內部產生新運

作秩序之先行現象。 

 

二、 奇異吸子建構 

 奇異吸子為混沌理論中重要的研究焦點，其承繼複雜觀點中所談論的自我組織與演

化之後，仍然未竟的系統演化最終狀態討論。奇異吸子是具有內在隨機性的決定性系統

（Deterministic System）所擁有的非線性軌跡與參數空間，其同時存在吸引與排斥的雙

重特點；從整體角度觀察，系統的運作軌跡輪廓呈現穩定型態，形成特定的秩序與邊界，

使系統行為主要聚集於此特定範圍之內；但是就局部層面觀察，會發現相鄰軌跡會相互

排斥，使系統變化的細節難以預測也不易掌握 (Crutchfield, Farmer, Packard & Shaw, 

1986)。於複雜調適系統觀點之下，吸子是影響與引導系統成員行為的引力中心；Wheatley 

(1992) 將奇異吸子的角色對應到社會或是組織系統中，認為吸子的創造可以匯集系統成

員的注意力並塑造共同認知，可視作組織意義（Meaning）的建構，或可發揮釋義

（Sense-making）的功能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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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系統處於遠離均衡狀態時，因為不穩定的擾動導致系統成員得以突破既有結構限

制，但也因此必須尋找既有結構之外的行為參考基礎。根據Weick (1995)，其認為釋意

的首要特質便是身份的建構（Identity Construction），為意義塑造的基礎；Wheatley & 

Kellner-Rogers (1996) 進一步提出，所謂的釋意功能便是建立清晰且一致的組織身份

（Organizational Identity），其中利用組織願景、目標以及價值等項目說明組織對環境主

張的信念與意圖。由於奇異吸子在系統中具有匯聚系統成員認知的功能以及行為引導性，

且其存在可以呈現出系統整體的穩定變動以及系統內部細節變化的不穩定性；吸子透過

催化與啟發等方式影響系統之運作，而其功能在於替組織提供新的意義或理念，塑造成

員對系統演化方向的共同認知 (Clippinger III, 1999)，而組織如何創造較佳的吸子來引導

成員走向有效縮短場落差，即為重要策略考量 (Smith & Gemmill, 1991)。 

根據上述理論對應到本研究的內部創業流程觀點來看，當企業面臨外在資訊輸入衝

擊時，其內部既有部門正面臨遠離均衡狀態所帶來的混亂，此時企業便是利用「組織全

體投入內部新創事業」作為讓各部門快速認知新願景、新目標與新價值的基礎，清楚塑

造企業面對環境變動的主張。Lengnick-Hall & Wolff (1999) 認為管理複雜系統的策略性

方法中，創造出較佳的吸子可促進系統內部的資源流動與後續的自我組織行為；Leibold, 

Probst & Gibbert (2002) 更指出吸子之具有目的性，為提供系統成員資訊或行動釋意的

能量及參考點；蔡文鈞（2006）亦依此將奇異吸子詮釋為新創事業中的組織身份配適度

（Fitness）之概念，分為對外在環境的回應與對內部成員的認知塑造。 

綜合整理之，本研究定義奇異吸子在企業內部創業流程的角色為，企業決定投入新

創事業以回應外部資訊衝擊的決策，此決策之形成建構出企業的新願景、目標與價值，

也同時影響各部門原有的運作方式。建構好的奇異吸子，對於吸引內部成員投入具有較

大的誘因；由於奇異吸子的運作與成員的共同認知和互動交流關係密切，當成員能夠認

同組織內部奇異吸子建構的正當性與利益價值時，其行為受到奇異吸子引導的作用力亦

相對較強；據此，本研究將沿用蔡文鈞（2006）的評估構面，由價值清晰程度、願景共

識程度與資源豐富程度來詮釋與評估奇異吸子（亦即企業決定以內部創業回應外在環境

變動的決策）對企業內部創業產生的作用。價值清晰程度是企業內各部門針對此決策的

實質性自利需求，表示成員在企業進行內部創業時所能獲取的價值與利益之明確程度；

願景共識程度則是聚焦於企業內各部門對企業建構內部創業的願景與目標，亦即企業內

部創業之核心理念的認同程度；資源豐富程度為身份可信度評估10中的構面之一，就企

                                                      
10
身份可信度評估可分為資源性驗證與規範性驗證兩構面(Low & Srivatsan，1994)，其表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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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部狀況探討其是否具有足夠資源支持新創事業發展，此處資源所指為企業內部的資

源資本，亦即其所擁有的資產與能力 (Barney, 1991; Amit & Schoemaker, 1993; Lounsbury 

& Glynn, 2001; Oliver, 1997; 張笠雲，2000)，雄厚的資產或能力有助於提昇企業內部門

對投入內部新創事業發展的認知，就客觀層面認為企業此決策有效（Valid）且可靠

（Reliable）。 

 

三、 基模互動 

在複雜調適系統中，每個成員都有其抱持的基模（Schema）(Anderson, 1999)，其指

稱的是個體處理外來資訊或就特定資訊與事件進行編碼的動態認知結構，是個體詮釋世

界並採取行動的知識基礎 (Harris, 1994) ；基模亦可以解釋為成員在系統運作中的內在

規則或是「內在模式」（Internal Model）(Holland, 1995)。基模並非恆常不變，系統成員

會觀察外在環境的變動情形，依據原有基模做出反應與判斷，故針對外在環境變動，系

統成員有可能直接現有基模採取行動或是修正現有基模的不足。成員對環境的解讀與意

義賦予為基模形成的基礎 (Gell-Mann, 1994)，而基模也是成員面對不確定環境時進行預

測、學習與調適之藍圖 (Holland, 1995)。 

 由於複雜調適系統成員的互動，也可以解釋為基模的互動，是催化系統自我組織行

為的起源，進而引發綜效（Synergy）之產生。成員之間的互動會交織成連結網絡，其

節點（Node）可以視之為企業尚未組織新創事業前的原有各功能部門，企業以建立內部

新創事業決策為奇異吸子後，各部門以此為核心進行互動，其表達連結（Tie）或往來

關係（Relationship）之概念，形成價值創造網絡（蔡文鈞，2006）。網絡連結分為兩大

類型，一為資源性網絡、一為結構型網絡。在資源性網絡的連結中，成員對創新事業的

貢獻來自於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論是資訊、資源或是地位的流動，具備為體系帶來較多

的資源承諾或資源遞移的可能性 (Ahuja, 2000; Gnyawali & Madhavan, 2001; Uzzi & 

Gillespie, 2002)；結構型網絡則是因為成員匯聚於網絡核心之上，網絡核心對照創業定

義則是新創事業本身，此聚集有助於網路中心程度（Centrality）大幅提昇，後續取得相

關的衍生利益 (Brass & Burkhardt, 1992; Burt,1992; Powell, Koput & Smith-Doerr,1996) 。

此處所謂的價值創造網絡對應到企業內部創業流程中，其實便是企業在確定以內部創業

                                                                                                                                                        
成員對組織身份或角色定位的相信程度（Aldrich & Fiol，1994；Scott & Lane，2000）。資源性驗

證在新創事業概念中可詮釋為廠商之資源資本驗證，規範性驗證則著重於在發展新創市業的組織

角色下，特定的法律與社會規範驗證（蔡文鈞，2006）。 



40 
 

因應外在環境變動後，積極建立內部業務關聯的階段；企業將內部業務與新事業機會的

關係完整建立，內部創業家或是內部創業團隊成員需要在企業內部既有的官僚體系中與

各原有部門建立關係，以利於獲取支援創新專案之所需資源 (Dollinger, 2003)。 

 

四、 正/負向回饋與自我組織 

 系統由簡單局部往複雜完整狀態演化的過程中，是透過質量互變的循環推進而得，

系統在此過程中所演化出的互動秩序便是所謂的突現（Emergence）；所謂的質量互變是

指量變與質變11的交互關係，而系統內部的非線性回饋（Non-linear Feedback）是促使系

統累積量變作用結果的起源。回饋是一種系統將輸出作為自身運作輸入之機制，並分為

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與負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兩種類型；前者之作用

對於系統偏離均衡狀態的現象具自我增強傾向，是一種「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

之表現 (Arthur, 1994)，有助於系統發揮自我組織與自我催化的功能，促使量變累積與

放大，在超越臨界規模之後讓系統達到質變或突現整體秩序；後者之作用則是促使系統

具有維持均衡狀態的傾向，是一種「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表現，讓系統在進

入質變狀態之後趨向穩定。複雜調適系統中，正負向回饋會同時作用，其效果交織影響

系統的運作走向，便形成系統成員作為的自我組織。 

 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在複雜調適觀點之下，是系統成員自發性的組織化過

程，如果將此過程對應到社會或組織系統中，可以將之視為網絡連結關係之形成，屬於

動態研究 (Anderson, 1999; McKelvey, 1999)。自我組織是經由成員互動所引發的催化反

應，進而在系統之間產生綜效，為成員之間協同合作、互惠演化之基礎(Corning, 1995; 

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而在特定規則運作下，複雜調

適系統之自我組織可以促使系統成員於後一階段的合作關係突現 (Kogut, 2000)。 

將基模互動視為網絡連結的建立基礎，其互動效果為回饋作用與後續自我組織行為

發生的前提。基模網絡連結在類似的新創事業研究中，是以產業網絡作為研究類比，以

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的焦點廠商視為網絡核心，進行外部創業合作。由於本文聚焦的研

究重點為企業內部創業，故相較於與外部對象合作的新創事業，內部創業所指稱的網絡

                                                      
11

 現實世界的變化形態分為兩種，一為量變、一為質變。前者為連續漸進的變化，又可稱作漸

變；後者為斷裂突發的變化，又可稱作突變（陳朝福，2003）。量變隨時間持續累積至臨界規模

（critical mass）或臨界點（threshold）時，會導致系統出現本質上的轉變，亦即為質變或分歧，

並於質變之後進入另外一個量變累積的階段，又再度隨時間變化直至下一次的質變發生（Waldrop，

1992；許起裕，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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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在本研究中所對應的是企業內部各成員因為新創事業建立後的合作網絡，而新創

事業則變成此網絡的核心。新創事業作為網絡核心之資源豐富度會影響其發展，因為資

源的充足性表示企業內部對於此創業活動的支持基礎，若新事業得以在較佳的資源挹注

發展，對於企業內部成員的吸引力與認同度會相對增加，同時也成為內部創業流程中，

新創事業爭取資源、發展策略性優勢的階段；而回饋正是新創事業確定推行之後，企業

既有部門在資源分配與資訊流通過程中，其人員與資源往新創事業匯聚除了構成新事業

發展基礎，更對原有部門功能運作上帶來影響，諸如流程或人力資源的調整與改變等等。

在企業構築的內部創業藍圖之下，企業原有部門隨推行過程的投入承諾以及參與程度便

成為對新創事業的回饋，若此二者隨時間上升，其自動催化作用影響了企業內部因為新

創事業推行過程中的綜效產生，表示原有部門給予新創事業正向回饋，會促進有利的資

源流動並放大具有正面結果之訊息，利用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綜效引導各部門成員在內部

新創事業中扮演適當角色與支援，進一步促使新創事業推行的資源或資訊獲取與人力資

源分配等過程更為順利，強化以此為核心的連結網絡，此便是自我組織作用。此階段可

對應到 Dollinger (2003) 內部創業流程中的專案執行階段，企業評估內部創業發展的產

業環境，制定適合的營運戰略與戰術後，建立內部新事業與諸多資源之間的連結。內部

新事業除了採取利於自主發展的策略，同時需要建立績效評估準則衡量內部新事業的推

行成果，由於此階段尚屬推行過程中的環節，因此績效評估不適合採用財務績效等已進

行至成熟作業面的量化規範指標，訂定質性指標會相對適合於評估新創事業推行的不確

定性與其發展。 

 

五、 突現與混沌邊緣 

 突現（Emergence）是指微觀層次系統成員之互動逐漸在上一層次（宏觀層次）中

形成特定的模式或運作結構的現象，若對應到社會與組織系統中，在宏觀層次中的突現

象徵了特定生態系統（Ecosystem）由下而上的形成與發展 (Moore, 1996;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 。複雜調適系統中，藉由系統成員不斷的互動，會為系統本身與其他成員

開拓更多新創空間，亦即各成員在互動過程中經由自我組織所成功形塑出的宏觀突現模

式，各成員之共同演化會為組織創造出更多創新空間，為下次的創新奠定下適合發展的

環境基礎，此即對應到複雜調適系統中所謂的混沌邊緣。「混沌邊緣」是因為複雜調適

系統在正、負回饋力量的作用下，導致系統內部同時具有秩序以及無序的狀態，且此二

狀態交替出現，形成一種介於有序與無序、現狀與創新、穩定與轉型之間的狀態，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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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兩股相反的力量作用與拉扯下，成就了系統的創新。非線性動態系統在正、負回饋

的作用下，將系統趨向混沌邊緣，使其得以獲致更新的變革 (Coleman, 1999; Kelly, 1994; 

Lissack, 1999; McKelvey, 1999; Muffatto & Faldani, 2003; 蔡敦浩，2007)。 

對照企業內部創業流程，一新創事業的自主發展過程若依循上述流程發展到最後，

會為企業帶來新的部門合作模式，並進一步為企業內部創造更多創新機會，形成企業日

後發展新創事業的良性循環。根據 Dollinger (2003)，在內部新事業已完整推行後，其後

續有可能被企業拆解，或是因為獲利狀況佳而持續在原企業（母公司）內部經營，也有

可能在原企業的策略考量下而切割出去，成為一家完全獨立、自主經營的新公司。考量

到本次研究主要著重在企業發展一次內部創業的流程與複雜調適觀點的對應，混沌邊緣

屬於企業發展創新之後續更長期的探討，故本研究並未將此作為探討主軸之一。 

 

第六節、小結 

複雜科學觀點從二次戰後到現在幾經理論的轉變與整合，其從回饋與控制等科學領

域的研究為出發點，但其動態與整合的觀點對應到社會與組織的系統中，亦有吻合之處。

企業推行內部新創事業過程中，其從資訊獲取、新事業建構、成員合作網絡形成再進而

影響新事業建構所經歷的多階段改變，屬於一連串的演化程序；而複雜調適系統觀點中

所包含的奇異吸子與自我組織等觀念，可以用來觀察此建構流程的關鍵所在。 

本研究回顧了內部創業研究，將其定義、功用、流程與特質之相關文獻作一整合歸

納，並以複雜調適系統觀點和內部創業流程進行對照，探討在面對創業議題時，企業如

何在非線性動態系統內部中，對應外在資訊衝擊並通過此流程形成支持新創事業建構的

階段性要素，利用複雜調適系統的動態探討、全觀視野及個體總體之跨層次現象說明各

系統成員此過程中追求各自的最佳化，而此行動又進一步讓企業整體呈現推行新創事業

的最適狀態。同時，在此推行流程中，新創事業的績效衡量也是其中一發展階段成員資

訊回饋的重要來源，故於文獻回顧中，亦同時回顧了此領域的相關文獻以作為研究架構

設計的參考基礎。 

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本研究將聚焦於企業推行一次內部創業的流程，故理

論整合與研究定義中不牽涉奇異吸子在複雜科學觀點下因多次運作產生歷史軌跡的「路

徑依賴」特質，主要強調吸子的建構及一次內部創業流程中成員互動回饋與自我組織行

為，導致突現產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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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主要探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第一節經由相關文獻探討之後，根據第一章所列

出的研究目的與問題，設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第二節介紹研究方法；第三節簡介研究

對象；第四節描述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第五節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第一節、研究架構 

一、詮釋觀念說明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可以發現企業以內部創業進行未來成長與獲利途徑時，除

了必須面對外在環境的變動挑戰，更需要面對組織內部各部門成員互動的變動性。內部

創業是組織內部選擇成長的道路中，內部承諾程度最高的選項，也因此若同時對應內外

部環境的變動，使用一般靜態理論對此系統運作進行分析，可能會有所偏頗，無法看出

系統運作的互動原貌，故本研究以複雜科學理論，並納入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子觀點，

以此視為新創事業的建構，亦即動態系統運作之核心，觀察企業內部在新創事業建構過

程中的動態演變。 

在企業推行新創事業過程中，重點是團隊的組成以及合作網絡的建立。由於企業推

行內部創業的團隊會需要既有部門中的成員為人員基礎，基本上企業會需要調度各功能

部門的同仁進入團隊中進行協助，例如研發與行銷部門的人力資源，而此組成基礎的來

源即為系統內部的人員流動，本研究定義其為「人流」。另一方面，推動此系統進入動

態運作的主要驅力便是外在資訊的輸入，資訊輸入之後擾動了原有部門成員的運作，而

既有部門的組成成員以新創事業為核心進行合作，新創事業推行的過程中的資源分配與

各成員對新創事業的建構認皆會進一步受到影響，為這些因為新創事業而形成的連結關

係帶來正向或負向的回饋作用，再塑造出最適合此次新創事業發展的彼此合作模式，達

到複雜調適觀點中所謂的突現情形。這些運作的過程中，是藉由各成員之間的資訊流動

才能逐漸推進，因此在此本研究中定義其為「資訊流」。綜合上述，企業藉由人員流動

形成新創事業團隊，並以此作為運作資訊流的基礎，進一步讓資訊流再帶動人員互動以

及確立新創事業建構的模式，形成一個因為系統內部外部資訊落差而產生因應與改變驅

力的動態系統。 

 本研究將企業視為複雜調適觀點中的動態系統，並圖示其與內外環境互動的動態運

作的情形，簡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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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企業具動態性的互動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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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架構建立 

本研究假定，企業初期面對新技術與新產品的衝擊時，選擇以「內部創業」作為新

概念的嘗試與實行手段，在沒有確認運作成效前，企業不會直接以完整建構的新創事業

部門對應之，反而會在此期間使用跨部門內部創業團隊，借重組織內部原有資源與人員

的調派作概念先行，最後若成效受到肯定，成立新事業部門便成為內部創業期間的最終

成果。故需要明確釐清的部份為，在本研究中所提到的「新創事業」，是企業全體以新

事業對應外在環境改變的發展過程，發展若成功，最終會成為新事業部門或是企業的子

公司。因為對應複雜科學觀點的動態與回饋性，其定義並非是既有研究中完整的「新事

業部門」，而是企業為了因應新技術或外在環境改變、異於目前運作流程的途徑之高內

部承諾對應方式，並以跨部門的內部團隊作為實踐新概念的基礎；實際對應的運作類比

較類似於企業先運用創新專案模式對應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出現，新創事業部門的成立反

而是此方式成功運作後的確立成果，也是本研究中定義內部創業階段的正向終點。 

除了視新創事業建構為組織回應技術與產品變動所主動設立的途徑外，更在推行新

創事業過程中成為組織內部其他部門新資訊輸入主要窗口與互動平台，進而以此平台作

為基礎，形成組織內部各原有部門的改善契機，共同演化出更適切的組織內部互動方式；

亦即組織的資源分配與成員認同感因為組織以內部創業對應系統受到外在資訊輸入的

衝擊而受到影響，並依據其存在而調整出一個新的運作模式。若領導階層，包含企業原

有部門主管、跨部門內部團隊的管理者以及審核新創事業績效的負責人等，在組織進行

內部新創事業過程中給予績效評估上的肯定，參與新創事業建構的各部門成員也在推行

過程中也更清楚認知新創事業價值與願景，此皆會對組織內部成立新創事業回應新技術

或外在環境改變的調整方式帶來正向回饋，因此後續會持續加強組織內部在新創事業成

立後的互動，進而讓組織整體習慣於建構新創事業後的合作模式；反之，若組織內部成

員對新創事業之建構反應不佳，就會形成負向回饋，讓新創事業即使在企業強制規定下

存在，卻會因為發展過程中各成員的排斥而弱化互動，逐漸讓新創事業整體績效效果與

對各部門的影響性趨近於無，定義為失敗的新創事業形式。 

本研究主要以新創事業概念實踐過程中的資源分配為出發點，假定組織對新創事業

的資源分配是組織各成員互動模式的起點，那麼良好的資源分配以及後續的資源遞移便

是奠定企業正式成立新事業部門的基礎，也讓整個內部創業過程至此告一段落。企業於

內部引入新創事業回應突現所帶來的影響，可以簡要的表示為：「建構新創事業資源

分配成員回饋後續互動再度影響新創事業建構」之順序關係；故主要聚焦層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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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份：新創事業建構與資源的後續分配（資源遞移），除了於此動態複雜系統中剛好

具有先後順序關聯外，資源遞移在新創事業運作中，更具有對企業發展新創事業直到確

實成立部門單位前的階段增強或弱化作用。 

企業發展新創事業第一階段為向外獲取資訊，企業對於外在資訊的獲取與掌握程度

會影響其以新創事業應對的變化與否，而此資訊獲取程度也成為衡量企業初始狀態的關

鍵，不同的初始狀態會影響到新創事業的建構動機，對外在資訊覺察度與獲取性較高的

企業，較容易形成遠離均衡狀態，使系統成員處在受到擾動與資訊落差的狀態中，後續

亦相對較容易以新創事業方式面對外在的變動挑戰。待企業決定使用內部新創事業回應

挑戰之後，動態系統至此形成遠離均衡狀態，亦即企業因為內外部的資訊落差引起成員

的不安定以及對改變的期許性，故塑造出調適性張力狀態；雖然其具有不穩定的特質，

卻也因此成為企業推行創新的基礎。 

企業在遠離均衡狀態中，進入複雜調適系統的真正運作，也是此運作過程中的第二

階段。企業首先必須建構新創事業之存在，新創事業必須清楚彰顯企業應對外在環境變

動之願景，並以此結合企業原有資源，作為推行創新的核心，吸引既有部門的資源以及

不同部門成員所具有的身份與能力特殊性；成員在此新創事業的合作中，同時也可以享

有價值創造的客觀報酬。本研究將「新創事業建構」假定為混沌理論中「奇異吸子」的

定位，其所具有的功能有四： 

1. 作為各部門成員互動的平台 

2. 組織內各部門對於外界新資訊的主要輸入窗口 

3. 組織內各部門共同演化的基礎 

4. 刺激組織內各部門重組或改變的因子 

第三階段為組織針對新創事業的形成，提供了怎麼樣的資源與願景。若企業沒有豐

富的資源、闡明企業願景以及針對既有部門設計客觀的合作報酬，便很難形成以此為核

心、推行新創事業的適宜網絡連結，導致既有成員對此互動產生負向回饋，促使企業回

歸尚未新創事業的狀態；成員的互動結果往負向發展，自然也會影響新創事業走向失敗

之路。 

第四階段以企業內部形成網絡連結為重心，成員在新創事業建構過程中，以新創事

業為核心的互動與運作方式。不論是組織明文制定組織內各部門必須分派人員投入新創

事業、形成跨部門內部團隊的外顯模式；或是組織建構新創事業後，各原有部門對於組



47 
 

織所創造出的新局面的認同度而影響對企業發展的期待性之內隱互動模式。本研究以新

創事業的存在條件下觀察組織成員的認同程度，其對於組織整體迎接新產品或新技術誕

生的形式是否具有決定性與收歛性。亦即企業建構出的內部新創事業模式面對外在環境

的變動，是否可以有效的吸引既有部門成員的合作，並建構出以奇異吸子為核心的良好

合作網絡；也因此可以看出前一階段設定奇異吸子對於後續形成的回饋效果之重要性。  

上述作為所形塑的初期合作網絡未必會是最終確立的最佳合作模式，在參與成員多

次正負向回饋循環下，除了影響新創事業本身的發展，其所形成的網絡連結亦會進一步

影響到各部門對於新創事業的相關認知，若成員給予此互動正向回饋，會因為報酬遞增

的增益力量讓動態系統的合作網絡因為強化作用更為深化完整。除了新創事業組成成員

以外，企業中領導階層對新創事業的績效衡量與評估亦對組織整體帶來的影響性與回饋

效果。本研究所指稱的領導階層，包含企業各原有部門主管、跨部門內部團隊的管理者

以及審核新創事業績效的負責人等，其針對新創事業訂立相關資源/人力調配及績效衡

量決策並進行運作後，間接影響新創事業本體以及組織內部所有成員針對運作結果的認

知，進而影響後續各部門之間的互動模式，形成正向或是負向的回饋。 

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若得以刺激企業既有成員因此建構而對企業的發展願景與個

人職涯挑戰等更具期待，便會對組織的新創事業產生較高的認同感，此部份便是促使成

員給予正向回饋甚至是後續共同演化的關鍵，也因為有此正向回饋存在，企業在發展此

新創事業的過程中，便可進一步增強組織內部各成員的互動連結，依此方式持續強化直

至新創事業發展成熟、組織認定階段性任務結束為止。階段性任務結束後，若組織予以

設立新事業部門，便是肯定了前一階段各部門在新創事業存在下的彼此互動，因此成為

發展新創事業的確切結果。簡而述之，企業先因為外在新資訊的輸入在組織內部形成資

訊落差，此調適性張力狀態促使組織與成員期望以新的模式（在本研究中即為企業內部

創業）面對外在環境的變動。組織建構新創事業初期所提供的資源，是新事業發展的基

礎，而其能否持續的茁壯，便牽涉到組織後續的資源分配以及成員對新創事業的認同感，

此亦同時成為引發回饋效果、促使企業演化出更有效率與資源分配的內部合作網絡，更

進一步讓組織成員認同新創事業的存在與績效，此自我組織效果最終會發展出「突現」，

亦即最適宜企業此次推行新創事業的合作模式。形成穩定合作模式後，會為企業帶來更

多創新空間，後續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新創事業，久而久之便在企業內部自然產生創

新的氛圍與文化。 

根據此發展階段對照複雜科學的觀點，形成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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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對照複雜調適觀點之企業推行內部新創事業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根據複雜調適系統與奇異吸子觀點觀察企業內部創業流程，流程中各變項

的設定主要根據蔡文鈞（2006）相同觀點的制度性創業研究，由於改變觀察對象至企

業內部創業，故研究對象並不聚焦於企業外部的網絡建立，而轉變為企業內部各部門

以及內部新創事業建構之過程，研究架構中的變項也因此作進一步刪減與修正。根據

上述呈現的研究架構，本研究將新創事業發展過程對照複雜調適系統觀點後，將其中

的特色觀點獨立出來作為對應過程發展的三部份說明：新創事業建構、網絡連結形成

以及後續合作網絡確立後再回頭影響新創事業建構的過程，此過程的起源由企業取得

外在資訊開始運作，而資訊形成的落差也激發出企業內部的成員擾動不安，形成促使

新創事業發展的情境。 

    在內部新創事業推行過程中，企業所塑造出的遠離均衡狀態，亦即調適性張力狀

態（Adaptive tension）(McKelvey, 1999)，為企業內部成員受到外在資訊衝擊，感受到

現況與期望目標之落差，而此差距無法藉由既有事業的運作加以彌補或銜接，在沒有

適當的發揮情節與角色安排下，讓成員因為內外資訊的落差感受到改變現狀的迫切性，

隱約呈現出期待新秩序形成的擾動現象，此焦慮促使既有部門試圖尋求解決之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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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為調適性張力狀態 (Smith & Gemmill, 1991; 蔡文鈞，2006)。此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如下： 

1. 調適性張力：企業內部面臨重組或調適壓力，所顯露出焦慮或期待新秩序形成之擾

動程度，例如既有部門對企業投入新創事業的呼籲、既有部門對外在資訊的反應等。 

 關於企業資訊取得部份，由於企業的生存與外部環境息息相關，企業若能有效取得

外部資訊，對於企業以創新方式因應外在環境並持續生存具有相關知識與判斷力的輔助

效果，故以此作為企業初始狀態的變項，其下包括三項變數（蘇小鳳，2009）： 

1. 資訊評估： 

為企業主動獲取外在環境資訊的評估標準，例如取得動機、如何運用企業內部資源

取得資訊、對資訊管道的熟悉程度以及資訊獲取之後的應用方式。 

2. 資訊管道： 

為企業獲取外在環境資訊的來源，例如顧客、供應商與競爭對手及整體政策等；以

及外在環境資訊的途徑，可分為人際關係、文件及網際網路等三種來源。 

3. 資訊內容： 

所獲取資訊之重要性以及讓企業面對外在環境變動的參考價值，以資訊的可靠性、

正確性以及易懂性作為衡量。 

本研究將「新創事業之建構」定義為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子」。根據複雜調適系

統觀點，新創事業之建構類比於系統內部奇異吸子的塑造，創造出呼應系統遠離均衡狀

態與容易吸引內部成員有較高認同與投入程度、具有縮減資訊落差潛力的新創事業，是

促進資源流動與自我組織的關鍵，也是管理複雜系統的策略性方法 (Wheatley & 

Kellner-Rogers, 1996; White, 1992; 蔡文鈞，2006) 。新創事業在企業內部是組織各成員

呼應外在環境變動的運作模式，因此涵蓋了企業的價值承諾與願景理念兩面向 (Hatch & 

Schultz, 1997; Scott & Lane, 2000)；此外，企業內部既有資源也會影響新創事業的建構和

內部成員參與意願，故資源豐富度亦為新創事業建構之變項之一 ( Low & Srivatsan, 

1994)。本研究將此變項分為三個變數，皆是企業內部成員針對新創事業投入與後續合

作的重要基礎，其操作性定義分述如下： 

1. 價值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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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讓參與新創事業發展的成員所能獲得的價值與利益，為經濟性標準，例如薪

資報酬以及職位升遷等。 

2. 願景理念： 

為參與成員對企業建構新創事業與願景的認同度，為社會性標準，例如價值主張、

對事業體系擴張的認同等。 

3. 資源豐富度： 

為企業內部可以承諾予新創事業建構的既有資源，例如企業部門擁有的資產、各部

門所具有的功能性、企業投入的發展預算以及可以納入新創事業中的人力資源等。 

 新創事業建構之後會因為部門的合作形成網絡，等同於複雜科學觀點中基模互動產

生的合作模式，其會以各部門的貢獻形成的連結進行資訊與資源的傳遞，合作網絡中若

存有較多的資源流動可能性，對於後續促成網絡連結的強弱亦具有影響性，而成員在網

絡形成後的匯聚效果也會明顯的反應在合作網絡中，故可透過資源遞移及網路中心此二

變項觀察 (Ahuja, 2000; Freeman, 1979; Uzzi & Gillespie, 2002)。在這些網絡連結構成因

素之外，新創事業的績效也會影響此網絡運作的強度 (Souder & Jessen, 1998; Souder & 

Song, 1999)。 

1. 資源遞移： 

為企業內部成員對新創事業的資源貢獻程度，包含了直接與間接的貢獻，例如各部

門對新創事業的資源投入程度、人員投入程度以及資訊流動程度等。 

2. 網路中心： 

為新創事業網絡的完整度與密集度，例如連結中所包含的成員數目以及各自負責的

功能等。 

3. 創新績效： 

為新創事業績效衡量的標準，主要以質化變數為考量 (Souder & Song, 1998)，包含

了分權決策、行銷與研發部門的整合、行銷的能力、技術知識的能力、專案管理的

能力與高階者的支持等。 

 

 合作網絡開始運作之後，其成員會根據新創事業建構的價值與願景、新創事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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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以及過程中根據各成員狀況不斷調整合作方式，給予新創事業建構及其合作一回饋

作用，再以此持續強化合作網絡的綜效，形成自我組織效果。合作模式經自我組織效果

後會因為各成員的獨特性資源投入建立了新創事業在各成員的信任與認知，進而確立該

網絡連結形式與網絡中心 (Benjamin & Poldolny, 1999) ，亦即複雜是觀點中的突現階段。

此階段為合作網絡本身的演進，而此演進結果會再影響到企業新創事業建構的因子，以

正向回饋效果加強新創事業的建立。合作網絡的確立變項有二： 

1. 資源重置： 

為新創事業合作網絡中最終確定的資源分配情形，例如部門中人力資源的調度以及

研發資金的投入等。 

2. 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 

為新創事業參與成員對此合作模式的認同與進一步的投入程度，此部份因為正向回

饋作用影響新創事業建構，故其衡量變數同於企業建構新創事業時的願景理念，為

參與成員對企業建構新創事業與願景的認同度，為社會性標準，例如價值主張、對

事業體系擴張的認同等。 

本研究的操作性定義整理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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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對照複雜調適觀點之操作性定義表 

研究變項 各變項評估變數 操作性定義 

資訊取得 

資訊評估 企業主動獲取外在環境資訊的評估標準。 

資訊管道 企業獲取外在環境資訊的來源。 

資訊內容 所獲取資訊之重要性以及讓企業面對外在環境變動的參

考價值。 

調適性張力 
企業內部面臨重組或調適壓力，所顯露出焦慮或期待新

秩序形成之擾動程度。 

新創事業建構 

價值承諾 企業讓參與新創事業發展的成員所能獲得的價值與利

益，為經濟性標準。 

願景理念 參與成員對企業建構新創事業與願景的認同度，為社會

性標準。 

資源豐富度 企業內部可以承諾予新創事業建構的既有資源。 

網絡連結 

資源遞移 企業內部成員對新創事業的資源貢獻程度。 

網路中心 新創事業網絡的完整度與密集度。 

創新績效 新創事業績效衡量的標準。 

合作網絡確立 

資源分配重置 新創事業合作網絡中最終確定的資源分配情形。 

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 新創事業參與成員對此合作模式的認同與進一步的投入

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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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不一樣的科學觀點探討企業執行內部創業的的

特性；因為以不同的角度探討企業內部創業之流程，本研究需要瞭解企業進行內部創業

過程中，人力與資源的流動情況，並根據其與複雜科學觀點對應的特性給予管理實務面

之建議。目前國內雖然已有使用複雜科學觀點探討管理議題的文獻，但仍沒有專文以此

觀點探討內部創業流程，故本研究屬於探索性研究，將採用「個案研究法」作為研究方

法。 

      學者 Eisenhardt (1989) 強調個案研究法應該注重個案的動態狀態，也特別適用於新

研究主題之領域，其並訂定個案研究法八步驟：(1) 定義研究問題 (2) 選擇個案(3)蒐集

資料 (4)進入研究領域 (5)分析單一個案資料 (6)找尋跨個案模式 (7)形成假設 (8) 回

顧文獻。Eisenhardt認為個案研究法主要是由多重資料庫之連結、比較與歸納而得來，

由於資料來源都與實務結合，因此推論出的假設與理論之可行性較高。另一位學者 Yin 

(1994) 則強調個案研究法適用於「How」與「Why」之探索性（Exploratory）問題之研

究，為一實務性的調查方式，因為研究者對於所研究事件幾乎沒有明顯的控制力，故被

研究者之經驗成為研究的關鍵，根據其來自於事件或是情境的經驗歸納，產生定性研究

之理論。 

        個案研究法中又可以再分為單一個案研究法與多重個案研究法，根據 Yin (1994) 的

觀點。單一個案研究法適用於特殊的個案類型，例如罕見並無法找到更多相似類型的個

案、可以推翻前人歸納理論的關鍵型個案，或是以往學者沒有辦法觀察到的展示型個案

等等。多重個案法主要目的是為了將歸納結論推廣到其他個案或是整體產業，故強調歸

納結果之適用性；選擇多重個案比較歸納後的結果有兩種，一為可預期的結果、一為在

可預期的原因之下取得相反結果。 

        由於本研究探討議題為以複雜科學探討企業內部創業之流程對應與關鍵發展因素，

並期望可以作為有意推行內部創業之企業體之參考，強調個案歸納結果之廣泛適用性；

故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以提昇研究結果之參考價值。 

 

第三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從台灣諸多曾經進行內部創業的科技業廠商中挑選具有

代表性的企業作為研究個案，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考量因素主要有兩項：公司歷史以及公

司規模。之所以會以公司歷史衡量，是由於「內部創業」是公司在既有產業經營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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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情形下，尋找新的企業成長與獲利途徑之一，因此在台灣科技業界成立較久的公司

相對來說有較大的機會在經營過程中考慮利用新創事業開創事業版圖；此外，並需要同

時考慮公司的規模以決定個案是否適用，公司規模較大的公司相對來說也具有較豐富的

資源支援新創事業發展。由於本研究之個案選擇並不侷限於台灣科技業的特定領域，在

比較標準不一的情形下，因此在公司規模的部份不適宜以年營收或資本額等衡量，故以

公司在其所處產業領域之中是否具有領先地位作為判斷標準。 

綜合上述兩指標，本研究在台灣成功推行過內部創業的科技業廠商中選擇了宏碁集

團、華碩電腦、聯華電子以及研華電腦等四家公司，此四家企業的經營年間皆已超過 20

年，為台灣科技業投資創業的元老，屬於科技業廠商中經營年期較長的公司。其中宏碁

集團與華碩電腦為台灣消費性電子廠商之龍頭，分別為台灣 2011二十大國際品牌12之第

二名與第三名，聯華電子雖然在 1990 年代轉換獲利模式，但仍在晶圓代工產業中名列

前茅，研華科技則是在工業電腦領域位居全世界第三名，在台灣 2011二十大國際品牌

中名列第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研究探討的是企業曾經成功推行的內部創業過程中之資

源分配以及後續的創業模式認同強化，故個案中所提到的內部創業流程主要鎖定於是公

司以往推行內部創業之經驗與成效，其中宏碁集團、聯華電子與研華科技皆因應環境或

經營目標之變化而改換為另一套內部創業模式，此模式的詳情會於第五章其他發現中另

作說明，不納入個案討論的範圍中。 

 

第四節、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蒐集方式分為初級資料蒐集與次級資料蒐集等兩種方式，本研究以初級資料為

主、次級資料為輔，將蒐集到的資料作為個案撰寫之主要內容，以及後續個案分析時的

參考基礎。針對本研究此兩種資料及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12
「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以上市櫃（公開發行）且品牌經營具國際化的台灣品牌為對象；此

鑑價與 Interbrand「全球百大品牌價值排行」採相同的品牌鑑價系統。Interbrand 的專業鑑價程序

與服務，結合量化的企業財務分析及質化的品牌角色與品牌強度分析，為台灣的國際級品牌評估

出具體的品牌價值，標示其在全球市場競爭力的具體座標；在 2011 年二十大台灣國際品牌之評

比中，前十名的品牌價值平均較前一年成長 43.9%。 

（資料來源：http://www.taiwanembassy.org/fp.asp?xItem=224966&ctNode=8579&mp=156） 

http://www.taiwanembassy.org/fp.asp?xItem=224966&ctNode=8579&m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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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級資料 

初級資料為本研究撰寫與分析個案的主要資料基礎。本研究以人員深度訪談作為資

料之獲取方式，訪談以開放式問題詢問，紀錄與錄音並同時進行，利用錄音作為確認紀

錄正確性之參考。訪談過後先以錄音紀錄為基礎撰打訪談稿，並配合文字紀錄改寫成文

字稿。各個案公司受訪人員名單如表 3-2所示： 

 

表 3-2 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資料 

個案公司 受訪者 受訪日期 

宏碁集團 C先生13
 2012/5/30 

華碩電腦 全球副總裁暨行動通訊產品事業處 

胡總經理 

2012/5/28 

 

聯華電子 宏誠/弘鼎創投14
 

吳副總經理 

2012/5/21 

研華科技 技術長 

陳資深副總 

2012/5/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於蒐集四家個案初級資料之過程中，宏碁集團與華碩電腦之訪談對象所學皆為技術

背景，目前並擔任組織內部新事業之領導者，故主要針對其現在所領導及過往曾參與過

之新事業經驗作為訪談主體。聯華電子受訪者在聯電尚未以創投形式投資新事業時便始

終負責新技術/新產品的發展與投資相關業務，故主要針對其對於新事業發展過程中組

織的資源分配為訪談主體。研華科技受訪者本身也為技術背景出身，參與多次新事業建

構活動，目前為組織內部公共技術部門領導者，負責組織內部新事業公共技術支援層級

之資源分配，故以其曾參與過的新創事業以及處於組織公共資源分配者的角度為訪談主

體。 

                                                      
13

 應受訪者要求，不於研究中公開其職位與姓氏。 
14

 宏誠/弘鼎創投公司為聯電投資新事業的方式。聯電規模逐漸擴增之後，將新事業發展的方案

選擇之重心轉移到創投公司，其採用創投公司作為投資新事業方式已經長達十二、三年，並會因

為策略考量而設有 2～3 家公司作為投資新事業之基礎，宏誠與弘鼎便是聯電目前 100%持股的

創投子公司，其皆是由聯電母公司的創投部門所獨立而成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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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級資料 

 除了透過上述以訪談直接獲取之初級資料之外，本研究亦透過公司官方網站、報章

雜誌相關報導、企業公開之季報年報等，作為蒐集個案資料之資訊來源。在前述資料來

源之外，本研究亦蒐集過去曾經以這些個案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之博碩士論文，將其整理

之個案作為個案撰寫之參照基礎。 

 

第五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仍然有諸多限制，將原因整理如下： 

（一） 由於本研究採取多重個案分析法，以直接訪談所得作為研究之初級資料為主

要資料來源，輔以其他次級資料以增加資料之可信度，並作為對照證據。但

由於主要訪談內容為事件之回憶，因此會受限於受訪者之主觀認知以及記憶，

會影響到訪談內容之真實性與清晰度，形成不可避免之偏誤，甚至會影響研

發發現，進而影響推論結果。 

（二） 由於個案分析法之取材主要來自於直接訪談，因此受訪個案在產業中的代表

性、受訪者提供經驗的周延性、受訪者職位高低與年資長短，皆會影響個案

資訊的多寡與深入程度。 

（三） 本研究選擇四家公司作為研究個案，並依據其推行內部創業之過程與複雜科

觀點進行對應，但是最終的研究發現與建議若需要更佳的適用性，仍然需要

更多的個案佐證與進一步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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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訪談 

    本研究選定台灣四家高科技業廠商作為個案訪談公司，並將各公司各自分為一節依

序討論。各節中包含公司發展與沿革，並以研究架構中的各階段將公司內部創業流程作

階段性敘述，各節最後並以表格方式彙整各個案重點。上述主要以個案公司訪談內容與

次級資料作為分析依據，以研究架構為基礎對個案公司簡要整理。 

 

第一節、 宏碁集團 

一、公司發展與沿革15 

宏碁創立於 1976年，為施振榮等人所創立的電腦製造公司，以桌上型電腦（PC）

起家，也以此作為拓展新事業的發源，主要生產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itant，個人數位助理）、伺服器、顯示器和其他儲存裝置等電腦週邊產品，

以及軟體與維修服務之通路銷售。宏碁集團目前是世界第四大個人電腦品牌，同時也是

全球第二大筆記型電腦品牌，擁有國際化運作的經營團隊，全球共有 8,000名員工，2011

年合併營收約新台幣 4,754.9 億元，營業淨損約 64.1 億元，其中筆電所佔營收約為 65%

以上，桌上型電腦約佔營收的 18%；宏碁並規劃在未來進一步以超輕薄型筆電（Ultrabook）

提升筆電在全球的地位。 

宏碁於 1990 年代致力於內部創業的模式發展，將從美國開始流行起來的創業模式

進行宏碁版本的修正，以「人」作為內部創業的關鍵，將受過宏碁訓練的員工視為每一

個新事業的可能創業者，以企業內部的資源培育，提高創業的成功機率16；未來可能成

為新公司的新事業也必須在宏碁保護與提供資源的安逸環境下，以獨立經營的利益進行

思考，同時為宏碁持續保持創業精神與危機意識。以內部創業推展新事業的過程中，宏

碁共有兩次較為大型的新事業策略：一為筆記型電腦、一為消費性電子事業，此二事業

皆是先觀察市場趨勢，與技術能力得以結合後而創立出的成果。 

宏碁於公司規模逐漸擴張之後，除了內部創業之外，也利用許多其他投資新事業的

方式，例如轉投資等，五大次集團底下的子公司與轉投資公司多不勝數，導致投資重複

與資源未能有效整合的問題。兼有品牌與代工事業的宏碁當時新事業尚未成型，舊事業

又已不足以撐起企業未來發展，為了有效因應逐漸衰退的總體環境，宏碁宣佈重大的企

業轉型計畫，取消次集團，整合重複投資的事業，強調專注、簡化與前瞻，將營運切割

                                                      
15

 整理自宏碁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官方網站。 
16

 《宏碁的世紀變革》p.264 ~ 265；《再造宏碁》p.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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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製服務（DMS）17與品牌營運（ABO）兩個專注事業。2001年宏碁重新定位為資訊

行銷服務公司，以創新的資訊產品行銷、電子化服務、通路的經營發展與積極投資管理

為核心業務，此階段開始已幾乎不再使用以往內部創業模式，改為以投資作為進入新事

業的途徑。 

新宏碁於2007年成功併購美國Gateway公司(含 eMachines品牌)及歐洲Packard Bell

公司後，形成一擁有多個 PC品牌的集團，達成鞏固歐洲、站穩美國、確立全球佈局的

策略。宏碁集團持續以打破人與科技的障礙為企業理念，決定以多品牌策略行銷全球，

提供各地消費者簡單、易用的資訊產品，以滿足使用者不同的需求。 

 

  

                                                      
17

 於 2001 年獨立為緯創資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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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宏碁集團中文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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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宏碁集團發展里程碑 

年代 里程碑 

1976-1986 微處理器技術商品化 

 初期以貿易與產品設計為主要營業內容；推出多項電腦先驅

產品，例如小教授學習機、天龍中文電腦，並開發、推廣倉

頡中文輸入法，讓電腦的使用普及化。 

 根植人性本善的企業文化，和員工入股的基本經營理念。藉

「宏亞微處理機研習中心」的成立，兩年內替台灣資訊業界

訓練了三千多位工程師，同時發行「園丁的話」雜誌，免費

贈閱資訊從業人員，推廣微處理機的知識。  

1987-2000 建立領導品牌進軍全球 

 在領先 IBM 推出三十二位元個人電腦後，宏碁的品牌名稱在

1987年正式由Multitech換成 Acer，確立自創品牌的經營方

向，並積極朝國際化大步邁進。 

 1991年宏碁發表全球首創，利用更換單一 CPU晶片就可大

幅提升個人電腦執行速度的矽奧技術，並授權國際大廠

Intel，寫下台灣廠商發展智慧財產權的新里程碑。 

 宏碁集團不斷擴大，不但各事業單位陸續成立，各海外據點

也紛紛設立，使宏碁大步邁向國際化。 

  Aspire 多媒體家用電腦的推出，重新替家用電腦下定義；致

力於發展技術創新、操作簡單、價廉物美的「新鮮技術」，滿

足全球消費大眾的實際需要。 

2001-2007 從製造業轉型為行銷服務業 

 宏碁從 2000 年底開始進行企業轉型，以簡化、專注與前瞻為

主軸，並於 2001 年使用新的企業識別並致力於提供更人性化

的 IT 產品及服務。 

 獨特經銷制度讓集團營運達成世界級的永續成長；並可提供

企業級的頂尖合作夥伴與供應商彈性來順應 IT 市場潮流，同

時還可減少營運成本並讓利潤最佳化。 

 2007年成為全球第三的筆記型電腦供應商。 



61 
 

（續）表 4-1 宏碁集團發展里程碑 

年代 里程碑 

2008～ 以多品牌策略強化商品全球可見度 

  經由併購發展出極具成果的多品牌策略（Acer, Packard Bell, 

Gateway and eMachines），各個品牌依照原有獨特的消費族

群發展品牌，每個品牌各有獨特的品牌特質。 

 為全球第二大個人電腦集團，目標全球第一大筆電及行動

裝置品牌；並於中國大幅度擴展市場，強化全球競爭力。 

資料來源：宏碁集團中文官方網站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受訪者將產品創新與內部創業區別為兩個不同的議題，對

宏碁來說，內部創業的議題較適合套用於過去的宏碁，目前經由併購改組等過程，以新

型態出現的新宏碁，在內部創業的操作與執行上已不如以往清楚明確，甚至可以說新宏

碁並不適合作為內部創業的討論個案。不過由於本研究鎖定的研究對象是曾經完整執行

過內部創業流程之企業，因此是針對於宏碁過去成功執行的內部創業實例作深入探討，

新宏碁相關議題則作為相關參考。 

 

二、內部創業歷程 

（一）資訊取得 

過往宏碁的確有執行企業內部創業，在既有的產品基礎與商業模式之上，宏碁認為

未來有清晰的事業展望，且當時也考量到公司若靠單一產品作為事業持續經營的基礎之

風險過大，因此積極投入於建立其他的產品以支持公司未來的長遠發展。過去的年代中，

宏碁專注於桌上型電腦事業，但後來觀察到行動性（Mobility）是很重要的觀念，也是

極具潛力的發展方向，所以才開始深入筆記型電腦事業；到了 1995～1996年間，宏碁

開始投入消費性電子領域，因為發現數位化時代中，錄放影機（Tape Machine）已逐漸

退燒，數位影像格式興起，VCD/DVD Player 前景可期，宏碁也認為此事業可能是未來

持續支持宏碁成長的重要基礎，因此將數位影像播放器作為此事業主要產品，進入消費

性電子領域。 

不過這些動機最後是否能夠成功驅使宏碁發展出好的內部創業成果，決定因素在於：

意見領袖的想法、市場調查機構的建議，以及從技術面檢視新事業的可行性。宏碁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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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創業的立場傾向由技術觀點18尋找發展機會，反而不一定會從使用者當下的需求作

為內部創業的主要驅動力量。宏碁會利用公司層級的技術團隊評估技術的可行性，不過

這個評估過程沒有固定的步驟；宏碁不只擁有公司層級的技術團隊，各事業部門也都配

有專屬的研發團隊，各部門研發人員基本上會一直追蹤各領域新技術的發展，在追蹤過

程中可以將新技術與未被滿足的市場需求作連結，以此為基礎激盪出新產品想法。在舊

宏碁時期，一般來說副總以下的層級大約一季會進行一次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在基礎技術之上提出諸多新想法，新想法經眾人肯定之後便可以提交產品提案

（Proposal），集結眾多產品提案，若能將其歸納出一個概念化的大方向，且此大方向經

由公司內部較具權威性的職位，例如經由副總與協理級以上之人物肯定此新方案的規劃

方向後，由他背書、向副總或協理向總經理呈報，獲得首肯後，內部創業才會應運而生，

進而爭取發展資源。 

 

（二）調適性張力 

筆記型電腦與消費性電子事業此二階段都是宏碁推行內部創業的實例，其投入內部

創業的前提在於公司必須要有強烈的動機，再配合這些動機尋找適合的切入機會；而動

機的來源可概分為三方向： 

一、核心事業（Core Business）不足以支撐公司將來的成長； 

二、對於產品未來可能轉變的敏銳觀察，例如觀察到行動性是電腦發展重要特質； 

三、由技術觀點看到新事業可能性，例如類比轉數位訊號，讓播放器有新發展可能。 

此外，宏碁也相信市場上會有相關需求，因此積極投入企業內部創業。 

 

（三）新創事業建構 

新創事業小組的成員組成主要視新創事業的規模以及其可能包含的職位層級來決

定；若新創事業以副總為領導人物，那麼該新事業通常都是經由 Top-down 方式指定成

立；其成員組成會有自願者（Volunteer）或是原本就有在關注此新事業發展的同仁，不

過整個團隊組成有 99%是經由高層主管指定而成，而這樣的人力調度對該員工其實原所

屬部門來說其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既有事業體擁有的人力資源相對充分，因此

                                                      
18

 宏碁所謂的技術觀點強調的是公司本身技術能力是否足以支應新技術發展，以及投入新技術

發展對公司來說是否可以在未來達到財務平衡與最大市場規模（受訪者使用 affordable 一詞說明

這樣的財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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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具有能力承擔人力的流失，且宏碁的組織設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各部門的工作設

計不會因為少數員工的離開受到影響，原部門也自然不會因為這樣的資源調度而對企業

發展新事業表示反彈，反而被抽調走的員工因為大部分皆可有職級上的提昇，會認知新

事業為職涯的重要挑戰，故宏碁很少發生因為人力調度而使原部門產生震盪的情形。 

宏碁投入新創事業的內部員工基本上領取原有的薪酬水準，但在新創事業尚未獲利

的階段，投入的員工大多是領取公司的薪資均值，甚至略低於薪資均值，且公司不會向

員工承諾新創事業獲利時的獎金與分紅，值得注意的是副總級領導者的薪酬不會受到影

響，若是事業處底下的部級創業，便會依據上面的規則給予薪酬。副總作為新創事業的

領導者，基本上不牽涉其創新或創業的精神，因為以 Top-down 模式發展新創事業，其

團隊組成如上述皆為公司指派而來，那麼與個人是否有意願投入新創事業無關，而是跟

是否做好專業經理人的職責、將新事業帶出好績效有關，因此領導者的個人熱忱在這個

新事業單位裡不是首要的組成因素，若績效無法呈現，再多的個人熱忱也會被消磨殆

盡。 

 

（四）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確立 

舊宏碁致力於內部創業的時期，讓兩個以上的新創事業同時發展的可能性很高。不

過是否會因為同時發展而產生資源競爭的現象，主要必須從內部創業的層次進行觀察：

就當時宏碁發展內部創業的情況來說，筆記型電腦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皆是隸屬於副總

級的內部創業層次，相對來說可以獲得較多公司的資源；副總層級的內部創業理論上來

說會獲得公司的全力支持，其可以直接共享公司層級，例如行銷、業務與財務等功能性

資源，實際上也的確會獲得相對充足的發展資源；專屬於內部創業團隊的基本資源則是

研發人員與產品經理（PM，Product Manager），有時候公司也會規劃 ODM 業務進入內

部創業團隊，配合設計層面共同進行。不過對宏碁來說，內部創業並不僅限於副總級規

模的大型內部創業，也有事業處底下的「部」級內部創業，而此層級的創業便需要在所

屬的事業處以下爭取資源，因此該事業處的資源多寡也會影響部級內部創業所能獲得的

資源，不過部級或處級的內部創業還是有可能因為績效良好而另外獨立成新的事業單位。

以數位顯示總處為例，其成立於 2003 年底，於 2004 年開始正式運作，至今其營收已成

長至全球第四大的規模，也將以往隸屬於事務機器產品線的投影機納入為管轄；數位顯

示總處成立初期只有三位員工負責作產品，目前則有五位，基本上還是有規模擴大。 

宏碁對於新創事業的投入基本上是依循 BCG矩陣的概念，會階段性的投入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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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事業在公司策略中的所處地位。以宏碁發展 LCD TV的例子來看，前幾年此產品的

前景大好，因此評估會是一個”star”，但沒想到後續一直持續虧損，多年投入之後發現

連同競爭廠商皆沒有好的營收表現，便會逐漸減少投入的資金額度。宏碁也曾經利用外

部投資的方式投資宏網科技，設定一固定額度作為投資額，該筆金額虧損完畢後便投資

告終，以清楚切割的方式嘗試新事業發展；不過相對於此，宏碁對內部創業的態度是較

具保護性的，基本上還是希望在新事業有不錯績效的情況下長久經營。舊宏碁理想上會

希望可以複製扶植內部新創事業的發展經驗，來協助後續其他新創事業的發展，不過在

實際執行時與此理想存有落差。舊宏碁每一次發展新事業，還是會因為技術與產品的特

質、事業規模大小、成員組成的狀況以及領導者風格的差異，而創造出不同的新事業發

展經驗。 

舊宏碁時代的新創事業績效評估和一般大企業的衡量現狀差不多，基本上沒有針對

評估面進行制度化，反而跟「關係」有很大的關聯性；例如副總與總經理彼此的互信關

係，對副總級內部創業單位的績效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在實際執行的時候還是有可以明

確參考的衡量指標，例如三年之內預期達到的營業額，以商業目標之存在衡量新事業的

績效，才可以有效避免新事業漫無目標的運作；以宏碁發展筆記型電腦為例，初期拿到

許多市場預測的資料，便會根據此市場概況與預測，舊宏碁時代筆電的總體市場規模不

如現在龐大19，故會設定兩年內拿下 3%市占率之目標。 

相對於宏碁以往積極投入於內部創業的歷史，新宏碁則是在多次的組織震盪之後，

將宏碁所涵蓋的事業清楚切割，目前的宏碁則是專注於品牌經營。鎖定於本業品牌經營

的新宏碁，還是先由最初起家的桌上型電腦為發展基礎，後續因為桌上型電腦需要顯示

產品相互搭配，所以顯示器事業才應運而生。在顯示器事業出現之前，宏碁也曾經另外

發展過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位助理）新事業，此事業後來轉型發展、

聚焦於 PNS（Personal Navigation System，個人導航系統）技術，但是以此為焦點發展

最後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強勢崛起，讓導航系統單一機體受到衝擊，故失敗告終。雖然現

在的宏碁還是有在作智慧型手機以及雲端儲存運算等事業，但此類事業因為都是宏碁經

由併購方式獲得的技術，皆已不能以舊宏碁時期的內部創業的角度看待。 

 

  

                                                      
19

 目前全球筆電市場總體規模約為 2 千億美金/年（USD $200 billion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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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個案分析 

根據宏碁集團的深入訪談內容，以下依據本研究的架構設計分析此個案的內部創業

流程與其中關鍵要素。 

 

表 4-2 宏碁集團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宏碁集團 

資訊取得 

資訊評估 

 企業意見領袖的想法 

 市場調查機構的建議 

 從技術面檢視新創事業的可行性 

資訊管道 
 既有事業之技術追蹤過程 

 既有事業之經營過程 

資訊內容  可以附加到既有產品的新特質/技術與可發展特色 

調適性張力 

 既有事業不能持續成長的警覺性 

 覺察產品轉變的可能性 

 技術追蹤過程中對新事業形成的期待 

新創事業建構 

價值承諾 

 領導者：無 

依原有薪酬水準 

 非領導者： 

依原有薪酬水準、職級提昇 

願景理念 （無，遵循企業未來成長的策略、被動發揮專業責任） 

資源豐富度 

 由公司指派的專屬領導者 

 專屬研發團隊與 PM，有時候配有 ODM 業務 

 與公司共享行銷、業務、財務、會計等功能性 

（視該新創事業規模與層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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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2 宏碁集團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宏碁集團 

網絡連結與合作

網絡確立 

資源遞移 

 既有部門成員完全移轉至內部創業單位 

 新產品資訊主要在參與團隊內部流動 

 提供組織公共資源的部門會於平日職責基礎上稍

作協助 

網路中心  形同小型企業體，事業經營所需資源一應俱全 

創新績效 

 量化指標：新產品市占率與年營收等 

 質化指標： 

無明確制度化，主要是新事業單位領導者與公司高

層的互信關係。 

資源分配重置 
 無固定分配模式，以創新績效為資源分配依據： 

營收增長與規模擴大者可持續增加人力與預算 

創新模式認同

與建立 

 理論上會複製內部創業成功經驗，微調之後扶植下

一波新事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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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碩電腦 

一、公司發展與沿革20
 

華碩電腦成立於 1990年，前稱為弘碩電腦，為全球最大主機板製造商，市占率高

達 40%，並為全球第五大筆記型電腦公司，市占率約為 8.6%；是顯示卡、桌上型電腦、

通訊產品與光碟機的領導廠商，主要業務為電腦主機板、3D顯示卡、網路卡 SCSI、筆

記型電腦、光碟機、伺服器等產品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等。華碩的創辦人為童子賢、

謝偉琦、徐世昌和廖敏雄，目前主要營運團隊為：董事長施崇棠、副董事長暨開放平台

事業群總裁曾鏘聲，及執行長暨系統事業群總裁沈振來。全球員工人數約 10,000 人，2011

年品牌合併營收為 3,503億新台幣，其中筆記型電腦營收比重約佔 58%，Eee PC約佔

9%，Eee Pad 約佔 8%，值得注意的是華碩 Mobile PC（包含筆記型電腦與平板電腦新事

業） 於 20114Q已於全球拿下超過 10%市占率，2012 年推出結合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

機功能的 Padfone，在市場趨勢中全力發揮既有的優異行動通訊事業潛力。 

華碩已經在 2008年將公司切割為「品牌」和「代工」兩個集團，和碩聯合科技

（Pegatron）負責電腦產品相關代工事業體，永碩聯合國際（Unihan）負責機殼、寬頻

等非電腦產品相關代工事業體。華碩電腦為提供完整 3C（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產

品）解決方案之供應商，並擁有世界頂尖研發團隊，秉持一貫的高品質，以創新科技為

本打造優質產品，藉由提供不斷創新的 IT 解決方案，滿足每一個使用者獨一無二的需

求。華碩新產品研發的原則是以技術為核心，先札穩根基後再向外延伸。我們先從電腦

零組件著手，從主機板、顯示卡到光學儲存裝置，現在華碩擁有 16條產品線，包含桌

上型系統、伺服器、筆記型電腦、液晶螢幕、智慧型手機、網路設備、Eee PC等。 

華碩將內部創業定義為企業以內部成員技術能力對應外在環境變動、發展新產品的

機會，而發展新產品的基礎正建構於企業既有事業之上。以生產主機板起家的華碩，後

來跨入筆記型電腦、無線網通與 3C消費電子產品領域，並以自有品牌 ASUS行銷全球；

公司產品經營領域的擴張清楚彰顯華碩以既有能耐積極投入新事業的過程。華碩 Eee PC

以破壞性創新的方式對應既有市場中未曾被鎖定的客群，獲得莫大成功，但就嚴格的新

事業定義來說，Eee PC並不完全符合新事業的定義，因其為既有產品筆記型電腦的簡易

版，技術與市場也並非全新，不過重要的是 Eee PC的正式與大規模的經營過程讓華碩

奠定新事業發展模式，進一步以此作為目前發展 Eee Pad新事業的基礎。 

                                                      
20

 整理自華碩電腦中文官方網站、華碩 2011 年報與 MoneyDJ 財經知識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A5%E5%AD%90%E8%B3%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C%9D%E5%81%89%E7%90%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90%E4%B8%96%E6%98%8C_(%E8%8F%AF%E7%A2%A9%E9%9B%BB%E8%85%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96%E6%95%8F%E9%9B%84_(%E8%8F%AF%E7%A2%A9%E9%9B%BB%E8%8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5%B4%87%E6%A3%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9%8F%98%E8%81%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8%E6%8C%AF%E4%BE%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2%8C%E7%A2%A9%E8%81%AF%E5%90%88%E7%A7%91%E6%8A%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2%8C%E7%A2%A9%E8%81%AF%E5%90%88%E7%A7%91%E6%8A%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8%E7%A2%A9%E8%81%AF%E5%90%88%E5%9C%8B%E9%9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6%AE%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C%E9%A0%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C%E9%A0%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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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華碩電腦組織圖 

資料來源：華碩電腦中文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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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華碩電腦發展里程碑 

年代 里程碑 

1990~1996 專注於製造業務 

 1990年成立，同年成為美商 Intel 直接客戶，此階段持續協助 Intel

開發生產 Pentium系列主機板、伺服器與工作站；1994 年由弘碩電

腦更名為華碩電腦。 

 積極掌握高階主機板技術，並加強公司團隊行銷實力。 

 發表 32位元 SCSI介面卡 EISA-SC100 正式投入介面卡設計製造。 

 投資設置 SMT 表面黏著生產線。 

 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1997~2001 自有品牌面世 

 公佈自有品牌 ASUS 筆記型電腦與 CD-ROM 產品。 

 推出輕量級筆記型電腦 all-in-one 與超薄筆記型電腦系列。 

2002~2007 品牌精緻化、業務多元化 

 事業版圖拓展到 PDA，推出 MyPal 600，世界第一台支援 Intel’s 400 

MHz PXA250CPU的 PDA，是輕薄且具極強功能性的 Pocket PC。 

 研發實力備受肯定，和 Intel共同推出迅馳架構筆記型電腦系列。 

 跨足手機業務，推出 J 系列手機。 

 工業設計團隊多次榮獲國際設計大獎（日本 G-Mark、德國 iF與

Red Dot）肯定。 

 投資設立子公司，以協助電腦週邊產品批發零售與電腦元件、痛訓

器材等研發設計。 

 與研華科技交換持股與策略聯盟，跨足工業用電腦領域；並於 2006

年共同成立研碩電腦，與研華科技各持股 50%。 

 跨足光學領域，推出亮眼系列視訊攝影機。 

 推出小筆電 Eee PC引發全球風潮。 

 推出 3.5G筆電進入行動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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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3 華碩電腦發展里程碑 

年代 里程碑 

2008～ 專注於「華碩」品牌業務，創造行動新世代 

 切割品牌與代工業務；華碩專營品牌，勇碩與和碩則負責代工領域。 

 Eee Family推出全新產品：all-in-one 觸控式螢幕電腦 Eee Top ET16

系列，增加與電腦的互動性，顛覆桌上型電腦市場。 

 開始執行「逆物流回收再利用綠色行銷永續經營開發計畫」，並積

極耕耘綠色節能技術與產品。 

 筆電業務： 

深化 Eee PC業務，並發表最新款超極緻筆電 ZENBOOK。 

 智慧型行動裝置： 

(1) 平板電腦： 

以搭載 Android 3.0 作業系統的變形平板電腦，具有獨家「變形」

功能之外，搭配專屬 Eee三合一基座，並具有多元擴充性

（USB2.0/SD/Micro SD卡槽）以及 16 小時不斷電體驗的新產

品正式跨足平板電腦領域；並於 2011年底發表是界首款搭載

NVIDIA Tegra3 四核心處理器與 Google Android 4.0 ICS（Ice 

cream Snawich）的華碩至尊變形平板。 

(2) 智慧型手機： 

先與全球導航系統品牌 Garmin 策略聯盟，以品牌合作方式推

出 Garmin-ASUS 智慧型手機；2012 年三月推出結合平板電腦

與智慧型手機的 Padfone新產品，打破手機業務之沈寂。 

 佈局雲端： 

整合雲端平台、企業應用軟體及伺服器系統的完整解決方案「華碩

私有雲」。 

資料來源：華碩電腦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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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創業歷程 

（一）資訊取得 

受訪者曾經參與過的華碩內部新創事業共有兩大階段，一為 2007年開始推動的 Eee 

PC、一為目前正當紅的行動通訊產品 Eee Transformer（Eee Pad）；兩階段獲取新資訊的

管道與方式並不相同，以下根據此二階段分別做出不同的陳述。Eee PC其實就是 Intel

所謂的 netbook，也因為這個產品的推出，才讓業界有一個稱作 netbook的新產品種類；

而 Eee PC的產品概念起源其實來自於更早以前所提出的 OLPC
21。 

以 OLPC為出發點，華碩針對此概念作深入觀察，發現 OLPC整體產品概念仍然偏

向封閉，產品使用與設計理念也比較具侷限性，根據當初的產品設計，其主要鎖定新興

市場（Emerging Market），以其縮短世界的數位落差。雖然 OLPC產品侷限性大，但華

碩對於可以設計製造出如此低廉產品（當時號稱取價美金$99）的理由感到好奇，因為

當時 PC的價格大約都落在美金$599 以上，巨大的價差讓華碩充滿興趣，希望可以在業

界嘗試這種破壞性創新，其中特別鎖定價格的破壞性創新；同時又配合到領導者的投入

意願：由於華碩董事長施崇棠先生為技術背景出身，又對商業模式與產業趨勢具有洞察

性眼光，因此在 OLPC概念的驅動之下，華碩便開始思考功能更完整、讓消費者更容易

使用的類似產品，不過取價沒有辦法像 OLPC這種簡易型商品壓低到美金$99，因此設

定價格區間約在美金$199，不過實際定價時還是先從美金$299、$399 起算。因此在 Eee 

PC時期，華碩得到內部新創事業機會的資訊，主要來自於對市場的觀察、企業本身技

術能力的配合程度，產品成本結構與市場賣價等對應考量，待產品大致規劃出輪廓，便

開始深入思考消費者接受的可能性，結合前期思考結果後覺得可行性高，便會驅動華碩

以公司層級的立場，以 Top-down 方式內部投入新產品開發的意圖，進而設定更明確的

產品規劃。 

而產品工業設計所需要的資訊基礎，亦即新產品設計的走向與風格等，主要來源為

設計團隊對消費者的觀察或是來自於公司高層的指示；因為產品設計絕不能閉門造車，

需要時時關注消費者的動態，不過另一方面也需衡量公司的技術能力是否能夠配合。因

此華碩近年來開始在公司內部推動「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思維，從使用者（User）

的期待與需求出發，或是從使用者在使用既有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痛苦與不便汲取靈感，

                                                      
21

 OLPC 為“one laptop per child”之縮寫，意思為「每個孩子都應該有一台自己的筆記型電腦。」

此概念由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發起，為廣大開發中國家之中小學兒童所設計，並組織為一

個非營利組織，生產售價約 100 美元低價筆記型電腦，提供給對這項計畫有興趣的開發中國家，

由該國政府直接提供給其兒童使用，降低知識鴻溝，故又稱百元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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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再由技術層面思考有怎樣的方式可以達到消費者的期待或解決其痛苦的使用問題。

根據此背景，華碩的工業設計部門一樣也是要從外部獲取資訊，並根據此資訊設計出考

量人性與消費者經驗之較具理想性的產品，這也是華碩給予工業設計部門的自由空間，

讓他們不必一開始就遷就工程與技術人員的限制，只要先完全從消費者角度思考設計新

產品即可，後續才會用工程的角度對產品設計進行收斂，使產品的可執行性提高。綜合

以上華碩兩階段重要的內部新創事業發展階段，華碩投入新創事業發展基本上是以公司

層級對訊息進行評估，評估標準有二：一為新產品的市場機會，二為企業本體之技術能

力是否足以支應新產品發展。發展階段中，若華碩評估新產品的技術面、價格面、規格

面等面向皆已達到預期的水準，華碩便會成立新事業單位全力支援新產品。 

 

（二）調適性張力 

雖然華碩大多是以 Top-down 模式開發新事業，但也曾經有過 Bottom-up的內部創

業實例。大約在 2006～2007 年間，由於市場上新推出產品：Internet Radio，華碩的資深

PM 看到此機會，便向華碩執行長提出此產品相關的企劃書，認為華碩可以投入 Internet 

Radio 機器設計與製造。當時執行長核准之後，該 PM 領導的事業小組便嘗試製造成品，

並於市場中販售；不過當時公司因為覺得製造 Internet Radio機器的技術門檻不高，即使

華碩是市場上第一家先行製造的企業，一旦製造出成品，只要想跟進的企業看到成品之

後便能快速趕上，故無法確定此新事業的潛在規模大小，甚至其營收是否足以支撐起一

個新的事業單位。華碩後來決定先行販售以評估市場規模，但其競爭態勢如同預期，

Internet Radio 成品的出現引發其他企業迅速跟進，也因此沒有為了此新產品成立新事業

單位，由於這個產品市場規模不夠大，最終還是合併回到既有的事業單位中。不過值得

強調的是，華碩文化中仍然存有 Bottom-up的創業機會，公司也願意嘗試這些新機會，

但直至目前為止，公司因為考量產品資訊與產業資訊所發想出的新產品概念的Top-down

內部創業模式，還是華碩較為成功的經營實例。 

承接上述，華碩文化中之所以有 Bottom-up 的內部創業機會，其實是因為華碩給予

員工自由發想新產品的空間。雖然每位員工都有自己必須專注的職責所在，不過華碩鼓

勵員工在履行工作任務的同時多多觀察，以發掘新產品機會，並可向管理高層提出產品

企劃書，再由公司最高層級衡量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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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創事業建構 

華碩傾向以漸進演變的過程讓新產品的規劃逐漸走到以新事業部門為運作單位。新

事業開發基本上會先以成立新事業小組的方式運行，以 Eee PC為例，其新創團隊人員

於 2006 年底由華碩內部其他事業處或事業部門抽調進來，主要成員為技術人員與產品

規劃人員（PM，Product Manager），以此為主要班底先試行新產品或新技術專案，試行

到 2007年 10月份，當時產品開發已完成，產品的理念也透過公司業務與客戶進行過相

關溝通，認為產品確實具有可行性，所以才決定將此新創事業正式成立為華碩內部的新

事業單位。新創事業 Eee Pad 的運作流程也類似於 Eee PC。在達到可以成立事業部門的

程度前，華碩依然是使用新創事業小組的方式，先從 Eee PC與筆記型電腦部門各自抽

調部份技術與產品規畫人員出來發展平板電腦產品（Tablet）線，前後大約花費約 9個

月的時間，發展到 2010年 9 月時，產品大致開發完成，當時剛好 iPad 也面世不久，平

板電腦產品的商業規模與發展是可以預期的大趨勢，由此確定產品可行性之後，華碩於

當月正式成立 Eee Pad事業單位。 

至於華碩如何鼓勵公司同仁投入新事業發展？主要從兩個角度切入：清楚的 KPI

設定以及新產品/新工作對同仁的挑戰誘因： 

(1) 清楚的 KPI設定 

由於新創事業所面對的是不確定的發展環境，自然會讓公司同仁擔心，因此華

碩會清楚向員工說明新事業單位計算 KPI之方式，解除同仁對不確定的績效指標之

疑慮，也因清楚的設定成為吸引公司同仁投入新創事業的誘因之一。 

(2) 新產品/新工作對同仁的挑戰誘因 

亦即新產品對公司同仁（主要是研發同仁與產品規劃人員）的吸引力。不論是

2007 年的 Eee PC還是 2010 年開始的 Eee Pad，對於原本作 PC（Eee PC）、主機板、

筆記型電腦等研發同仁，新的產品會為他們帶來新的技術、新鮮感以及成就感的挑

戰；產品規劃同仁則會因為產品本身的新穎性以及產品所面對的新市場而具有專業

上的挑戰誘因。 

此時公司除了上述所提，消除員工對於參與新事業單位的報酬相關疑慮外，再配合

將新事業單位的 KPI與績效考核、分紅等配套結合，只要新產品發展情況符合公司所制

定的目標，便會給予新事業單位同仁相對優渥的激勵條件，以消極與積極兩方面雙管齊

下吸引員工投入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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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新事業單位的員工基本上不採借調模式，而是完全隸屬於新事業單位。在新事

業還只是新事業小組階段的時候，華碩便安排欲投入新事業單位的員工開始交接工作，

當然中間難免會有大約一個月在原部門與新事業小組工作重疊的過渡期，但一個月之後

便會專注為新事業小組服務。華碩主要透過 Top-down 模式選擇新事業小組的成員，先

由公司層級主管，甚至包含了執行長（CEO），指定適合人選作為投入新事業的關鍵人

物（Key Man），底下團隊可由該人物自由選擇。一般來說都是先由高階主管評估公司事

業單位中有哪些優秀員工適合投入新事業發展，列出可能的工程師與產品規劃人員人選

清單，之後再與這些人選詳談。由於新產品發展的挑戰性很高，因此主要人選會是資深

研發同仁，不過華碩對於新事業的研發團隊採較為自由的決定方式，故該資深同仁也可

以選擇帶自己的研發團隊一併投入新事業；華碩也因此在選擇關鍵人物時，會先考量該

同仁與其研發團隊離開對原事業單位的衝擊性。 

在發展新創事業的過程中，經由內部新創事業所發展的新產品必須與公司其他部門

共享行銷、業務、財務與會計等資源，故有可能會導致組織公共資源（Common Resource）

22的短缺。以華碩內部研發單位的組織架構來看，核心部份為EE（Electronic Engineering）、

天線（RF），而負責工業設計（ID，Industrial Design）的人員則是公司層級的公共資源，

支援公司內部所有產品事業單位；若公司有新產品專案需要設計人員協助，加上其原有

的工作負擔可能會無法負荷，便會會適度擴編。而機械工程（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情形較為特殊，部份事業單位擁有專屬的 ME人員，部份則沒有，故有些ME人員會

建置在事業單位中，另外則有一組ME團隊建置在公司層級；就華碩 Eee PC與 Eee Pad

的發展歷史來看，公司層級的 ME團隊為了協助也有進行適度擴編。 

而新事業單位向公司爭取公共資源流程有一定順序；一般來說，新事業單位會先向

公司提出新產品的企劃書，讓所有相關單位的支援團隊知道，支援團隊會統整公司內部

所有事業單位的年度產品企劃書，瞭解整體狀況之後便決定下一年度的支援計畫，而支

援計畫最後都要往上呈報至執行長層級，讓執行長評估公司整體允許的新事業發展資源

分撥情形。待執行長訂定決策之後，公共資源支出例如財務規劃、利潤（Income Statement）

以及組織公共資源使用之費用等，最後還是會依據各事業單位的使用情形分別作攤提；

因此組織公共資源的支援團隊並不會因為公司集中火力發展新產品，例如需要組織公共

資源單位之擴編，而感到不滿或反彈。以華碩目前的運作來看，這些支援新產品開發的

                                                      
22

 包含了行銷、業務、財務、會計以及產品設計等資源，其中產品設計為研發部門中所設置的

公司層級團隊，故也列入功能性資源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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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費用，會依據各事業單位使用的組織公共資源比例回頭攤提，拿工業設計團隊為例，

團隊整體約有 100人，其中新產品開發小組借用了 30人，筆記型電腦部門則用了 50人，

就必須依照其所使用人員的比例，攤提使用組織公共資源的費用，前者攤提 30%、後者

攤提 50%；也因為這樣的組織設計，讓組織公共資源部門不會因為新產品開發需要額外

的支援而有所怨言，反而會配合公司的新產品策略提供機動性協助。最後執行長還是會

由制高點以公司整體角度重新檢視組織公共資源部門的人力擴增合理性，亦即對公共資

源費用最後的管控機制；不過基本上組織公共資源部門還是依照公司設計的制度運行，

視必要性進行擴充，華碩便以公司層級的資源深入新事業單位支援。 

 

（四）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確立 

由於華碩主要以 Top-down 的模式23進行新事業開發，因此在新創事業小組成立之前，

大概高層都會對產品有粗略的初步概念，以此概念指定新事業小組進一步發想產品的外

型與設計，ID設計團隊則是以支援角色協助。以 Eee PC為例，當初尚未成立新創事業

小組之前，就大概構思過應該會是七吋大小的產品、需要鍵盤、使用特殊的作業系統24等，

並鎖定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的一般消費大眾，產品的大輪廓與訴求會在這時候先底定，

新產品專案的發起階段並未納入公司內部其他的事業單位，新產品概念是由最初發起人

（Initiator），華碩的高階主管與企業內部的幾位重要成員，所共同發想與討論出的概念，

至於是否要成立新事業單位則是要看新產品的市場與銷售狀況而定。以兩新事業發展為

例，Eee PC初期發展時並沒有一定要成立新事業單位的規劃，只是從 2006 年底有了產

品的初步概念，概念形成之後一般來說華碩便會先尋求外部的策略夥伴，與對方（大多

是產業界領袖）共同討論的過程中，產品輪廓會越來越清晰，也大致可以猜測市場機會

的可能性。大約在 2007年四月，Intel 的執行長來台，華碩趁此機會將產品展示（Demo）

給對方看並進行深入探討，得到對方對此產品與發展前景的高評價，此時華碩才開始確

認此產品具有發展可能性；同年十月，業務拿著新產品（Eee PC）的原型開始向各個顧

客洽談，除了顧客反應很好之外，甚至還先下了訂單。第一個月，華碩便拿到了約 200k

的訂單，大約以一年的時間確定了 Eee PC的市場機會後，才決定為 Eee PC成立新事業

                                                      
23

 胡先生所舉的兩個有明確創業流程與固定運作模式的內部創業重要例子：Eee PC 與 Eee Pad

皆是採用 Top-down 模式作新事業開發。一般來說華碩成立新事業單位多是由公司層級的策略性

角度出發，因此採 Top-down 模式的機率較高。 
24

 根據胡先生的說法，由於當時華碩希望可以同時配套自己設計的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故沒有選擇微軟的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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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相對於 Eee PC，Eee Pad的發展狀況較為明朗，因為 Apple已走在市場前端證明此

種產品大有可為，也創造出市場的潮流，所以初期投入 Eee Pad 產品開發時便已大概瞭

解市場規模與產品可行性，故已有事業單位的初步規劃，其間大約花了九個月時間等待

產品成熟，時機一到（2010 年 9月）便直接為其成立正式的新事業單位；至 2011 年 9

月又針對此事業單位進行大改組，將 Pad 事業單位與手機事業單位合併為一個更大型的

事業單位：行動通訊產品事業處。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合併考量，是因為手機事業單位的

核心能耐正好可以在平板電腦事業單位派上用場，兩者合併可以發揮更大的綜效

（Synergy）。由於華碩的手機事業處在 Android 系統上原本就建構好基礎，在選擇發展

平板電腦系統時，因為 Apple為封閉式、Windows Mobile也尚未發展成熟，最有機會異

軍突起的是搭載 Android系統的行動通訊產品；Android 系統也是先搭載於手機，後續

Google才跨入平板電腦競爭，針對Android作業系統推出平板電腦的解決方案（Solution）。

就市場現況來說，華碩的 smart phone 並沒有在市場上名列前茅，但經由過去幾年的練

功，其實研發實力十分堅強，對 Android 系統的軟硬體皆相當熟悉，可惜的是沒有戰場

可以發揮。剛好此時出現平板電腦的新戰場，故於 2011年 9月合併這兩個事業單位，

讓剛成立不久、人員偏少，甚至還需要跟手機事業處利用 Top-down 方式借調一個

100~200人的團隊25以開發軟體的平板電腦事業單位獲得更充足完整的資源。新的事業

單位：行動通訊產品處，其下所屬產品包含了平板電腦與手機，而最近華碩在行動通訊

市場引領風騷的 Eee Transformer 與 Pad Phone，都是此事業處的產品。 

由於希望原有部門人員轉移到新事業部門的過程可以順利，因此於初期即共同投入

的高階主管（包含執行長）便會針對這樣的人員移轉與其所屬原部門主管進行討論，討

論內容包含可能造成的衝擊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若衝擊太大以致於沒有適合的解決方

案，華碩便會選擇先不調動此研發團隊，考慮選擇其他的研發團隊。這方面的討論都會

非常詳細深入，例如團隊調到新事業小組後，可能接手原進行專案的團隊清單；如指定

別的團隊接手，其接手的能力如何？這些議題都是需要充分討論的。這樣調動原事業單

位成員到新事業單位的流程與討論方式，其實在華碩行之已久，甚至在公司的各層級都

                                                      
25

 由於華碩的手機事業處沒有戰場，借調到平板電腦事業處支援的當時，華碩還將當年度手機

事業處的 KPI 增設了「平板電腦事業單位績效成果」一項，如此借調人力的模式維持大約一年

的時間，讓手機事業處與平板電腦事業處的成員磨合出了適當的合作模式，也因此才決定於 2011

年 9 月將兩事業單位合併。從此例中也可看出華碩針對新事業機動調整績效衡量標準的經營方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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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整落實。 

新事業單位成立後，華碩會立刻面臨商業層面的挑戰。由於華碩在評估是否投入新

產品開發的階段時，就已先行考慮企業技術面的配合度，故對新創事業來說，新產品開

發的技術面通常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由於內部創業形成的新事業單位還是隸屬於公司

本體，因此不能忽略公司將本求利的最終目標，即使是新創事業，也不能忽略商業經營

層面，這同時也是對新創事業來說最大的挑戰。 

所謂的商業層面挑戰，主要來自於新產品的製造規模與出貨量，因為此指標所反映

的營收以及獲利，基本上都是支持新事業部門運作的基礎。以前面所述的兩重要新創事

業階段而言，Eee PC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當初華碩在小筆電領域屬於前鋒（pioneer），

此產品面世之後大約半年的時間，都只有華碩一間公司在其中耕耘，其他公司則採觀望

態度；當時又剛好因為趕上產品的潮流，故產品出貨量迅速攀升，以獨家的地位生產此

新產品的華碩，其營收與獲利自然大到足以支撐整個新事業單位的運作。相較於此，Eee 

Pad面臨的戰場則沒有那麼輕鬆，因為華碩並非此產品的先行者，除了 Apple 的 iPad 已

先在市場上打開知名度，Google Android 陣營的大軍也同時看到此機會，故紛紛投入此

新產品發展，形成激烈的競爭局勢。華碩的 Pad 事業單位因為這樣的競爭局勢面臨較大

的商業挑戰，新事業單位剛成立的前半年都處於虧損狀態，必須面對的現實就是該單位

整體績效不彰，單位的員工也會因為虧損拿不到好的獎勵，因此華碩要怎麼樣針對新事

業單位設定合理的績效衡量指標衡量其發展情況便相對重要。 

華碩為新事業單位設定的合理績效衡量指標基本上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要能夠符

合公司的經營目標，二是要對同仁能夠有所鼓舞。華碩在發展新事業的過程中逐漸摸索

出較適合的 KPI制定方式，其跟成熟事業單位設立的績效指標26雖然相同，但各指標之

間衡量比例會有差別；以華碩衡量成熟事業單位的指標來看，新創事業單位利用這些指

標衡量績效的比例會和成熟事業單位有差異。新創事業單位會把心佔率（mind share）

作為第一指標，其他的指標諸如出貨量、獲利與邊際利潤等則是次要指標，基本上新創

事業單位依然需要使用在成熟事業單位使用的 KPI，只是會調整評估的優先順序。以心

佔率為主要評估標準，就是要瞭解終端使用者（亦即一般消費性電子產品之消費者）對

                                                      
26

 華碩為成熟事業單位設定的績效衡量指標主要分為營收（revenue）、獲利以及（間接指標）人

均產值三大面向；除了衡量市占率（market share）、獲利率（profit share）與邊際利潤（profit margin）

之外，還另外加入華碩較為獨特的績效指標：心佔率（mind share）。所謂的「心佔率」，指的是

新產品推出到市場之後，終端使用者是否對此產品具有高評價、是否認為此一新產品真正符合他

們的需求。由於是衡量成熟的事業單位，因此市占率、獲利率、邊際利潤與人均產值等指標會佔

較高的比例，心佔率相對來說所佔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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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喜愛程度，與產品在市場上所建立的地位；「地位」的評估面向包含有新產品在

代表性媒體Media Review的排名，以及網路重要社群對新產品的評價。以華碩的 Pad

事業單位為例，前半年主要評估新產品的指標為心佔率，為績效評估指標中權重最高的

一項，接著才是看市佔率、經濟規模與獲利率等指標；華碩也利用此種順序調整作為激

勵新事業單位員工的方式。因為成熟事業單位的產品比較容易達到大規模出貨量，可是

對新創事業單位來說，出貨量是比較艱困的挑戰；不過因為產品剛好符合市場需求、定

位正確，且形象建立完成，華碩在發展過程中針對新產品不斷進行修正，大約在半年之

後開始彌補之前的虧損，獲利率自然提升，此時華碩才會調整 KPI，增加市占率與獲利

率指標的權重。同仁的績效與獎金基本上也是依據此流程調整，特別是華碩的研發同仁，

由於研發同仁主要的任務就是「把產品作對、作精」，至於販售數量並不是研發同仁可

以決定的，自然也就不能將市佔率等績效責任歸屬於研發同仁。 

在同一個事業單位中所進行的不同專案，不同時期所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同，像是下

個月就要發表成果的專案一定會是此時期的關注焦點，但同一時期有可能有其他專案還

沒完整結束。華碩針對此情況，以往就曾經採用極具機動性的方式：調動其他事業單位

的同仁進來支援；不過這樣的支援又會面臨其原有職責與機動任務的優先順序問題，不

過因為機動任務較為急迫，該同仁便必須暫停原有職責全力協助，這便是華碩要求公司

同仁所必須具備的全觀性，要以大格局思考事情，如此才能作最佳的決策與資源調動。

華碩培養此文化已久，並戲稱為「打群架」，亦即在關鍵時刻集中火力，集中公司所有

重要資源進行專案支援。而這種行之有年的作法，後續就被應用在華碩內部創業的過程

中，只是人員調度與資源分配的規模提升到公司層級，以較為正式的形式調度人員而已，

其基礎還是在於華碩的「打群架」文化精神。也因為這樣，華碩在進行內部創業的資源

調動時，公司同仁皆習以為常，不會因為資源的短少有過度反應，只是各事業單位的主

管會關注的焦點為：如何降低人員短缺對本事業單位的衝擊；針對前者，華碩會透過與

原部門主管詳細且深入的討論，確定衝擊程度與可行的解決方案，由於執行長都會親自

參與新事業的建構，其處於制高點協調事情，原部門主管也信任執行長對公司各事業單

位資源與工作情況的瞭解程度，知道公司會盡力降低衝擊程度，再加上認知到此資源提

供是配合公司的大方向發展策略，便會讓原部門主管比較放心全力支援新事業發展。較

為極端的例子是，原事業單位年度預計營收目標為 1000 萬，但卻因為單位成員調動導

致營收受到了 10%的影響；對該事業單位主管來說，因為新事業發展為 Top-down 的策

略，自然也就表示了執行長會認可這樣的營收跌幅，原事業單位的當年度 KPI也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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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資源機動調度而做出調整。對公司來說，雖然該事業單位的營收比預期下降10%，

但新事業單位卻可能額外幫公司創 30%的營收，整體來說公司還是處在一個積極成長的

階段。由於新事業發展都有執行長的親自參與討論，可以用制高點角度進行新事業發展

的分析與資源分配，此參與模式行之有年，因此各部門主管都相當熟悉此模式，即使是

事業單位內部也時常以此種方式作專案資源調配、以各部門主管為部門諸多專案的制高

點，故這樣的新事業建構基礎也都是公司內部所有部門主管支援新事業發展的前提認知，

因此各部門都對新事業樂觀其成，若公司有需要的資源也會積極提供協助。 

從公司的角度來看，華碩讓多個新事業小組同時發展的情形會視新事業的狀況而定，

每一個階段狀況不盡相同。以 Eee PC階段來說，當時同時進行的新事業為 All-in-One，

華碩有為此產品成立新事業單位，後來根據業務調整而把此事業單位轉到其他事業單位

之下。華碩雖然曾經有過這樣同時發展兩個新事業的階段，但就公司的角度而言，其實

沒有辦法在同一階段中支援太多內部新創事業發展，不過具體來說到底可以同時支持幾

個內部新創事業同時發展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因為必須依據新創事業的規模以及複雜

度決定。以華碩來看，會因為公司所擁有的資源、發展新事業的機會成本以及發展時機

等決定目前還不曾同時支援三個以上高複雜度的內部新創事業單位成形發展；就華碩同

時發展兩個新事業單位的例子來說，基本上兩事業單位發展所需的資源與團隊剛好完全

錯開，沒有重疊的部份，因此同時支援兩新事業單位發展是可行的。在新創事業小組中，

研發人員、產品規劃人員與產品經理（PM，Product Manager，專門負責技術之外的事

務細節）一般來說都被規劃為新事業發展的專屬（Dedicated）人員之外，其他例如行銷、

業務、財務與會計等企業功能都是跟公司共享資源，公司都會用年度報告的方式將這些

費用一併計算。舉例來說，不論是 Eee PC或是後來的 Eee Pad 產品線，其實是與公司的

筆記型電腦產品對應同一組業務人員，業務部門也不會因為新創事業需要額外協助因而

進行擴編，其因素主要為新舊產品通路的重疊性高，在既有通路之外的新通路少，故沒

有額外開拓新通路的必要，也因此讓業務部門不必擴編人員，反而是利用原有業務人員

重新作產品的銷售安排會產生較大的綜效，其可以將原本向顧客簡介與推銷產品的時間

稍作延長，便可以讓顧客有機會接觸到新產品資訊，整體來說不必耗費過多的成本。華

碩從這樣的經驗中學到，只要新產品與原事業單位單位通路基本上相同，只要讓原本業

務人員加以關注負責即可，不必要到業務部門擴編的程度。 

華碩開發新事業的過程、分配人力與資源的方式過程可以在後續開發其他新事業的

過程中予以複製，像是目前Eee Pad 的發展便是根據過往Eee PC的發展過程進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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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規劃方向與進行模式大致相同：先辨識新事業發展機會，評估應該投入多少資源冒

著此機會的發展風險，若機會潛在可能性大，便可投入較多人力與資源。進入第二階段

執行面之後，會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源，同時思考要從哪些單位調動人力；而從各單位

調度人力對該單位之衝擊如何，應該如何降低這些衝擊都應該全盤思考。待這些都規劃

完成、人力也安排妥當之後，專案便可以開始啟動（Kick-off）。專案啟動流程告一段落

後（亦即新產品完成），公司會進行整體商業評估，看新產品推到市場上的機會大小，

並連帶思考是否需要將此新產品視為新事業，並設立新事業單位；或是先將新產品推出

到市場上販售一段時間，觀察績效是否與預期相符，若是成效不錯再考慮成立新事業單

位。上述的流程在華碩發展新事業時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概括來說，華碩推動新事業

的流程是可以複製的，也因為這樣的經驗累積，讓華碩對於目前推動新事業的操作與管

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就廣義的設計定義27來看，華碩將產品的研發流程切割成數個階段：初期先由工業

設計（ID）、產品的外型設計開始，待外型設計成型之後，便進入機械工程（Mechanical 

Engineering）與電子工程（Electronic Engineering）階段，實踐產品設計的構想，嘗試在

實際製造時應該要作怎麼樣的調整，例如產品尺寸（Dimension）與厚度需要經過ME

人員的評估，EE 人員則負責評估在這樣的產品設計框架之下如何置放必備零組件。評

估過程中因為需要多次的修正與確認，難免會產生衝突，例如 ME人員向 ID人員抱怨

根本無法依照產品設計圖作出成品，或是 EE人員向 ID人員抱怨產品設計圖讓他們無

法置放零組件，這就是華碩啟動與評估新產品專案的流程。經過流程讓 ID、ME、EE

三方都協調出產品雛型之後，再正式進入新專案啟動的流程；啟動之後的評估會進入更

細節的層面，最終走向量產。對華碩來說，所謂的設計資源是先從加入消費者特性與人

性思維的工業設計開始，根據產品預期鎖定的市場與族群，例如成熟市場或是新興市場

/上班族或年輕人，決定新產品的外型風格，後續的ME與 EE則比較偏向工程面的設計。 

華碩將工業設計團隊規劃成隸屬於公司層級的因素主要在於，產品設計是消費者辨

識公司的主要依據，公司必須將不同產品設計掌控在一定的一致性之下，這樣才能確認

公司產品在消費者眼中穩定、可以辨識的形象。若將工業設計團隊下挪到事業單位的層

次，工業設計便會在各部門天馬行空的發想中無法具有一致性，混淆公司的產品辨識度。

其實華碩運作工業設計團隊的流程跟 Apple 類似，當公司給予 ID團隊新產品的想法與

概念時，團隊便必須根據要求提出眾多的產品原型（Prototyping），呈現不同的產品造型

                                                      
27

 包含了研發設計與工業設計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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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背後的設計理念、意涵與故事；華碩每週會有一次固定會議，由施崇棠先生（華碩董

事長）擔任召集人，與執行長、新創事業相關事業處的負責人一起審視產品，並請設計

團隊說明產品設計的理念，與設計團隊互動並給予回饋。設計團隊在提出產品提案前，

都會跟ME與 EE 團隊先行溝通，避免產品設計過於發散，華碩決定產品外型設計通常

需要滿長一段時間，新產品專案的啟動一般會設定約三個月的工業設計期，更新一代產

品的醞釀期甚至有可能長達半年，ID團隊會在半年之間規劃出許多產品提案，與公司

高層來回檢視、討論與修正。對華碩來說，產品面世之前的醞釀期十分重要。整體的新

產品開發合作流程會先由事業單位給予設計團隊一個新產品的理念，例如訴求消費性電

子產品市場中較為年輕的族群，或是定價區間偏低，會先將產品定位訊息釋放給 ID團

隊知道，ID團隊根據此概念進行自由發想與設計，並時時與 ME、EE人員確認產品的

現實與可行性，後續再向高層提出諸多產品原型方案，透過每週一次華碩高層舉辦的的

產品會議多次修正產品，這便是華碩推行新產品專案時，全公司投入協助的流程。 

發展或驅動一個新事業的興起，其實必須透過產業的整體合作，光靠單一企業的單

打獨鬥都很難成氣候，所以華碩認為發展新事業過程中與外部策略夥伴的合作相當重要，

因此會積極說服外部可能的策略合作夥伴，並利用諸多機會提昇對方對新產品的印象，

雙方同意合作後，新事業的成功機率才會提昇。以當時發展 Eee PC的經驗來說，即使

有好的產品概念，最終還是必須要跟 CPU廠商合作才有可能推出真正的產品，若沒有

Intel 或 AMD任何一家企業的支援，例如當初設定在美金$199 價格區間的 Eee PC，若

沒有 Intel 或 AMD願意策略性支持此新產品的概念執行，依舊無法成局。因為對低價位

的 Eee PC來說，其整體成本自然不能太高，但若 CPU廠商提供的是當時標準的 CPU

規格，以其一顆動輒美金$200～$300 的高額定價，無法大幅降低成本，根本無法做出低

價產品。為了訴求產品的低價特質，當初華碩先尋求 CPU相對便宜的 AMD進行策略

性合作，但是 AMD 卻不看好 Eee PC的發展拒絕合作，華碩才又尋求 Intel的協助。Intel

覺得 Eee PC很有發展潛力因此同意進行合作，並針對此合作方案重新生產已停產的

CPU：Celeron 800與 Celeron 900，並給華碩相當優惠的價格；也因為 Intel 願意策略性

支援，這個新產品才能夠成形、適度壓低價格並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產品類別。 

相對於 Eee PC將合作重心放在 CPU廠商，Eee Pad 的產品核心則在於軟體作業系

統，作 CPU的廠商例如 NVIDIA本來就有進入市場的意願，故也是積極尋求廠商的合

作。對於有權力選擇合作廠商的 Google來說，台灣的幾家品牌廠商基本上都不是重要

角色，因此華碩發展此產品面臨的最大困境在於自己的品牌知名度對 Google 來說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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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亮，當時 Google在跨入平板電腦領域時的合作夥伴首選為手機大型品牌廠 Motorola
28

與 Samsung，華碩很難尋求 Google在作業系統面的優先支援。不過比較幸運的是，Google

在與優先合作的大品牌廠商推出新品一個月後，即使不是 Google優先合作的廠商也可

以因為程式碼的開放，隨之搭載Google Android作業系統；華碩當時便在一個月期滿後，

排早晚兩班工程師專注於新產品開發，拿到程式碼後不超過兩週便將 Eee Pad 迅速推到

市面上，也讓 Google大感驚訝，開始注意華碩的動向。後續華碩又因為堅持鍵盤的特

質，推出 Eee Transformer，在市場上大為熱銷，美國知名媒體的紛紛報導、名人就使用

者經驗的私人推薦，甚至是美國主流媒體、英國媒體與使用者經驗分享網站評價的後續

加持，Google才在 2011第三季之後肯定了華碩的研發實力，於 2011年底推出的 ice-cream 

sandwich 作業系統便將華碩納入第一波的優先合作廠商，具有達成開放陣營中第一名的

實力。 

華碩是以硬體起家的公司，但近年來也致力於服務平台以及數位內容方面的提供，

訴求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在推出 Eee PC的隔年（2008 年底），華碩便已建

構好第一代儲存雲，稱之為 web storage。不過第一代的 storage 純粹只具有儲存功能，

但演變到今天已經達到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服務的程度，儲存在雲上的內容不

只可以下載，也可以分享給朋友、讓朋友上雲端存檔案或是可以自己將檔案推（Push）

到朋友的儲存裝置，會利用 Mail Notice 的方式提醒朋友注意新傳來的內容，以網址連

結的方式連到下載端進行動作；此外，這朵雲也可以跨平台分享檔案，讓華碩產品也能

跟其他品牌的行動通訊產品相互分享檔案。至於內容面，華碩有自有的內容平台

ASUS@Vibe，同樣也是從 Eee PC時代建構起來，其專門提供影音加值服務，且會根據

不同國家作內容的調整。雲端運算的發展可以分為公眾雲（Public Cloud）與私人雲

（Private Cloud），公眾雲目前已和台灣大學與清華大學等校合作，讓每一位該校學生皆

擁有個人的網路儲存帳戶（Web Storage Account），可以儲存與分享檔案；而華碩發展的

未來走向會深入家庭面，預期以軟體操作的方式推出 HOME CIO，讓不習慣用電腦的民

眾也可以簡易上手。這些解決方案式的新概念基本上會應用到華碩所有的產品中。華碩

於 2008 年併購的經營網路儲存服務公司，全球聯迅（於 2011 年更名為華碩雲端公司），

由以往的簡單儲存服務，經過這段期間有機成長到可以提供像上述與台大合作的進階服

務；華碩這兩年也為了提供深化的雲端服務而成立子公司，以獨力經營與未來 IPO的機

會作為誘因，吸引公司外部人才投入以彌補公司相關人才的短缺與不足。 

                                                      
28

 第一台 Google Android-based Tablet 便是由 Motorola 於 2011 年 3 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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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個案分析 

根據華碩電腦的深入訪談內容，以下依據本研究的架構設計分析此個案的內部創業

流程與其中關鍵要素。 

表 4-4 華碩電腦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華碩電腦 

資訊取得 

資訊評估 

 以公司層級（一般來說是執行長）對新資訊進行

評估，評估標準有二： 

一、新產品的市場機會 

二、企業本體技術能力是否足以支應新產品發展 

資訊管道 
 既有產品市場 

 設計團隊 

資訊內容 
 新產品趨勢 

 消費者動態 

調適性張力 
 給予員工自由發想新產品的空間 

鼓勵員工在履行工作任務的同時多多觀察，以發掘新產品機會。 

新創事業建構 

價值承諾 
 將內部創業單位 KPI與績效考核、分紅等配套結

合（薪酬水準不變） 

願景理念 

 同仁對於發展新事業具高度認同感 

-研發同仁： 

新技術、新鮮感以及成就感的挑戰 

-產品規劃同仁： 

產品新穎性以及新市場的專業挑戰 

資源豐富度 

 組織公共資源（Common Resource）共享： 

-行銷、業務、財務與會計等資源 

-公司層級的 ID與ME 團隊會視情況予以協助 

 專屬技術團隊 

-由執行長與公司高階主管指定領導者：資深工程

師或 PM 

-該領導者自由決定的新創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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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 華碩電腦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華碩電腦 

網絡連結與 

合作網絡確立 

資源遞移 

 既有部門成員完全移轉至新事業單位，公司同時

會為原部門單位安排合適接替人選與方案 

 新產品資訊流動範圍與新事業發展時期有關 

（初期侷限於最初發起人、華碩的高階主管與企

業內部的幾位重要成員） 

 公共資源部門配合公司年度政策調整： 

-業務部門會於平日職責基礎上稍作協助 

-財務規劃、利潤（income statement）以及公共資

源使用之費用會依據各事業單位的使用情形分別

作攤提 

 執行長全程參與 

網路中心 

 以「打群架文化」為發展基礎 

-在關鍵時刻集中火力，集中公司所有重要資源進

行專案支援。 

創新績效 

 制定標準：一是要能夠符合公司的經營目標，二

是要對同仁能夠有所鼓舞；調整成熟事業單位使

用的 KPI評估的優先順序而成，並隨發展階段再

次調整順序。 

-以心佔率（Mind Share）作為第一指標 

-次要指標諸如出貨量、獲利與邊際利潤等 

將 KPI配套員工分紅作為正向激勵 

資源分配重置 

 以協助公司發展新創事業為重心，機動調整。 

-「打群架」 

-執行長以制高點角度出面協調 

-具有彈性的 KPI 

有限支援新創事業並行發展 

-依據新創事業的規模以及複雜度決定 

-利用既有產品的事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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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 華碩電腦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華碩電腦 

網絡連結與 

合作網絡確立 

創新模式認同

與建立 

 可複製的新創事業推行經驗 

-以發展階段結合人力、資源及市場機會 

-全公司傾力投入 

 維持公司一致性形象 

-工業設計團隊負責維持公司形象一致性。 

 與外部夥伴合作擴張 

-會積極說服外部可能的策略合作夥伴共同

參與 

   -建構下一波新事業的廣大知識基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第三節、 聯華電子 

一、公司發展與沿革29
 

聯華電子成立於1980年，為台灣第一家上市的半導體公司（1985年），從事專業晶

圓製造服務，依客戶需求提供矽智財（IP）、嵌入式積體電路設計、設計驗證、光罩製

作、晶圓製造、測試等服務項目。聯電先進製程技術涵蓋電子工業的每一應用領域，並

採用領先製程技術，包括28奈米製程、混合訊號及射頻元件製程，以及廣泛的特殊製程

技術；聯電並領先全球，率先導入銅製程及量產、為業界第一家採用12吋晶圓量產、第

一家產出65奈米製程晶片予客戶，也是第一家產出28奈米製程晶片的晶圓專工公司。 

聯電以策略創新見長，首創員工分紅入股制度，此制度已被公認為引領台灣電子產

業快速成功發展的主因。聯電目前全球員工約逾13,000名，在台灣、日本、新加坡、歐

洲及美國各地都設有行銷及客戶服務中心，提供全球客戶24小時服務。未來，聯電仍將

致力提供客戶領先世界的製程，以及全方位的客戶導向晶圓專工解決方案，使聯電的客

戶能在今日快速變遷的產業中，不斷建立競爭優勢。並提供下列製程服務： 

（1） 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邏輯（CMOS Logic）製程 

（2）混合訊號（Mixed - Signal）製程 

                                                      
29

 整理來自聯華電子中文官方網站、聯華電子 100 年度年報以及 MoneyDJ 財經知識庫。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571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571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IP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A4D%u9AD4%u96FB%u8D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49%u7F69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571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1D1%u5C6C%u6C27%u5316%u534A%u5C0E%u9AD4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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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射頻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RF CMOS）製程 

（4）嵌入式記憶體（Embedded Memory）製程 

（5）高壓（High Voltage）製程 

（6）CMOS影像感測器晶片製程 

聯電轉投資事業多元，共可分為以下七大類： 

（1） IC設計相關轉投資公司： 

包括智原、聯詠、聯陽、聯傑、原相、矽統、盛群、思源與智微。 

（2） 晶圓代工領域： 

2009 年和艦無償給予聯電 15%的股份。2011年 3月，公司用 8700 萬美元

現金，買下和艦科技（蘇州）的股東 Best Elite 控股公司近三成股權，對和艦持

股總數達 45%。 

（3） LED領域： 

旗下晶粒廠元砷與晶電合併，取得晶電股權，聯電也持有 LED封裝廠宏齊

股權；並透過旗下宏誠創投及真誠創投，投資璨圓旗下 LED封裝廠研晶光電，

另在高功率 LED封裝市場上，也投資琉明光電。 

2009 年 12月 15日，透過冠銓香港公司投資設立冠銓（山東）光電科技，

生產 LED磊晶，晶電也投資入股冠銓（山東）光電，取得冠銓 50%股權。聯電

規劃山東與揚州兩地成為集團拓展綠能產業的重鎮。此外亦轉投資山東濟寧

LED材料子公司---元鴻光電材料，於2010年7月成功完成第一座藍寶石長晶爐，

並拉出第一根藍寶石晶棒，聯電於 8月再透過子公司---宏誠創投，轉投資 LED

藍寶石基板廠兆遠科技，完成 LED上游佈局。 

終端應用方面轉投資 LED燈具廠中盟光電，專攻戶外、大型 LED照明市

場，持股 23.15%。 

（4） 太陽能領域： 

佈局太陽能領域方面，轉投資薄膜太陽能電池廠聯相光電，並於 2009 年 10

月在大陸山東成立永盛能源公司投入太陽能機電整合設計等系統工程服務。

2010年 1月透過子公司投資矽晶型太陽能電池廠---泓昌光電。同年 5月，再透

過旗下弘鼎創投，投資大陸華鴻（山東）能源投資有限公司，經由該公司轉投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1D1%u5C6C%u6C27%u5316%u534A%u5C0E%u9AD4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R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CMOS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A18%u61B6%u9AD4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CMOS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IC%u8A2D%u8A0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A%u539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8A6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967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5091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39F%u76F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7FD%u7D71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6DB%u7FA4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01D%u6E9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A%u5FAE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571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3A7%u80A1%u516C%u53F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B8F%u9F4A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B8F%u9F4A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AA0%u5275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AA0%u5275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DA0%u80F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AA0%u5275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46%u906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LE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92A%u967D%u80F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92A%u967D%u80F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92A%u967D%u80F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FD%u6E9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92A%u967D%u80F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92A%u967D%u80F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FD%u6E9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FD%u6E9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295%u8C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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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濟寧華瀚光伏能源，為一家太陽能電廠籌建、營運商，新設立的華瀚光伏與

聯相光電合作，鎖定大陸太陽能電廠市場。 

聯電在大陸太陽能電池的布局，包括聯相、永盛能源、華盛新能源等，其

中香港永盛能源投資的山東永盛能源與華盛新能源，投入太陽能機電整合領域，

另外聯相光電也赴山東濟寧設點，計畫投資 9000萬美元，建置 35MW 的薄膜太

陽能電池模組產線，於 2011 年中投產。 

至於多晶矽太陽能電池佈局方面，以投資聯景光電及成立聯穎光電。 

（5） 佈局砷化鎵晶圓代工： 

透過轉投資聯穎光電運作 6吋砷化鎵（III-V 族）微波積體電路晶圓生產，

並再投資聯穎（山東）2.64 億元。 

（6） 智慧電網： 

2010 年 12月，透過旗下聯電宏誠創投投資美國智慧電網大廠 Trilliant，該

公司已獲奇異（GE）、ABB等發電及配電系統廠入股。 

（7） 網路技術與電腦軟體開發： 

2011 年 12月，旗下弘鼎創投透過轉投資公司新增投資大陸友+（上海）網

絡科技公司。 

聯電發展策略與台積電差異極大，以晶圓製造服務為後盾，轉投資諸多半導體晶片

設計公司，以自有產能及技術扶植半導體晶片設計公司，而當半導體晶片設計公司之產

品在市場中具競爭優勢取得需求量時，亦回饋公司，得以維持晶圓代工產能利用率，兩

者相輔相成。集團內因為內部創業成熟之後，改為切割出去獨力經營的成功案例有聯陽、

聯詠、聯傑、智原、原相、盛群與矽統等半導體晶片設計公司，亦為一般為眾所知的一

代聯家軍。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受訪者認為新事業投資與內部創業為兩個不同的議題，對

聯電來說，內部創業的議題較適合套用於過去的聯電。由於聯電於 2001 年評估自己在

本業已不敵台積電的雄厚資本與規模，因此改採外部投資模式切入新事業，藉業外投資

作為公司獲利的重要方式，也進而結束以往培養出一代聯家軍30的內部創業模式，改由

100%持股創投子公司宏誠與弘鼎全權尋找新的投資標的，原本也是由 IC設計與半導體

產業開始，後來才逐漸拓展投資的產業範疇。 

                                                      
30

 大約於 1995、96 年由聯電獨立出去，主要動機是因為聯電尋求轉型，將公司業務單純化，留

存代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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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經由本業單純化的過程，以新型態出現的新聯電，在內部創業的操作與執行上

已不如以往會長期慢慢培育，而新聯電事業創投也不適合列入內部創業的討論範疇。不

過由於本研究鎖定的研究對象是曾經完整執行過內部創業流程之企業，因此是針對於聯

電過去成功執行的內部創業實例作深入探討，新聯電的創投相關議題則不列入本研究的

探討主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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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聯華電子組織圖 

資料來源：聯華電子 2011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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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聯華電子里程碑 

年份 月份 里程碑 

1980 5月 聯電正式成立 

1985 7月 股票公開上市 

1995 

 

 

7月 轉型為純晶圓專工公司 

7～9月 聯電與美、加 11家 IC設計公司合資成立聯誠、 聯瑞、聯嘉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9月 8吋晶圓廠開始生產 

1996 1月 0.35 微米製程開始生產 

1997 10 月 0.25 微米製程開始生產 

1998 

 

4月 取得合泰半導體(股)公司晶圓廠 

12 月 取得新日鐵半導體31
 

1999 

 

3月 0.18 微米製程開始生產 

11 月 南科 12吋晶圓廠正式建廠 

2000 

 

 

 

 

1月 聯電集團進行跨世紀五合一(聯電/聯誠/聯瑞/ 聯嘉/合泰五合一) 

3月 產出業界首批銅製程晶片 

5月 產出第一顆 0.13微米製程 IC 

9月 於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12 月 於新加坡籌建全球最先進之 12吋晶圓製造公司 (UMCi) 

2003 

 

1月 聯電旗下新加坡 12 吋晶圓廠(UMCi)進行裝機 

3月 產出第一顆 90奈米製程 IC 

  
 

 

                                                      
31
民國八十八年中文名稱更名 為聯日半導體株式會社晶圓廠，民國九十年英文名稱更名為 UMC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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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 聯華電子里程碑 

年份 月份 里程碑 

2004 

 

 

 

3月 聯電旗下新加坡 12吋晶圓廠(UMCi)邁入量產階段 

5月 90 奈米製程完全通過驗證並邁入量產 

7月 併購矽統半導體(股)公司 

12 月 正式收購旗下子公司 UMCi，並改名為 Fab 12i 

2005 

 

6月 產出業界第一顆 65奈米客戶晶片 

8月 90 奈米晶圓出貨量逾 10萬片 

2006 

 

6月 成為全球第一家全公司所有廠區均完成QC-080000 IECQ HSPM認證之半導體製造商 

11 月 產出第一顆 45奈米製程測試 IC 

2007 1月 擴大位於台南科學園區的生產研發基地 

2008 

 

9月 獲道瓊永續性指數列為成份股之一 

10 月 產出晶圓專工業界第一個 28奈米製程 SRAM晶片 

2009 

 

4月 產出 40 奈米客戶晶片 

12 月 正式收購日本子公司 UMCJ 

2010 

2010 

5月 聯電成立三十週年 

12 月 南科 12A廠第三期進入量產 

2011 10 月 28奈米製程進入試產 

資料來源：聯華電子中文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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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創業歷程 

（一）資訊取得 

聯華電子取得資訊管道眾多，由於電子業產品環境變動快速，而聯電公司規模可觀，

不管是管理階層的同學或是已經離職的同事，都有可能是新產品或新技術的多元化資訊

來源，主要可以分為 Bottom-up（由下而上）與 Top-down（由上而下）兩大類別。 

Top-down 是根據董事長出國參展吸收新資訊之結果，例如像多年以前紅極一時的

電子雞，聯電的董事長便曾經因為到日本參展得知訊息，綜合其從報章雜誌等管道得到

的相關訊息後，便示意公司員工針對此產品進行研究。而 Bottom-up在早年是董事長會

在眾多新事業發展概念中依據個人喜好與考量選擇想要投入發展的方案，並指派一組人

馬進行相關研究與作業。 

聯電設立新事業的動機不只是新技術或是新產品，市場策略也會是其主要考量的一

環，以目前以併入聯電的蘇州和艦廠、新加坡廠及日本廠為例，基本上便是聯電在本業

基礎之上，希望可以在當地市場先行佔領優勢地位以及快速獲得市場新資訊的策略，以

在各地創立新公司作執行基礎。 

聯電若在資訊評估時考量來自顧客端的新技術與產品等要求，主要原因是怕顧客轉

單到競爭對手公司，因此多會根據顧客的要求儘速作出相應新產品；若新資訊來自競爭

對手，聯電則會考量該技術是否值得投入，標準為發展過程中預計投入的金額、該技術

或產品的潛在市場規模大小、業內有沒有更適合投入的公司，或者是不投入便影響顧客

長期合作的意願等。不過因為聯電在業界本來就是走在前端的技術者，一般來說不會有

完全不曾聽過的技術突然出現，大概都會知道業內目前有哪些新技術與新產品在醞釀，

只是會評估進入的時機，試圖降低貿然投入新技術之風險；若主要競爭對手以投入此新

事業發展，目前以創投進入新事業的聯電也會評估是否可以找到好的相似新創事業團隊

成員（聯電內部與外部挖角而得之技術人員）作發展基礎，很快的跟進。 

聯電考慮投入新事業投資除了具有競爭優勢等因素外，也會考量若不投入此新事業

便會遭到市場淘汰之可能性；開始推動時，聯電會進行技術與市場面的評估，行銷與財

務人員也開始就其專業協助評估新事業的發展情形，觀察新事業潛在的市場與值得投入

性、未來納入其他輔助人才的考量、與對手相較之競爭優勢等等。 

 

（二）調適性張力 

聯電內部任何員工皆有提出新想法的權利，分享新訊息的管道主要是平日會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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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技術會議、產銷會議等等，因此讓員工表達新想法的機會很多，故不會刻意再另外安

排新概念分享的會議，直接在公司攔下高階主管陳述新想法的情形也相對少見。至於新

創事業想法是否能受重視則主要依據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的程度而定，因此有新想法的

同仁便有可能會盱衡情勢，將新想法與公司內部較受重視的同僚或主管討論，並交由他

們發表，如此會讓新想法向上呈報、實踐與分配到資源的可能性增加。投入新事業發展

的聯電員工原先即具有相對高的熱忱，因為可以脫離大鍋飯的工作現況，轉而投入未來

具發展前景的新事業小組，不過在公司內部創業的期間因為公司的支援，成員相對來說

心態安逸，還不會具有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概念，在真正切割出去的時候才會轉換經

營心態。 

內部新事業成功對其他員工會產生激勵作用，除了會對其他新事業小組或部門帶來

刺激，希望可以儘快從母公司獨立出去之外，也會提高公司內部原有員工投入新事業的

動機，聯電內部整體投入新創事業的風氣因此頗為興盛。公司並沒有制定員工在平日工

作職責之外可以自由思考與發揮的時間，員工的新事業想法主要來自於日常培養出注意

新事物之習慣，願意思考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可能性。不過公司內部大部份的新事業想法

還是來自於高階管理階層就其對產業、其他公司大老、競爭對手、顧客以及對新資訊的

接觸所衍伸出的想法，直接根據這個靈感指定新創事業領導人，開始投入後續研究。 

 

（三）新創事業建構 

聯電分割新事業始於 1995、96年，動機為聯電欲積極確立其公司原有的晶圓代工

市場定位。公司發展新事業的方式需要看公司所處地位決定，如果公司內部的資源足以

完全支應新事業的發展，養在內部自然沒有問題，因此會傾向形成以新事業部門作為發

展新事業之基礎。不過聯電當時擁有自己的產品線，又同時幫客戶代工，容易造成角色

混淆，造成既有客戶的不滿與訂單下降，所以決定將自有產品線獨立切割出去。不過因

為子公司對母公司之關係轉換為聯電的客戶，故切割初期雙方合作關係還是非常緊密，

後來子公司，例如聯發科，規模日益擴大，該公司也才開始買入其他公司的股權。 

從聯電獨立出去的子公司，其初期經營資源，例如經營團隊，皆是聯電原員工之組

成，後期若還需要其他成員，聯電也會盡力以母公司的員工協助人力調動。聯電成立新

創事業小組時，決定小組成員的方式主要是由公司所指定的小組領導者尋找熟識同僚作

為合作夥伴，再向公司申請這些同仁作為團隊夥伴，小組成員一般大約不會超過十人，

待規模擴大成為數十人，便達到足以成立新公司之程度。新創小組領導人的選擇方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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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事業概念的發想來自於公司高層或是員工而分為 Top-down 與 Bottom-up兩種，

但這兩種方式基本上皆須經過公司討論新技術之可行性高低後再行投入。至於規模擴大

成為新事業部門之後，成員來源大抵可分為兩種，一是領導者的既有人脈關係，一是公

司內部成員依據新事業發展性而主動投靠。前者是由公司所指定小組領導者直接物色熟

識或是同僚適合新創事業開發的同僚，後者是內部員工藉由平日工作對該領導者的瞭解，

得知與其共事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或是未來前景可期，那麼便會主動加入此小組。一般來

說，公司內部雖然會藉由網站公開部門某些職務的徵才訊息，但同仁一般為了避免主管

施壓，比較少藉由此管道轉換工作；新事業部門相對於此是較大規模的徵才，所以會是

同仁追求職涯挑戰的新契機。 

內部創業初期推動時，公司便會與新事業小組共享管理方面的知識，例如公司的管

理規章、作業準則與作業流程等，這些繁瑣複雜的事務已有母公司擬定好的基準，新事

業小組再依據各自需求與事業規模進行修正，因此發展初期便能很快上軌道；生產、行

銷、管理、人事、財務等人力資源的提供也比照公司原經營本業的需求給予支援團隊，

將新事業部門視為小型的公司經營。雖然內部創業儼然是新公司形式，不過內部員工因

為尚未獨立出去，故其薪酬與升遷仍然比照一般聯電的規章辦理，沒有額外的獎金或升

遷方式，依舊每年需要接受公司評比；但是因為存在未來獨立出去經營的可能性，所以

團隊成員在相同的工作條件上，卻有更大的誘因願意投入新事業發展。不過員工投入新

事業發展仍然存有風險，因為並不能確定該新事業可以有穩定的規模或受到肯定的績效

足以讓其獲得聯電同意獨立經營的資格，若新事業最後並未成功發展，員工便要承擔原

職位已由其他同僚擔任，或是重新被分派到較原先不佳的職位上；較在意風險的員工便

會自然而然不進入新事業開發的團隊中。 

聯電目前公司規模大，所處產業也達到成熟階段，既有產品的成長空間大約每年不

到 10%，公司內部大約有超過一半的員工在此基礎上其實都頗具有挑戰新事業的熱忱；

此外，員工的年紀、個性與升遷表現也會影響其投入意願。投入新事業小組的成員，在

聯電的人員編制中，是直接歸屬於新事業小組，不會讓員工兼任原有部門以及新事業開

發之工作，因此薪資自然比照一般規章辦理；相對於此，新創事業領導階層兼任狀況居

多。而公司內部新創事業團隊初期的人員組成以研發人員居多，行銷與業務等資源共用，

切割出去前會協助其尋找經營團隊，讓其在外可以獨力經營得更好。 

內部新創事業團隊的成員組成設計基本上應該要融合資深與年輕成員，但沒有固定

的組合模式，不過聯電會盡量協助即將出去獨立的新事業部門在業界找到堅強的管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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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過即使是聯電認為無懈可擊的成員組成，也有可能因為過程中「人」的因素，例

如成員之間彼此不合，讓新事業無法順利發展，這部份聯電便很難做出更多的干涉。聯

電便曾經有過類似經驗32，在將內部成熟且數一數二的新事業部門獨立出去經營前，將

聯電內部員工指派為該新事業之總經理，董事長則是向 hp 挖角而得，甚至雙方在交大

只是相差一屆的學長學弟關係；聯電希望雙方藉由一在本土產業、一在外商之豐富人脈

與產業經驗，綜合其在業界優異的表現，將獨立出去成為新公司的新事業部門經營的更

為有聲有色，擴張國外市場版圖。雖然規劃得很美好，雙方也都認識彼此，但就是有相

處上的問題，導致後來總經離離職，另外成立一家業務完全相同的公司，當時帶走原公

司約三分之一的員工；同一時期另外有同業（為聯電過去的員工所成立，雖然聯電與其

公司沒有投資關係，但合作關係密切，為聯電重要客戶），又從原公司挖角了大約三分

之一的員工，讓該公司班底最後只剩原先規劃的三分之一，公司努力經營欲度過陣痛期，

最後撐到上櫃，不過表現自然不如以往在聯電內部以新事業部門定位存在時優異。 

 

（四）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確立 

由於聯電公司規模大、股本也大，股價並不是特別高，再加上現在公司因為費用化

政策很難使用以往分紅的方式激勵員工，所以會傾向在聯電內部將新事業以創新小組的

方式做出其投入，後續規模擴大為新事業部門，養一陣子之後便切割出去成立新公司，

以獨立營收提高員工實踐創新的誘因，類似聯電當初培育聯發科的歷史。 

新事業發展初期會因為環境的不確定性高使經營狀況起伏不定，經營團隊成員流動

性高，很難制定績效衡量標準，所以聯電會設定一段至少 3年的「培育期」，試圖讓新

事業在此期間慢慢茁壯，同時也會跟同業競爭對手比較，依據對方創設發展的年間以及

其發展成果，回頭評估公司發展狀況好壞。因為在聯電所處的 IC產業中，具有競爭優

勢的新技術與新產品不會只有聯電一家公司發現，同業都會投入好機會，因此很容易比

較優劣。聯電很願意嘗試新事業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對於沒有營收的新事業初期不會硬

性制定績效衡量指標，例如獲利等具有明確數字的衡量標準，但是發展初期還是可以依

據成立前的企劃書來確認發展進度，例如擬定推出樣品、送樣、客戶認證、認證通過，

或是廠房搭建完成度等各里程碑（milestone）所需時間，比較偏重於質化指標的「進度

設定」，而非制式量化的販售數量。這些指標若能與顧客共同設計制定會更好，若沒有

                                                      
32

 該公司本來為聯電新事業小組，宏誠創投協助其於外部找尋管理資源，目前已獨立出去經營

為上市公司，受訪者表示不方便透露該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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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協助，聯電便會獨立制定。不過有時候顧客的參與也未必會讓指標的制定與審核更

完整，因為顧客多會傾向與數家廠商同時維持合作關係，因此對於新技術或新產品的投

入廠家數，自然保持多多益善的看法，反而造成廠商的過度競爭，使新事業還不成氣候

就可能被淘汰。 

在聯電內部，多個新事業小組可以同時並進，不過公司會考量資源限制性決定新事

業推動的優先順序，也可能因為資源限制而篩選掉一些投入意願不高的方案。如果決定

方案的優先與重要性，主要還是在於新事業小組領導者在組織內部所受到的重視程度，

越受重視或是過去有較好績效的領導者，相對來說便可分配到較多的新事業發展資源，

未來在外部成立新公司的機會也大，也因此讓有新想法的員工會先行選擇新想法的代言

者，以利後續受到採納與推動的流程。所謂的資源競爭最主要還是預算，因為新事業發

展初期賺錢可能性低，對於預算需求性極大，因此資源排擠效應會很。聯電對於各小組

的資源競爭處理會根據高階主管的態度而定，有時候會刻意同時設2～3個新事業方案，

將公司內部視為同一市場相互競爭，競爭勝出者便是公司正式開始推動該新產品或新技

術的新事業小組。 

聯電除了評估技術的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顧客需求，也會進一步考量市場潛在規模

大小，瞭解是否有進入市場的必要性。例如聯發科當初會投入手機市場，就是因為市場

潛在規模夠大，且其技術容易複製（收到訊號類比轉數位解碼；編碼數位轉類比

送出訊號）；此外，當時亞洲市場中沒有在地的工廠，主要還是由美國與日本把持，

因此聯發科當時計算出的市場規模大約可以達到一百多億美金，一隻手機獲利還是可以

達到十多元美金，讓企業整體可以因為大規模的投入大量獲利。目前聯電發展內部創業

已不像以往會等待 3～5年、待新事業開始獲利後才考慮切割，現在大約會於半年～2

年之內便招納經營團隊、將新事業獨立出去成為新公司，主要考量還是維持聯電本業的

單純性，因此將業外投資變得複雜多元，也因為業外投資的多元性，協助聯電進行新技

術投資評估的技術專家並不是固定組成，會根據技術的特性與產業面向聘請相關產業專

家協助評估，專家主要是學界、退休的業界大老以及潛在客戶等，其中潛在客戶最為適

合，而尋找潛在客戶主要是靠新事業團隊的想像力，根據過往的產業經驗，預期技術面

世之後可能會使用到的客群，針對其進行相關詢問，有時候會剛好契合到顧客的技術需

求，有時候則會符合顧客期望壓低價格的需求，避免美國或日本廠商高額的取價；也因

為如此，聯電的新事業發展都是定位於國際市場，與眾多國際大廠競爭，也需要進一步

考量國際大廠投入此種新事業發展的可能性。聯電扶植太陽能事業發展，除了因為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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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半導體製程雷同之外，當時也是評估市場投入各廠家之現況之後，預期聯電投入發展

之表現會在既有市場的水準之上，因此確定了投入意願。 

聯電會複製成功扶植內部創業的模式套用到後續的內部新創事業流程中，此模式的

形成需要較長時間的發展以及長久以來摸索出的熟悉度作基礎，會知道新事業發展過程

中所需的專門人力資源為何，便會主動調配適合與表現優異且有意願的員工到新事業小

組。若新事業發展不順利，員工是否可以回到原有工作職位，需要視員工當初離開時，

原有部門主管與該員工之間的協調狀況而定，基本上公司建立的制度是容許員工回到原

有工作職位的，但是執行上難免會因為挑選走部門較為優秀、也較得主管重視的員工，

因此造成部門主管反彈，「人」的議題會導致需要靈活調度人手的新事業組成運作不如

預期順暢；公司制度設計是希望員工可以依據公司需求流通，不過若部門主管堅持不願

意調動手下員工，公司也不會強硬執行，會另找適合人選投入新事業小組；若可以順利

調度，公司自然會找其他人手填補其原有職位之空缺，制度設計是可以讓新事業成員回

到原有職位，但實際運作情況還是會看該職位情況而定，一般來說還是很難完全回歸原

位。新事業小組的醞釀形成，對聯電內部的成員來說並非全是樂觀其成，因為各部門所

可以利用之良好資源會因為新事業規劃而被調動剝奪，雖然不至於會出面阻撓企業的新

事業規劃，但還是自然無法樂觀看待新事業的發展。不過人員調動所產生的不愉快大多

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原有部門的工作仍需要持續運行，如此大規模的公司內部門，不會

因為一個人的消失讓原有運作失去平衡，頂多只會造成流程運作不順暢，但在既有的規

範上逐漸會回歸最有效率的運作狀態。 

此外，聯電如何決定將新事業部門獨立出去的時機？舉例而言，以往由聯電切割出

去、目前為上市公司的聯詠科技，在獨立出去成立公司之前，於聯電內部以新事業部門

型態生存期間長達 7～8年，除了財務資源與公司共用，業務與技術等方面幾乎全部獨

立，故獨立出去的經營初期便具有十分成熟的經營模式，第一個月即獲利，財報數字相

當亮眼；同一時期的聯陽也是類似的情形。不過當時聯電會將新事業部門切割出去的主

因還是在於本業客戶的反彈，擔心下單給聯電，卻讓聯電發展出的新事業偷學到一些東

西，所以聯電在此階段將新事業部門獨立成為新公司，也因為其原本已臻於成熟的經營

模式，讓早期的欣興電子以至於後續聯家軍在剛獨立投入市場的初期便有好表現。後續

像是華邦電子也有模仿聯電這樣培養新事業的模式，將內部新事業切割出去成立新唐科

技；旺宏電子學習此模式卻沒有獲得太大的成功，其新事業皆沒有達到上市公司的規模。

當時主要的競爭對手台積電沒有採此新事業發展模式的主因為，台積電原本就沒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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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產品線，因此不需要利用此方式鞏固本業客戶。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只有聯電剛好因為客戶的要求與新事業發展的成熟，剛好

趕上這波讓新事業獨立茁壯發展的風潮，其他公司後續的學習皆因為產業已達飽和故不

容易讓新事業受到好的培養與發展。 

總和以上論述，聯電發展新事業的策略大方向為「開枝散業」：聯電專注於本業發

展，若新技術與本業關係密切便不會切割出去，留在公司內部發展；若新事業與母公司

本業關聯不大，但用得到母公司技術、或有機會切割出去成為獨立公司者，聯電便會予

以協助。聯電將新事業部門獨立出去成為新公司之後，還是會持續關注該公司之發展，

不過關注度會因為持股比例逐年縮減而相對降低，資源的支援也會逐漸弱化，例如派出

去職掌的主管位階逐漸降低；目前聯電以創投方式參與新事業也是採類似途徑，根據持

股比例決定協助資源的多寡。由於聯電母公司規模龐大，內部難免有鬱鬱不得志的員工，

對自己的職涯期許性很高，但與現在職位不符，或是具有深厚經驗但已屆退休的同仁；

公司覺得浪費這樣的人才很可惜，因此有新事業發展機會會盡量讓這些同仁投入，退休

資深同仁也可藉此機會領導新事業公司發展，這便是聯電主要可以提供協助的資源，也

因為新公司獨立初期聯電持股比例仍高，對管理階層的任派大多還是具有決定權。 

 

三、單一個案分析 

根據聯華電子的深入訪談內容，以下依據本研究的架構設計分析此個案的內部創業

流程與其中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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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聯華電子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聯華電子 

資訊取得 

資訊評估 

 市場策略 

-希望可以在當地市場先行佔領優勢地位以及快速

獲得市場新資訊 

-維持聯電在既有市場的定位 

-進入時機的成熟度 

-技術、市場、行銷人員就其專業協助評估新事業的

發展可能性（潛在的市場與值得投入性、未來納入

其他輔助人才的考量、與對手相較之競爭優勢） 

 鞏固顧客 

-避免顧客轉單到競爭對手公司。 

 主要決策者：聯電高層 

-會在眾多新事業發展概念中依據個人喜好與考量

選擇想要投入發展的方案。 

-投入金額不大者可由各事業部之總經理自行決定。 

資訊管道 

 Top-down（由上而下）： 

根據董事長出國參展吸收新資訊，綜合其從報章雜

誌等管道得到的相關訊息後，示意公司員工針對此

產品進行研究。 

 Bottom-up（由下而上）： 

員工於平日會議提供新技術/新產品想法 

 現有管理階層的同學或是已經離職的同事 

 競爭對手 

資訊內容 

 新產品/新技術 

 市場動態 

 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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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6 聯華電子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聯華電子 

調適性張力 

 內部任何員工皆有提出新想法的權利 

-藉由平日技術會議、產銷會議表達 

 員工日常培養出注意新事物之習慣 

-思考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可能性 

 高階管理階層的衍伸想法 

-根據產業、其他公司大老、競爭對手、顧客及對新資訊的接觸延伸 

新創事業建構 

價值承諾 

 過往：員工分紅與獎金 

 近期：未來經營公司的獨立營收、股票上市櫃利潤 

（內部員工薪酬與升遷仍然比照一般聯電規章辦

理，無額外獎金與升遷） 

願景理念 
 成為獨立經營公司 

 實踐創業熱忱 

資源豐富度 

 子公司獨立初期的經營資源協助： 

-聯電原員工組成之經營團隊 

-後期持續以母公司員工協助人力調動 

 新創事業小組成員： 

-公司根據新事業概念的發想來源指定小組領導者

（Top-down 或 Bottom-up） 

-領導者自行尋找熟識（研發）同僚，並向公司申請

這些同仁作為團隊夥伴，一般不會超過十人 

-融合資深與年輕成員，無固定組合模式。 

-設計員工可以依據公司需求流通的制度 

 管理知識共享： 

-提供公司的管理規章、作業準則與作業流程等，新

事業小組再依據各自需求與事業規模進行修正。 

 組織公共資源共享： 

-生產、行銷、管理、人事、財務等資源比照本業的

需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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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6 聯華電子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聯華電子 

網絡連結與 

合作網絡確立 

資源遞移 

 依據新事業概念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程度而定 

-同仁有較大誘因將新想法與公司內部較受重視的同

僚或主管討論，並交由他們發表，以增加新想法向上

呈報、實踐與分配到資源的可能性。 

 基本上公司全體成員皆對新技術資訊略知一二，資訊

流動程度高。 

 提供公共資源的部門會依公司政策配合協助 

 調動技術部門優秀同仁為新事業發展主力 

網路中心 

 依據新事業概念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程度而定 

-受重視者其所獲資源多，新創事業投入要素完整。 

-受重視者其團隊同樣受高層關心並專注發展。 

創新績效 

 無硬性規劃績效目標 

-主要考量新產品與技術整體時間軸的配合狀況 

 發展初期主要依據新創事業小組成立前的企劃書來

確認發展進度 

-擬定推出樣品、送樣、客戶認證、認證通過，或是

廠房搭建完成度等各里程碑（milestone）所需時間。 

-偏重於質化指標的「進度設定」，而非制式量化的販

售數量。 

-有時候會與顧客共同設計績效衡量指標。 

 設定一段至少 3年的「培育期」 

-與同業競爭對手比較，依據對方創設發展的年間以

及其發展成果，回頭評估公司發展狀況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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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6 聯華電子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聯華電子 

網絡連結與 

合作網絡確立 

（續） 

資源分配重置 

 新事業部門人員組成： 

-部門領導者的既有人脈關係 

 -領導者直接物色熟識或適合新創事業開發的同僚。 

 內部成員依據新事業發展性而主動投靠 

-內部員工藉由平日工作對該領導者的瞭解，得知與

其共事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或是未來前景可期，因此

主動加入。 

 財務資源與公司共用，業務與技術等方面幾乎全部

獨立。 

 以預算限制性作為新事業審核標準 

-決定新事業推動的優先順序。 

-篩選掉投入意願不高的方案。 

 刻意的資源競爭 

-高階主管將公司內部視為同一市場，刻意同時設 2

～3個新事業方案相互競爭，勝出者得以成為公司

正式推動該新產品或新技術的新事業小組。 

創新模式認同

與建立 

 複製成功內部創業經驗扶植下一波新事業 

-瞭解新事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專門人力資源。 

-主動調配適合與表現優異且有意願的員工到任。 

 內部成員對公司成立新事業小組態度兩極 

-各部門原有良好資源被調動剝奪，導致對新事業是

否能夠成功之態度消極負面。 

-短暫的流程運作不順暢，但在既有的規範上逐漸會

回歸最有效率的運作狀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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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華科技 

一、公司發展與沿革33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1年，全球員工總人數為 5,905 人（2011年）。為工

業用電腦相關產品之生產大廠，主要從事嵌入式版卡、工業控制產品、應用電腦及工業

用電腦之製造加工及買賣。產品應用領域廣泛，主要為自動化設備，應用於捷運讀卡機、

自動售票機、ATM、POS、博奕、網路儲存、數位電子看板控制中心、智慧型大樓之中

央監控系統、樂透彩券機等等。以產業應用言，可分零售服務用、醫療領域、影像監控

及工業自動化和環境控制領域。因產品應用廣、生命週期長，公司具有少量多樣生產及

客製化之能力。研華為全球工業電腦第三大廠，競爭對手為全球第一及第二大的德國

Kontron、美國 NCR以及位居第四的美國 Radiant。 

公司分成 Automation & Solutions（A&S）與 Embedded Design in Services（EDiS）

兩大事業群，A&S 以自有品牌的工業電腦為主軸，包括研華智能與研華數位醫療兩部

分。在崁入式工業電腦（EDiS）部份，包含 Design & Manufacturing Services（DMS）

與 Embedded Computing兩事業群，DMS 以研華與華碩合資的子公司研碩為主。研華於

2009下半年全力發展產業電腦量身訂作業務（DMS）及配合零組件聯合採購的專業電

子代工 EMS；在於結合華碩在MB技術能力與研華在工業電腦上的多樣化研發技術，

有助於工業控制、醫療運用、軍用強固型及網路通訊等電腦的發展。為提升企業集團整

體營運效率，研華並於 2009 年與 100%持股之子公司－研華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簡易合併。 

近兩年主要成長動能來自大陸市場與美國，包括交通號誌、室內安全監控、電力及

能源等相關應用產品，並規劃在上海設立研華智能，開發包括數位看板、數位影像設備、

智慧建築、健康照護等應用產品。公司於 2010年以 1285萬歐元購併 Augusta Technologie 

AG旗下的 DLoG GmbH 公司34
100%的股權，未來計畫以「Advantech-DLoG」雙品牌推

出產品。 

                                                      
33

 整理自研華科技中文官方網站、研華年報及 Moneydj 理財網研華公司相關資訊。 

34
 DLoG GmbH 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擁有工業級車載電腦的設計與研發，專注於車載倉儲、重

型工程車（礦車、農耕機）市場，全球排名第五，歐洲第三。研華於一般交通車的車載電子表現

優異，而 DloG 的強項則是內部物流（港口，大倉庫），合併後兩者研發可產生綜效；研華可將

產品放到 DloG 的歐洲通路販售，而 DloG 產品則可售往台灣。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ATM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578%u4F4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6F6%u552E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68%u7403%u5DE5%u696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NCR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1EA%u6709%u54C1%u724C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DE5%u696D%u96FB%u8166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DE5%u696D%u96FB%u8166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DMS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DMS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3EF%u78A9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DMS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6F%u540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3EF%u78A9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DE5%u696D%u96FB%u8166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4EA4%u901A%u865F%u8A8C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FD%u6E9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578%u4F4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578%u4F4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065%u5EB7%u7167%u8B7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B50%u514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B50%u514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ADVANTECH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269%u6D41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E2F%u53E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D9C%u654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814%u83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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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電網部份，研華以生產控制器與振動器等七種系統產品為主，並具有網路控

制系統領先地位，以大陸市場為主要銷售區域，涵蓋大陸四大電力公司及五大風力發電

公司，主要受惠於電力輸配網路控制系統的建置。 

研華於 2010年 11月 2日公司宣布將以 334萬英鎊(約新台幣 1.62億元)併購英國公

司 Innocore Gaming Ltd.
35

100%股權，同年並以新台幣 9300 萬元，購併 ACA先進數位科

技36
100%股權。研華未來也預計採雙品牌「Advantech-Innocor」，提供完整的博弈平台

解決方案；而 ACA產品則將以「Advantech」作為品牌，讓強固工業等級的可攜式電腦

產品線更為完整。 

 

 

 

 

 

 

 

 

 

 

 

 

 

 

 

 

 

圖 4-4 研華科技組織圖 

資料來源：研華科技中文官方網站 

 

                                                      
35

 Innocore Gaming Ltd.主要從事設計及生產博弈用的電腦平台軟、硬體設備。 
36

 ACA 主要從事工業可攜式電腦以及具備整合無線傳輸的設計，產品項目包含工業手持式產品、

工業 PDA、工業平板電腦等，廣泛應用於運輸業、製造業、物流業、軍事等領域。 

研華科技 Adventech 

嵌入式平台 工業自動化 應用電腦系統 醫療照護平台 網路電信 

Digital 

Signage & 

Self-Service 

˙嵌入式板卡 

˙RISC/DSP 

Processing 

Solutions 

˙Embedded 

SW & Design-in 

Services 

˙產品設計開

發服務 

˙Applied 

Computing 

˙Embedded 

System 

˙Networks and 

Telecom 

Solutions 

˙RISC/DSP 

Processing 

Solutions 

˙Applied & 

Medical 

Computing 

D&MS 

˙醫療照護產品 

˙相關解決方案 

˙工業自動化產品 

˙相關解決方案 

˙數位暨智能產品 

˙相關解決方案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A%u6167%u96FB%u7DB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8A8%u529B%u767C%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8A8%u529B%u767C%u96FB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CFC%u4F75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48%u903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48%u903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ADVANTECH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E73%u53F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E73%u53F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ADVANTECH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E73%u53F0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PDA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269%u6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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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研華科技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1983～1990  1983：三位 HP工程師成立研華 

 1987：佈局美國  

第一個出口產品：PCL748 IEEE-488 Card for PC 

第一部工業級電腦：IPC=600 (1990) 
 

1991～1995 
 1993：通過 ISO-9001 品質標準認證 (1993) 

 1995：自行研發之工業控制軟體-GENIE榮獲「傑出資訊應用獎」 

 1992~1995：佈局匈牙利、 新加坡、義大利、德國、中國 

1996~2000 

 1998： 

-超薄型液晶面板式電腦 PPC-102T 獲經濟部第六屆「國家產品形象金

質獎」 

-多種產品獲經濟部第六屆「台灣精品獎」：PC-based遠端監控系統

ADAM-5000系列、超薄型液晶面板式電腦 PPC-102T、多功能液晶面

板型電腦 PPC-140T 

 1999：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ADAM 模組獲得第一屆「台灣傑出安全器材獎」 

-多種產品獲得經濟部第七屆「台灣精品獎」：卡片式電腦 CPC-2245、-

觸摸式控制主機 PPC-A100T-R50 

 2000： 

-全功能液晶觸控式電腦 PPC-153T 獲美國 KIOSK 雜誌之「最佳創新產

品獎」 

-IPC-601獲網路電信展之最有價值展品獎 

-MIC-3032獲電話電腦語音整合展之最有價值展品獎 

-2A-100獲美國網路電信雜誌評選為年度最有價值網路電信產品 
 

 1996：資料擷取控制模組 ADAM-4000 系列產品獲經濟部第四屆「台

灣精品獎」 

 1997～1998：佈局日本、法國、英國與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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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 研華科技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01~2005  2001： 

-完成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業界開發產業技術」(科專計劃)  

-經濟部第九屆「國家產品形象獎銀質獎」： 

全功能液晶觸控式電腦 PPC-153T、多媒體網路公用電話 ES-510 

-經濟部第九屆「台灣精品獎」： 

全功能液晶觸控式電腦 PPC-153T、多媒體網路公用電話 ES-510、

家庭玄關網路終端機 EH-762、多功能防火牆 WEB-2143 

 2002： 

-為微軟嵌入式 ODM 唯一 Gold-Level 合作夥伴，可直接銷售整合微

軟 ODM 嵌入式軟體與研華硬體之產品 

-經濟部第十屆「台灣精品獎」： 

智慧型家庭網路終端機 EH-7102G/GH、586 等級可上網設備遠端

監控系統WebLink2059-BAR/CE/SDA/SKT 

 2003：成立中國昆山製造中心 

 2004： 

經濟部第十屆「台灣精品獎」： 

小尺寸工業等級觸控式電腦 TPC-60S、工業等級前出線式無風扇

電腦 UNO-3026、工業電腦工作站 AWS-8100G 

 2005： 

-與華碩策略聯盟成立研碩 

-第十三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傑出獎」 
 

 

 

 

2006~2010  2007： 

-成立歐洲總部於德國慕尼黑 

-ARK-3381獲得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Taipei Best Choice 獎項 

-經濟部第十五屆「台灣精品獎」： 

UibQ-230、ARK-4170、ADAM-5550KW 

 2008： 

-研華公司成為 Intel嵌入式與通訊聯盟 (Embedded & Communications 

Alliance) Premier Member 

-經濟部第十六屆「台灣精品獎」：VITA 350、UbiQ 350、UNO-2182、 

TPC-30T/TPC-32T、IPPC-7157A/IPPC-71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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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 研華科技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06~2010 

（續） 

 2009： 

-經濟部第十七屆「台灣精品獎」：IPPC 7517、EKI 5000 系列、 

-榮獲 Electron d'Or Award for Industrial and Network Computing 

Architecture (INCA) 

-2009 年台灣國際品牌第十二名 

-榮獲 IT 經理世界雜誌評選 2009 年度「中國傑出創新企業」 

 2010： 

-2010年台灣國際品牌十二名 

-經濟部第十八屆「台灣精品獎」： 

IPPC- 8151S、APAX- 5000、Uno- 1100、UTC-W101E、NCP-7560 、

MIC-5322 
 

2011  2011 年台灣國際品牌第十名 

 經濟部第十九屆「台灣精品獎」： 

ARK-VH200 無風扇車載 DVR嵌入式系統、FWA-6500 網路應用平台、

NCP-5260、PC/104、PCM 9562、PEC-3240、無風扇工業級嵌入式運

動控制器、PIT-1501W 醫療照護暨資訊娛樂系統、SOM-5788 高智能

智慧型嵌入式電腦模組、低功耗寬溫工業極觸控電腦 
 

2012 
多種產品獲得經濟部第二十屆「台灣精品獎」，享有使用台灣精品標誌

之合法授權，包含： 

(1)工業用平板觸控顯示器 

(1) 串接式即時乙太網路遠端資料擷取模組 

(2) 低功耗超小型嵌入式電腦模組 

(3) 創新介面式單板電腦MI/O Extension 

(4) 智能微型主機板MI/OUltra Series 

(5) 高抗震寬溫等級 PCI-104 CPU主機板 

(6) 綠色環保節能工業等級主機板 

(7) 電力市場專屬無風扇嵌入式工業電腦 

(8) 工業級全平面觸控式 LED顯示器 

(9) 開放式易插拔數位多媒體播放器 

資料來源：研華科技中文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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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創業歷程 

（一）資訊取得 

研華是由三位 hp工程師創辦的公司，創立研華的主因便是因為看到市場需求與既

有產品的落差，因而以定義出台灣市場所需要的產品為出發點創建公司，故對研華來說，

從市場端與顧客端獲取資訊是相當重要的創新基礎。由於研華的創辦人都是 hp 的工程

師，其本業就是販售 hp的儀器設備予電子公司與電子工廠等，作為客戶內部自動化所

需要的硬體基礎。由於 hp公司規模龐大、產品價格不斐，但其產品卻未必符合台灣市

場或是剛萌芽電子公司的需求，雖然許多電子公司為了強調出廠產品的品質而購買了昂

貴的測試儀器，卻落入不會使用的窘境。因為這樣的經驗，研華創辦人發想出配套到一

般 PC的自動化應用，作為研華科技的起步與公司初期的定位；爾後又在經營一段時間

之後發現，但配套到電腦上的應用又產生許多問題，有可能電腦功能過於專精

（Dedicated），也有可能因為產品不成熟導致週邊設備與軟體不夠完整全面，即使是 hp

這種大廠的 PC也不適合自動化設備，不管是個人或是商用電腦，皆不太適合用於作工

業用控制器，故研華從自動化設備轉向作工業用的專屬電腦，也因此才逐漸走向自動化

的工業電腦領域；也因為這樣的演變歷程，讓研華始終看重產品與客戶需求的落差並積

極調整。 

公司創業初期，由於組織編制大約 40~50人，主要由負責出外進行展覽或與顧客交

涉的人員獲取外在資訊；組織規模逐漸擴大之後，研華內部誕生許多不同的產品線以及

小型團隊，團隊的負責人便成為研華向外蒐集與獲取資訊的角色。由於小型團隊的負責

人在研華內部被視為是該事業的擁有者，故與此事業相關的所有資訊，以至該事業的生

老病死，團隊負責人都必須要觀察與瞭解；理論上來說，此負責人必須要比研華內部的

每一個人都還要瞭解他所負責的產業動態，也成為研華集團拓展新創事業的資訊與行動

前線。 

新概念的提出者基本上與顧客的接觸非常密集，其向高層提出新事業方案時，必定

需要回答內部高層關於顧客端的知識與疑問，例如創意源頭何在、為何會因為顧客提出

的想法而決定投入發展、對顧客的瞭解度、顧客對此產業的深入程度等等，這些問題並

不會過於深入到技術核心，因為並不是每位高層幹部都瞭解新技術或新產品的現況，但

研華高層會利用類似的問題提醒新概念提出者思考這些必要的前提，亦即公司以資深的

管理經驗，提供新產品部門隱性的知識資源作為協助，避免年輕的新概念發起者一時衝

動便想投入新事業，卻完全不曾思考過相關議題。以研華曾投入過的醫療電腦新事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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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概念提出者的資訊來源可能來自於醫療產業的專業報告以及相關市調，或是在參

展過程中從 GE、SIEMENS等大廠的新技術或新產品得到發展靈感，因而覺得市場一片

大好應該有投入的潛力。但就研華的公司立場來說，會希望新概念提出者在落實新技術

或新產品為新的產品部門（PD）前，除了這些公開資訊之外，可以更深入思考到產業

與顧客等層面，例如若新產品有發展價值，為何競爭對手只有幾家世界知名大廠？其他

廠商都不願意投入此市場？他們不願意投入的理由為何？那麼我們投入的成功可能性

何在？促使新概念提出者重新思考這些其實跟醫療產業沒有絕對關聯的現實發展議題，

並找出相應答案，讓新概念提出者在與公司討論市場與管理一般議題的一來一往之間，

讓他們認知到成立新事業所應該思考的層面。 

 

（二）調適性張力 

由於研華對於產品的定位十分清晰：非個人用、非商用之電腦，只要是非消費性產

品或是公司內部的 MI實證類別等較偏商業應用的電腦類別，基本上都是研華所可能涉

足的領域。研華一路由自動化、工業電腦、醫療電腦以至目前轉向智能產業發展的歷程

中，其所因應環境挑戰的方式近似於「演化（Evolution）」，藉此長時間不斷累積的經驗，

以原本的技術經驗因應外在環境變動而調整，補充核心能耐之不足並予以深化，這也是

研華獲取外部資訊的價值基礎。當看到外在環境有發展機會時，研華經由企業基層感知

外在環境的變動，衡量自身能力以及外在挑戰所需應用的能量，若自身能力與所需應用

能量有落差，研華會想盡辦法補足差距，例如試圖以創新作法以新事業概念作回應之後

的累積與演化，因應外在環境蛻變成所必須具備的經營型態；經營過程中根據各階段的

能力補強、專注與深入，會逐漸讓企業能耐更加完整。 

研華投入新創事業的驅動力主要來自於市場，技術驅動力量並沒有那麼明顯，主要

是透過新創團隊負責人觀察市場、觀察需求，以及探索缺口，之後再回頭省視企業能耐

是否足以填補此缺口，衡量需要補足哪方面的技術性不足；反而很少利用目前擁有的技

術能耐直接到市場上尋找相關需求者，故研華內部創造出的調適性張力狀態，是由組織

內部小型團隊的負責人由外部獲得產業相關資訊後，發現現有技術能力與產品之不足之

處，向組織高階領導者提出新創事業投入的概念與方向，試圖以新事業消弭既有技術因

應外在環境之落差，並積極說服組織投入的過程。 

 

  



110 
 

（三）新創事業建構 

研華的員工一般來說會被公司培養約 3～5年後，才開始會從對公司事業完全不上

手的新鮮人轉換成為獨立作業的工程師，又在 5年之後進而瞭解自動化產業的全貌，所

以研華大約平均需要 10年的時間，完全培育出一個對事業發展新機會有看法的員工、

對產品與產業都十分瞭解的成熟 PM，而位階大約落在資深經理與協理之間；其具有同

時瞭解產業、公司與競爭優勢劣勢所在的經驗背景，其在此基礎上看到新事業發展機會，

並願意出面獨立發展，如此正是研華拓展新事業發展的人才基礎養成。成員願意投入內

部創業的動機主要還是來自於個人的熱忱，並同時清楚瞭解公司所能提供的資源選項與

上限，故需要在新機會中拿捏成功的可能性與資源獲取的狀況，待確定進行之後便全力

開始發展，這也是研華內部發展新產品的前置流程。 

內部新事業發展的初期，研華並不會以指派的方式選擇新事業團隊的負責人，除非

公司已經看到新技術與新產品的投入必要性，同時組織內部沒有適當的負責人選，研華

便有可能向外部尋覓適任的角色，但是這種情況發生機率並不高。依據過往發展內部新

創事業的歷史，成功的內部新事業的負責人大多是由研華企業內部逐漸培養而成，例如

企業內部的產品工程師，或是負責產品相關事務的人員，研華培養其逐漸進入獨立作業

階段，讓他瞭解產品的價格、市場、競爭情勢、產品取代性與產品本身優缺點等等，如

此慢慢深入的過程，才讓產品相關人員有機會成為獨當一面的小型團隊負責人。 

新創團隊的建構過程中，除了以提出創新想法的成員作為團隊負責人之外，其團隊

組成也大多是研華循相同途徑培育出的成員。此團隊組成並非使用「人力借調」的模式，

因為借調的前提在於公司內部有多餘的人力，但研華內部各成員的職務與責任皆很明確，

其實並沒有多餘的能力可以協助借調。研華內部的新事業建構比較不像是企業一般所使

用的精英借調或是招納有興趣者共同成立臨時團隊之模式，研華實際的運作模式為，企

業內部成員在對產品摸索瞭解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對市場的洞見（Insight）、看到新的

機會，針對此機會，成員有相應的想法概念並與公司進行討論；若公司根據眾多同仁給

予的意見，評估此新概念有發展的可能性，那麼公司便有可能針對此新事業機會投入資

源。 

所謂的資源，首先是人力資源層面，通常公司會給予該成員同時在企業內部與外部

選擇團隊成員的機會，但通常選擇外部人員的機會不大，除非外部人員真的與該成員志

同道合，對該新技術或產品的發展具有共同的願景；否則一般是由組織內部選擇團隊成

員。但相對的，具有新想法的成員如果真的對市場的洞察力很深入到一般人不能體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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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除非與其他內部成員具有極度良好的夥伴關係或默契極佳，否則即使該機會的市

場發展潛力很大，該成員還是很難說服其他在組織內部已經有清楚職責的其他同僚共同

轉向投入前景還極度不明確的新事業中。因此研華成立了產品部門（PD，Product Division，

亦可稱作 SBU，Strategic Business Unit）作為協助新創事業萌芽期的資源基礎，作為公

司內部的創業形式。 

研華的內部創業型態讓創業成員很像在毫無資源的情況之下準備開一間店，因此必

須開始自己煩惱成員組成、產品定位與販售對象等等，是研華發展內部創業與其她企業

相比較為不同之處。這樣的發展很像是在研華創建出的大品牌基礎之上，構築出不同的

店鋪，店鋪規模大小不一，部份已非常成熟，部份則剛萌芽；而每一間店舖的老闆，研

華內部所謂的 Business Owner，都必須要面臨上述等諸多事項挑戰，例如新事業是否需

要增加研發人員，便要接著考量若增援人手要如何跟公司承諾營業額與分攤利潤，再這

種條件下，公司允許增援的人手為一個還是半個；如果目前新事業只有一位研發人員，

但其實總共需要兩位，那麼另外一位研發人員應該如何取得，是否需要到別部門借等等，

是真正創業者需要思考的事情，而非像其他企業利用委員會等途徑決策通過新事業的相

關事項。 

研華是相當專注於本業的公司，因此釐清自己與其他競爭廠商相比之下的優勢何在

是很重要的考量；由專注本業的企業內部所發展出之新事業初期因為規模還小，從顧客

身上期望的回報也相對不大，新事業的發起者因為對此新概念有信念與願景，認為有深

入耕耘的機會，因此新事業發起者會像自己擁有事業一般的追求其發展與成長，相對逬

發投入內部創業的熱情；這種熱忱與大企業，例如 GE與西門子等，給予顧客截然不同

的感受，即使小規模新事業因技術不到位還在摸索發展方式，但顧客仍然可以感受到被

全力支援的熱情，因而願意共同參與新事業的創建；因此對研華來說，新事業跟顧客形

成緊密的夥伴關係是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新事業發起人腦中的創新想法會根據外

在環境與資源，共同拼湊出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式，其階段性的成果也許對真正的成熟市

場來說不是滿分，但對新事業來說，重要的是找到願意下單的第一群顧客，而這群顧客

也願意跟隨研華新事業的腳步一起前進，這是研華新事業成功相當重要的關鍵。新事業

發展出的新產品或新技術是找尋顧客以站穩腳步的工具，其成果有可能會因為距離成熟

市場的標準太遠而受到顧客嚴厲的批評，但只要顧客願意跟此新事業進行長久合作，那

麼該新事業依然有持續發展與翻牌的機會，在此過程之中，新事業便跟著顧客一起逐漸

縮短其成果與市場要求之落差，自然而然的逐步成長；而在此利基市場（Nic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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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持續經營，也自然會樹立口碑、累積得到相關的技術或經營訣竅（Know-how）。研華

科技在 2010 年以前推動內部創業的模式便是此種動態（Dynamic）形式，沒有固定的遊

戲規則與制式化流程，會任新事業在研華科技原有的定位上自由發揮成長。 

 

（四）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確立 

由於資源的分配是新創事業的要項，研華在過去的發展階段（約從創業初期至 2010

年）中並不時興以制式化流程向新事業分配資源，故研華內部的溝通管道十分暢通，延

續 hp 公司人際溝通的便利性，研華公司內部也是隨時敞開大門，歡迎各部門的同仁的

意見交流，基本上是非常容易在樓梯間碰到董事長並陳述新創理念的環境。高階管理者

在過去階段對新創事業進行怎樣的承諾作為投入新創事業之誘因？基本上研華的公司

環境是允許員工看到新的機會並向高層進行討論的，但研華對新事業的投資當然也不是

沒有上限，並非一看到新事業機會便全盤投入，而是對心機會有想法的員工（未來的

Business Owner）必須邊走邊看，時時確認當初自己想要進行與投入新創結果是否會確

實產生。這種過程還是配合研華組織的「演化」觀點所衍生而成，雖然新事業的發展在

這種過程中並非一飛沖天的快速發展，但其也是以穩健積極的步伐持續發展，發展過程

中難免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但研華公司認為整體來說是健康正向的發展，也會積極給予

協助。 

由於研華資深高層經歷許多新事業的成長與衰落，會以這些經驗幫助新概念提出者

強化與完整其背景知識；隱性的市場與管理知識提供、健全財務體質與穩健的研華

（Adventech）品牌等，都是新產品部門（PD）可以利用的資產，亦是研華協助內部新

創事業發展最重要之資源所在。除了部份資源的分配需要依照公司的規則，但整體來說，

在研華內部發展新創事業還是利大於弊，讓新創事業的起步較為穩定外，相較於直接外

部創業也更容易存活。研華同仁在公司內部工作約 5～10年，便可以利用個人的產業與

產品品知識，加上研華的資源協助，針對新概念專注發展。投入新產品部門的成員基本

上領的薪酬和以往沒有差異，但有可能會因為公司配套的紅利制度而有提昇獎酬的空間；

主要還是靠投入者的熱忱，在研華提供的資源之上，相對避免風險的嘗試發展新事業。

研華依據此方式，長久以來便塑造了組織內部創業的穩健風氣，也會相對吸引類似屬性

的人才在研華內部發展新事業；較有野心獲得高報酬者，或是沒有創業動機者，可能就

會選擇離開研華集團另創新公司，或是維持一般水準、失去在集團中可以突破職涯

（Career）現狀的機會，相對排斥掉不認同研華此種內部創業文化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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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會希望新產品部門發展事業過程中主動提出對相關資源的需求，公司本身並不

會主動向各產品部門詢問或直接給予任何資源，但會針對新產品部門的目標與發展狀況

表示關切，若發展狀況與目標有落差，會詢問其投資計畫與發展積極性，例如人才、財

務或通路等投資。公司會根據新產品部門的階段性績效數字深入詢問（Deep Dive），確

定該單位是否有在預定的軌道上發展；若新產品部門的技術或產品發展需要更多資源投

入，其 Business owner 會重新規劃小組內的人力分配，例如重新規劃 PD的研發人數，

其中專屬於 PD的研發團隊要多少人、和研華共用的研發人員又要多少人，而又要選擇

怎樣背景的研發人員等，都是 Business Owner考慮事業發展性之下必須思考的問題，這

些組成與規劃為 Business Owner 必須完整考慮的部份，並且會寫出一份計劃書與公司共

同討論，公司會依據他所提出的需求，結合過往創業經驗與產業現況給予適當的建議，

協助 Business Owner確定其團隊的最理想組成情況以及其組成與發展方向的正確性，公

司於此協助階段並不會將預算問題視為最終考量，重點是協助新創團隊避免錯誤的成員

組成把新創事業帶往不對的發展方向，甚至導致產品不穩定帶來更不良的後果。 

這段 Business Owner重新思考與擬定新事業計畫，結合公司介入討論、協助其克服

顧慮與障礙的時期，研華將其排除在預算與既定規劃的控制時程之外，允許新事業設定

自己的發展條件；公司給予的建議可以讓 Business Owner 順利發展新事業，也同時將預

算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期間公司不會主動干預資源分配模式，但會根據 Business Owner

提出的方案以經驗分享方式傳授隱性知識，甚至給予更大規模的資源運用建議，讓新創

事業的發展往正確方向前進，未來也可以和其他團隊共用資源。新產品部門除了技術問

題之外，行銷也有可能是業績不達標的問題點所在，而研華母公司具有全球完整的通路

佈局，也會根據資深行銷經驗，建議新事業部門參展、前往特定區域行銷新產品，若參

展費用太貴也可以考慮跟其他事業部門合作，在研華攤位中另設小攤位，這也是公司提

供資源的例子之一。 

資源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公司沒有辦法主動詢問每一個新事業的資源需求，因為同

時有太多 PD需要照顧，但研華認為重點在於公司已發展出一完整的事業平台，新事業

的 Business Owner 應該自己衡量可以跟公司索取怎樣的資源，以此計畫呈報公司，資深

高層會根據 PD的技術或產品成果以及過往扶植 PD的經驗，建議新事業較符合成本效

益的發展方式；任一新事業部門皆可排隊申請使用研華內部的組織公共資源【Common 

Support，包含預算、行銷與技術支援（Corporate Engineer Service）等】，彼此協調出各

自分配到的資源比例或使用的先後順序，若協調不成功，便會找該功能部門的領導者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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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資源使用緩急，排出一個較沒有爭議的分配結果。若是比較聰明的 Business Owner，

除了按照規定排隊等待資源分配外，也會同時觀察公司內部有哪些人才表現特別突出，

會在一般的業務流程外尋求對方額外的協助，或是觀察公共資源何時出現空檔可以靈活

使用；在爭取資源過程中，資深的管理高層基本上是不介入調停的，除了此過程可以充

分彰顯各 Business Owner的積極度之外，也可以就其借用資源的積極與靈活性辨別出該

PD未來的成功潛力，發展出各 PD之間的競爭生態。 

內部新創事業的績效衡量基本上是需要經過公司內部共同討論決定，新事業發想者

會先向公司提案，預想進入市場時不同階段所應該達成的目標，會自行設定類似一般商

業企劃書（Business Plan）的方案，而公司較資深的人員，例如高階主管或是曾經參與

新事業開發的同仁，便會針對其企劃提出相關建議，包含市場面、技術面或風險考量等

等；最後會將眾人的意見彙整出一個發展的大方向，便可以清楚呈現新事業團隊在未來

6個月至 12 個月中需要完成的目標。由於新事業發展初期，市場不確定性高且技術或產

品也不可能有立即的績效，因此並不容易制定關鍵績效指標（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其實會有許多副作用，但這不表示新創事業便不需要績效

指標，研華對此是採訂定里程碑（Milestone）方向的績效指標，亦即確定新事業發展方

向何在，獲得公司內部的肯定後，其他較為瑣碎的部份可以先暫時忽略，清楚往該方向

發展即可。確定發展的大方向後，可以大致劃分為 3個月期、6個月期、12個月期等階

段中，新事業應該進行較為具體的事務；進入任務階段性劃分的期間時，新事業發展的

願景（Vision）假定已經過充分的討論與認同，故並不會在此階段被拿來重新檢視，此

階段重視的為上述各月期所訂定的具體目標完成度。 

新創事業發展期並沒有硬性規定的時長，若是在任一階段發現進度與預定目標的落

差，便會回頭修正各月其應該要完成的目標進度，公司審核後確認新事業發展的確在當

初訂立的發展軌道上，過程中也確實執行了具體任務，即使成果不如意，公司還是會再

評估成果的狀況，衡量是否要同意新事業延長發展期。由於研華科技原本的定位便獨立

於主流之外，避開消費性電子的殺戮戰場，專注服務鎖定市場上的既有顧客，久而久之

讓顧客很難向其他企業尋求到類似的服務，與研華形成密切的夥伴關係，而非單純的商

業交易關係；研華秉持企業經營應該要有清楚的定位與目標客群，若這些條件都已確立，

在研華科技所處的產業中，便會與顧客形成密不可分的緊密關係，由於市場中能選擇的

廠商數量有限，顧客會不希望失去這樣的事業夥伴。即使研華未必能一開始便提供顧客

所需要的新科技或新產品，但當釋放出善意協助顧客的立場，例如提供醫療電腦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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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讓顧客因為增加了選擇性而獲得極大的滿足。 

由於研華十分注重顧客的意見，近年來，研華所設立的 D & MS（Design & 

Manufacturing）部門便專責共同設計相關事項，成為主要獲利來源之一；其新事業也延

續此作風，甚至在發展過程中會納入顧客建議，形成共同設計之成品。和顧客共同設計

產品的新產品部門，會和顧客共同協調出適當的績效衡量指標，在長期發展的考量下，

研華則會適度參與討論，思考進入新事業領域的確定性；若確定進入，則會協助新產品

部門的成員或合作夥伴來建構合作發展關係，將發展大方向確立下來、並評估該領域的

發展機會，決定要使用顧客品牌還是研華品牌，之後便可以開始評估市場規模、競爭狀

況、策略方向以及風險等構面；對研華來說，所謂的 Business Owner 除了為組織帶來新

的事業可能，研華更將其視作組織內部的小型創業家。 

 

三、單一個案分析 

根據研華科技的深入訪談內容，以下依據本研究的架構設計分析此個案的內部創業

流程與其中關鍵要素。 

 

表 4-8 研華科技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研華科技 

資訊取得 

資訊評估 

 內部高層與新概念提出者的交流討論 

-內部高層以資深管理經驗作為新概念提出者發展

新事業的思考前提。 

-與經營現實層面密切相關的議題，內容包含： 

(1) 對顧客端的瞭解程度與相關疑問 

(2) 產業與競爭層面 

資訊管道 

 從市場端與顧客端獲取資訊 

-起源：研華從 PC自動化應用轉型到工業電腦的演

變歷程。 

-重要的創新基礎。 

-看重產品與客戶需求的落差並積極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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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研華科技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研華科技 

資訊取得 

資訊管道 

（續） 

 隨公司成長階段不同而相異 

-創業初期：由負責出外進行展覽或與顧客交涉的人

員獲取外在資訊。 

-組織規模擴大後：不同產品線及小型團隊的負責人 

 期望投入之產業的專業報告以及相關市調 

 國際大廠在世界性展覽中展示的新技術/新產品 

資訊內容 

 顧客需求 

-創意源頭何在、為何會因為顧客提出的想法而決定

投入發展、對顧客的瞭解度、顧客對此產業的深入

程度。 

 市場趨勢與競爭概況 

-若新產品有發展價值，為何競爭對手只有幾家世界

知名大廠？其他廠商都不願意投入此市場？ 

-不願意投入的廠商理由為何？ 

-研華投入的成功可能性何在？ 

調適性張力 

 以「演化（Evolution）」方式因應環境挑戰 

-廣泛涉足非個人用、非商用之電腦 

-以長時間轉型與投入新事業累積經驗，補充核心能

耐之不足並予以深化。 

 內部員工試圖以建構新事業以弭平企業與外在環

境之落差 

-組織內部小型團隊的負責人由外部獲得產業相關

資訊後，針對現有技術能力與產品之不足，向組織

高層提出新創事業，並積極說服組織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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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研華科技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建構 

價值承諾 
 可能會因為配套紅利制度而有提昇獎酬的空間 

（基本薪酬水準不變） 

願景理念 

 成員個人對於創新的熱忱 

-在清楚瞭解公司所能提供的資源選項與上限的情

況下，自行拿捏成功可能性與資源獲取狀況，全力

發展。 

 對於公司擴張事業體系的認同度 

-將新事業視為組織對應外在環境成長的方式。 

-自己也投身其中積極參與，期待突破職涯（Career）

現狀。 

 肯定組織內部創業的穩健風氣 

-吸引類似屬性的人才在研華內部發展新事業。 

資源豐富度 

 以內部培育的成熟 PM為新創事業團隊領導者

（Business Owner） 

-培育年數平均 10年，位階：資深經理與協理間。 

-對產品知之甚詳，也對事業發展新機會有看法。 

-十分瞭解所在產業與公司與競爭優勢劣勢所在。 

-在研華內部被視為是該事業的擁有者，比研華內部

的每一個人都還要瞭解他所負責的產業動態，亦為

研華集團拓展新創事業的資訊與行動前線。 

 新創團隊組成 

-成立產品部門（PD，Product Division，亦可稱作

SBU，Strategic Business Unit）作為協助新創事業萌

芽期的資源基礎，作為公司的內部創業形式。 

-成員大多是循研華途徑培育出的資深員工。 

-並非使用「人力借調」、成立臨時團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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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研華科技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建構 
資源豐富度 

（續） 

 自主權很高的經營環境 

-Business Owner 直接面臨事業經營挑戰，例如增加

研發人員應該如何向公司承諾營業額與分攤利

潤；若增援人手不足，應該如何取得其他援助等。

-並非利用委員會等途徑決策通過新事業的相關事

項。 

 有機會與顧客共同參與新事業創建 

-新事業需要跟顧客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 

-和新創事業績效衡量結合。 

 隱性的市場管理知識的支援 

-研華資深高層以經歷許多新事業的成長與衰落為

經驗背景，幫助新概念提出者強化與完整其背景知

識。 

 母公司健全的財務體質 

 穩健的研華（Adventech）品牌 

網絡連結與合作

網絡確立 
資源遞移 

 既有部門成員移轉至新事業小組 

-人員組成視 Business Owner 規劃而定，成員不一定

要全部專屬於（dedicated）新事業小組。 

 新技術/新產品資訊流動程度高 

-內部溝通管道十分暢通。 

-高層可以藉由此機會確認當初企劃與目前新創結

果之落差。 

 組織內部公共資源【Common Support，包含預算、

行銷與技術支援（Corporate Engineer Service）等】 

-任一新事業部門皆可排隊申請使用 

-各部門與 PD彼此協調出各自分配到的資源比例或

使用的先後順序。 

-資深高層基本上不介入爭取資源過程的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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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研華科技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研華科技 

網絡連結與 

合作網絡確立 

（續） 

網路中心 

 依據 Business Owner的積極與靈活度而定 

-申請資源與靈活借用 

 依據 Business Owner對其新事業階段性規劃而定 

-根據各階段新創成果與預期的落差，以及 Business 

Owner 對必要投入資源多寡的認定，綜合資深高層

的建議調整投入資源。 

創新績效 

 找到願意向 PD下單的第一群顧客 

-顧客同時願意跟隨研華新事業腳步前進 

-爭取與顧客的長久合作。 

-共同縮短創新成果與市場要求之落差。 

 公司內部共同討論決定新創事業績效衡量指標 

-將新事業發想者的提案與資深高層在市場面、技術

面或風險考量層面的建議彙整出一個發展的大方

向，清楚呈現新事業團隊在未來 6個月至 12 個月

中需要完成的目標。 

 訂定里程碑（Milestone）方向的績效指標 

-往獲得公司內部肯定的新事業方向發展，整體發展

期無硬性規定時長。 

-大致劃分為 3個月期、6個月期、12 個月期各階段

中，新事業所應進行的具體事務。 

-重視上述各階段所訂定的具體目標完成度。 

-依據各階段進度與預定目標的落差，回頭修正各階

段應該要完成的目標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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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研華科技個案分析 

內部創業流程 研華科技 

網絡連結與合作

網絡確立 

（續） 

資源分配重置 

 新 PD發展過程中須主動提出相關資源需求 

-公司本身並不會主動向各產品部門詢問或直接給

予任何資源 

-公司關切新產品部門的目標與發展狀況之落差，會

詢問其投資計畫與發展積極性，例如人才、財務或

通路等投資。 

-Business owner 須依發展階段需求重新規劃小組所

需資源，資深高層會根據 PD的技術或產品成果以

及過往扶植 PD的經驗，建議新事業較符合成本效

益的發展方式，並協助 Business Owner 確定其團隊

的最理想組成情況以及其組成與發展方向的正確

性。 

-協助新創團隊避免因為錯誤的成員組成而往錯誤

方向發展。 

創新模式認同

與建立 

 創造顧客的最大滿足 

-因公司定位特殊性，讓顧客很難向其他企業尋求到

類似的服務，進而與研華形成密切夥伴關係。 

-以協助顧客的立場釋放善意，讓顧客增加產品選擇

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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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個案彙整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複雜科學理論對應內部創業流程，將內部創業流程分為四個重要階段，

分別是資訊取得、調適性張力、新創事業建構、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建立，以下會先針

對個案公司背景作說明與比較；接著將個案的內部創業流程對應本研究提出的複雜科學

觀點整合架構，再分別針對此四階段的變量比較個案公司的內部創業流程。 

 

一、個案背景說明與比較 

    此部份彙整個案公司背景，由於本研究選擇個案皆是台灣本土公司，個案公司皆以

台灣作為初期發展根據地，再依公司策略需求逐漸拓展據點到世界各處。本節背景說明

主要以個案公司發展至今的基本資料作比較項目，並包含 2011年的全球營業額，說明

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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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個案公司背景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成立時間 1976 年 1990年 1980年 1981年 

總部國籍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領域別 消費性電子 消費性電子 晶圓代工 工業用電腦 

全球員工人數 8,000 人 10,000 人 13,000 人 5,905 人 

全球總營業額37
 

（2011 年） 

合併營收約新台幣

4,754.9 億元 

合併營收約新台幣 3,503

億元 

合併營收約新台幣

1,058.8 億元 

合併營收約新台幣

264.34 億元 

主要業務範圍 

 生產桌上型電

腦、筆記型電腦、

PDA、伺服器、顯

示器和其他儲存

裝置等電腦週邊

產品。 

 軟體與維修服務

之通路銷售。 

主要業務為電腦主機

板、3D顯示卡、網路卡

SCSI、筆記型電腦、光

碟機、伺服器等產品之

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

等。 

 專業晶圓製造服

務，依客戶需求提

供矽智財(IP)、嵌入

式積體電路設計、

設計驗證、光罩製

作、晶圓製造、測

試等服務項目。 

 採用領先製程技

術，包括 28 奈米製

程、混合訊號及射

頻元件製程，以及

廣泛的特殊製程技

術。 

 工業用電腦相關產

品之生產大廠，產

品應用領域廣泛，

主要為自動化設

備。 

 業務範圍包括完整

的系統集成、硬

體、軟體、以客戶

為中心的設計服務

和全球後勤支援，

均由後端辦公電子

商務解決方案進行

保障。 

內部創業涉足

之產業範圍 

 筆記型電腦 

 消費性電子 

 顯示器 

 筆記型電腦 

 （小筆電） 

 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IC設計 

 環境與設備監控 

 網路通訊與安全 

 POS/POI 自助終端 

 e 化工廠/e自動化 

 醫療和家庭自動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37

 個案公司 2011 年全球總營業額資料來源為各公司 2011 年度年報。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571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IP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A4D%u9AD4%u96FB%u8DE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49%u7F69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676%u5713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51F%u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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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內部創業流程整理比較 

此部份根據本研究將複雜科學觀點與內部創業流程的對應架構，用以比較個案公司

在推行內部創業的流程中所呈現的關鍵特質。依據架構，本研究將內部創業流程分為四

個重要階段，分別是資訊取得、調適性張力、新創事業建構、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建立，

以下分別針對此四階段的變量比較個案公司的內部創業流程。 

 

（一）資訊取得 

（1）資訊評估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資訊評估。比較如表 4-10： 

 

表 4-10 個案公司的資訊評估比較 

個案公司 資訊評估 

宏碁集團  企業意見領袖的想法 

 市場調查機構的建議 

 從技術面檢視新創事業的可行性 

華碩電腦  以公司層級（一般來說是執行長）對新資訊進行評估，評估標準有二： 

一、新產品的市場機會 

二、企業本體技術能力是否足以支應新產品發展 

聯華電子  市場策略 

-希望可以在當地市場先行佔領優勢地位以及快速獲得市場新資訊 

-維持聯電在既有市場的定位 

-進入時機的成熟度 

-技術、市場、行銷人員就其專業協助評估新事業的發展可能性（潛在的市場與值得投

入性、未來納入其他輔助人才的考量、與對手相較之競爭優勢） 

 鞏固顧客 

-避免顧客轉單到競爭對手公司。 

 主要決策者：聯電高層 

-會在眾多新事業發展概念中依據個人喜好與考量選擇想要投入發展的方案。 

-投入金額不大者可由各事業部之總經理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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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0 個案公司的資訊評估比較 

個案公司 資訊評估 

研華科技  內部高層與新概念提出者的交流討論 

-內部高層以資深管理經驗作為新概念提出者發展新事業的思考前提。 

-與經營現實層面密切相關的議題，內容包含： 

(1) 對顧客端的瞭解程度與相關疑問 

(2) 產業與競爭層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由表 4-10可以發現，每家個案在進行新資訊評估時有異同之處。相同的部份為，

企業接觸與獲得新資訊之後，都需要經過企業高層對該新資訊的評估與審核，並且

結合新市場/新產品的規模與機會預測，觀察新資訊是否暗示了投入新市場的機會。

相異的部份在於企業評估新資訊時著重考量的要素，宏碁與華碩看重企業本身具有

的技術能力是否足以應付新產品的發展；聯電則是在技術面之外還要同時考量市場

策略，若欲維持本業單純化，便需要進一步思考後續投入新事業的模式，並會依據

可能投入金額的大小，視情況改變決策層級；研華則強調對潛在顧客端的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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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管道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資訊管道。比較如表 4-11： 

 

表 4-11 個案公司的資訊管道比較 

個案公司 資訊管道 

宏碁集團  既有事業之技術追蹤過程 

 既有事業之經營過程 

華碩電腦  既有產品市場 

 設計團隊： 

對消費者的觀察或是來自於公司高層的指示 

（此項限定於產品的漸進式創新） 

聯華電子  Top-down（由上而下）： 

根據董事長出國參展吸收新資訊，綜合其從報章雜誌等管道得到的相關訊息後，示意

公司員工針對此產品進行研究。 

 Bottom-up（由下而上）： 

員工於平日會議提供新技術/新產品想法 

 現有管理階層的同學或是已經離職的同事 

 競爭對手 

研華科技  從市場端與顧客端獲取資訊 

-起源：研華從 PC自動化應用轉型到工業電腦的演變歷程。 

-重要的創新基礎。 

-看重產品與客戶需求的落差並積極調整 

 隨公司成長階段不同而相異 

-創業初期：主要由負責出外進行展覽或與顧客交涉的人員獲取外在資訊。 

-組織規模擴大後：內部不同產品線及小型團隊的負責人 

 期望投入之產業的專業報告以及相關市調 

 國際大廠在世界性展覽中展示的新技術/新產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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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1 可以發現各家公司的資訊管道皆不盡相同，宏碁與華碩主要是由現有

產品與市場找尋新產品與新技術的發展機會，華碩並於近年來強調工業設計能力，

故設計團隊也成為重要資訊管道之一。聯電資訊管道多元，有 Top-down、Bottom-up、

內部員工的外部人脈及競爭對手等，其中以 Top-down 為主要的資訊管道，高階主管

將國外參展所得新資訊分享到企業內部。研華除了像聯電一樣會從國際展覽獲取資

訊之外，也會藉由市場端與顧客端的意見來縮短資訊落差，並配合預期投入產業的

專業報告及相關市調瞭解產業全貌；研華並同時以組織內部員工為資訊管道，依公

司成長階段而由不同的員工負責蒐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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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內容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資訊內容。比較如表 4-12： 

 

表 4-12 個案公司的資訊內容比較 

個案公司 資訊內容 

宏碁集團  可以附加到既有產品的新特質/技術與可發展特色 

華碩電腦  新產品趨勢 

 消費者動態 

聯華電子  新產品/新技術 

 市場動態 

 顧客需求 

研華科技  顧客需求 

-創意源頭何在、為何會因為顧客提出的想法而決定投入發展、對顧客的瞭解度、顧

客對此產業的深入程度。 

 市場趨勢與競爭概況 

-若新產品有發展價值，為何競爭對手只有幾家世界知名大廠？其他廠商都不願意投

入此市場？ 

-不願意投入的廠商理由為何？ 

-研華投入的成功可能性何在？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由表 4-12 可以發現華碩、聯華與研華蒐集的資訊內容基本上皆來自於顧客需求

與市場現況，其中華碩與聯電並會關心新產品或新技術的資訊；研華除了需要更深

入瞭解顧客需求與新事業創意來源之外，並同時關注競爭對手的策略。宏碁特別不

同的是以既有產品為主軸蒐集資訊，故其資訊內容集中於可能附加於既有產品之上

的新技術或可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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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適性張力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調適性張力形成原因。比較如表 4-13： 

 

表 4-13 個案公司的調適性張力形成原因比較 

個案公司 調適性張力 

宏碁集團  既有事業不能持續成長的警覺性 

 覺察產品轉變的可能性 

 技術追蹤過程中對新事業形成的期待 

華碩電腦  給予員工自由發想新產品的空間： 

鼓勵員工履行工作任務的同時多多觀察，以發掘新產品機會。 

聯華電子 

 內部任何員工皆有提出新想法的權利 

-藉由平日技術會議、產銷會議表達 

 員工日常培養出注意新事物之習慣 

-思考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可能性 

 高階管理階層的衍伸想法 

-根據產業、其他公司大老、競爭對手、顧客及對新資訊的接觸延伸 

研華科技 

 以「演化（evolution）」方式因應環境挑戰 

-廣泛涉足非個人用、非商用之電腦 

-以長時間轉型與投入新事業累積經驗，補充核心能耐之不足並予以深化，以創新

作法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動。 

 內部員工試圖以建構新事業以弭平企業與外在環境之落差 

-組織內部小型團隊的負責人由外部獲得產業相關資訊後，針對現有技術能力與產

品之不足，向組織高層提出新創事業，並積極說服組織投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所謂的調適性張力，所指為企業內部成員受到外在資訊衝擊，感受到現況與期望目

標之落差，而此差距無法藉由既有事業的運作加以彌補或銜接，在沒有適當的發揮情節

與角色安排下，讓成員因為內外資訊的落差感受到改變現狀的迫切性，隱約呈現出期待

新秩序形成的擾動現象，此焦慮促使既有部門試圖尋求解決之道，此便為調適性張力狀

態 (Smith & Gemmill, 1991; 蔡文鈞，2006) 。由表 4-可以看出各個案公司內部形成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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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張力狀態的先決條件主要都來自於認知企業能力與外在環境的差異，因而急於尋求內

外的平衡。其中宏碁是以公司角度營造整體的調適性張力狀態，讓公司全體感受到必須

改變的急迫感，華碩、聯華與研華皆是讓員工廣泛涉獵新訊息或是養成注意新事物的習

慣，並營造讓他們可以提出想法的空間與制度，其中，聯電還是保留公司營造調適性張

力的空間；研華並因為長久實行內部創業，已將調適性張力狀態視為彌補公司核心能耐

有所不足之處的機會。 

 

（三）新創事業建構 

（1）價值承諾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價值承諾。比較如表 4-14： 

 

表 4-14 個案公司的價值承諾比較 

個案公司 價值承諾 

宏碁集團  （新創事業團隊）領導者： 

無特別獎勵制度，依原有薪酬水準。 

 （新創事業團隊）非領導者： 

依原有薪酬水準、職級提昇。 

華碩電腦  將內部創業單位 KPI與績效考核、分紅等配套結合 

（薪酬水準不變） 

聯華電子  過往：員工分紅與獎金 

研華科技  可能會因為配套紅利制度而有提昇獎酬的空間。 

（薪酬水準不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由表 4-14可以看出個案公司讓參與內部新創事業發展的成員所能獲得的價值與利益，

其基礎都是相同的：該員工薪酬水準不變，並在此基礎上作變化。在宏碁，被指派為內

部新創事業領導者的主管除了薪酬不變、職位也不會變動，非領導者則有升遷的機會。

華碩、聯華與研華都是在員工既有的薪資水準之上，與績效考核、紅利制度等結合，給

予額外的的獎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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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願景理念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願景理念。比較如表 4-15： 

 

表 4-15 個案公司的願景理念比較 

個案公司 願景理念 

宏碁集團 （遵循企業未來成長的策略、被動發揮專業責任，沒有特別強調此部份） 

華碩電腦  同仁對於發展新事業具高度認同感 

-研發同仁： 

新技術、新鮮感以及成就感的挑戰 

-產品規劃同仁： 

產品新穎性以及新市場的專業挑戰 

聯華電子  成為獨立經營公司 

 實踐創業熱忱 

研華科技  成員個人對於創新的熱忱 

-在清楚瞭解公司所能提供的資源選項與上限的情況下，自行拿捏成功可能性與資源獲

取狀況，全力發展。 

 對於公司擴張事業體系的認同度 

-將新事業視為組織對應外在環境成長的方式。 

-自己也投身其中積極參與，期待突破職涯現狀。 

 肯定組織內部創業的穩健風氣 

-吸引類似屬性的人才在研華內部發展新事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由表 4-15可以看出個案公司中，參與成員對企業建構新創事業與願景的認同度，

根據個案公司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宏碁集團中參與新創事業的成員，對於內部創業本身

積極度與熱情程度皆不高，主要遵循公司策略行事；相較於此，華碩、聯電與宏碁的參

與成原則對於內部創業相對具有熱忱與認同感，會在組織長期營造的創業風氣中，認同

公司本體所進行的事業擴張，並積極貢獻自己的觀察所得以及能力。 

 

  



131 
 

（3）資源豐富度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資源豐富度。比較如表 4-16： 

 

表 4-16 個案公司的資源豐富度比較 

個案公司 資源豐富度 

宏碁集團  由公司指派的專屬領導者 

 專屬研發團隊與 PM，有時候配有 ODM 業務 

 與公司共享行銷、業務、財務、會計等功能性 

（視該新創事業規模與層級而定） 

華碩電腦  組織公共資源（Common Resource）共享： 

-行銷、業務、財務與會計等資源 

-公司層級的 ID與 ME團隊會視情況予以協助 

 專屬技術團隊 

-由執行長與公司高階主管指定領導者： 

資深工程師或 PM 

-該領導者自由決定的新創團隊組成 

 執行長全程參與 

聯華電子  新創事業小組成員： 

-公司根據新事業概念的發想來源指定小組領導者（Top-down 或 Bottom-up） 

-領導者自行尋找熟識同僚，並向公司申請這些同仁作為團隊夥伴，一般不會超過十人。 

-初期人員組成以研發人員居多。 

-融合資深與年輕成員，無固定組合模式。 

-設計員工可以依據公司需求流通的制度；但不會強硬執行。 

 管理知識共享： 

-提供公司的管理規章、作業準則與作業流程等，新事業小組再依據各自需求與事業規模

進行修正。 

 組織公共資源共享： 

-生產、行銷、管理、人事、財務等資源比照本業的需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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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6 個案公司的資源豐富度比較 

個案公司 資源豐富度 

研華科技  以內部培育的成熟 PM為新創事業團隊領導者（Business Owner） 

-培育年數平均 10年，位階：資深經理與協理間。 

-對產品知之甚詳，也對事業發展新機會有看法。 

-十分瞭解所在產業與公司與競爭優勢劣勢所在。 

-在研華內部被視為是該事業的擁有者，比研華內部的每一個人都還要瞭解他所負責的產

業動態，亦為研華集團拓展新創事業的資訊與行動前線。 

 新創團隊組成 

-成立產品部門（PD，Product Division，亦可稱作 SBU，Strategic Business Unit）作為協

助新創事業萌芽期的資源基礎，作為公司的內部創業形式。 

-成員大多是循研華途徑培育出的資深員工。 

-並非使用「人力借調」、成立臨時團隊的模式。 

 自主權很高的經營環境 

-Business Owner 直接面臨事業經營挑戰，例如增加研發人員應該如何向公司承諾營業額

與分攤利潤；若增援人手不足，應該如何取得其他援助等。 

-並非利用委員會等途徑決策通過新事業的相關事項。 

 有機會與顧客共同參與新事業創建 

-新事業需要跟顧客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 

-和新創事業績效衡量結合。 

 隱性的市場管理知識的支援 

-研華資深高層以經歷許多新事業的成長與衰落為經驗背景，幫助新概念提出者強化與完

整其背景知識。 

 母公司健全的財務體質 

 穩健的研華（Adventech）品牌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所謂的資源豐富度，為企業內部可以投入至新創事業建構中所具有並能承諾提供的

既有資源。由表 4-16可以觀察到個案公司建構新創事業時資源豐富度的異同。相同的

部份是，新創事業小組中，研發團隊基礎組成都是由小組領導者自行決定（主要是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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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 PM）。新創事業發展中所需要的組織公共資源（Commom Resource），例如行銷、

財務與行銷等，皆可與公司共享，並會視情況給予公司層級功能性資源的協助。相異的

部份為決定是否投入新事業發展的標準、選擇新創事業小組領導者的方式以及公司可以

提供的公共資源範圍與程度。 

關於決定是否投入新事業發展的標準，四間個案公司基本上皆是由高階領導者決定，

但同意標準各有不同，宏碁與華碩基本上由高階主管根據資訊評估階段後同意投入後即

可，其中華碩執行長更是全程參與新創事業建構過程；研華則不會設置新事業的投入審

核標準，而是以資深管理經驗與提出新事業想法的員工進行深度意見交流之後，鼓勵他

們將新事業想法持續修正以臻成熟。 

領導者選擇方式，宏碁、華碩皆是由公司高層直接指定，聯華與研華則是以當初提

出新事業想法的員工為領導者。而在行銷、業務、財務之外，公司所能提供的公共資源

範圍與程度，以華碩、聯華及研華較為豐厚；華碩的工業設計與機械工程部門會視新創

事業小組需求提供協助，聯華是會以公司已有完整制度的管理知識職提供給新創事業小

組使用，研華則是以資深高層的新創事業管理經驗時時與小組進行知識交流，確認其發

展方向正確性，在研華品牌之下建構自主權很高的事業經營環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聯華提供的公共資源主要集中於財務，業務與技術皆獨立專屬於新創事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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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建立 

（1）資源遞移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資源遞移。比較如表 4-17： 

 

表 4-17 個案公司的資源遞移比較 

個案公司 資源遞移 

宏碁集團  既有部門成員完全移轉至內部創業單位 

 新產品資訊主要在參與團隊內部流動 

 提供組織公共資源的部門會於平日職責基礎上稍作協助 

華碩電腦  既有部門成員完全移轉至新事業單位，公司同時會為原部門單位安排合適接替人選

與方案 

 新產品資訊流動範圍與新事業發展時期有關 

（初期侷限於最初發起人、華碩的高階主管與企業內部的幾位重要成員） 

 組織公共資源部門配合公司年度政策調整： 

-業務部門會於平日職責基礎上稍作協助。 

-財務規劃、利潤（income statement）以及公共資源使用之費用會依據各事業單位的

使用情形分別作攤提。 

聯華電子  依據新事業概念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程度而定 

-同仁有較大誘因將新想法與公司內部較受重視的同僚或主管討論，並交由他們發

表，以增加新想法向上呈報、實踐與分配到資源的可能性。 

 基本上公司全體成員皆對新技術資訊略知一二，資訊流動程度高 

 提供公共資源的部門會依公司政策配合協助 

 完全移轉技術部門優秀同仁為新事業發展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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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7 個案公司的資源遞移比較 

個案公司 資源遞移 

研華科技  既有部門成員移轉至新事業小組 

-人員組成視 Business Owner 規劃而定，不一定會全部專屬（dedicated）新事業小組。 

 新技術/新產品資訊流動程度高 

-不以制式化流程分配新事業資源，內部溝通管道十分暢通。 

-高層可以藉由此機會確認當初企劃與目前新創結果之落差。 

 組織內部公共資源【Common Support，包含預算、行銷與技術支援（Corporate Engineer 

Service）等】 

-任一新事業部門皆可排隊申請使用。 

-各部門與 PD彼此協調出各自分配到的資源比例或使用的先後順序。 

-資深高層基本上不介入爭取資源過程的調停。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資源遞移意指企業內部成員對新創事業的資源貢獻程度，包含了直接與間接的貢獻，

「直接」表示人力流動，「間接」則表示資訊或是企業功能性的流動，本研究中的資訊

流動主要是從新創事業小組外流到組織其他部門，其他部門透過公司的指示進行相關協

助；由表 4-17可以看出各公司在新事業發展的過程中資源遞移的異同。相同的部份為

新創事業小組成員歸屬以及公司公共資源運用：個案公司內部確定進入新創事業小組的

成員（主要是研發人員與 PM），皆會被重新規劃專屬於新創事業小組，而非採借調模式

運用人力資源；公司公共資源運用基本上都會配合公司的政策指示與設計，不過分配到

的多寡會依據新創事業小組領導者的層級而定。華碩會依據公共資源使用比例向各新事

業小組攤提費用，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研華科技，研華除了公司既有部門之外，另有額外

的內部公共資源規劃，可以讓新事業排隊申請使用，同樣也採用費用攤提政策；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宏碁與華碩都會因為新創事業小組之領導者位階而會有不同的資源分配模

式。 

相異的部份為新產品資訊流動的範圍，宏碁與華碩因為以 Top-down 為主要建構途

徑，所以初期資訊流動以團隊內部為主要範圍，之後會視產品發展成熟程度而讓新產品

/新訊息的資訊擴散；相對於此，聯華與研華的資訊流動程度較高。聯華是因為其本業

為所處業界之前段班，故本來就掌握許多新技術的訊息，新事業建構的重點只在於是否

高層同意發展；研華則是因為有非常暢通的內部溝通管道，所以資訊流動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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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中心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網路中心程度。比較如表 4-18： 

 

表 4-18 個案公司的網路中心程度比較 

個案公司 網路中心程度 

宏碁集團  形同一小型企業體，事業經營所需資源一應俱全 

華碩電腦  以「打群架文化」為發展基礎 

-在關鍵時刻集中火力，集中公司所有重要資源進行專案支援。 

聯華電子  依據新事業概念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程度而定 

-受重視者其所獲資源多，新創事業投入要素完整。 

-受重視者其團隊同樣受高層關心並關注發展。 

研華科技  依據 Business Owner的積極與靈活度而定 

-申請資源與靈活借用 

 依據 Business Owner對其新事業階段性規劃而定 

-根據各階段新創成果與預期的落差，以及 Business Owner對必要投入資源多寡

的認定，綜合資深高層的建議調整投入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所謂的網路中心，意指為新創事業網絡的完整度與密集度，例如連結中所包含的成

員數目以及各自負責的功能等，由表 4-18 可以看出四家個案公司看待新創事業的態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新創事業的存在對個案公司來說基本上都是公司的焦點，由於都是以

技術能力為新創事業建構的出發點，因此一定會有專屬技術團隊與 PM，除此之外也願

意提供可以支援其發展的資源：華碩採用「打群架」模式，在關鍵時刻集中火力，集中

公司所有重要資源進行專案支援；研華則是根據新創事業發展階段性規劃以及 Business 

Owner 的靈活度而有資源集中程度不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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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績效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創新績效。比較如表 4-19： 

 

表 4-19 個案公司的創新績效比較 

個案公司 創新績效 

宏碁集團  量化指標：新產品市占率與年營收等 

 質化指標： 

-無明確制度化，主要取決於新事業單位領導者與公司高層的互信關係 

華碩電腦  制定標準： 

一是要能夠符合公司的經營目標，二是要對同仁能夠有所鼓舞；調整成熟事業單位

使用的 KPI評估的優先順序而成，並隨發展階段再次調整順序。 

-以心佔率（mind share）作為第一指標。 

-次要指標諸如出貨量、獲利與邊際利潤等。 

-將 KPI配套員工分紅作為正向激勵。 

聯華電子  無硬性規劃績效目標 

-主要考量新產品與技術整體時間軸的配合狀況 

 發展初期主要依據新創事業小組成立前的企劃書來確認發展進度 

-擬定推出樣品、送樣、客戶認證、認證通過，或是廠房搭建完成度等各里程碑

（milestone）所需時間。 

-偏重於質化指標的「進度設定」，而非制式量化的販售數量。 

-有時候會與顧客共同設計績效衡量指標。 

 設定一段至少 3年的「培育期」 

-與同業競爭對手比較，依據對方創設發展的年間以及其發展成果，回頭評估公司發

展狀況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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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9 個案公司的創新績效比較 

個案公司 創新績效 

研華科技  找到願意向 PD下單的第一群顧客 

-顧客同時願意跟隨研華新事業腳步前進 

-爭取與顧客的長久合作。 

-共同縮短創新成果與市場要求之落差。 

 公司內部共同討論決定新創事業績效衡量指標 

-將新事業發想者的提案與資深高層在市場面、技術面或風險考量層面的建議彙整出

一個發展的大方向，清楚呈現新事業團隊在未來 6個月至 12個月中需要完成的目標。 

 訂定里程碑（milestone）方向的績效指標 

-往獲得公司內部肯定的新事業方向發展，整體發展期無硬性規定時長。 

-大致劃分為 3個月期、6個月期、12個月期各階段，新事業所應進行的具體事務。 

-重視上述各階段所訂定的具體目標完成度。 

-依據各階段進度與預定目標的落差，回頭修正各階段應該要完成的目標進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創新績效為新創事業績效衡量的標準，主要以質化變數為考量 (Souder & Song, 

1998)，由表 4-19 可以看出個案公司訂定績效衡量標準的異同。相同的部份為，四家個

案公司都認為新事業建構初期必須使用質化指標衡量，宏碁注重新創事業小組領導者與

高層的互信關係、華碩注重新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心佔率、聯華以「進度設定」搭配

與競爭對手的比較情況判定績效狀況、研華則以找到第一批願意下單的顧客為重要指標，

並依據新事業發展方向訂定各階段（里程碑）的具體目標，檢驗各階段發展的情況並調

整績效指標；值得注意的是，宏碁與華碩仍然有將量化指標列入績效衡量標準中，宏碁

會衡量新產品市占率與年營收，華碩則將出貨量、獲利與邊際利潤等量化指標列為次要

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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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源重置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資源重置狀況。比較如表 4-20： 

 

表 4-20 個案公司的資源重置狀況比較 

個案公司 資源重置 

宏碁集團  無固定分配模式，以創新績效為資源分配依據 

-營收增長與規模擴大者可持續增加人力與預算。 

華碩電腦  以協助公司發展新創事業為重心，機動調整 

-「打群架」。 

-執行長以制高點角度出面協調。 

-具有彈性的 KPI。 

 有限支援新創事業並行發展 

-依據新創事業的規模以及複雜度決定。 

 利用既有產品的事業基礎 

聯華電子  新事業部門人員組成 

-部門領導者的既有人脈關係 

-領導者直接物色熟識或適合新創事業開發的同僚。 

 內部成員依據新事業發展性而主動投靠 

-內部員工藉由平日工作對該領導者的瞭解，得知與其共事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或是

未來前景可期，因此主動加入。 

 財務資源與公司共用，業務與技術等方面幾乎全部獨立 

 以預算限制性作為新事業審核標準 

-決定新事業推動的優先順序。 

-篩選掉投入意願不高的方案。 

 刻意的資源競爭 

-高階主管將公司內部視為同一市場，刻意同時設 2～3 個新事業方案相互競爭，

勝出者得以成為公司正式推動該新產品或新技術的新事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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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20 個案公司的資源重置狀況比較 

個案公司 資源重置 

研華科技  新 PD發展過程中須主動提出相關資源的需求 

-公司本身並不會主動向各產品部門詢問或直接給予任何資源 

-公司關切新產品部門的目標與發展狀況之落差，會詢問其投資計畫與發展積極

性，例如人才、財務或通路等投資。 

-Business owner 須依發展階段需求重新規劃小組所需資源，資深高層會根據 PD的

技術或產品成果以及過往扶植 PD的經驗，建議新事業較符合成本效益的發展方

式，並協助 Business Owner 確定其團隊的最理想組成情況以及其組成與發展方向

的正確性。 

-協助新創團隊避免因為錯誤的成員組成而往錯誤方向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資源重置為新創事業合作網絡中最終確定的資源分配情形，由表 4-20 觀察個案公

司在新事業發展過程中最後所確定的資源配置情況，發現此變項十分有趣的是，四間個

案公司基本上一定會分配新創事業小組專屬的技術團隊與領導者，也會提供新事業經營

的必要資源，除此之外其他的資源分配都會視新事業發展而彈性決定，研華甚至會採被

動姿態，由新創事業小組自行向公司提出申請。另外比較特別的狀況是，因為公共資源

具有限制性，同時並進的新創事業小組必定會面臨資源排擠的問題，公司面對這樣的資

源配置難題，處理方式也有所差異：宏碁以新創事業之績效決定資源分配之多寡，華碩

則是會限制同時發展的新創事業數目，聯華則會使用預算限制性排列同一領域新創事業

發展優先順序，並有可能設定公司內部的資源競爭局面，以篩選出最適合發展新事業的

新創事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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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 

此部份比較個案公司的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比較如表 4-21： 

 

表 4-21 個案公司的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比較 

個案公司 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 

宏碁集團  理論上會複製內部創業成功經驗，微調之後扶植下一波新事業 

華碩電腦  可複製的新創事業推行經驗 

-以發展階段結合人力、資源及市場機會 

-全公司傾力投入 

 維持公司一致性形象 

-工業設計團隊負責維持公司形象一致性。 

 與外部夥伴合作擴張 

-會積極說服外部可能的策略合作夥伴共同參與。 

-建構下一波新事業的廣大知識基礎。 

聯華電子  複製成功內部創業經驗扶植下一波新事業 

-瞭解新事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專門人力資源。 

-主動調配適合與表現優異且有意願的員工到任。 

 內部成員對公司成立新事業小組態度兩極 

-各部門原有良好資源被調動剝奪，導致對新事業是否能夠成功之態度消極負面。 

-短暫的流程運作不順暢，但在既有的規範上逐漸會回歸最有效率的運作狀態。 

研華科技  創造顧客的最大滿足 

-因公司定位特殊性，讓顧客很難向其他企業尋求到類似的服務，進而與研華形成

密切夥伴關係。 

-以協助顧客的立場釋放善意，讓顧客增加產品選擇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為新創事業參與成員對此合作模式的認同與進一步的投入程

度，此部份因為正向回饋作用影響新創事業建構，故其衡量變數同於企業建構新創事業

時的願景理念，為參與成員對企業建構新創事業與願景的認同度。根據表 4-21可以看

出四間個案公司基本上都會複製建構新創事業的經驗，以及中間分配資源的過程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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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推動新創事業的經驗基礎，而員工會因為公司成功推動新創事業而增加了對公司

新事業發展的認同，不過聯電內部員工對於新創事業也會有反彈聲浪，而人的議題也是

聯電再次推動新創事業必須考量與調整的因素。但個案公司新創事業發展到最後的型態

不盡相同，宏碁、聯電的推動經驗是讓新事業成熟之後，切割出去成立新事業公司；華

碩與研華的新事業發展經驗最終則是會成立新事業部門，而研華也在不斷正向回饋發展

新事業的過程中和顧客建立緊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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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命題與討論 

    本章根據第三章的研究架構及其變項，與個案訪談所獲得之初級資料、個案公司相

關次級資料、第四章個案研究以及第四章第五節個案彙整與分析結合，並與第二章的文

獻探討進行分析比較與討論。本章除了會針對個案公司內部創業推行方式的異同進行說

明與討論，且會彙整個案公司內部創業實際作法作為驗證，歸納出與個案公司實際作法

對應的理論論述，提出研究命題。 

 

第一節、 構面連結詮釋 

一、資訊取得與調適性張力之形成 

各個案公司的資訊取得情形對於塑造調適性張力之程度具有影響性，如表 5-1 所

示，並提出研究命題一。 

 

表 5-1、個案公司資訊取得對調適性張力形成之影響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資訊取得 企業高層由既

有事業的經營

與技術追蹤過

程獲取資訊 

企業高層由既

有產品市場獲

取資訊、員工

發想新概念 

企業高層參展

所得新資訊與

其人脈、員工

提供新想法、

競爭對手 

國際性展覽、

員工從既有顧

客端獲取資

訊、產業市調

與報告 

對調適性張力形

成之影響 

企業高層對新

產品/新技術

動向保持警覺 

企業高層塑造

讓員工從既有

產品發想新點

子的自由空間 

員工與企業高

層皆習慣於注

意新事物，並

可於日常會議

提出 

時時保持對新

資訊之開放

性，內部溝通

管道暢通可隨

時溝通新想法 

調適性張力程度 中 中高 高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一： 

台灣科技業廠商之資訊取得情形會影響其形成之調適性張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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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碁集團 

新資訊輸入主要來源為高層或員工在既有經營領域中所觀察到的產品/技術

新趨勢，由於將新產品/新技術視為未來可能支撐企業體成長的新創事業機會，

企業高層會因為這樣的考量，持續對新產品/新技術動向保持警覺。 

 

（二） 華碩電腦 

    具有堅強研發實力，對於所處市場的新產品訊息敏感，輸入者可能是企業高

層，也可能是華碩員工；華碩本身認為這樣利用技術力持續跟進市場趨勢可以為

企業帶來進步的活力，在主張創新的文化下，給予員工從既有產品發想新點子的

自由時間，主動創造弭平內外在資訊落差的環境。 

 

（三） 聯華電子 

由於處於晶圓代工產業的優勢競爭地位，不論是員工或高層皆因為資訊管道

多元而對於新技術資訊都略知一二，在技術變動快速的產業中，聯電員工與企業

高層皆培養了注意新事物的習慣，讓公司每位成員都可以是資訊輸入者，公司的

日常會議也提供員工發表的機會，兩者相配合自然形成調適性張力狀態。 

 

（四） 研華科技 

由於所處產業特性，產品不一定要配合新技術不斷更新，反而是需要穩定的

產品性能與長久的顧客關係，因此資深 PM 如何從展覽或顧客端獲知產品可能的

新發展領域便是研華公司內外在資訊落差的起源，但公司本身非常鼓勵新資訊的

輸入與員工的嘗試，故公司具有非常暢通的溝通管道，讓員工可以隨時和高層交

流想法，習慣於全公司於內外在資訊落差狀態下追求平衡。 

 

【說明與討論】 

台灣科技業廠商獲取新資訊之管道會影響企業所營造的調適性張力狀態：會由員工

與企業高層來獲取新資訊是調適性張力之基本來源；企業高層並會營造具有調適性張力

之環境。在將組織視為一個系統的前提下，「遠離均衡」是讓系統在有序結構下突破既

有運作的重要條件，系統必須經歷遠離均衡的不穩定狀態，才能超越現有結構限制，安

定於新的架構上 (Smith & Gemmill, 1991)。Swenson (1989) 指出，系統會用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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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耗散由外界輸入的能量，進而導致系統整體的秩序突現（Emergence）；得以支撐這

種狀態、促使組織突破宥限的關鍵來自於，遠離均衡的系統在外界能量不斷輸入下讓系

統成員（Agents）呈現具有較高自由度的無序狀態，而此無序在MEP原理（最大熵產

出原理）下被有效率耗散後，便使組織突現整體秩序，亦即遠離均衡是讓系統從無序走

向有序的重要關鍵。 

處於遠離均衡狀態的開放式系統，其會因外界能量輸入而呈現擾動或隨機起伏，在

系統和環境之間造成不協調與場落差，致使系統呈現不穩定狀態；於此同時系統會根據

MEP原理耗散外界輸入的能量並促發系統的自我組織現象，故遠離均衡狀態成為開放

式系統有序運作架構突現的充分條件 (Leifer, 1989)，若系統可以營造或是選擇遠離均衡

狀態，便得以形成系統質變的條件，進而促使系統面臨結構性轉換的策略機會 

(Lichtenstein, 2000; Macintosh & Maclean, 1999; McKelvey, 2001)。Smith & Gemmill (1991)

認為，此狀況可以解釋為系統成員在焦慮產生（Anxiety Producing）的狀況下，產生試

圖尋求紓解（Relieve）的個別實驗性行為（Experiment）；蔡文鈞（2006）則將此擾動系

統成員的行為定義為「調適性張力」，提出焦點廠商若能精確辨識社會系統之微觀起伏，

並提出適當詮釋與藍圖以呼應張力的生成，有助於動員事業成員投入新創事業發展；另

一方面，若事業成員未能感受所處系統的擾動，焦點廠商則須創造擾動的氛圍作為合作

網絡中的驅力基礎，將「調適性張力」視為與外部網絡合作的制度性創業的創新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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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適性張力狀態與新創事業建構 

各個案公司調適性張力對新創事業建構形成之影響，如表 5-2所示，並提出研究

命題二。 

 

表 5-2、個案公司調適性張力狀態對新創事業建構之影響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調適性張力 中 中高 高 高 

對新創事業建

構之影響 

敏銳察覺新產

品機會後，以

新創事業小組

先行嘗試 

敏銳察覺與關

鍵廠商合作新

產品機會，以

新創事業小組

先行嘗試 

觀察最適合推

行新創事業的

時機，並給予

員工舞台 

讓注意到顧客

需求的資深

PM 有發展舞

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二： 

台灣科技業廠商的調適性張力狀態有助於其新創事業的創生。 

 

（一） 宏碁集團 

    在既有事業經營過程中，密切注意新產品與新技術的資訊，對宏碁來說便是

形成調適性張力的基礎；宏碁若在技術評估之後發現可以嘗試將新產品作為企業

未來獲利成長的途徑之一，便會成立新創事業小組試圖縮短組織內外在資訊落

差。 

 

（二） 華碩電腦 

    華碩認為在其所處之消費性電子產業中，發現新產品資訊是進軍新領域的重

要關鍵，當組織內部獲知新資訊，便會積極與產品可能的合作廠商接觸獲取更深

入訊息或保證之後，進一步以新創事業小組進入技術研發階段，試圖以此縮短組

織內外在資訊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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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華電子 

    聯華於本業算是處於優勢的競爭地位，因此對於新資訊掌握程度高、資訊管

道多元，且聯華讓員工可以於日常會議題出新想法，故組織內部時常處於調適性

張力狀態。聯華高層主要是在新資訊的輸入之下決定投入新事業的時機，確定投

入之後，便會以小組型態開始嘗試新技術/新產品，試圖縮短組織內外的資訊落

差。 

 

（四） 研華科技 

           強調顧客需求與創新的研華，對於新資訊輸入採開放的態度，並營造溝通

到暢通的內部環境，讓調適性張力狀態容易形成。研華對資深 PM所提出新產

品的資訊（來自於顧客）都會採客觀態度給予建議，並願意讓其直接擔任新創

事業領導者，嘗試看看新產品發展的可能性。 

 

【說明與討論】 

根據 Oden (1997)，內部創業是公司發掘新機會、面對外在環境挑戰或是企業另尋

獲利途徑的方式之一。組織內被賦予自由概念發想的員工通常都與公司內部的創意流程

以及新產品、新服務及新事業有關；內部創意之所以得以成功，其因素在於組織可以提

供創新者支援、鼓勵以及提昇創意的氛圍。內部創業流程通常都由新概念或是創新想法

開始，接著進行發展、執行與修正等步驟。內部創業家可以敏銳感知或是察覺創新的起

源，而其有所意識之後，便會開始試著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發展，不論是產品、服務、流

程或是公司，皆可由其可行性（Feasibility）決定；需要積極獲取市場與創新的相關資訊

以確定其執行是否可以獲得適當報酬。 

Struwig (2002) 將內部創業流程概分為三大階段，其中調適性張力狀態便是由第一

階段（選擇創新點子）到第二階段（規劃新事業）之過渡期；依據 Dollinger (2003) 之

看法，其認為內部創業發展流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調適性張力狀態亦處於第一階段（發

掘機會）到第二階段（建立業務關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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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創事業建構與其發展 

各個案公司價值承諾、資源豐富度和資源遞移與新創事業發展過程的關係，如表

5-3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三與研究命題四。 

 

表 5-3、新創事業建構與其發展之關係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價值承諾 基本薪資不

變，非領導者有

機會提昇職級 

基本薪資不

變，提供分紅配

套辦法 

基本薪資與升

遷制度不變，提

供分紅與獎金 

基本薪資不

變，提供分紅配

套辦法 

資源豐富度 

（新創事業團隊初

期所得資源）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

PM、公共資源

共享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公共

資源共享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公共

資源與管理知

識共享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公共

資源共享、高自

主權的經營環

境、管理知識支

援、研華品牌 

資源遞移 

（新創事業推行過

程中的資源變化） 

人員完全轉

移、資訊流動程

度小 

人員完全轉移/

部份支援、資訊

流動範圍逐漸

擴大、業務協

助、財務/利潤/

公共利潤攤

提、執行長全程

參與 

人員完全轉

移、資訊流動程

度高、團隊領導

者影響資源分

配 

人員完全轉移/

部份支援、資訊

流動程度高、排

隊使用公共資

源 

願景理念 

（進入新創事業團

隊成員之心理因

素） 

員工以發揮專

業責任為主，沒

有特別強調認

同感或個人熱

忱 

同仁對於發展

新事業具高度

認同感 

實踐創業熱忱 個人創新熱

忱、對於公司擴

張企業體系的

認同度、肯定組

織內部創業的

穩健風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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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新創事業建構與其發展之關係（續）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發展 高層主導者發

展較完善，可成

為新事業部

門；員工認為新

事業和企業高

層關係較密切 

高層主導者成

為新事業部

門；員工對企業

發展新事業認

同感持續增加 

受高層重視的

團隊領導者其

新創事業發展

較可能成為新

事業部門甚至

子公司；員工願

意積極投入新

事業發展 

可靈活運用制

度空間之 PD其

新創事業較可

能成為新事業

部門；員工持續

肯定企業內部

創業風氣 

 

研究命題三： 

台灣科技業廠商新創事業的領導者階級越高，有助於資源獲取的持續性。 

 

研究命題四： 

台灣科技業廠商新創事業成員的熱忱與認同感，有助於後續新事業的發展。 

 

（一） 宏碁集團 

新創事業建構時可以獲得的基本資源分配為專屬領導者與研發團隊、PM，

公司並會與新創事業小組共享公共資源，例如財務、會計與業務等；但是後續的

資源輸入主要是看團隊領導者的層級而定，層級較高者所獲得資源與關注較多，

最後發展成新事業部門機率大。 

在願景理念部份，內部創業主要依照企業高層的命令執行，新創事業團隊領

導者專注於任務執行與績效目標達成，團隊成員也是為共同績效目標努力，即使

最終發展成為新事業部門，發展過程中也較不涉及個人心理因素；企業內部員工

認為新事業發展的方針與決策主要由高層決定，沒有特別強調個人熱忱與認同感，

因此員工個人不會參與企業的新事業提案，或主動提出新事業想法，內部流程制

式化。 

 

（二） 華碩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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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事業建構時可以獲得的基本資源分配為專屬領導者與研發團隊、與公

司共享公共資源，高層主導的新創事業並有執行長全程參與討論與意見交流。

也因為執行長的參與，讓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資源調度順利，集中火力的支援

可以給予新事業發展穩定的資源基礎。 

    內部創業主導者多為高層，但華碩很注重員工平時對新產品的自由發想，

員工也覺得新產品或新技術充滿挑戰性；且在企業發展歷史中，會以集中火力

的方式支援創新專案發展，讓員工習慣於機動支持企業的創新想法，也會在每

一次參與新創事業過程中重新體驗這樣的文化，持續增強員工對企業以新創事

業面對外在環境變化之認同感。 

 

（三） 聯華電子 

    新創事業建構時可以獲得的基本資源分配為專屬領導者與研發團隊、與公

司共享公共資源，另外還可以直接與公司共用管理知識，讓新創事業儘速上軌

道。在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受公司重視的團隊領導者相對來說可以獲得後續

資源的分配與支援，較有可能成為新事業部門甚至最後成熟時切割出去成為子

公司。 

     聯華並認為公司內部人才濟濟，但在一般工作職責中，未必可以滿足所有

員工的需求，故提供內部創業的機會給想要改變職涯現狀的員工，有創業意圖

的員工也因此對於公司新創事業充滿熱忱。待新創事業發展成熟後，會成為業

務與技術獨立的新事業部門，甚至有可能因為策略考量而切割出去成為子公司，

其獨立經營對聯電內部其他想創業的員工又是一次激勵，故員工對於聯電內部

創業認同度高，願意積極投入以創造下一波新事業。 

 

（四）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建構時可以獲得的基本資源分配為專屬領導者與研發團隊，公司除

了與新創事業共享公共資源與管理知識之外，並提供高自主權的經營環境與研華

品牌作為新事業的發展基礎。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團隊領導者對於公共資源使

用的靈活度及反應快慢會導致新創事業後續所能使用的資源多寡，而領導者在資

源借用的靈活度也有較大可能性呈現好的新創是業績校，進而成為新事業部門。 

    研華以創新為其企業文化的重要特色，因此員工會投入新創事業經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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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個人的創業熱忱，也是認同公司以這樣的模式因應顧客的需求並拓展事業版

圖。由於研華會讓主動提出新想法的資深 PM 擔任新創事業小組的領導人，該領

導人在新事業發展過程中會不斷的與資深高層交流培植新創事業過成之經驗，表

示認同後會根據高層的建議修正新事業經營的相關事宜，例如績效的訂定、人員

的組成以及顧客關係等等，藉實際經營過程強化員工對研華發展新事業之認同度，

並願意持續以新創事業方式幫助顧客解決問題，同時讓研華擴張事業體系。 

       

【說明與討論】 

    王美雅（2004）認為，複雜調適系統的基本概念為，允許局部性行為透過這一層次

成員的互動影響到上一層次的成員互動，甚至是組織整體的互動情況都會被影響進而改

變；局部成員的行動可以透過循環在組織內部推進，甚至在推進的過程中因為影響不同

層次的互動，使得循環本身也因而改變。組織科學研究中，「組織藉由重組得到新穎性

（Novelty）」在不同層次的分析中都曾經出現，例如技術創新與工作團隊，甚至在產業

層次中也曾經受到討論；故在複雜調適系統的運作中，連結系統成員的網絡演化成為一

個主要的觀察重點。 

自我組織本質上是因為系統內部成員非線性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而非其中有某一個

體特別突出欲尋求秩序而產生。在系統成員的大量互動中，若其中包含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的循環，在複雜系統中，微小差異會因為正向循環而被放大，自然突顯出系

統運作中的某些特定行為；經過突顯的行為會因為被鎖定（Locked-in），成為進一步加

強的循環，致使系統其它行為被排除後，自然浮現系統集體行為的秩序性，此現象稱為

「秩序突現」。 

Barnard (1938) 提出，自我組織可以持續運作的重要關鍵在於外界能源必須持續不

斷的輸入系統之中；此處所謂的外界能源，表示組織的新能量，亦即在組織運作中，可

能與之產生關係的內部成員、供應商、商業夥伴或顧客等等。Prigogine & Stengers (1984) 

及 Anderson (1999) 認為，除了系統本身必須具有開放性之外，該系統也要處在一個不

斷有外界能源輸入的條件中，才可以產生自我組織的行為；Bernard (1938) 並指出，組

織中擁有影響力的角色，可以利用新的外界能源加入而為組織帶來源源不絕的活力；若

組織結構分散，則需要誘發成員在組織中持續貢獻能源以維持自我組織行為。 

自我組織行為有很大一部份繫於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不過根據Weick (1979) 的說

法，複雜調適系統中自我組織行為的出現條件是有其上下限的。系統之間的成員連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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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具有局部關聯即可，因此在複雜調適系統中，適當的成員互動假定為，每一成員只

會與有限的系統成員互動，彼此之間只具有局部互動性與回饋關係。 

系統由簡單局部往複雜完整狀態演化的過程中，是透過質量互變的循環推進而得，

而系統內部的非線性回饋（Non-linear feedback）是促使系統累積量變作用結果的起源。

回饋是一種系統將輸出作為自身運作輸入之機制，並分為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

與負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兩種類型；前者之作用對於系統偏離均衡狀態的現象

具自我增強傾向，是一種「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之表現 (Arthur, 1994)，有助

於系統發揮自我組織與自我催化的功能，促使量變累積與放大，在超越臨界規模之後讓

系統達到質變或突現整體秩序；後者之作用則是促使系統具有維持均衡狀態的傾向，是

一種「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表現，讓系統在進入質變狀態之後趨向穩定。複

雜調適系統中，正負向回饋會同時作用，其效果交織影響系統的運作走向，便形成系統

成員作為的自我組織。 

 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在複雜調適觀點之下，是系統成員自發性的組織化過

程，如果將此過程對應到社會或組織系統中，可以將之視為網絡連結關係之形成，屬於

動態研究 (Anderson, 1999; McKelvey, 1999)。自我組織是經由成員互動所引發的催化反

應，進而在系統之間產生綜效，為成員之間協同合作、互惠演化之基礎 (Corning, 1995; 

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而在特定規則運作下，複雜調

適系統之自我組織可以促使系統成員於後一階段的合作關係突現 (Kogu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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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創事業發展與創新模式的建立和認同 

各個案公司創新績效衡量標準與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之關係，如表 5-4所示，並

提出研究命題五。 

 

表 5-4、個案公司新創事業發展與創新模式認同與建立之關係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發展

狀況評估 

新產品市占率、

年營收、「關係」 

心佔率、出貨

量、獲利、邊際

利潤 

企劃書進度確

認、「培育期」標

準 

第一批下單顧

客、訂定里程碑 

新創事業規模 達績效標準者可

持續擴張規模 

達績效標準者可

持續擴張規模 

達績效標準者可

持續擴張規模 

達績效標準者可

持續擴張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五： 

台灣科技業廠商建構新創事業時，績效衡量標準的提昇會影響新創事業規模的擴張。 

 

（一） 宏碁集團 

將新產品視作新事業發展的機會，再加上企業整體資源有限，因此希望可

以從量化指標快速檢驗新產品在市場上的可能性，質化指標則是新創事業小組

領導者與企業高層的互信關係；績效表現不佳或較不受企業高層信任的領導者，

其團隊後續相對來說所獲得資源較少，發展規模也會受到侷限。 

 

（二） 華碩電腦 

    因為所處產業特性，故無法給予新事業太長的培育期，一定需要量化指標

作為新事業發展的參考，並同時配合質化指標「心佔率」為初期首要參考標準；

受到消費者關注並有不錯績效表現者會逐漸擴張發展規模。 

 

（三） 聯華電子 

    以質化指標為主要參考標準，會給予新創事業約 3～5年之培育期，在期間

以進度設定的方式確認發展狀況，並會與發展類似新創事業的競爭對手比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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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通過培育期標準者會擴張發展規模。 

 

（四） 研華科技 

    和顧客關係緊密的研華，其新創事業制定指標也以顧客為首要考量，因為找

到顧客意謂存在發展潛力，找到第一批下單顧客後會再根據新產品本身所處的產

業特性制定可以彈性調整的里程碑，讓隨里程碑發展的新創事業得以逐漸擴張規

模。 

 

【說明與討論】 

Olson, Walker & Ruckert (1995) 是將創新績效分為七個衡量構面：（1）與企業內其

他發展產品之品質水準比較；（2）與競爭者發展產品之品質水準比較；（3）經理人對產

品最終設計的滿意程度；（4）產品上市後達損益平衡所需時間；（5）銷售目標的達成程

度；（6）預算控制的嚴格程度；（7）完成計畫預期支出與實際支出的比較。Song & Parry 

(1997) 則以七項指標衡量創新專案績效，其分別為：（新產品/技術的）市場佔有率、市

場銷售額、市場優勢、投資報酬率、利潤、成為技術領導者的機會與顧客滿意度等。Khalil 

et al. (2001) 則表示新產品所面對的發展不確定性，多來自於對科技（Technology）、市

場（Markets）、資源需求（Resource Requirements）、公司適宜度及能力（Company-fit and 

Capabilities）以及公司的極限（Company Limits）等。 

衡量企業營運績效的方式歷來多有討論，主要分為主觀績效與客觀績效兩大類別，

客觀績效基本上是一般認定可以清楚呈現明確經營事實的各種財務指標，例如ROI、銷

售成長率、淨利率、市場佔有率等具有客觀基礎的衡量標準；不過因為企業剛進入新創

事業階段，投入的資金甚至還未達回收標準，故其不宜使用發展成熟的事業績效標準衡

量，甚至可以說此階段事業不宜使用財務表現作為衡量標準，否則容易在「創業績效」

上造成偏頗的結果與錯誤預期，故使用主觀績效指標衡量較為適宜（黃俊潔，2004）。 

由於創新績效的衡量也與影響創新專案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密切關聯，於創新專案發

起初期，財務指標的衡量並不能夠精準也不夠適宜用於衡量創新專案或事業的績效；因

為創新初期的主要財務指標若不能單以財務指標衡量創新專案績效，便必須在關鍵影響

因素中，尋找作為績效衡量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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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創新模式建立和認同與新創事業建構 

各個案公司創新模式建立與認同會影響下一次的新創事業建構，如表 5-5 所示，

並提出研究命題六。 

 

     表 5-5、個案公司創新模式建立與認同對下一次新創事業建構之影響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創新模式建立 是 是 是 是 

創新模式認同 無特別強調員

工認同感 

高 高 高 

（下一次）新創

事業建構形式 

複製成功經驗

並進行微調 

複製成功經驗

並進行微調 

複製成功經驗

並進行微調 

複製成功經驗

並進行微調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六： 

台灣科技業廠商會透過成功經驗的複製，發展後續的新創事業。 

 

（一） 宏碁集團 

根據以往推行內部創業的經驗，理論上都會以先前成功的經驗作為基礎，

例如複製該經驗中的人力分配與績效評估標準等，不過實際執行時還是會依據

新產品的特性與新的市場狀況進行調整。 

 

（二） 華碩電腦 

    會採用以往成功推行內部創業的經驗為基礎，比照處理新創事業的人力分

配、獎酬標準與績效評估標準等，不過人力分配的部份會因為新產品所涉及技

術與主導單位的不同而有差異。 

 

（三） 聯華電子 

    雖然內部員工一開始對於推行新創事業態度兩極，但在逐漸回歸原本有效率

的運作狀態後便不會有太多反彈，而支持公司內部創業者則一直保持正面態度。

過往成功推行內部創業的經驗，讓聯電瞭解到新創事業發展過程所需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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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在推行下一波新創事業時主動調配適合與表現優異且有意願的員工到任，

並根據新創事業的狀況作公共資源的調整。 

 

（四） 研華科技 

    公司對於新創事業採開放態度，廣泛接受新想法並給予管理經營方面的知識

協助、公平的公共資源申請等便是研華所謂「動態創業模式」的主軸。因為新產

品未必會在研華所處的原本產業中，因此各個新事業還是會因為其產品對應的產

業特幸而有不同的資源需求，但研華協助的基礎相同。 

       

【說明與討論】 

 突現（Emergence）是指微觀層次系統成員之互動逐漸在上一層次（宏觀層次）中

形成特定的模式或運作結構的現象，若對應到社會與組織系統中，在宏觀層次中的突現

象徵了特定生態系統（Ecosystem）由下而上的形成與發展 (Moore, 1996;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 。複雜調適系統中，藉由系統成員不斷的互動，會為系統本身與其他成員

開拓更多新創空間，亦即各成員在互動過程中經由自我組織所成功形塑出的宏觀突現模

式，各成員之共同演化會為組織創造出更多創新空間，為下次的創新奠定下適合發展的

環境基礎，此即對應到複雜調適系統中所謂的混沌邊緣。 

「混沌邊緣」是因為複雜調適系統在正、負回饋力量的作用下，導致系統內部同時

具有秩序以及無序的狀態，且此二狀態交替出現，就像是在兩股相反的力量作用與拉扯

下，成就了系統的創新。非線性動態系統在正、負回饋的作用下，將系統趨向混沌邊緣，

使其得以獲致更新的變革 (Coleman, 1999; Kelly,1994; Lissack, 1999; McKelvey, 1999; 

Muffatto &Faldani, 2003; 蔡敦浩，2007）。 

根據 Dollinger (2003)，在內部新事業已完整推行後，其後續有可能被企業拆解，或

是因為獲利狀況佳而持續在原企業（母公司）內部經營，也有可能在原企業的策略考量

下而切割出去，成為一家完全獨立、自主經營的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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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訊取得 

    本節開始針對各單一構面之中的重要變量進行分析。依據第四章第五小節個案公司

之資訊取得活動比較，從表 4-10、表 4-11、表 4-12中，對於內部創業流程中的資訊取

得階段，提出研究命題七與研究命題八。 

 

一、資訊評估 

各個案公司的資訊評估比較，如表 5-6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七。 

 

表 5-6 個案公司的資訊評估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資訊評估者 公司高層 公司高層 公司高層 公司高層 

資訊評估標準 市場、技術 市場、技術 市場、技術、行

銷、既有顧客 

顧客、產業、

競爭對手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七： 

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內部創業流程中的資訊評估，會強調高階主管對新事業想法的認同。 

 

（一） 宏碁集團 

由於推動新創事業是宏碁策略性成長的作法之一，期望新創事業可以作為未來支

持企業穩定成長的新基石；故評估過程中會根據外部市場機構調查的建議，並同

時考量技術能力對於推行新創事業之可行性，不會因為看到新機會就貿然投入。 

 

  



158 
 

（二） 華碩電腦 

推動新創事業對華碩來說是驗證自己所具有技術實力的好機會，期望藉由堅實的

技術能力持續追求本業成長並實踐新的事業可能性，因此評估過程中以市場機會

為主要考量點，技術能力則是華碩認知的新事業發展必要條件。 

 

（三） 聯華電子 

聯電於公司本業發展穩固後，便以彈性因應經營環境變化、積極擴張事業版圖著

稱，以不斷推行新創事業作為發展面臨瓶頸的員工的新事業舞台，因此聯電高層

對於新事業版圖的想像與喜好便是評估新資訊的主觀標主準。客觀來說，評估新

資訊時會請專業人才全面評估技術、市場與行銷各層面，也希望同時顧及既有顧

客對於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需求，並考量進入時機之成熟度。 

 

（四） 研華科技 

研華站在鼓勵創新的角度，廣泛接受員工的提案，但是其想法需要經過與資深高

層的多次討論與經營事項詰問，刺激提案員工深入思考新產品與顧客端的連結性，

以及預計進入的新產業與競爭者現況。 

 

【說明與討論】 

何瑾瑜（2005）認為，內部創業為企業內部交由員工所執行之某一新事業建構，對

於即將進行的新創事業方向選擇，其所進行的創業考量可以涵括多種層面，例如所有權

與控制權、技術與市場的熟悉度、公司參與度、策略重要性與營運相關性等方面切入，

以決定是否應該創設企業內部的新事業。根據 Oden (1997) 的研究指出，內部創意之所

以得以成功，其因素在於組織可以提供創新者支援、鼓勵以及提昇創意的氛圍。 

企業成員依據「基模」對外在新資訊進行辨識，Harris (1994) 闡釋「基模」為個體

對特定概念、事件與其他個體等有效編碼與處理外來資訊的一組動態、認知的知識結構。

個體以基模作為思維與行為的範本，依循此在未來行為中以過去與現在的經驗作為重要

的參照基礎；基模對個體而言像是一個輔助角色，可以讓個體藉由基模的存在認識所處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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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管道 

各個案公司的資訊管道比較，如表 5-7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八。 

 

表 5-7 個案公司的資訊管道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資訊管道 既有事業的經

營與技術追蹤

過程 

既有產品市場 企業高層參展

所得新資訊與

其人脈、員工提

供新想法、競爭

對手 

國際性展覽、

既有顧客、產

業市調與報告 

與既有事業經

營關聯性 

高 高 高 不一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八： 

台灣科技業廠商既有事業的相關資訊是企業發展新創事業重要資訊來源。 

 

（一） 宏碁集團 

強調新創事業對企業未來成長的支持性，因此從既有事業觀察產品未來的可能趨

勢與變化，並在技術追蹤的過程中培養因應新產品的技術實力；其中既有產品的

週邊配套技術也有可能是新事業機會。 

 

（二） 華碩電腦 

主要的資訊管道為既有產品市場，有可能是企業高層或是員工從中獲取新想法之

後轉換成發展新事業的點子；主要是以技術實力跟隨市場新產品概念作出進階修

正或提高附加價值。 

 

（三） 聯華電子 

資訊管道多元，並因為聯電在半導體晶圓代工產業中名列前茅，故對產業中的新

產品/新技術掌握程度很高，廣納新資訊，其中比較具有影響性的管道為企業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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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客。 

 

（四） 研華科技 

主要資訊管道為顧客端，因為研華所處工業電腦產業的特性，顧客選擇性不多，

故和研華關係緊密，其所表達的需求變成為驅動研華投入新創事業的重要因素。 

 

【說明與討論】 

Dollinger (2003) 研究中對內部創業的定義為，是在企業內部發展而成的新事業

單位，利用企業現有的資源，以生產各種產品與服務，讓公司的成員擁有發想提案

與實踐新點子的機會。 

關於「新事業」的界定，一般分為兩大類型：一為新事業部門或新事業單位、一

為新產品種類。前者為在已建立企業中產生及開拓新技術、產品、市場或事業，後

者則是指發展「新的」或「不同的」產品，其中「不同的」意指和以往相異的管理

方式；但兩者也有可能合流，例如在既有事業部門中開發新的產品線 [Ginsberg & Hay 

(1994), Kanter (1989), Sykes (1993)，邱英雄（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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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調適性張力 

依據第四章第五小節個案公司之調適性張力形成因素比較，針對各個案公司內部創

業流程中的調適性張力狀態進行比較，如表 5-8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九。 

 

表 5-8 個案公司的調適性張力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企業內外資訊落差

程度 

中 中高 高 高 

企業內部成員試圖

弭平內外差距的作

為 

企業高層於既有

產品中積極尋找

與篩選具有持續

發展可能性的新

創事業 

給予員工自由

發想新產品的

時間 

企業高層提出

新產品發展方

針；同時培養員

工注意新事物

的習慣、給予提

出新想法之權

利 

廣泛涉及非個

人用與非商用

之電腦領域、資

訊蒐集者積極

說服組織投入

新創事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註：企業內外資訊落差程度大表示個案公司容易形成調適性張力狀態。 

 

研究命題九： 

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內部創業流程中，會形成調適性張力狀態，促使組織成員尋求解決之道。 

 

（一） 宏碁集團 

基於以新創事業為企業未來持續經營的基石，宏碁時時保持既有事業不能持續成

長的警覺、敏感覺察既有事業經營與技術追蹤過程中產品轉變的可能性，找尋任

何可能性作為新創事業建構的機會。 

 

（二） 華碩電腦 

華碩強調其企業文化鼓勵創新，因此在員工除了平日職責之外，還享有自由發想

新產品的時間，培養員工在日常職責之外的觀察力，以作為發現新機會的可能性。 

 



162 
 

（三） 聯華電子 

雖然不像華碩有給予員工自由發想新產品的時間，但員工於日常工作便培養出注

意新事物的習慣，並可以於任何常態會議中表達新想法。而身為決策者的企業高

層也會時常注意新技術/新產品的動態，觀察適合投入新創事業的時機點。 

 

（四） 研華科技 

因為所處的工業電腦領域技術變遷不如消費性電子產業快速，再加上蒐集到新資

訊的第一線人員大多是離市場與顧客最近的資深技術人員或 PM，因此公司採取

信任立場，以第一線人員作為驅動企業彌補核心能耐不足之前線，並給予他們很

多機會多方嘗試各種領域以持續補足研華面對外在環境變動的核心能耐。 

 

【說明與討論】 

根據 Dollinger (2003)，其認為內部創業發展流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其中第一階

段為「發掘機會」，內部創業的機會主要來自組織內作業流程或是組織外關係網路，或

是需要透過意外事件來發掘創意新點子。 

內部創業流程通常都由新概念或是創新想法開始，接著進行發展、執行與修正等

步驟。內部創業家可以敏銳感知或是察覺創新的起源，而其有所意識之後，便會開始

試著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發展，不論是產品、服務、流程或是公司，皆可由其可行性

（Feasibility）決定；需要積極獲取市場與創新的相關資訊以確定其執行是否可以獲得

適當報酬。當個人確認組織需要以創新來達到變革時，會在組織內倡導（Champion）

其創意（Ideas），使創意發展成一個可獲利的實體（Reality）(William, 1994)。 

在複雜調適系統中，亦可以將基模解釋為成員在系統運作中的內在規則或是「內

在模式」（Internal Model）(Holland, 1995)。基模並非恆常不變，系統成員會觀察外在

環境的變動情形，依據原有基模做出反應與判斷，故針對外在環境變動，系統成員有

可能直接現有基模採取行動或是修正現有基模的不足。 

在將組織視為一個系統的前提下，「遠離均衡」是讓系統在有序結構下突破既有運

作的重要條件，系統必須經歷遠離均衡的不穩定狀態，才能超越有結構限制，安定於

新的架構上；遠離均衡的系統是讓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重要關鍵 (Smith & Gemmill, 

1991) 。處於遠離均衡狀態的開放式系統，其會因外界能量輸入而呈現擾動或隨機起

伏，在系統和環境之間造成不協調與場落差，致使系統呈現不穩定狀態，成為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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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有序運作架構突現的充分條件 (Leifer, 1989)，若系統可以營造或是選擇遠離均衡

狀態，便得以形成系統質變的條件，進而促使系統面臨結構性轉換的策略機會 

(Lichtenstein, 2000; Macintosh & Maclean, 1999; McKelvey, 2001)。就 Smith & Gemmill 

(1991) 之說法，此狀況可以解釋為系統成員在焦慮產生（Anxiety Producing）的狀況

下，產生試圖尋求紓解（Relieve）的個別實驗性行為（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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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新創事業建構 

依據第四章第五小節個案公司之新創事業建構，針對各個案公司內部創業流程中新

創事業建構要項進行比較，如表 5-9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 

 

一、價值承諾 

各個案公司的價值承諾比較，如表 5-9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 

 

表 5-9 個案公司的價值承諾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價值承諾 有 有 有 有 

進入新創事業團隊

所獲報酬 

非領導者有職

級提昇機會 

將新創事業單

位 KPI與公司

績效考核、分

紅結合 

員工分紅與獎

金 

配套紅利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 

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內部創業流程中，會提供經濟性報酬以增加員工投入新事業的誘因。 

 

（一） 宏碁集團 

新創事業團隊的領導者沒有特別獎勵制度，領取的薪酬相同之外，職級也不會改

變；參與新創事業團隊的一般成員，雖然薪酬水準沒有改變，但有職級提昇的機

會，形成員工投入新創事業之誘因。 

 

（二） 華碩電腦 

員工薪酬水準不變，但新創事業團隊的關鍵績效指標會和公司的績效考核與分紅

等結合，且新創事業單位的績效評估標準與既有成熟事業單位不同，創造員工投

入新創事業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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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華電子 

首創員工分紅制度化的公司，對於績效良好的員工與事業單位不吝惜給予經濟性

獎酬；表現良好的新創事業團隊，雖然其員工基本薪酬水準與升遷仍然比照一般

的規章辦理，還是享有分紅與獎金。 

 

（四）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單位員工同樣薪酬水準不變，但是公司給予配套紅利制度，未參與新創

事業團隊的員工創造獲得額外獎勵的誘因。 

 

【說明與討論】 

於複雜調適系統觀點之下，奇異吸子是影響與引導系統成員行為的引力中心；

Wheatley (1992) 將奇異吸子的角色對應到社會或是組織系統中，認為吸子的創造可以匯

集系統成員的注意力並塑造共同認知，可視作組織意義（Meaning）的建構，或可發揮

釋意（Sense-making）的功能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 

當系統處於遠離均衡狀態時，因為不穩定的擾動導致系統成員得以突破既有結構限

制，但也因此必須尋找既有結構之外的行為參考基礎。根據Weick (1995)，其認為釋意

的首要特質便是身份的建構（Identity Construction），為意義塑造的基礎；Wheatley & 

Kellner-Rogers (1996) 進一步提出，所謂的釋意功能便是建立清晰且一致的組織身份

（Organizational Identity），其中利用組織願景、目標以及價值等項目說明組織對環境主

張的信念與意圖。由於奇異吸子在系統中具有匯聚系統成員認知的功能以及行為引導性，

且其存在可以呈現出系統整體的穩定變動以及系統內部細節變化的不穩定性；吸子透過

催化與啟發等方式影響系統之運作，而其功能在於替組織提供新的意義或理念，塑造成

員對系統演化方向的共同認知 (Clippinger III, 1999) ，而組織如何創造較佳的吸子來引

導成員走向有效縮短場落差，即為重要策略考量 (Smith & Gemmill, 1991)。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 認為管理複雜系統的策略性方法中，創造出較佳的吸

子可促進系統內部的資源流動與後續的自我組織行為；Leibold et al. (2002) 更指出吸子

之具有目的性，為提供系統成員資訊或行動釋意的能量及參考點。綜合整理之，根據複

雜科學觀點對應到內部創業流程觀點來看，當企業面臨外在資訊輸入衝擊時，其內部既

有部門正面臨遠離均衡狀態所帶來的混亂，此時企業便是利用「組織全體投入內部新創

事業」作為讓各部門快速認知新願景、新目標與新價值的基礎，清楚塑造企業面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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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主張。本研究定義奇異吸子在企業內部創業流程的角色為，企業決定投入新創事

業以回應外部資訊衝擊的決策，此決策之形成建構出企業的新願景、目標與價值，也同

時影響各部門原有的運作方式。建構好的奇異吸子，對於吸引內部成員投入具有較大的

誘因；由於奇異吸子的運作與成員的共同認知和互動交流關係密切，當成員能夠認同組

織內部奇異吸子建構的正當性與利益價值時，其行為受到奇異吸子引導的作用力亦相對

較強。 

蔡文鈞（2006）由價值清晰程度、願景共識程度與資源豐富程度來詮釋與評估奇異

吸子（亦即企業的內部新創事業）。價值清晰程度是企業內各部門針對此決策的實質性

自利需求，表示成員在企業進行內部創業時所能獲取的價值與利益之明確程度。熊學彥

（1992）、劉橫智（1999）認為，組織中的經理人透過內部創業制度將創業理念轉變為

實際的獲利行為，其不須自行承擔資源上的風險，反而是利用公司的資源用來實踐來自

公司或是自己的創業理念，將創業理念或遠景帶給組織內部成員，不論以何種方式落實，

只要新事業的經營管理真正交由內部員工執行，即可視之為內部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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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景理念 

各個案公司的願景理念比較，如表 5-10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一。 

 

表 5-10 個案公司的願景理念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願景理念 無特別強調 有 有 有 

進入新創事業團隊

成員之心理因素 

員工以發揮專

業責任為主，

沒有特別強調

認同感或個人

熱忱 

同仁對於發展

新事業具高度

認同感 

實踐創業熱忱 個人創新熱

忱、對於公司

擴張企業體系

的認同度、肯

定組織內部創

業的穩健風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一： 

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建構新創事業過程中，團隊成員會認同新創事業與發展願景。 

 

（一） 宏碁集團 

由於宏碁的內部創業驅動力主要來自於企業高層，進入新創事業的決策也是經由

企業高層決定，因此參與成員大多經由指派方式進入新創團隊中：領導者由高層

指派、團隊其他成員則由領導者選擇，故沒有特別強調個人對於創新或創業的熱

忱，其重點在於領導者可以發揮專業責任，有效的帶領新創事業團隊步上軌道。 

      

（二） 華碩電腦 

華碩內部同仁對於公司發展新事業具高度認同感，一般來說會先被規劃到新創事

業團隊的研發與產品規劃同仁都可以在新事業發展過程中追求挑戰。研發同仁追

求新技術、新鮮感以及成就感；產品規劃同仁則追求產品新穎性及新市場的專業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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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華電子 

由於聯電發展新創事業的目標多是成立新事業部門，甚至是切割出去成為獨立經

營公司，員工對此願景認同感高，只要有新機會都願意積極投入以實踐創業熱

忱。 

 

（四） 研華科技 

員工在瞭解公司所能提供的資源選項與上限的情況下，自行拿捏成功可能性與資

源獲取狀況，全力個人對於創新的熱忱；並將新事業視為組織對應外在環境成長

的方式，自己也願意投身其中積極參與，期待突破職涯（career）現狀，對於公

司擴張事業體系的認同度高。此外，員工因為肯定組織內部創業的穩健風氣才會

積極提出新事業想法並積極說服研華投入，久而久之會吸引類似屬性的人才在研

華內部發展新事業。 

 

【說明與討論】 

蔡文鈞（2006）提出，願景共識程度則是聚焦於企業內各部門對企業建構內部創業

的願景與目標，亦即企業內部創業之核心理念的認同程度。內部創業制度就是一種善用

創業精神的方法，可以運用於擁有最多優秀人才與資源的大型組織中（官志亮、林三偉，

2009）。 

    內部創業由公司內部具創業意向的員工所發起，在企業支持下承擔組織內部某些業

務內容或工作項目，進行創業並與企業分享成果的創業模式。這種激勵方式不僅可以滿

足員工的創業欲望，同時也能激發企業內部活力，改善內部分配機制，是一種員工和企

業雙贏的管理制度（熊學彥，1992；劉橫智，1999）。內部創業名詞最先在 1985 年由

Pinchot 提出，其本質為發生在公司內部的新創公司創業精神，並認為大公司一般來說

擁有較多資源，使內部創業家（Intrapreneuring）更容易實現新的創意；具有企業家技巧

的人員可以選擇在公司內部發想與實踐其創意概念，由於大公司仍可以提供他們穩定的

工作機會，而具有創業精神者一方面發展新事業，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公司已建立出來的

行銷通路（Established Marketing Channel）(William,199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B%E4%B8%9A%E6%A8%A1%E5%BC%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F%80%E5%8A%B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86%E9%85%8D%E6%9C%BA%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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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豐富度 

各個案公司的資源豐富度比較，如表 5-11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二。 

 

表 5-11 個案公司的資源豐富度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資源豐富度 提供基本資源 提供基本資源 提供基本資源 提供基本資源 

新創事業團隊初期

所得資源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

PM、共享組織

公共資源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共

享組織公共資

源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共享

組織公共資源

與管理知識 

專屬領導者與

研發團隊、共

享組織公共資

源、高自主權

的經營環境、

管理知識支

援、研華品牌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二： 

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內部創業流程中，初期會承諾新創事業所需的專屬與公共資源。 

 

（一） 宏碁集團 

新創事業團隊由公司指派的專屬領導者帶領，擁有專屬研發團隊與 PM，公司選

擇適合的人員為其成員，並與公司共享行銷、業務、財務、會計等功能性。新創

團隊基本上可以分配到具有一定基準的資源，不過主要還是視該新創事業的層級

而定，例如部級的新創事業初期分配到的資源必然高於處級的初期資源。 

 

（二） 華碩電腦 

新創事業擁有專屬技術團隊，執行長與公司高階主管指定其領導者（資深工程師

或 PM），而該領導者則自由決定新創團隊組成。新創團隊可與公司共享組織公

共資源，例如行銷、業務、財務與會計；此外在新產品技術層面，公司層級的

ID（Industrial Design，工業設計）與ME（Mechanical Engineering，機械工程）

團隊會視情況予以協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執行長會全程關切和參與新創事業



170 
 

發展，讓新創事業的資源分配自由度提昇並更為充裕。 

 

（三） 聯華電子 

聯電會根據新事業概念的發想來源指定小組領導者（Top-down/Bottom-up），

該領導者可自行尋找熟識同僚組成新創事業團隊，並向公司申請這些同仁作為團

隊夥伴，一般不會超過十人；團隊的初期人員組成以研發人員居多，並會適當融

合資深與年輕成員，沒有固定的組合模式。聯電基本的制度設計為員工可以依據

公司需求流通，但並不會強硬要求員工投入新創事業。 

除了專屬研發團隊之外，新創事業與企業本體共享組織公共資源，例如生產、

行銷、管理、人事、財務等資源皆比照本業的需求提供；另外由於聯電希望新創

事業有可以參照的經營模式，以協助他們儘速上軌道，故會與新創事業共享管理

知識，提供公司的管理規章、作業準則與作業流程等，新事業小組再依據各自需

求與事業規模進行修正。 

 

（四） 研華科技 

研華對於 PM 具有長遠性的培育規劃及耐心，公司主要依據內部培育的成熟

PM 之年資、對產品的瞭解度以及對事業發展機會的新想法，直接讓有新想法的

成熟 PM擔任新創事業團隊領導者（內部稱為 Business Owner），除了被視為是

該事業的擁有者，亦為研華集團拓展新創事業的資訊與行動前線。 

研華的內部創業形式是成立產品部門作為協助新創事業萌芽期的資源基礎

其成員大多是研華長期培育出的資深員工，且團隊成立並非使用「人力借調」、

成立臨時團隊的模式，除了專屬的研發團隊與領導者之外，Business Owner並直

接面臨事業經營挑戰，其思考與決策直接影響新創事業發展，並非利用公司委員

會等途徑決策通過新事業的相關事項。另外因為研華與顧客關係一向緊密，故有

機會在新事業建構的過程中讓顧客共同參與，除了新事業仍然需要跟顧客形成緊

密的夥伴關係外，這部分還是會和新創事業績效衡量結合。 

在新創事業建構過程中，研華母公司健全的財務體質和穩健的 Adventech 品

牌都是新創事業發展很好的庇護傘，讓新創團隊大膽發揮；此外，資深高層可以

提供隱性的市場管理知識，幫助新概念提出者強化與完整其背景知識，並非只以

資金或技術團隊作為援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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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討論】 

由於建構好的奇異吸子，對於吸引內部成員投入具有較大的誘因；由於奇異吸子的

運作與成員的共同認知和互動交流關係密切，當成員能夠認同組織內部奇異吸子建構的

正當性與利益價值時，其行為受到奇異吸子引導的作用力亦相對較強；資源豐富程度是

就企業內部狀況探討其是否具有足夠資源支持新創事業發展，此處資源所指為企業內部

的資源資本，亦即其所擁有的資產與能力 (Barney, 1991; Amit & Schoemaker, 1993; 

Lounsbury & Glynn, 2001; Oliver, 1997; 張笠雲，2000)，雄厚的資產或能力有助於提昇

企業內部門對投入內部新創事業發展的認知，就客觀層面認為企業此決策有效（Valid）

且可靠（Reliable）。 

成員對環境的解讀與意義賦予為基模形成的基礎 (Gell-Mann, 1994) ，基模並非恆

常不變，系統成員會觀察外在環境的變動情形，依據原有基模做出反應與判斷，故針對

外在環境變動，系統成員有可能直接現有基模採取行動或是修正現有基模的不足；而基

模也是成員面對不確定環境時進行預測、學習與調適之藍圖 (Holland, 1995)。 

根據 Dollinger (2003)，其認為內部創業發展流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其中第二階段

「建立業務關聯」與「爭取資源」可以對應新創事業建構的資源豐富度部份：企業將內

部業務與新事業機會的關係完整建立，內部創業家或是內部創業團隊成員需要在企業內

部既有的官僚體系中與各原有部門建立關係，以利於獲取支援創新專案之所需資源。在

發展內部創業專案時，需要尋找實體、技術、財務、組織、人力及聲譽等各種資源，且

這些資源必須具有稀少、有價值、難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策略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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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網絡連結與合作網絡建立 

一、 資源遞移 

各個案公司的資源遞移比較，如表 5-12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三。 

 

表 5-12 個案公司的資源遞移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資源遞移 有 有 有 有 

新創事業推行過程

中的資源變化 

人員完全轉

移、資訊流動

程度小 

人員完全轉移

/部份支援、資

訊流動範圍逐

漸擴大、業務

協助、財務/

利潤/公共利

潤攤提、執行

長全程參與 

人員完全轉

移、資訊流動程

度高、團隊領導

者影響資源分

配 

人員完全轉移/

部份支援、資

訊流動程度

高、排隊使用

公共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三： 

台灣科技業廠商之新事業領導者的層級會影響實際被分配到的資源。 

 

（一） 宏碁集團 

    既有部門成員（技術人員）完全移轉至內部創業單位，成為新創事業團隊的

成員。因為是高層發起與指定領導者，故產品資訊主要在參與團隊內部流動，提

供公共資源的部門會於平日職責基礎上稍作協助，基本上新創事業團隊是以領導

者的層級為決定資源能否增加的關鍵。 

 

（二） 華碩電腦 

華碩會選擇適合的優秀人員進入新創事業團隊，除了既有部門成員完全移轉

至新事業單位，公司同時會為原部門單位安排合適接替人選與方案。新產品資訊

流動範圍初期侷限於最初發起人、華碩的高階主管與企業內部的幾位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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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會因為事業規模的擴大而逐漸擴散，因此資訊流動程度與新事業發展時期有

關，業務部門基本上會於平日職責基礎上稍作協助，財務規劃、利潤（Income 

Statement）以及公共資源使用之費用則依據各事業單位的使用情形分別作攤提，

以公開方式呈現新創事業所使用之資源費用。 

 

（三） 聯華電子 

公司完全移轉技術部門優秀同仁為新事業發展主力，而資源遞移主要依據新

事業概念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程度而定。同仁也因為這樣的隱性規定，有較大誘

因將新想法與公司內部較受重視的同僚或主管討論，並交由他們發表，以增加新

想法向上呈報、實踐與分配到資源的可能性。因為公司所處的競爭地位還算具有

優勢性，對資訊掌握度以及資訊本身流動程度高，全體成員皆對新技術資訊略知

一二，提供公共資源的部門則依公司政策配合協助。 

 

（四） 研華科技 

新創事業團隊之人員組成會依照 Business Owner 的規劃而定，初期就被規劃

過去人員專屬於（Dedicated）新事業小組，但後須增援則不一定會全部專屬於

新事業小組。在公司內部因為不以制式化流程分配新事業資源，內部溝通管道十

分暢通，故新技術/新產品資訊流動程度高，高層也可以藉此機會確認當初企劃

與目前新創結果之落差。 

研華內部擁有公司層級的組織公共資源（Common Support，包含預算、行

銷與技術支援（Corporate Engineer Service）等），任一新事業部門皆可排隊申請

使用。不過各部門與 PD必須彼此協調出各自分配到的資源比例或使用的先後順

序，資深高層基本上不介入爭取資源過程的調停。  

 

【說明與討論】 

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在複雜調適觀點之下，是系統成員自發性的組織化過程，

如果將此過程對應到社會或組織系統中，可以將之視為網絡連結關係之形成，屬於動態

研究 (Anderson, 1999; McKelvey, 1999)。自我組織是經由成員互動所引發的催化反應，

進而在系統之間產生綜效，為成員之間協同合作、互惠演化之基礎 (Corning, 1995; 

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Lengnick-Hall & Wolff, 1999)，而在特定規則運作下，複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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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系統之自我組織可以促使系統成員於後一階段的合作關係突現 (Kogut, 2000)。 

根據 Mitchell (2007) 的觀點，其認為內部創業這種在組織文化中實踐創意的方式，

需要在創新氛圍與改變之中處理創業流程與人員的相關議題；其定義內部創業並非一種

觀念，而是一種需要組織高層支援、輔導及團隊合作以達成功績效的流程。   團隊合

作、跨職能團隊以及共同工作的內部創業家們是推行內部創業的過程中必備的條件；內

部創業團隊的成員主要經由自薦或是組織甄選而產生 (Pinchot, 1999) ，他們將不同專業

力量帶入內部創業過程中，但其成功需要組織的支援，特別是上層管理階層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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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中心 

各個案公司的網路中心比較，如表 5-13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四。 

 

表 5-13 個案公司的網路中心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網路中心 有 有 不一定 有 

企業聚焦於新創事

業團隊發展 

將新創事業視

同小型企業體 

「打群架」文

化 

視新想法提出

者受公司重視

程度而定 

具有支援性公

共資源，但其

多寡受

Business 

Owner 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四： 

台灣科技業廠商會集中企業內部資源發展新創事業。 

 

（一） 宏碁集團 

宏碁若確定投入內部創業發展，便會將新創事業團隊視同一小型企業體，提

供完整的事業經營所需資源，全力扶植其成為未來重要的企業成長支柱。 

 

（二） 華碩電腦 

華碩文化中有一特色：「打群架」，由於以往公司針對具有急迫性與重要性的

新創專案，一向會機動調度組織內部資源給予全力協助，久而久之形成公司內部

文化的一環，新創事業推行過程中也以此為發展基礎，在關鍵時刻集中火力，集

中公司所有重要資源進行支援。 

        

（三） 聯華電子 

聯電雖然鼓勵內部員工提出新想法，但新創事業建構初期、後續的資源分配與公

司資源的集中度，主要還是依據新事業概念提出者在公司受重視程度而定。較受

公司高層重視與肯定者可以獲得較多資源，具有完整的新創事業投入要素；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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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相對來說也更受高層關心並關注發展。 

（四） 研華科技 

對鼓勵創新的研華來說，每一個新創事業想法都是一個新機會，並且選擇將

此新機會完全交託給 Business Owner（為新事業概念提出者、執行者與發展階段

規劃者）負責，因此公司得以同時聚焦多個新事業發展。不過 Business Owner

的積極與靈活度會影響可以申請到的資源，甚至靈活的 Business Owner可以借用

到許多臨時支援性的人力。此外，形同事業經營者的 Business Owner 對新事業會

有階段性的執行規劃，後續並根據各階段新創成果與預期的落差，認定必要投入

資源的多寡，融合資深高層的建議調整投入資源。 

 

【說明與討論】 

由於複雜調適系統成員的互動，也可以解釋為基模的互動，是催化系統自我組織行

為的起源，進而引發綜效（Synergy）之產生。成員之間的互動會交織成連結網絡，其

節點（Node）可以視之為企業尚未組織新創事業前的原有各功能部門，企業以建立內部

新創事業決策為奇異吸子後，各部門以此為核心進行互動，其表達連結（Tie）或往來

關係（Relationship）之概念，形成價值創造網絡（蔡文鈞，2006）。網絡連結分為兩大

類型，一為資源性網絡、一為結構型網絡。在資源性網絡的連結中，成員對創新事業的

貢獻來自於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論是資訊、資源或是地位的流動，具備為體系帶來較多

的資源承諾或資源遞移的可能性 (Ahuja, 2000; Gnyawali & Madhavan, 2001; Uzzi & 

Gillespie, 2002)；結構型網絡則是因為成員匯聚於網絡核心之上，網絡核心對照創業定

義則是新創事業本身，此聚集有助於網路中心程度（Centrality）大幅提昇，後續取得相

關的衍生利益 (Brass & Burkhardt, 1992; Burt, 1992; Powell et al., 1996)。 

價值創造網絡對應到企業內部創業流程中，其實便是企業在確定以內部創業因應外

在環境變動後，積極建立內部業務關聯的階段；企業將內部業務與新事業機會的關係完

整建立，內部創業家或是內部創業團隊成員需要在企業內部既有的官僚體系中與各原有

部門建立關係，以利於獲取支援創新專案之所需資源 (Dolling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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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新績效 

各個案公司的創新績效比較，如表 5-14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五。 

 

表 5-14 個案公司的創新績效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創新績效 質化+量化 質化+量化 質化 質化 

新創事業團隊創新

績效衡量標準 

新產品市占

率、年營收、

「關係」 

心佔率、出貨

量、獲利、邊

際利潤 

企劃書進度確

認、「培育期」

標準 

第一批下單顧

客、訂定里程

碑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五： 

台灣科技業廠商會採質化指標衡量新創事業初期績效，並作為持續投入資源之依據。 

 

（一） 宏碁集團 

因為公司內部一般對於培育新創事業的耐心有限，因此在新創事業績效衡量

的指標上便同時制定質化與量化兩部份，期望可以迅速獲知新產品在市場上的發

展可能性，決定是否繼續挹注資源。量化指標包含新產品市占率與年營收等；質

化指標則無明確制度化，主要取決於新事業單位領導者與公司高層的互信關係。 

 

（二） 華碩電腦 

    華碩制定新創事業衡量標準有兩大考量因素：一是要能夠符合公司的經營目

標，二是要對同仁能夠有所鼓舞。目前採用的衡量指標是調整成熟事業單位使用

的 KPI評估的優先順序而成，以心佔率（Mind Share）作為首要指標，再設定出

貨量、獲利與邊際利潤等次要指標，這些指標會因為新創事業的發展階段而調整

其所佔總體績效的比例。華碩並將新創事業的 KPI與員工分紅進行配套以作為

對員工的正向激勵。 

 

（三） 聯華電子 

    聯電沒有硬性規劃績效目標，對於新創事業進度的關注主要鎖定在新產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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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整體時間軸的配合狀況。發展初期會依據新創事業小組成立前的企劃書來確

認發展進度，擬定推出樣品、送樣、客戶認證、認證通過，或是廠房搭建完成度

等各里程碑（Milestone）所需時間，整體來說偏重於質化指標的「進度設定」，

而非制式量化的販售數量，甚至有時候會因為原本的新創事業成立驅動來源為顧

客，因此與顧客共同設計績效衡量指標。 

聯電並會設定一段至少 3年的「培育期」，期間與同業競爭對手比較，以競

爭對手創設新事業發展的年間以及所發展成果為參考點，對照評估公司發展狀況

好壞。 

 

（四） 研華科技 

    重視與顧客建立長久關係的研華，認為找到願意下單的第一群顧客對新創事

業來說是最重要的指標；因為研華的新事業發展靈感多來自顧客，其所處產業因

為選擇性少，合作過的顧客大多願意跟隨研華新事業腳步前進，研華也藉此爭取

與顧客的長久合作關係，共同縮短創新成果與市場要求之落差。 

其他的新創事業績效衡量指標是由公司內部所共同討論決定，彙整新事業發

想者的提案與資深高層在市場面、技術面或風險考量層面的建議，提出一個發展

的大方向，清楚呈現新事業團隊在未來 6個月至 12個月中需要完成的目標。研

華傾向使用里程碑（Milestone）作為績效指標，引導新創事業往公司內部肯定的

方向發展，並無硬性規定發展期長短；其中大致劃分為 3個月期、6個月期、12

個月期各階段，訂定新事業所應進行的具體事務。研華會審核這些具體目標的完

成度，依據各階段進度與預定目標的落差，回頭修正各階段應該要完成的目標進

度。 

 

【說明與討論】 

Oden (1997) 指出，一旦內部創業團隊確實推行（Feasibly Introduce）創新後，便可

擬定大致的發展、執行與測試方向；若創新事業經得起（Withstand）發展與測試，則內

部創業團隊必須進行創新事業的相關執行動作，為了確定其成功性，後續必須蒐集相關

回饋與執行必要修正以進行改善。 

根據 Dollinger (2003)，其認為內部創業發展流程可以簡述為五階段，其中專案執行

階段如下： 



179 
 

評估內部創業發展的產業環境，制定適合的營運戰略與戰術後，建立內部新事業與

外部資源之間的連結。可能可以引入外部的人才與技術，或是與外部企業進行策略聯盟；

內部新事業需要具有願景與目標，採取利於自主發展的策略，同時需要建立績效評估準

則衡量內部新事業的推行成果。 

根據 Mitchell (2007) 的觀點，其認為內部創業這種在組織文化中實踐創意的方式，

需要在創新氛圍與改變之中處理創業流程與人員的相關議題；其定義內部創業並非一種

觀念，而是一種需要組織高層支援、輔導以及團隊合作以達成功績效的流程。在這流程

推行的過程中，組織所需要扮演角色有三：（1）建構足以鼓勵、促進及支援內部創業流

程的組織架構；（2）發展內部創業技巧；（3）嵌入績效審核以提昇組織業務。 

黃俊潔（2004）認為，因為企業剛進入新創事業階段，投入的資金甚至還未達回收

標準，故其不宜使用發展成熟的事業績效標準衡量，甚至可以說此階段事業不宜使用財

務表現作為衡量標準，否則容易在「創業績效」上造成偏頗的結果與錯誤預期，故使用

主觀績效指標衡量較為適宜。關於主觀績效指標的制定，Cooper (1995) 的研究以差異

理論（Discrepancy Theory）為基礎，認為可以將創業者本身對創業成果的滿意與否視為

績效衡量的基本方式，以事前設定之目標和事後實際表現的差距作為決定滿意度的標準。

衡量創業者滿意的指標可以分為三項：1. 創業家的初始目標（Initial Goal）；2. 期望

（Expectation）；3. 不同類型的創業家所具有獨特的滿意屬性。在目標達成度衡量方面，

可以分為財務目標的達成和非經濟因素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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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重置 

各個案公司的資源重置比較，如表 5-15所示，並提出研究命題十六。 

 

表 5-15 個案公司的資源重置比較 

 宏碁集團 華碩電腦 聯華電子 研華科技 

資源重置 有 有 有 有 

新創事業團隊最終

資源分配 

以創新績效為

資源分配依據 

利用既有事業

基礎機動支援 

新創事業領導

者影響最終人

員組成、業務與

技術獨立、公司

總預算篩選 

由各 PD自行

表達資源需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研究命題十六： 

台灣科技業廠商會考量新事業發展績效而決定組織公共資源分配。 

 

（一） 宏碁集團 

    宏碁發展新創事業最終不會形成固定比例的資源分配模式，資源流動的唯一

標準為創新績效，營收增長與規模擴大者可以持續從公司獲得增援人力與預算。 

 

（二） 華碩電腦 

    華碩發展新創事業最終不會形成固定比例的資源分配模式，會依據新創事業

的規模以及複雜度，有限的支援新創事業並行發展。資源流動的最終形式是利用

既有產品的事業基礎，機動調整可借調人力，執行長在過程中皆會以制高點角度

出面協調，也配合新創事業發展機動調整 KPI，故人力大多可以無礙流動，協助

公司重點發展新創事業（「打群架」文化）。 

 

（三） 聯華電子 

由於新創事業可能會多頭並行，因此公司多會面臨組織公共資源不足以支應

全部新事業發展的問題，聯電會以兩種方式作為新事業審核標準，一是預算限制



181 
 

性、二是刻意的資源競爭。前者藉由預算的不足篩選掉投入意願不高的方案，決

定新事業推動的優先順序；後者則是由高階主管發起，將公司內部視為同一市場，

刻意同時設 2～3個新事業方案相互競爭，勝出者得以成為公司正式推動該新產

品或新技術的新事業小組。 

聯華新事業單位的最終人員組成可以分為兩部份，一是經由新創事業領導者

選進入，二是內部成員依據新事業發展性而主動投靠。前者為新創事業領導者的

既有人脈關係，或是領導者直接物色熟識或適合新創事業開發的同僚；後者則是

內部員工藉由平日工作對該領導者的瞭解，得知與其共事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或是

未來前景可期，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主動加入。此外，聯電新事業單位的財務資源

與公司共用，業務與技術等方面幾乎全部獨立。 

 

（四） 研華科技 

Business owner 須依發展階段需求重新規劃小組所需資源，公司會利用資源

規劃過程關切新產品部門的目標與發展狀況之落差，詢問其投資計畫與發展積極

性，例如人才、財務或通路等投資；並根據 PD的技術或產品成果以及過往扶植

PD的經驗，建議新事業較符合成本效益的發展方式，協助 Business Owner確定

其團隊的最理想組成情況以及其組成與發展方向的正確性，讓新創團隊避免因為

錯誤的成員組成而往錯誤方向發展。 

雖然研華本身並不涉入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資源分配，公司在過程中

的協助是引導最終資源分配之關鍵。新創事業所能獲取的資源都是新 PD主動提

出的相關資源需求，最終的人力、預算等資源皆是以 Business Owner 以新事業為

經營主體之索取成果，研華不會主動在發展過程中向各產品部門詢問或直接給予

任何資源，但新創事業最終的資源配置是資深高層與新創事業領導者多次討論所

自然引導出的結果。 

 

【說明與討論】 

自我組織在複雜調適觀點之下，是系統成員自發性的組織化過程，可以視為社會或

組織系統之網絡連結關係形成，屬於動態研究 (Anderson, 1999; McKelvey, 1999)。自我

組織是經由成員互動所引發的催化反應，進而在系統之間產生綜效，為成員之間協同合

作、互惠演化之基礎 (Corning, 1995; 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Lengnick-Hall & Wo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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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而在特定規則運作下，複雜調適系統之自我組織可以促使系統成員於後一階段

的合作關係突現 (Kogu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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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其他發現 

宏碁、聯電與研華三家公司的內部創業模式其實在公司整體擴張之後有相當大的轉

變，為了因應這樣的企業規模變化甚至是母公司的本業定位考量，宏碁、聯電與研華皆

依據企業本身的經營需求設計出另外一套內部創業模式。 

 

表 5-17、個案公司新的內部創業模式 

個案公司 新創業模式 

宏碁集團 

*因公司規模擴大後改變培育內部創業的標準，目前已不再使用以往的成功

經驗為基礎。 

 

 改以創投方式投資新事業，以財務指標為唯一標準。 

 

聯華電子 

*因聯電的資源限制性（公司規模、股價與本業單純化之經營宗旨），故逐漸

將以往內部發展新事業的模式轉向以創投公司為重心，從外部尋求資源，以

借力使力的方式讓新事業成為外部公司。 

 

 價值承諾： 

(1) 以子公司經營的獨立營收、股票上市櫃利潤作為誘因 

(2) 以成立新公司為新內部創業模式最終目標 

-投資與以往技術差異頗大的新技術，例如 3DIC 封裝技術 

-因公司所處競爭地位考量（公司規模、股價、顧全本業），傾向在

聯電內部將新事業以創新小組培育後約 2～3年即迅速切割。 

 

 資源遞移： 

會提供子公司獨立初期的經營資源協助 

(1) 聯電原員工組成之經營團隊。 

-「人」的議題導致例外（好配對不等同好績效）。 

(2) 後期持續以母公司員工協助人力調動。 

-聯電內部+外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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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7、個案公司新的內部創業模式 

研華科技 

*研華在 2010 年以前推動內部創業的模式為家庭式內部創業扶植模式（動態

內部創業模式），沒有固定的遊戲規則與制式化流程，會任新事業在研華科

技原有的定位上自由發揮成長；2010 年之後建構的 IMAX 平台則協助研華

更有效率與清晰認知各新創事業的目標與資源需求。 

 

 新創事業建構： 

[2008年] 修改為融合 IBM管理模式的版本： 

目前融合版使用已邁入第四年，整體成效不錯，傳承研華的演化模式

觀點，制定出固定運作步驟。 

-先積極導入 IBM管理內部創業的「產品集成開發」模式（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測試成效。 

-加入研華的管理特色融合出研華版本的管理模式。 

 

[2010年] 融合成最新版本「IMAX平台」： 

讓 PD在新事業發展階段中有直接跟業務與顧客端密集溝通的機會。以

年度為思考單位，重新思考產品組合正確性，調整產品季度與年度的

預期達成目標；此平台目前仍在試行與微調中。 

 

(1) 運作邏輯： 

促使 PD的 Business Owner 在思考其新產品發展成果的同時，能夠以四

構面考慮更長遠的目標： 

(i) I（Incubator）：內部育成；亦有解讀成 Investment，投資之說法 

(ii) M（Merge）：購併 

(iii) A（Alliance）：策略聯盟 

(iv) X（X Product）：創新產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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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7、個案公司新的內部創業模式 

研華科技 

（續） 

（續）[2010年] 融合成最新版本「IMAX平台」： 

(2) 執行方式 

(i) 以各事業群蒐集其管理的所有 PD繳交之 IMAX 企劃書，並彙整成

一份事業群整體發展的 IMAX 企劃書。 

(ii) 依據公司時程繳交與討論 IMAX 企劃書，以事業群（PG，Product 

Group）為討論單位。 

(iii) 公司仍會深入到以 PD為單位，評估新事業發展狀況。 

-降低新事業發展過程的溝通不良。 

-公司必須根據其所提出的 IMAX 企劃書，審核新事業發展的相關

議題，諸多 PD無法單獨作業的細節與管理技巧決定了 PD的成敗。 

 

(3) 績效評估 

(i) 新事業開始推行後，事業群會針對各 PD進行月度的審核評估，公

司層級則是對事業群層級進行季度的審核評估。 

(ii) 完善的資訊管理系統可協助事業群與公司層級的管理者隨察知各

PD之績效表現。 

 

(4) 公共資源規劃 

公司層級與事業群層級皆有可以分配給 PD的公共資源，皆可分為

專屬服務特定事業群型與機動型兩種，各 PD的 Business Owner 可

從中決定新事業發展的資源來源選項。 

 

(5) 併購策略採行基礎 

將具有因應外在環境變動能力的公司納入集團之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個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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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碁集團 

目前宏碁投入新創事業的模式已經轉變，一般來說是找到外部技術合作夥

伴之後，經過創投評估覺得該技術有可以投資的價值，會經過總經理以上層級

的許可成立新事業處。新事業處的績效評估會以財務指標為主，例如一年之內

能夠達到美金 2～10億的商業規模等等，評估若發現連投入三年都可能還達不

到這樣的財務指標，便會放棄進入新事業的機會。以筆記型電腦為經營主業的

新宏碁年營收最高曾經達到 200 億美金，但筆記型電腦市場已經快要進入衰退

的階段，故新宏碁冀望以智慧型手機作為支撐公司未來成長的主力；在這樣的

經營背景之下，宏碁對新事業設立的目標便是要在兩三年之內達到 1千萬以上

的年營收門檻，因為證券與投資市場對於公司營收的重視度很高，可是要如何

從現有預測中找到兩三年內如此大規模的市場其實並不容易38，宏碁也因為這樣

的市場現況，對於目前新事業頂多給予三年的發展時間，績效不彰便會決定裁

撤此事業單位。對現在如此大規模的宏碁來說，1億美金的營收中若利潤不到

5%基本上便沒有投入的價值，而因為公司整體規模擴增不得不考量的商業價值，

也會導致公司改變選擇與培育新事業的標準，公司必須依據時代與外在環境的

限制重新調整對新事業開發的立場與態度，也因為過往內部創業模式隨時代演

進而被宏碁現有的新事業篩選標準取代，以致於舊宏碁時代的內部創業模式現

在已不復見。 

後續隨著時間演進，2000 年的 dot com熱潮又讓宏碁看到外在環境改變所

帶來的好的內部創業機會，因為當時的宏碁在硬體方面，不論是筆記型電腦、

數位媒體播放器或是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都有良好基礎，但還是需要 dot com的軟

體內容或服務來將這些硬體作完美的整合。不過可惜的是當時 dot com風潮很快

被視為經濟泡沫而破裂，宏碁也還沒找到以軟體或內容為主軸的合適獲利模式；

沉寂多年後，近年來此結合各既有產品的新創事業觀念才又逐漸成形，但獲利

模式目前仍僅侷限於廣告、B2B或 B2C商業交易的營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相對於宏碁以往積極投入於內部創業的歷史，新宏碁則是在多次的組織震

盪之後，將宏碁所涵蓋的事業清楚切割，目前鎖定於本業品牌經營的新宏碁，

                                                      
38

 相對於宏碁仍然將事業規模作為衡量新事業發展的重要指標，外商公司篩選新事業的標準以

EPS（每股純益）居多，其看重新事業 EPS 的成長勝過於營收的成長，故其選擇新事業的標準與

宏碁便有明顯差異。從外商的角度來看，反而會選擇砍掉大而無當的事業單位，專注於小規模、

成長快、競爭者稀少、進入門檻高且邊際利潤率極高的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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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新事業的過程中沒有很明顯的累積可以因應新產品技術的研發實力；因

此雖然新宏碁有涉獵智慧型手機以及雲端儲存運算等事業，但都是新宏碁經由

併購方式獲得的技術，皆已不能以舊宏碁時期的內部創業的角度看待。 

 

（二） 聯華電子 

公司規模逐漸擴增之後，由於高層事務大量增加，故開始將新事業發展的

方案選擇之重心轉移到創投公司，若投入新事業的金額不大，也可由各事業部

之總經理自行決定。聯電採用創投公司作為投資新事業方式已經長達十二、三

年，其會因為策略考量而設有 2～3家公司作為投資新事業之基礎，例如目前聯

電 100%持股的創投子公司：宏誠與弘鼎39等，雖然公司名不同，但其皆屬於聯

電母公司。 

晶圓代工產業的龍頭台積電在市占率超過一半，先進製程也和 Intel、

Samsung共同走在前端，聯電大約落後其一個世代，故排名在台積電之後促使聯

電必須思考其他獲利方式。由於聯電於 2001年評估自己在本業已與台積電有明

顯差距，若像台積電一樣開最先進製程，所需成本會非常可觀，故聯電轉而著

重於新事業（包含本業與業外）的合資與轉投資，以公司的名氣與資源打造新

的獲利途徑，也進而結束以往培養出一代聯家軍的內部創業模式，改由宏誠與

弘鼎全權尋找新的投資標的，原本也是由 IC設計與半導體產業開始，後來才逐

漸拓展投資的產業範疇。 

從聯電獨立出去的子公司，其初期經營資源，例如經營團隊，皆是聯電原

員工之組成，後期若還需要其他成員，聯電也會盡力以母公司的員工協助人力

調動。目前聯電的新事業投資還是依據此模式進行，雖然不會硬性規劃特定期

間要完成的績效目標，但還是會在投資過程中考量其產品或技術整體時間軸的

狀況，若發展太久又成效不彰，那麼聯電便會考慮後續的處理方式，例如與其

它公司合併等。聯電新事業投資的角色比較像是任新事業自行發展，創投公司

從旁觀察並給予適當推力；一般的創投公司會針對新事業設立管理顧問公司與

創投基金，此方面業務會向被投資方每年收取管理費，投資期間約 7～10年，

會因為期限的限制讓創投公司在投資期限來臨前處分新事業公司的相關股權。

聯電所設立的創投公司因為不受投資年限限制，故沒有處分股權之困擾，也因

                                                      
39

 原本也屬於聯電內部的投資部門，於 2001 年獨立出來，成為聯電 100%持股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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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可以用比較客觀的角度觀察新事業公司經營起伏，除非特別遭遇大環

境的特殊經營狀況，例如 2000 年之前的 dot.com風潮，有許多公司 3～4年即可

IPO，但一般來說聯電投資的新事業公司會需要 6～8 年的時間等待上市，這期

間已經超過普通創投會花費的時間。 

公司發展新事業的方式需要看公司所處地位決定，如果公司內部的資源足

以完全支應新事業的發展，養在內部自然沒有問題，因此會傾向形成以新事業

部門作為發展新事業之基礎，例如台積電有兩項轉投資便是採用此種策略模式。

但聯電確相對資源有限，故會轉而向外部尋求資源，以借力使力的方式讓新事

業成為外部公司，未來可以採用股票上市的利潤激勵員工投入新事業發展。 

目前以 100%持股創投子公司模式投入新事業發展的聯電，財務指標會是其考量

新事業績效的關鍵點。不過另外一家聯電 100%持股創投公司：「聯電新事業公

司」，其便著重於策略考量的新事業投資，投資標的限定於替代能源方面領域，

例如太陽能、LED與電池等產業；投資的取向兩者不同，相較於聯電新事業公

司專注與深入之投資，宏誠與弘鼎等公司近年來因為晶圓代工與 IC設計等領域

成熟度高，產品與技術發展已非常完整，找到新應用、投入資源設立新公司的

發揮機會不大，例如手機已被高通（Quacomm）與聯發科等公司發揮到極限，

故不將投資重心放在既有的熟悉領域，不受侷限地投資多種產業別。聯發科也

是聯電獨立出來的子公司，近年來聯電持股逐年下滑，一度趨於 0，但後來因為

投資的新事業公司也有投資聯發科，身為股東的聯電便又再度持有聯發科之部

份股權。利用創投公司深入新事業發展的聯電，其母公司內部便逐漸淡出以往

利用 Bottom-up或 Top-down 取得新技術或新產品資訊的知識管道，專注於本業

（晶圓代工）的技術研發，不過當然還是會有與以往技術差異頗大的新技術面

世，聯電便會針對這種新技術進行投資，並且依現在的投資策略會以成立新公

司為主要考量。由於新設公司的高峰期已過，目前聯電也沒有再採用此方式培

植新事業，改以外部投資的方式扶植新事業之外，鎖定標的也超過以往 IC 設計

範疇，廣泛拓寬到不同具有可能性的產業中；至於外部投資，聯電也會配合母

公司策略，技術性的投資供應商以減緩受到單一供應商牽制喊價的風險。 

聯電也會採取同時投資 2～3間外部公司的策略，以合資方式（聯電大約皆

持股 5成）用出資比分散新事業投資風險，外部資源有更廣大的人脈關係找到

更適合投入新創事業的人才，而聯電目前主要也採取此種途徑扶植新事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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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陽能電池技術，聯電便分別投資兩種技術作投資組合。 

基本上聯電培育新事業的方式差異不大，但是現在的聯電因為市場定位之

確立策略已多將新事業切割出去，比較少用以往的方式培育新事業，除了製程

開發從 45奈米、28奈米、22 奈米到 20奈米，都還是聯電主要事業的延續，絕

對不會切割出去以外，近年來在晶圓代工事業主軸之外的技術創新較少；最近

比較值得注意的新技術為封裝技術 3DIC，其與半導體製程接近，此新技術成熟

之後，未來聯電有可能會成立新公司因應。 

新事業單位若前景看好，現在的聯電也因為改採外部投資模式，所以不會

培養太久，平均大約 1～2年便直接規劃切割出去，若還需要管理資源，聯電會

依持股比例予以協助。事業性質若會與顧客衝突，會以切割為獨立公司作主要

考量；對於技術相關性高卻不會威脅客戶的新事業，聯電也不再像過去一樣培

育 3～5 年，甚至 7～8年才釋出，現在會以母公司完整的資源全力協助，大幅

縮減扶植年限，並同時用更豐富的外部資源提高員工投入新事業之誘因。以最

近的新技術來舉例，微機電的設計可以切割成為獨立經營公司，但其製造方面

可以留在母公司廠內協助製造；此外，最先進的封裝方式 3DIC，其製程很接近

半導體製造，但又有些微差異，故聯電可以將此新技術考慮留在母公司內部或

是分出去成立新公司。不過就目前的考量來說，聯電會傾向將 3DIC事業獨立出

去成為新公司，讓其享有更豐厚的外部資源與發展機會。聯電將新事業部門獨

立出去成為新公司之後，還是會持續關注該公司之發展，不過關注度會因為持

股比例逐年縮減而相對降低，資源的支援也會逐漸弱化，例如派出去職掌的主

管位階逐漸降低；目前聯電以創投方式參與新事業也是採類似途徑，根據持股

比例決定協助資源的多寡。 

目前聯電母公司為了維持其事業單純性，不會考慮將本業以外、已獨立出

去的新事業公司重新納入版圖，宏誠投資副總吳子南先生提到：「即使是台積電，

之前將太陽能與 LED等替代能源新事業養在公司內部，現在也是逐漸淡化持股

比例，傾向任其獨立。」聯電 100%持股的創投公司，宏誠與弘鼎，也是根據這

種策略，在新事業投資上有嚴謹佈局，對技術相關性極高的替代能源產業之新

事業公司持股比例高達 6～8成，在不會與母公司本業產生牽扯的前提下，提供

技術與資本方面的支持。聯電創投會定期向母公司回報投資情形，在合併報表

上也會列出宏誠與弘鼎的投資損益，母公司會依據現有投資狀況給予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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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會依據母公司建議進行後續的投資修正，不過母公司對於新事業投資方向

不會多作干涉，目前雖然投資產業廣泛，但大多還是以技術導向的產業為主軸，

以聯電的本業為出發點，避免因為不了解而誤作投資判斷，也因此直至目前為

止沒有涉足到文化創意相關領域。 

 

（三） 研華科技 

研華到 2010 年前，因為長期培育內部創業家與內部創業風氣，故摸索出動態的

內部創業模式，並在相關發展上因為時間久了而越形熟練；但研華近年來開始

重新思考這種發展模式的長久性，發覺這種發展模式比較適合年營業額約

100~200萬美元的公司40，若想要讓公司持續壯大成熟，無法依賴家庭式的內部

創業發展方式，若不因應經營目標作出修正，內部創業的發展可能會受限。 

因此在 2008～2009 金融風暴之後，研華開始積極與 IBM 合作，學習其大規

模又能夠成功管理內部創業的「產品集成開發」模式（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深入瞭解其管理全球龐大產品線的經驗；發覺其管理成效良好後，

故決定正式引進 IBM 的管理模式，再加入研華的管理特色融合出研華版本的管

理模式。目前融合版使用已進入第四年，整體成效不錯，其模式雖然傳承了研

華的演化觀點，但卻制定出一定的運作步驟。舉例流程如下： 

(1) 第二季（Q2）： 

PD應該思考如何制定產品路線圖（product roadmap）。其產品路線圖與

商業範圍（Business Scope）思考的維度必須長達三年，依據三年後預計達

成的目標再回推各年度的目標為何。 

(2) 第三季（Q3）： 

根據第二季制訂出的方案與公司的業務部門溝通。由於業務會廣泛的接

觸與拜訪客戶，PD可以在公司積極的與業務利用密集會議或工作坊

（workshop）進行溝通，也可以選擇聯絡顧客端直接進行溝通。討論過程中

會提出發展新產品的想法、向顧客或業務開出規格與價格、詢問下單意願與

規模。 

業務會給予 PD相關的市場知識回饋，建議其技術修正方向以及價格區

                                                      
40

 研華的 2012 年營收目標為 10 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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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PD藉由業務回饋的全球各區域市場的販售規模，進而從產品經營與研

發主管等角色，進入市場考量層面，評估真正可以販售的產品或機種類別，

並規劃其在各區域市場的預期販售量；藉與市場知識之結合，收斂得到其產

品販售的總市場潛力。 

(3) 第四季（Q4）： 

根據第三季獲得的資訊開始規劃新產品下一年的相關計畫，下一年度便

開始要針對新產品作出具體規劃，例如預期販售數量、營業額與扣掉成本之

後的利潤貢獻率等等，此階段的 PD開始將新產品計畫從發散的狀態藉由清

楚的商業計畫數字，收斂到與研華公司進行完整討論的程度。 

一般來說，PD推動的新產品因為機種眾多，所以其發展時間都不太一

樣，PD會根據管轄產品的各自發展狀況，於十二月底擬定全 PD完整的產

品發展計畫，下一年度 PD便直接據此展開。 

(4) 第一季（Q1）： 

開始全力衝刺發展。 

之後再度進入第二年的第二季（Q2），便循第一輪的循環模式，重新思考產

品組合正確性，以年度為思考單位，調整產品季度與年度的預期達成目標。 

研華近年來利用 IBM 的內部創業管理方式和以往家庭式的自由發展方式做

出區隔，但董事長劉克振先生還是根據研華本身的企業文化，約於 2010 年融入

修正出研華專屬的一套管理內部創業的前端模式------IMAX。 

IMAX 的運作邏輯主要建構在，PD的 Business Owner 在思考其新產品發展

成果的同時，促使 Business Owner在研華原有的企業經營業務中，能夠同時考

慮更長遠的目標：I（Incubator，內部育成；亦有解讀成 Investment，投資之說法）、

M（Merge，購併）、A（Alliance，策略聯盟）以及 X（X Product，創新產品研

發）（見圖 5-1）；利用此四構面討論內部新創事業，讓新創事業不只是短期製造

與販售產品的過程，更是中長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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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研華 IMAX 創新平台 

資料來源：研華受訪者陳技術長、商業週刊 2011一月號（尤佳彥） 

 

研華會規定每一個事業群蒐集其管理的所有 PD繳交之 IMAX 企劃書，將其

集中彙整成一份事業群整體發展的 IMAX 企劃書。研華在評估新事業發展狀況

時，還是會回歸到以 PD為單位，與各 PD進行詳談；談論內容會視各 PD的規

模大小進行調整，例如才剛投入新產品事業的 PD因為規模尚小，初步談論內容

應該會鎖定其所希望發展的新創產品，甚至是該 PD在此新產品發展上有可能的

合作對象，說服公司進行相關投資。 

關於新創事業的資訊，基本上還是由站在第一線的 Business Owner 負責蒐

集並向公司呈報相關訊息，研華運用 IMAX 平台作為管理內部創業初期發展之

不穩定階段，藉由此方式處理市場、產品與技術仍然都很模糊的事業初期發展

狀態。後續銜接 IBM 具有制式化運作流程的 IPD 管理模式管理具體與具有清晰

市場定位的新事業，前後相連形成完整的內部創業發展之管理流程。IMAX 目前

還在研華內部試行中，其讓新事業開發前端的模糊部份可以利用四個大方向作

較為明確的管理，雖然試行成效不錯，但因為發展內部創業管理模式無法一蹴

可幾，故仍然在修改與微調中。 

I：Incubator/Investment 

內部育成/投資 

 

是四大事業群、二十個事業部門

之主要動力。 

M：Merger & Controlling JV 

發動購併 

 

例如 2010年併購 DLoG公司。 

X： X Product 

先驅創新產品 

 

與台大、交大產學合作進行創新

產品研發。 

A：Alliance & Outsourcing 

策略聯盟 

 

和工研院等外部單位開發智能

生活產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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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 所管理的不確定階段中，相較於公司以往因為規模小、人數少所發展

出的家庭式管理，其制式化程度較高。各 PD要依據公司的時程繳交 IMAX 企劃

書，安排固定的時間討論內容；由於研華規模擴大，內部成員分散在不同的公

司據點，很難再採用以往溝通新創事業概念的模式，因此改用較為規律與具有

制度性的模式對內部創業進行按表操課式的管理，讓 PD的 Business Owner在固

定安排的時程中與研華高層進行新創事業的相關討論。 

一般來說，會以事業群（PG，Product Group）為討論單位，故事業群內部

須先彙整其所屬之所有 PD的 IMAX 企劃書，讓事業群管理者瞭解底下有什麼新

事業正在進行；事業群還要另外明列出其下各 PD之 IMAX 企劃書中所需的資源

向公司（Corporate）層級呈報。雖然遞交企劃書的過程層級分明，但研華相對

看重 PD層級的企劃書，因為新事業的成敗都取決於 PD是否能夠完好發展，故

公司會針對各事業群底下的各條 PD線進行討論，評估事業群所發展新事業的正

確性。若公司層級評估新事業發展方向沒有問題，便會於下一年度直接開始將

此計畫分派到事業群層級，進行投資或產品開發，規劃每一季度的任務與目標；

新事業開始進行之後，事業群會針對各 PD進行月度的審核評估，公司層級則是

對事業群層級進行季度的審核評估。此外，目前研華已有完善的資訊管理系統，

事業群與公司層級的管理者可以隨時經由系統察知各 PD之績效表現，例如上一

個月的出貨量或營業額等等，因此資訊十分清楚。 

研華讓 Business Owner在 12 月底除了提出下一年度一般的商業企劃書

（Business Plan）之外，也需要根據研華制定的 IMAX 四大構面，額外利用一張

簡單的企劃書在四個象限中分別呈現所看到的市場投資、購併、策略聯盟或新

創產品之機會。在呈現資訊與定位明確的 IMAX企劃書之前當然也需要非常多

的討論，例如公司建議某 PD新產品發展應先鎖定投資面，則 Business Owner

會依據季度針對投資作相關規劃，公司會觀察發展狀況，在適當階段投入公司

的財務人員進行協助，隨著新事業月度與季度的進展作相同進度的財務規劃。

待 PD經與公司多次討論將 IMAX 企劃書定下之後，等同於承諾公司新產品的專

注發展方向，爾後便會根據此張企劃書展開後續各階段的任務目標，而這些目

標也會因為季度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下一季著重 I（Investment），那麼下一季

的目標規劃便會針對投資面設定績效衡量指標。 

實行 IMAX 內部創業管理平台的研華，也重新規劃其組織公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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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Resource）的分享方式，讓公司層級與事業群層級皆有可以分配給

PD的公共資源。事業群層級之所以需要配給公共資源，是因為各事業群之間因

為產品差異較大，故所需技術與知識差異性大，因此該層級可以自己建構公共

資源，分享給其所屬的 PD。而公司層級所管理的則是每一個事業群都會使用到

的公共資源， Corporate Engineer Service 便是其中一例，由研華的技術長（CTO）

進行管理，會根據各事業群的需求分配技術服務支援。 

除了技術之外，公司投資方面也有總額度的限制，會根據市場機會、營利

狀況等條件考量投資可能性與規模，雖然公司沒有明訂投資額上限，但不同 PD

競爭投資額度也難免會導致排擠效果。基本上希望資源分配可以讓全公司達到

最有效率的結果，但難免會有分配不均的情況，故各事業群還是有可能強調自

己所發展的新產品重要性而向高層爭取資源；不過原則上研華會讓公共資源的

運作保持一定的機動性以避免事業群之間嚴重爭搶資源。例如 Corporate 

Engineer Service整體為 40人的技術服務團隊，研華會規劃 30人專注於服務特

定事業群，另外 10人（包含資深者與新鮮人）則是機動狀態；當某事業群有急

迫需求時，機動組便會進行技術支援。比照此模式，各事業群下的公共資源也

會安排機動組作緊急支援；不過此狀況較為少見，因為已經進入事業群層級的

公共資源功能更為集中，一般來說也會更完整的分配各 PD可以使用的比例，故

PD對於公共資源的專屬性分配會相對計較。 

由於各 PD為獨立核算單位，故分配進入專屬 PD的公共資源，例如人事成

本，便必須計入該 PD新事業經營的成本之中，因此該 PD未必願意負擔分配給

他的專屬公共資源，反而會傾向用排隊的方式利用公司層級的機動性公共資源

以節省成本，該 PD再以固定比例分攤公司公共資源的成本，比例會根據 PD的

營業額大小調整，公司以費用的形式從該 PD的營業額當中扣除此部份的分攤成

本。研華提供的公共資源分為專屬服務特定事業群型與機動型兩種，各 PD的

Business Owner 可從中決定新事業發展的資源來源選項，而新事業在這種資源選

擇下是否足以支付相應成本，也是事業經營的表現與衡量重點。 

根據 IMAX內部創業管理平台制度的推行，研華可以降低新事業發展的意外性。

就以往的內部創業發展經驗而言，在沒有一套特定運作框架下，雖然有可能會

產生極好的產品創意，但失敗的機率也相對較高；另一方面，各 PD的 Business 

Owner 很容易性格不同而產生與研華管理階層溝通不良的情況，導致不容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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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 平台推行讓公司內部創業的遊戲規則變得很清楚，可以省去很多因為溝通

所導致的問題，只要循著此格式清楚表明新事業發展想法即可。 

研華公司成立第一年到現在（2012 年），每一年皆有獲利，只是獲利多少。

手頭上資本絕對充足，絕對不畏懼新事業投資，公司層級也有財務支援會進去

各 PD審核其發展可能性（主要根據績效數字表現），但其關注重點為新事業的

「題目」，例如好的發展對象、新事業承接者人選、投資的報酬率與市場確定性

等等，是研華決定是否投資 PD的要件。公司層級能夠協助 PD的部份也正在此，

由於 PD大多想法單純，只認為產品滿有發展性的便有投入熱忱，公司必須根據

其所提出的 IMAX 企劃書，審核新事業發展的相關議題，例如財務槓桿、專利

糾紛等，皆是由公司層級利用公司整體作為基礎資源並提供發展協助。假設某

PD計畫購併一間公司，雙方團隊之間資料庫系統的彼此交換整合，或是如何指

導被購併公司資料庫的使用等等，此外，公司人資部門如何統合企業文化或調

整福利制度等，諸多的細節與很多管理技巧決定了 PD的成敗，但這些部份 PD

無法單獨作業。研華主要是利用 IMAX 平台協助 PD提出新事業發展的重點，在

與公司討論的過程中，PD便可決定其所需的不同功能部門資源，公司協助各功

能部門的資源引入。IMAX 企劃書變成 PD與公司高層溝通的主要工具，公司也

可以依據上面的資源需求提供協助；研華未來新事業的投資與發展皆是循此模

式，讓新事業單位附屬在各事業群之下持續茁壯。 

近三年多來（2008~2012）由於研華公司規模擴大，也開始採取併購策略，

此策略動機如同研華發展內部創業一樣，是衡量自身能耐不足以因應外在環境

變動後，藉由此途徑將具有相關能力的公司納入集團之中。研華的併購策略與

財務調整等議題沒有關聯，是為了補足既有技術或產品的不足，也有可能是看

到外在環境的機會之後，發現用既往培育人才建構新創事業的演進方式過於緩

慢，便採取合資或併購策略，利用外在完整的團隊輸入，以便較快速的掌握發

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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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整理第五章之研究命題與討論，歸納研究結論；第二節提出本研究之學

術貢獻，第三節針對企業內部創業提出實務建議，最終對後續研究方向給予相關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研究結論部份，本研究根據第五章之研究命題歸納，以第三章之研究架構為基礎，

嘗試回答本研究之問題，初步所得結論分述如下： 

 

結論一、台灣科技業廠商推行內部創業的過程可用複雜科學觀點詮釋之。 

（呼應研究問題一） 

    企業推動內部創業時，其流程從資訊取得、內外在資訊落差促使企業推動內部創業、

新創事業建構、資源的分配移動到最終成功形成新事業部門，其概念可以對應到複雜科

學運作之觀點。一般來說，組織推動內部創業的流程為：內部成員面對新資訊輸入所帶

來資訊落差，會提出新創事業的想法試圖消弭調適性張力狀態，企業評估可行之後便開

始建構新創事業，並在既有經營事業以外，以新創事業為中心，投入所需資源支持其後

續發展；發展過程中也會因為成員與績效的回饋影響了新創事業的規模。建構新創事業

過程猶如在複雜調適系統中建構奇異吸子，系統成員會以奇異吸子為中心運作，並根據

運作過程產生自我組織現象，最終形成突現，亦即系統成員依照互動過程形成最終運作

模式。 

結論二、台灣科技業廠商會以調適性張力狀態作為推行內部創業的契機。 

（呼應研究問題二） 

    由於新資訊輸入對企業來說是企業成長與營利的新機會，因此企業除了將內部員工

與高層視為主要資訊輸入的管道之外，也會營造容易獲取新資訊的內部環境，以便讓內

部成員察覺資訊落差，進而引起成員嘗試以新想法補足企業不足處的想法，促使企業試

圖以新創事業回應經營環境的變動。 

結論三、台灣科技業廠商成功發展內部創業之關鍵在於流程中的資源分配。 

（呼應研究問題二） 

    內部創業等同於企業內部衍生一小型新事業體，企業初期即會以本身的資源基礎提

供新創事業需要具備的經營資源，例如技術團隊與財務、會計或業務等公共資源；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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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事業的推行為一動態過程，其間會因為經營環境與產業競爭的動態性需要企業本體

不一樣的資源支援。面對不穩定的創業環境，若新創事業沒有辦法在此過程中即時獲得

企業本體的機動支援，例如新產品不受到企業的人力（業務或技術）或預算支持，即使

掌握了新產品或新技術，還是沒有辦法順利發展為一大規模、成熟的事業部門。 

結論四、台灣科技業廠商再創後續新事業時，會受到員工個人熱忱與對新事業認同感之

影響。（呼應研究問題二） 

    台灣科技業廠商多是經由企業高層的核可才推行新創事業，並會依此提供一定的資

源基礎，直接選擇優秀的員工進入新創事業團隊，因此員工的個人熱忱與對新事業的認

同感在新創事業建構的初期並非必要條件。但是員工在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若增加了對

企業以此方式擴張事業體系的認同度、實踐創業熱忱的積極性，會影響企業營造的調適

性張力環境的有效性，員工在下一次內外在資訊落差形成時，會更主動的以新創事業作

為消弭張力的方式，多次循環之下會形成企業以創新方式回應外在變動的文化，企業本

體對於環境的變動會有更快速的反應與調整。 

結論五、台灣科技業廠商內部創業領導者的層級會影響新創事業的發展。 

（呼應研究問題二） 

企業本體所提供資源的充足性與機動性是內部創業能否順利推動的因素，其中，企

業內部創業的領導者便是新創事業持續獲取資源的重要關鍵，若是領導者與企業本體的

高層關係不佳，很容易導致新創事業資源不足或遭到忽略；與企業高層關係較佳的新創

事業領導人相對來說可以獲得較多資源，其領導的新創事業團隊在公司中的能見度也相

對較高。 

結論六、台灣科技業廠商會複製成功經驗發展後續的新創事業。 

（呼應研究問題二） 

    由於內部創業面臨的經營環境較為不穩定，公司在推行新創事業的過程中會是長

期的摸索過程，同時也會從中學習創業過程中應該給予的管理知識與資源分配模式，

若最終可以成功成立新事業部門，則企業會在推行下一波新創事業時，以此次的支援

模式為基礎，初期即盡量齊備所有可能會用到的資源，以利新創事業在此經驗基礎上

省去過長的摸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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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學術貢獻 

學術貢獻部份，本研究對照前人研究方向與本研究的研究主題進行比較，歸納學術

貢獻如下： 

 

貢獻一、本研究以「複雜科學觀點」作為探討企業內部創業之新觀點。 

複雜科學觀點起源於數學與物理學研究，初期的應用範圍侷限於醫學與生物學等研

究範疇，其中以複雜性科學典範：複雜調適系統，為系統動態運作的代表。近年來因為

此典範所提出的特質：系統受到外來資訊衝擊形成擾動狀態、系統內部跨層次交互影響，

與涉及系統運作過程中成員給予回饋等特色，適於呈現社會與組織中動態運作的過程，

打破以往以靜態觀點觀察組織運作的角度，因此開始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然而

將複雜科學觀點應用於管理學門的研究仍為數不多，其中又以應用於創新與創業領域研

究居多，但在這些研究中，目前多以組織本身與外部成員互動所激發的創業活動為主，

尚未將研究鎖定於組織的內部創業。 

本研究認為，內部創業同樣牽涉到外在資訊對組織之擾動、組織成員跨層次互動、

組織成員合作互動之回饋作用對創業活動之影響性，甚至是因為互動後所重新建構的合

作模式，因此以複雜科學觀點重新觀察內部創業流程。經過質性研究，其結果顯示企業

的內部創業流程的確類似於複雜調適系統的特質與運作流程。 

 

貢獻二、本研究於內部創業中，擴充了「流程」面之探討。 

歷來關於內部創業的研究，大多著重於企業採用內部創業之動機、內部創業之功用，

或是以策略觀點觀察內部創業為公司帶來之影響，主要將此方式視為替公司帶來創新、

活力與持續成長的途徑，其中雖然有提到內部創業流程，但大多是直接將內部創業流程

概分為數個階段，為各階段訂定具體任務目標，並無特別強調過程中的資源分配。 

本研究認為推行內部創業時，人員與資訊的流動必是流程中不可或缺之要素，企業

除了會因為外在資訊的刺激作為推行新創事業的契機，過程中更需要以既有成員與部門

的資源支持新創事業之發展，因此本研究鎖定內部創業過程中人員與資訊的移動，作為

瞭解企業推行內部創業流程中各階段資源分配的改變，以及對後續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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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實務建議 

實務建議部份，本研究依照新的科學觀點對照內部創業研究方向，發現幾項關鍵發

展要素，歸納出實務建議如下： 

 

建議一、欲發展內部創業的企業，宜廣泛接納與嘗試員工之創新想法。 

企業若能廣泛接受員工所提出之創新想法，對於員工觀察新產品或市場趨勢提出新

建議之作為具有正向鼓勵作用，可以增加企業獲取之新資訊的質量與數量，久而久之並

能形成相對於一般企業開放的企業文化；此外，廣泛接納與嘗試員工想法之企業，可以

較快地建構新創事業以應對外在新資訊之衝擊。若企業對於員工創新想法之接受度較低，

則不易營造出內部成員積極回應外在變動之環境，新創事業也相對不容易形成。 

 

建議二、企業宜注重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需求並即時給予支援。 

    企業會提供新創事業建構初期必備的發展資源，例如專屬技術團隊、專屬領導者以

及公共資源共享等，不過給予這些資源只是新創事業發展的基礎，在新創事業推行的動

態過程中，只具有初期的基礎資源並不足以支持後續的發展。由先前學者研究與本次研

究個案可以得知，新創事業推行過程中，企業對其的關注度以及是否能夠針對其需求機

動地分配資源，因為可以及時反映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相對於初期資源提

供，對新創事業後續發展的好壞更具影響性。 

 

建議三、企業宜選擇會靈活運用內部資源之內部成員作為新創事業領導者。 

    在歷來學術研究中便時常強調領導者對於新創事業發展好壞的決定性，領導者若能

在經營新創事業的過程中，善用獲取資源的靈活性，讓團隊除了專屬的人員配置之外，

還可以獲得額外機動性的組織公共資源協助，以及公司內部其他成員主動的認可與投入。

根據本研究個案中，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懂得靈活運用資源、與公司內部成員建立良

好連結的領導者，是新創事業是否能夠有效獲取資源的關鍵；選擇此類型領導者，較容

易帶領新創事業走向成熟與擴大規模的最終目標。 

    相對的，若企業不希望領導者的特質影響具有潛力的新創事業發展，則可以考慮利

用制度化的流程審核新創事業的發展過程，盡量降低「人」的因素於此過程中對新創事

業發展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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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台灣科技業廠商在公司規模擴張時，會重新設計新創事業發展模式。 

    台灣科技業廠商以往會使用較為動態性的模式進行內部創業，由於公司規模小進行

上下溝通也相對容易，所以新創事業想法在公司內部流通性高，公司也因此可以針對新

創事業的需求給予較快速的反應與支援。但在公司規模擴大之後，企業本體除了沒有辦

法顧及各個新事業想法，還必須考慮公司額外支持內部培育新事業的資源限制性與經營

風險。故公司規模擴大之後，台灣科技業廠商會捨棄以往動態式的內部創業方式，改採

制度化方式以利掌握新創事業訊息，或是改採外部投資方式進入新事業，在內部創業之

外創造其他投資新技術與新產品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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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力以及資金，因此選擇台灣高科技業中曾經成功推行過

內部創業的四家代表性廠商作為研究個案，考慮模型的適用性，歸納研究建議如下： 

 

建議一、建議可再對台灣其他家科技業廠商作深入質化研究。 

     本研究針對因為時間以及資源上的限制，故在台灣科技業中選擇四家對於內部創

業經營皆很熟悉、且有成功推行案例的公司作為代表；但是台灣科技業廠商眾多，且其

所專注的業務與大小規模不一，可能會因為不同的變因影響其內部創業的考量標準。本

研究根據四個案所歸納出的結論為複雜科學觀點可以與內部創業流程相互對應，考量不

同變因可能帶來的影響，建議後續仍可針對台灣科技業廠商進行質化研究以確認或修正

此對應模型的應用廣度。 

 

建議二、建議可根據複雜科學觀點深入研究其他產業之內部創業模式。 

本研究之所以選定台灣科技業為質化研究之產業範圍，是因為科技業之特性為快速

變動之產業環境，與相對短暫的產品生命週期。以本研究架構來看，選擇對外在環境與

新資訊反應較快的科技業，相對來說可以獲知企業較快速完整的新創事業推行過程，但

並不表示只有台灣科技業廠商可以對應這樣的創業模式，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流程模式

與關鍵要素，建議後續可以拓展到其他產業的內部創業研究，增廣本模式的應用產業。 

 

建議三、建議可針對內部創業流程之資源分配與成員互動作更深入研究。 

本研究提出的研究架構強調內部創業過程中資源的流動，以專屬資源與公共資源兩

大方面呈現公司在推行內部創業流程的階段性資源分配，但在公共資源面仍然停留於資

源流動的方向，故建議後續研究可鎖定公共資源的明確流動量，甚至擴充訪談對象至新

創事業團隊的成員（非領導者），深入瞭解內部創業執行過程中，團隊內步以至於公司

內部的人力與資源連結。 

 

建議四、建議加入企業與外部夥伴合作的創業模式研究，擴充複雜科學觀點應用範圍。 

本研究鎖定內部創業議題以複雜科學觀點作互動詮釋，因此研究侷限於組織內部的

探討，但企業的新事業投資途徑眾多，故建議後續可以利用此觀點探討其他的投資方式，

擴充模型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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