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5 - 1 

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 

第一節  軟體專業類型與技術知識特質 

 

 

〔說明〕 

本研究依據研發創新專案的技術知識內隱程度，將個案公司分成技術

知識內隱程度高、中、低三類。公司間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的高低為相對

的比較。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是針對不同軟體專業類

型公司之間的相對程度來作判斷。 

在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方面，本研究將個案公司分成多元化程度高、

中、低三類。本研究亦採用相對的程度來區分高低，而非絕對的數量作為

區分比較。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是針對不同軟體專

業類型公司之間的相對程度來作判斷。 

同樣地，本研究以研發創新專案的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將個案公司

分成標準化程度高、中、低三類。此三類之區分亦採用相對的比較。因此，

本研究所探討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是針對不同軟體專業類型公司之間

的相對程度來作判斷。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技術知識特質彙整如表【5-1-1】： 

 

 

 

n 研究發現 1：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軟體專業類型不同，所具有的技術知識特質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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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個案公司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內隱程度 中高 高 低 低 高 

多元化 

程度 
中 高 低 低 高 

標準化 

程度 
中 低 高 高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本研究依據創新專案或得獎產品的軟體專業類型，將個案公司分成三

類：（1）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包括活躍科技及尚尚軟體；（2）特殊

技術應用軟體，以蒙蒙科技為代表；（3）商業應用軟體，包括智智軟體及

n 研究發現 1-3： 

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

知識內隱程度較低、多元化程度較低，標準化程度較高。 

n 研究發現 1-2： 

特殊技術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研發創新專案之

技術知識內隱程度、多元化程度及標準化程度趨向於中等。 

n 研究發現 1-1：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研發創新

專案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較高、多元化程度較高，標準化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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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資訊網路。依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多元化程度及標準化程度分析，結

果如圖【5-1-1】所示： 

 
    由圖【5-1-1】可以看出，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

軟體公司，其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較高、技術知識內隱性較高，且技術知

識標準化程度較低。特殊技術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技

術知識多元化性、技術知識內隱性及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皆趨向於中等。

商業應用軟體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較低、技術

知識內隱性較低，且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較高。 

 

高 
 
 
 
 
 
 
 
 
 
 
 
 
 
 

低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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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隱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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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高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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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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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軟體 
‧超資訊網路 

‧蒙蒙科技 

圖【5-1-1】個案公司技術知識特質分析 

尚尚軟體‧ 
活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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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軟體專業類型與中小企業特質 

 

 

〔說明〕 

    本研究依據個案公司企業主是否參與組織各功能活動、投入研發，以

及參與績優專案或得獎產品的程度，將個案公司分成企業主參與程度高、

中、低三類，此三類之區分採用相對的比較，非絕對的比較。表【5-2-1】

為個案公司企業主參與程度彙整表： 

表【5-2-1】個案公司企業主參與程度彙整表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是否參

與各功

能活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參

與研發 
是 否 是 是 否 

參與績

優專案

或得獎

產品的

程度 

‧非計畫主

持人 

‧開發前期

涉入 

‧非計畫主

持人 

‧未直接參

與研發活

動 

‧計畫主持

人 

‧全力投入 

‧計畫主持

人 

‧開發前期

涉入，並

隨時關心

研發狀況 

‧非產品開

發領導人 

‧未直接參

與研發活

動 

n 研究發現 2：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軟體專業類型不同，企業主參與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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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個案公司企業主參與程度彙整表  （續） 

企業主

參與程

度 

中 低 高 高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2-1】可知，屬於 3D／VR 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的活躍科技

與尚尚軟體，企業主雖然有參與組織各功能活動，但並未直接參與研發活

動，且未領導及參與創新專案的開發。屬於特殊技術應用軟體類型的蒙蒙

科技，企業主不僅參與組織各功能活動，亦領導手寫辨識團隊開發手寫辨

識技術，但是未領導及參與創新專案或其他專案的開發，只於開發前期涉

入，擔任研發資源分配的角色。屬於商業應用軟體類型的智智軟體及超資

訊網路，企業主不僅參與組織各功能活動，亦直接參與各項研發活動，並

領導及參與創新專案的開發。 

n 研究發現 2-3： 

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企業主參與程度較高。 

n 研究發現 2-2： 

特殊技術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企業主參與程度

中等。 

n 研究發現 2-1：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企業主參

與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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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研究依據個案公司團隊成員自主性，將個案公司分成團隊成員自主

性高、中、低三類，此三類之區分亦採用相對的程度來區分高低，非絕對

的數量作為區分比較。表【5-2-2】為個案公司團隊成員自主性彙整表： 

表【5-2-2】個案公司團隊成員自主性彙整表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具體 

作法 

在目標期間

內，成員有

充分的彈性

進行研發 

研發人員有

充分的彈性

進行研發 

成員自主性

受專案時程

限制 

研發人員遵

守既定的開

發制度 

研發人員有

充分的彈性

進行研發 

研發 

人員 

自主性 

中高 高 低 低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活躍科技： 

n 研究發現 3-1： 

越偏向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研

發人員自主性越高。 

n 研究發現 3：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軟體專業類型不同，其研發人員自主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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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違反合約架構的情況下，研發人員可以充分地發揮創意進行產

品設計。受訪者表示： 

「活躍科技並不干涉團隊成員如何進行實作，而是鼓勵研發人員採用

有創意的方式進行產品開發。因為在虛擬實境這個領域中，每一個人都可

以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不一定要照者某個方法設計，只要技術效能比之前

的更好、效率更高，就可以採用。」 

‧尚尚軟體： 

尚尚軟體的的專案成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例如：遇到問題時，尚尚

軟體的員工通常可以透過網路互動或是電子郵件來進行討論。至於產品開

發的自主性，則視該名成員所位於產品開發程序的工作階段。在不同的工

作階段中，專案成員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從事開發工作。整體而言，專案成

員的自主性仍高。 

‧蒙蒙科技： 

透過目標設定來進行專案開發，並沒有硬性地規定要求研發人員要

如何執行，只規定在一個時間點之內，技術應該要開發到一個程度，亦

沒有硬性地規定要照某種特定的方式去達成。因此對研發人員來說，在

目標時間之內，有充分的彈性進行研發。 

 

《個案驗證》 

‧智智軟體： 

在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中鼓勵研發人員有自主性從事創新活動，但

是這樣的情況還是要依據專案的時程來做評估。如果時程不允許，就會捨

棄這種創新方式，或者是把它留到未來要開發新專案的時候，再將它引用

n 研究發現 3-2： 

越偏向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研發人員自主

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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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受訪者表示： 

「因為新的東西會造成專案的延遲（delay）或是不穩定（unreliable），

所以就必須根據專案實際的狀況來衡量。」 

‧超資訊網路 

在超資訊網路中，研發人員是以工作為導向，由研發經理安排各個專

案人力資源分配。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研發成本，以及後續的軟體維護成

本，研發人員必須遵守超資訊網路既定的開發制度，並且採用統一的開發

工具。受訪者表示： 

    「超資訊網路的開發制度就是要求軟體工程師在撰寫程式的時候，必

須遵守一定的規格，例如：在程式碼最前面要記錄工程師的姓名、該程式

碼的修改歷史與負責人，每一段程式碼都要有它的註解在裏面，超網路公

司會統一規定這些原則要程式人員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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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 

一、內隱程度 

本研究將各個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整理如表【5-3-1】： 

表【5-3-1】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內隱程度 中高 高 低 低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 

    Nonaka & Takeuchi（1995）指出，內隱知識的創造需要組織成員之

間頻繁而勤勉的互動才能紮根；另外，這兩位學者也提出新的、專有的內

隱知識一定得經過密集的外部和內部互動。 

    余彩雲（民 87）在其研究中指出，當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較低時，溝通

的風格上較不易產生爭執，且在團隊成員空間配置上不特別強調地理相近

性，反之，溝通上易有爭執的情況產生，且空間上特別強調地理相近性。

在易產生爭執情況下，有幾項管理上的作法來增進成員間的共識，包括 ：

早期參與、原型、默契及鼓勵創造性摩擦。 

n 研究發現 4：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會影響創

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藉由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識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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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蒙蒙科技：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團隊共識 

在蒙蒙科技中，產品經理（PM）所注重的在於：當一個成員開發進

行到一段時間之後，就必須把他所想到的技術方法做成投影片，在開會討

論的時候進行口頭報告，跟整個團隊進行知識分享，讓所有人知道彼此在

進行何種技術方法的開發，同時能夠瞭解以後該如何進行整合，並且共同

提供想法，處理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受訪者表示： 

「因此，即使是都是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每個人的背景可能不

一樣，事實上到後來每個人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說都綁在一起，就算各自

負責的領域不一樣，彼此會去學他們不曉得的知識技術，並思考兩邊要如

何整合、技術障礎如何處理。」 

即使「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團隊成員在專業、認知風格以及

偏好工具有些微的差異存在，但是，透過公開、頻繁的溝通，能夠針對問

題提出可行的解決之道，讓團隊成員形成共識，減少開發過程中因缺乏共

識所形成的阻力。 

‧活躍科技：藉由共同討論、腦力激盪，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更應

該是「乘」 

活躍科技非常鼓勵團隊成員藉由互動、討論來激發創意。在活躍科

技，每個人都要將自己所做的成果拿出來公開發表，相互學習、交換意見，

並且腦力激盪，產生創意。受訪者表示： 

「即使每個人的專業領域、認知風格及思考模式不同，正因為每個人

都發表，大家彼此相互學習，所以藉用共同討論、學習，產生的效果不僅

n 研究發現 4-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越高，在

創新行之共同解決問題，越能夠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識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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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更應該是『乘』！」 

虛擬實境的製作並不是憑靠一個人的腦力就可以想像得出來的，必須

藉由團隊思考的力量，才能迅速地產生良好的成果。受訪者認為： 

「也許有些團隊成員會覺得這樣有點違背人性，但是經過多次的互

動、討論之後，大家發覺其實藉由團隊的力量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說，專

案領導者應該極盡所能地讓團隊成員產生創造性的知識連結。」 

‧尚尚軟體：（1）藉由互動產生創意；（2）重視參與的公司文化；（3）設

立「點子銀行」鼓勵人員提供創意 

通常是以總經理及產品經理（PM）為核心，進行跨部門的互動。這

些互動包括尚尚軟體的國外發行商，或是在美國的行銷業務人員。在此階

段中，互動的頻率非常高，而且可能會不斷地翻案。受訪者表示： 

「這個階段是很精采的，但是也會令人沮喪。有可能今天團隊成員花

很多時間把原型做出來，但是隔天有不同的人員參與會議討論時，會有完

全不同的意見，如果開發團隊覺得新的意見很好，則可能推翻自己先前的

想法。」 

 

‧智智軟體：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智智軟體對於團隊成員間「認知風格」、「偏好使用的工具」與「思

考模式」的差異性，該公司採取政策制定的方式，讓成員彼此產生共識，

減少軟體開發過程中的阻力。受訪者表示： 

「例如開發相同的產品可以用不同的程式語言來撰寫，不同程式設

計師偏好的程式語言可能不同，如果沒有統一規定程式語言，就會形成

很高的產品維護成本。因此，為了公司未來的規劃和成本考量，使用一

n 研究發現 4-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越低，在

創新行之共同解決問題，越無法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識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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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的程式語言就變成產品開發時的一種政策。」 

‧超資訊網路：（1）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開發具有

活力；（2）統一使用開發工具，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受訪者表示： 

「雖然在超資訊網路的研發部門中，大部份的人員皆有資工、資管

的背景，但是如果純粹以資工資管背景的人員為主，思考邏輯的模式會

變得比較呆板。」 

因此，超資訊網路仍會引進非資工、資管背景的人員參與軟體開發

的工作，即使有時候這樣的人員程式設計能力不比具有專業技術知識的

人員強，但是超資訊網路期望藉此讓專案開發變得更有活力。 

在使用工具方面，超資訊網路為減少不必要的開發與系統維護成

本，會統一規定開發工具的使用，並且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

致。受訪者表示： 

「基本上，超資訊網路不會讓一個軟體開發工程師用的是Windows

平台的開發工具，另一個軟體開發工程師用的 Linux 平台的開發工具，

其他的軟體開發工程師可能用的是別種工具。這樣會造成系統難以維護

的問題。因此，超資訊網路會選擇執行效能最好的開發工具，並且統一

規定在專案內採用此工具。」 

 

 

〔說明〕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與實驗風氣資料整理如表

【5-3-2】： 

n 研究發現 5：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會影響組

織鼓勵實驗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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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2】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與實驗風氣彙整表 

 內隱程度 實驗風氣 

蒙蒙科

技 
中高 

技術風險高，鼓勵實驗與嘗試，必須從做中學、

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活躍科

技 
高 

鼓勵實驗與嘗試，從失敗中學習，積極建立一個

創新的工作環境。 

智智軟

體 
低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規避技術風險，較

少從失敗中學習。 

超網路 

科技 
低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進行適當的實驗。 

尚尚軟

體 
高 

原型出現後，即進行技術可行性實驗；每年皆有

固定預算支持實驗性專案進行，以吸收經驗、測

試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蒙蒙科技 

蒙蒙科技面對「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這項全新的技術開

發，團隊中的工程師必定會進行多項的實驗，以確定每一個人所開發的

技術在各個階段中的可行性。受訪者表示： 

「在專案開發的過程中，是一定要去鼓勵團隊成員進行實驗。例如計

畫要開發八個月的產品，會把它分成四個階段來測試。在當中，有可能團

n 研究發現 5-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越高，組

織越積極鼓勵實驗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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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員針對某種方法進行實驗，但後來覺得該方法不可行，另外有一種更

好的方法，這時就必須立即調整方向；尤其是生物認識這個全新的技術，

很難一開始就判定哪一種方法是可行的，也因此在專案開始的時候，整個

團隊就會有很多嘗試。」 

‧活躍科技 

      由於虛擬實境的開發專案皆需要透過實驗來進行，無法經由直接的

教導就能夠學會，必須自行藉由實驗來獲得技術經驗。因此，活躍科技

的研發人員時時刻刻都要做新的嘗試。受訪者表示： 

「成員只要能提出新方法有哪些好處，就能夠去進行實驗。也許實

驗的結果顯示沒有特別的成效，活躍科技也會鼓勵成員進行成果展示，

讓其他成員給予建議。」 

‧尚尚軟體 

尚尚軟體每一年都會有一兩個嘗試性的產品專案。但是，通常這些嘗

試性的產品專案，都會選擇資深的人員來進行實驗，因為嘗試性的產品專

案代表失敗率很高，甚至代表不確定性高。受訪者表示： 

「當尚尚軟體想要進入新的領域，即會發起嘗試性的產品專案，不然

大部份的情況還是會以公司的核心技術為開發的範圍。通常嘗試性的產品

專案都會有固定的預算，即高階層主管所能容忍的失敗低限。」 

尚尚軟體的實驗主要是當公司人員對產品原型有不同的意見，且技術

上亦有不確定性時，即交由產品經理（PM）與開發小組進行技術上的實

驗。也就是實驗是在產品原型出來之後進行。 

 

《個案驗證》 

n 研究發現 5-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越低，組

織越不積極鼓勵實驗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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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軟體 

對智智軟體來說，在開發一個新產品時，若是對這項產品尚未清楚也

瞭解之前，就會安排一個研發人員進行技術研究，然後由該名研發人員做

出原型，並進行實驗，主要是為排除可能的技術風險。但是如果產品在已

經確定要開發的情況下，以及產品規格已經出來的時候，因為開發時程及

成本的考量，智智軟體就不會再讓研發團隊進行實驗，或是進行與產品目

標沒有關聯的事情。受訪者表示： 

「若已決定準備研究新的東西、或是要開發新東西，最初可能會投入

人力去嘗試新的技術方法，但是如果在風險及目標確定之後，就不會再進

行實驗。」  

‧超資訊網路 

實驗對於超資訊網路的研發人員來說是必要，但是必須視專案的時程

而定。大多數的實驗是在專案時程不緊湊且必須採用新的軟體技術的情況

下進行，然而在專案時程緊湊的情況下，研發人員則遵照經理或是專案經

理的經驗指示，進行開發。 

 

 

〔說明〕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與知識吸收來源整理如表

【5-3-3】： 

 

 

 

n 研究發現 6：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會影響創

新行為中是否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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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與知識吸收來源彙整表 

 內隱程度 知識吸收來源 

蒙蒙科技 中高 大學、研究單位、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 

活躍科技 高 
研究單位、國外展覽會、國外網站、新專案中各

領域的專業知識 

智智軟體 低 研究單位、資訊研討會、外部教育訓練中心 

超網路 

科技 
低 

大學、國內學術研討會、同業（大眾電腦，或 IBM

等同業的教育訓練中心）、異業、客戶 

尚尚軟體 高 
大學、研究單位、異業合作、國際展覽會、同業

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3-3】可知，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較高的蒙蒙科技、活

躍科技與尚尚軟體，並不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個

案公司技術知識內隱程度較低的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會藉由教育訓練

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智智軟體： 

n 研究發現 6-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越低，創

新行為中會藉由教育訓練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n 研究發現 6-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內隱程度越高，創

新行為中並不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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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軟體會藉由外派受訓的方式來吸收外部知識。外派訓練的方式有

兩種，一種是研討會，尤其是有關技術方面的研討會；另一種是針對特定

的技術，根據個人的需要、工作的需求、安排，視情況派人至教育訓練中

心，例如恆逸資訊、微軟、資策會，接受專業的技術訓練。其他的知識來

源則為網路社群及與技術相關的書籍。 

‧超資訊網路： 

超資訊網路也會派研發人員參與付費或是免費的研討會、派員參加

軟體公司的教育訓練課程，或是聘請外面的師資到公司內演講，藉此瞭

解不同的軟體技術。受訪者表示： 

    「例如之前開發中興大學的商務系統，由於中興大學要求使用 IBM 

DBⅡ，而超資訊網路對該資訊系統的使用方式並不熟悉，然而 IBM 的

經銷商有開設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因此，將所有的研發人員安排到 IBM

的經銷商上課。目前超資訊網路所採用的 Java 技術也是以類似的方式

整合進來。」 

 

二、多元化程度 

本研究將各個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整理如表【5-3-4】： 

表【5-3-4】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多元化 

程度 
中 高 中 低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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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李仁芳、賴威龍（民 87）以台灣資訊產業為研究對象發現當技術複雜

度愈高時，團隊可能需要多種的知識來協助完成專案，因此專案成員的專

業知識背景可能較多樣。 

    吳昭勳（民 87）在研究遊戲類與幼教類以及工具類兩大類資訊軟體廠

商時發現，技術多樣性高的遊戲類和幼教類軟體相較於技術多樣性低的工

具類軟體，在產品開發的關鍵活動上，較著重整合多樣技術的機制。 

    廖佑宗（民 88）以工研院化工所為研究對象亦有相同之發現。該研究

以工研院光電所為研究對象，亦發現技術知識複雜度會影響團隊成員異質

／多元化化程度。 

    王緯中（民 88）研究發現整合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會影響團隊成員組

成。整合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愈高，則團隊成員多樣性愈高。整合技術知

識多元化程度愈低，則團隊成員多樣性愈低。 

    謝慶龍（民 90）針對日本半導體業，探索其在 PC時代與 IA時代不

同的技術知識特質下之組織型態及知識管理作為時，發現技術知識複雜度

越高，組織成員的複雜度越高。 

    高玉龍（民 91）針對台灣工具機產業公司，探索其研發專案知識管理

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及技術知識特質對知識管理的關聯性，發現技

術知識複雜化程度對研發專案的知識管理有明顯的影響。 

n 研究發現 7：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會影響

創新行為中之團隊共同解決問題時團隊成員背景異質／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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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本研究針對技術知識複雜程度高的個案公司與團隊成員背景資料整

理如表【5-3-5】： 

表【5-3-5】個案公司技術知識複雜程度與團隊成員背景彙整表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尚尚軟體 

多元化 

程度 
中 高 高 

團隊成員

組成背景 

影像處理、訊號處

理、Wavelets、系

統識別、應用程

式、資料庫、網路

技術、軟硬體整合

之統籌設計管理開

發、偵測及辨識系

統核心技術研發、

主從架構、資料庫

串連、跨平台整合 

應用力學、視訊、

3D模擬、動感平台

設計與系統整合、

控制系統技術、3D

／VR 互動軟體程

式設計、系統分

析、虛擬實境及動

畫技術、動態行為

分析、創意美術設

計、虛擬實境動畫

製作、品牌行銷 

產品規劃、美術、

3D 多媒體動畫製

作、軟體系統規

劃、技術指導、軟

體技術分析、軟體

系統規劃、美術設

計、3D多媒體動畫

製作、企畫、市場

調查、3D繪圖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5-3-6】可知，當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越高時，研發團隊成員的

背景多元化以及異質性程度越高。 

n 研究發現 7-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團隊成員異質／多元性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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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本研究針對技術知識複雜程較低的個案公司與團隊成員背景資料整

理如表【5-3-6】： 

表【5-3-6】個案公司技術知識複雜程度與團隊成員背景彙整表 

 智智軟體 超資訊網路 

多元化 

程度 
低 低 

團隊成員

組成背景 

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程式

設計、跨平台程式設計、資料

庫規劃設計、系統分析、系統

設計、專案管理、市場調查、

產品規劃、訊號處理、影像處

理 

資訊系統、專案管理、網際網

路規劃與設計、企業管理、系

統分析、應用程式、資料庫、

網際網路規劃與開發技術、專

案管理、系統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5-3-6】可知，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兩家公司的技術多元化程

度並不高，團隊成員背景趨向於單一性。 

 

n 研究發現 7-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團隊成員異質／多元性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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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Leonard-Barton（1995）指出，個人和組織的創造力受限於技術背景、

訓練，以及解決問題時所偏好採用的方法，而創造性摩擦則是核心僵化與

招牌技巧的解毒劑。因此，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對於創造性摩擦會有正面

的影響。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與共同解決問題之方式整

理如表【5-3-7】： 

表【5-3-7】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與共同解決問題方式 

 多元化程度 共同解決問題方式 

蒙蒙科技 中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團隊共識。 

活躍科技 高 
讓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共同討論、腦力激盪，

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更會是「乘」。 

智智軟體 低 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超網路 

科技 
低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開

發具有活力，但在開發工具上，仍以政策性的

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尚尚軟體 高 

著重全員參與的公司文化，讓不同部門的人員

加入互動討論，產生創意，並設立「點子銀行」

鼓勵人員提供創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n 研究發現 8：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會影響

創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藉由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識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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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由表【5-3-7】可知，活躍科技與尚尚軟體的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高，

組織越能夠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識結合。蒙蒙科技的技術知識

多元化程度中，組織亦會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讓團隊成員交換

意見，形成團隊共識。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的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低，

組織雖然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開發具有活力，但大

多數仍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說明〕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與實驗風氣整理如表

【5-3-8】： 

 

n 研究發現 8-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創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越無法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

識結合。 

n 研究發現 8-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創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越能夠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

識結合。 

n 研究發現 9：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影響組

織實驗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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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8】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與實驗風氣 

 多元化程度 實驗風氣 

蒙蒙科技 中 
技術風險高，鼓勵實驗與嘗試，必須從做中

學、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活躍科技 高 
鼓勵實驗與嘗試，從失敗中學習，積極建立一

個創新的工作環境。 

智智軟體 低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規避技術風險，

較少從失敗中學習。 

超網路 

科技 
低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進行適當的實驗。 

尚尚軟體 高 

原型出現後，即進行技術可行性實驗；每年皆

有固定預算支持實驗性專案進行，以吸收經

驗、測試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3-8】可知屬於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高的活躍科技與尚尚軟

體，組織越積極鼓勵創造實驗的風氣。屬於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低的智智

n 研究發現 9-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組織越不積極鼓勵創造實驗的風氣。 

n 研究發現 9-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組織越積極鼓勵創造實驗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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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與尚尚軟體組織較不積極鼓勵創造實驗的風氣。 

 

 

〔說明〕 

在中小型資訊軟體業中，較少自行開設教育訓練課程，而是藉由外界

的教育訓練程課來培訓公司的技術研發人員。然而，這些教育課程通常是

以資訊技術為主，因此，在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不同的情況下，有些中小

企業公司並不一定需要透過教育訓練來培養專案成員的技術知識。因此，

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會影響創新行為中是否以教育訓練作為知識吸收之

來源。 

 

《個案驗證》 

‧蒙蒙科技： 

    受訪者認為，關於「人臉偵測追蹤辨識技術」因為是很新的技術，相

關的學習課程並不多，學校目前也沒有這方面的課程。因此大部的的技術

知識都是由團隊成員自行研究，無法藉由教育訓練課程學習。 

‧活躍科技： 

包括活躍科技科技在內，全世界只有 4至 5家可做到虛擬實境互動效

果，因此所有的知識來源幾乎無法在台灣找到。因此，該公司並不以教育

訓練作為知識吸收的來源。 

n 研究發現 10-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創新行為中並不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n 研究發現 10：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會影響

創新行為中是否以教育訓練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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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尚軟體： 

    尚尚軟體並不以教育訓練課程為技術知識吸收的來源。其教育訓練課

程主是一般性的管理課程，讓專案經理（PM）學習專案管理實務，也就是

將過去的經驗彙整起來，然後互相討論。這樣的課程並不能作為知識吸收

的來源，只算是內部知識擴散的方式。 

 

《個案驗證》 

‧智智軟體 

智智軟體會藉由外派受訓的方式來吸收外部知識。外派訓練的方式有

兩種，一種是研討會，尤其是有關技術方面的研討會；另一種是針對特定

的技術，根據個人的需要、工作的需求、安排，視情況派人至教育訓練中

心，例如恆逸資訊、微軟、資策會，接受專業的技術訓練。 

‧超資訊網路 

超資訊網路會派研發人員參與付費或是免費的研討會、派員參加軟體

公司的教育訓練課程，或是聘請外面的師資到公司內演講，藉此瞭解不同

的軟體技術。 

 

三、標準化程度 

本研究將各個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整理如表【5-3-9】： 

 

 

 

n 研究發現 10-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創新行為中會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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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9】個案公司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標準化 

程度 
中 低 高 高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 

    本研究對於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定義，是以研發人員在軟體設計中是

否有依循特定的標準，或是標準自行訂定來區分標準化程度。因此，標準

化程度的高低會與團隊成員背景多元性相關。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標準化

程度與團隊成員背景多元性整理如表【5-3-10】： 

表【5-3-10】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與團隊成員背景多元性彙整

表 

 
標準化 

程度 
團隊成員組成背景 

團隊成員背

景多元性 

蒙蒙科技 中 

影像處理、訊號處理、Wavelets、

系統識別、資料庫、網路技術、軟

硬體整合之統籌設計管理開發、偵

測及辨識系統核心技術研發、主從

架構、資料庫串連、跨平台整合 

中 

活躍科技 低 應用力學、視訊、3D模擬、動感平 高 

n 研究發現 1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會影響

創新行為中之團隊共同解決問題時團隊成員背景異質／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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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0】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與團隊成員背景多元性彙整

表  （續） 

活躍科技 低 

台設計與系統整合、控制系統技

術、3D／VR 互動軟體程式設計、

系統分析、虛擬實境及動畫技術、

動態行為分析、創意美術設計、虛

擬實境動畫製作、品牌行銷 

高 

智智軟體 高 

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程式設計、

跨平台程式設計、資料庫規劃設

計、系統分析、系統設計、專案管

理、市場調查、產品規劃、訊號處

理、影像處理 

低 

超網路 

科技 
高 

資訊系統、專案管理、網際網路規

劃與設計、企業管理、系統分析、

應用程式、資料庫、網際網路規劃

與開發技術、專案管理、系統分析 

低 

尚尚軟體 低 

產品規劃、美術、3D多媒體動畫製

作、軟體系統規劃、技術指導、軟

體技術分析、軟體系統規劃、美術

設計、3D多媒體動畫製作、企畫、

市場調查、3D繪圖技術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討論〉 

謝慶龍（民 90）針對日本半導體業，探索其在 PC時代與 IA時代不

同的技術知識特質下之組織型態及知識管理作為時，發現技術知識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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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與組織成員的複雜度無明顯關聯。 

 

 

《個案驗證》 

    由表【5-3-10】可知，活躍科技與尚尚軟體等兩家中小型資訊軟體業

公司的技術標準化程度低，團隊成員的技術知識背景趨向於異質／多元。

反之，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等兩家中小型資訊軟體業公司的技術標準化

程度高，團隊成員的技術知識背景趨向於單一。 

 

 
〔說明〕 

謝慶龍（民 90）針對日本半導體業，探索其在 PC時代與 IA時代不

同的技術知識特質下之組織型態及知識管理作為時，發現技術知識標準化

程度會影響技術知識創造。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與共同解決問題之方式整

理如表【5-3-11】： 

n 研究發現 11-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高，

團隊成員異質／多元性程度越低。 

n 研究發現 11-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低，

團隊成員異質／多元性程度越高。 

n 研究發現 1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會會影

響創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藉由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

識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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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1】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與共同解決問題方式 

 標準化程度 共同解決問題方式 

蒙蒙科技 中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團隊共識。 

活躍科技 低 
讓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共同討論、腦力激盪，

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更會是「乘」。 

智智軟體 高 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超網路 

科技 
高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開

發具有活力，但在開發工具上，仍以政策性的

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尚尚軟體 低 

著重全員參與的公司文化，讓不同部門的人員

加入互動討論，產生創意，並設立「點子銀行」

鼓勵人員提供創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3-11】可知，活躍科技與尚尚軟體的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低，

組織越能夠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識結合。蒙蒙科技的技術知識

n 研究發現 12-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高，

創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越無法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

識結合。 

n 研究發現 12-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低，

創新行為中之共同解決問題時，越能夠鼓勵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的知

識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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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程度中，組織亦會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讓團隊成員交換

意見，形成團隊共識。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的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高，

組織雖然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開發具有活力，但大

多數仍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說明〕 

    Leonard-Barton（1995）指出，原型無疑是對外溝通及誘導資訊的一

項重要工具。因此，當技術知識在市場上的標準化程度低時，產品概念較

不清析，而市場技術也不易取得，組織往往利用原型作為產品概念及技術

的溝通媒介；若專案的技術知識在市場上的標準化程度高，有明確的市場

規格及產品概念時，組織便可利用規格書作為產品及技術發展的溝通媒

介。 

 

《個案驗證》 

    本研究發現，由於專案／產品缺乏清析的產品及技術概念，技術知識

偏向內隱，此時，技術人員必須將其觀念轉化為較為具體的原型，才能進

一步將知識擴散（Nonaka & Takeuchi,199）。此時，組織內溝通產品及技

術的概念時，往往需要透過各式的原型作為溝通媒介。 

‧活躍科技：原型是研發人員與專家或客戶溝通的橋樑，可將抽象的概念

n 研究發現 13-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低，

組織內越需要利用原型來溝通產品概念。 

n 研究發現 13：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高低不

同，使用原型溝通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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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化 

原型（prototype）的使用對活躍科技開發虛擬實境專案來說是非常重

要的。藉由原型的使用，客戶可以確實地把需求表達清楚，將抽象的概念

具體化，活躍科技才能進一步地依照需求規格建構專案。 

在開發專案的過程中，原型亦是研發人員與專家或客戶溝通的橋樑，

藉此可以調整產品的功能，使產品更貼近真實。 

‧尚尚軟體：原型常以視覺化的方式作為溝通的工具，可將抽象的概念具

體化 

原型（prototype）對尚尚軟體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原型尚未出來

前，參與產品開發的人員進行的討論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性，而原型的出

現才能將概念具體化。尚尚軟體很強調原型的視覺化，因此，原型能夠讓

所有人員親眼看到這個產品跟最初的期待是否接近，並能夠據此提出改善

的想法。 

‧蒙蒙科技：原型可作為溝通、內外部測試的工具 

「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的專案團隊通常會先將一個產品做出原型

（prototype）出來，不僅在團隊中及公司內部各個單位進行測式，亦會送

到各個銷售點，甚至協力公司，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先試用新的產品，測試

該產品的穩定性，並得到各方面的回饋建議，以改良現有的產品原型，使

其功能更完備、更能符合市需求。 

 

《個案驗證》 

    本研究發現，當創新專案的技術知識在市場上的標準化程度高時，由

於研發人員已遵循標準進行軟體設計，對產品功能已有相當的瞭解，此時

n 研究發現 13-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高，

組織內越需要利用原型來確認客戶的需求以及功能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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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技術概念已經被具體的文字化，成為外顯知識，組織中的成員可以

透過文件、交談等方式交換並結合知識（Nonaka & Takeuchi,1995） 

‧智智軟體：原型是用來測試，以確認客戶的需求以及功能規格 

在「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中，最初有一個原型，但是整個產品

開發過程中的原型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 prototype可能是整個外觀設計（layout）與網頁的連結

與互動可以進行實驗。 

‧第二個階段則是主要的功能大致上完成的，其它功能尚未完成。 

‧第三階段就是整個產品完成，並可以進行測試。 

但是「智慧型中文郵件管理系統」的原型只是用來測試，而非讓團隊

成員藉此進行實驗及討論。 

‧超資訊網路：原型用以確認客戶的需求以及功能規格 

在整合新技術或是開發新專案的時候，超資訊網路會先建立原型系

統，讓研發部門的經理及研發人員作為互動、溝通的工具。以 SBIR專案

技術的導入為例：在 SBIR專案環境中，研發人員要做到程式跟網頁的分

離，在應用層面的進行元件化，把客戶的模組變成是可以用的元件。此外，

原型系統亦是超資訊網路與客戶或是使用者溝通的工具，在專案開發之

前，可以用以確認客戶的需求以及功能規格，使整個專案能夠順利地進行。 

 

 

〔說明〕 

在中小型資訊軟體業中，較少自行開設教育訓練課程，而是藉由外界

的教育訓練程課來培訓公司的技術研發人員。然而，這些教育課程通常是

n 研究發現 14：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會影響

創新行為中是否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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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訊技術為主。因此，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會與知識吸收來源有關。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的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與知識吸收來源整理如表

【5-3-12】： 

表【5-3-12】個案公司的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與知識吸收來源整理表 

 標準化程度 知識吸收來源 

蒙蒙科技 中 大學、研究單位、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 

活躍科技 低 
研究單位、國外展覽會、國外網站、新專案中

各領域的專業知識 

智智軟體 高 研究單位、資訊研討會、外部教育訓練中心 

超網路 

科技 
高 

大學、國內學術研討會、同業（大眾電腦，或

IBM等同業的教育訓練中心）、異業、客戶 

尚尚軟體 低 
大學、研究單位、異業合作、國際展覽會、同

業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3-12】可知中小型資訊軟體業中，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越高，

創新專案會遵循特定的國際標準從事軟體設計，而教育訓練課程正好是以

n 研究發現 14-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高，

創新行為中會藉由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n 研究發現 14-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度越低，

創新行為中並不藉由參加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之來源。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5 - 34 

相關的技術知識標準為主，所以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等兩家公司的技術

知識標準化程度高，會以教育訓練課程作為知識吸收的來源。 

 

四、路徑相依程度 

本研究將各個個案公司之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程度整理如表

【5-3-13】： 

表【5-3-13】個案公司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公司的新

軟體產品 

獨創的軟

體產品 

擴展公司

現有軟體

產品線的

深度 

公司的新

軟體產品 

公司的新

軟體產品 
路徑相依

程度 

低 低 高 低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 

    當創新專案的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低時，代表組織願意承受技術風

險，從失敗中學習，創造出向前衝的動力，藉由在某個方向上失敗的探索，

意外導致其他方向上未曾預期的成功。 

    反之，當創新專案的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高時，代表組織傾向規避

技術風險，因而減少從失敗中學習的機會。 

n 研究發現 15：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路徑相依程度會影

響創新行為中鼓勵智慧型失敗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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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蒙蒙科技：路徑相依程度–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由於新技術的風險很高，所以在「人臉偵測追蹤辨識系統開發」專案

中，必定會有失敗的例子，也使得專案團隊成員必須從做中學，從失敗中

獲得經驗。受訪者提到： 

「例如團隊進行研發的過程中，在評估方法之前，就會認為 A方法可

能比 B方法好，但沒想到著手進行開發之後，才發現 A方法會遇到一些困

難或瓶頸，此時就會瞭解到好像不如當初所預期的可行。因此團隊成員就

會去思考 B方法可能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或是從 A的失敗經驗中，去思考

為什麼會從 A方法轉換到 B方面（即選擇 B方面），或是 A方法跟 B方法

之間有哪些關聯、怎麼連結在一起。」 

‧活躍科技：路徑相依程度–獨創的軟體產品 

活躍科技積極地鼓勵員工從失敗中學習，建立一個創新的工作環

境。受訪者表示： 

「如果只限制團隊成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樣會使整個團隊形

變得非常保守，並且造成封閉而無法創新。但是，即使成員失敗了，仍

然要進行成果展示，作為其他人的借鏡。」 

‧超資訊網路：路徑相依程度–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超資訊網路在成立之初，意圖進軍 cable市場，即有線電視市場，從

事機上盒（STB，Set Top Box）相關的軟體開發，藉由機上盒業務的發展，

可以進一步從事商務網站的架設，然而因為法令因素無法配合而終告中

止。受訪者認為： 

n 研究發現 15-1：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路徑相依程度越

低，組織越鼓勵從失敗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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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家公司沒有失敗的經驗，只是對超資訊網路來說，並不把

這些經驗當成失敗。」 

    因此，超資訊網路在湯總經理的領導下，藉此轉機，將所有研發人員

投入商務網站的開發，並且順利地開發出「模組化之網頁元件系統」。 

‧尚尚軟體：路徑相依程度–公司的新軟體產品 

尚尚軟體每一年都會有一兩個嘗試性的產品專案，甚至曾經計畫開發

軟硬體整合的產品。但是，通常這些嘗試性的產品專案，都會選擇資深的

人員來進行實驗，因為嘗試性的產品專案代表失敗率很高，甚至代表不確

定性高。不過，在尚尚軟體內，嘗試性的產品專案的比例不會太大，不會

故意去進行嘗試性的產品專案，而目的是為了吸收經驗以及測試市場。受

訪者表示： 

「除非尚尚軟體想要進入新的領域，才會發起這樣的嘗試性的產品專

案，不然大部份的情況還是會以公司的核心技術為開發的範圍。通常嘗試

性的產品專案都會有固定的預算，即高階層主管所能容忍的失敗低限。」 

 
《個案驗證》 

‧智智軟體：路徑相依程度–擴展公司現有軟體產品線的深度 

由於專案的技術風險在投入開發初期就已經被謹慎地評估，因此智智

軟體較少投入技術風險及開發成本皆高的開發專案，以避免不必要的損

失。即使有技術門檻不高，但是需要很長開發時間的專案，智智軟體仍會

選擇放棄投入該項專案。 

 

n 研究發現 15-2：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創新專案之技術知識的路徑相依程度越

高，組織越少鼓勵從失敗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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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小企業特質與創新行為 

一、企業主參與程度 

本研究將各個個案公司之企業主參與程度整理如表【5-4-1】： 

表【5-4-1】個案公司企業主參與程度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企業主參

與程度 
中 低 高 高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由於軟體專業類型不同，使得各家公司的企業主參

與程度不同，也因此，造成創新行為的不同。本研究將個案公司的企業主

參與程度與組織的創新行為進行比較，整理如表【5-4-2】： 

 

n 研究發現 16-1： 

越偏向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企

業主參與程度越低，組織越有明顯的創新行為。 

n 研究發現 16：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由於軟體專業類型不同，使得的企業主參與程度

不同，組織的創新行為（鼓勵創造性的知識結合與實驗的風氣）亦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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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2】個案公司之企業主參與程度與創新行為比較表 

 
企業主 

參與程度 
創新行為 

蒙蒙科技 中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團隊共

識。 

‧技術風險高，鼓勵實驗與嘗試，必須從做中

學、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活躍科技 低 

‧讓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共同討論、腦力激

盪，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更會是「乘」。 

‧鼓勵實驗與嘗試，從失敗中學習，積極建立

一個創新的工作環境。 

智智軟體 高 

‧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規避技術風

險，較少從失敗中學習。 

超網路 

科技 
高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

開發具有活力，但在開發工具上，仍以政策

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進行適當的實驗。 

尚尚軟體 低 

‧著重全員參與的公司文化，讓不同部門的人

員加入互動討論，產生創意，並設立「點子

銀行」鼓勵人員提供創意。 

n 研究發現 16-2： 

越偏向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企業主參與程

度越高，組織的創新行為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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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2】個案公司之企業主參與程度與創新行為比較表  （續） 

尚尚軟體 低 

‧原型出現後，即進行技術可行性實驗；每年

皆有固定預算支持實驗性專案進行，以吸收

經驗、測試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4-2】可知，屬於 3D／VR 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之活躍科技

與尚尚軟體，其企業主參與程度低，組織有明顯的創新行為。屬於特殊技

術應用之蒙蒙科技，其企業主參與程度中，組織亦較有有明顯的創新行

為。屬於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組織的創新行為較

不明顯。 

 

二、正式化程度 

 

〔說明〕 

    關於正式化程度，本研究依照個案公司是否有通過 ISO認證或經濟部

六大管理制度，以及組織是否依照既定的軟體開發程序進行開發等資料整

理如表【5-4-3】： 

表【5-4-3】個案公司正式化程度比較表 

 是否通過認證 是否依照既定的軟體開發程序進行開發 

蒙蒙科技 ISO認證 
組織只設定研發階段與目標，無硬性規定團

隊要如何執行。 

n 研究發現 17：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正式化程度與組織的創新行為無明顯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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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個案公司正式化程度比較表  （續） 

活躍科技 無 依照專案時程規劃進行開發。 

智智軟體 無 遵循軟體開發步驟進行產品開發。 

超網路 

科技 
無 專案依照正式的開發程序與步驟執行。 

尚尚軟體 
經濟部 

六大管理制度 
產品開發按照制式的開發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4-3】可知，不論是屬於 3D／VR多媒體應用軟體類型的活

躍科技或是尚尚軟體，或是屬於特殊技術應用的蒙蒙科技，以及屬於商業

應用的智智軟體與超資訊網路，各個公司正式化程度皆有所差別，與創新

行為無明顯的關聯。 

 

三、研發人員自主性 

本研究將各個個案公司之研發人員自主性整理如表【5-4-4】： 

表【5-4-4】個案公司之研發人員自主性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研發 

人員 

自主性 

中高 高 低 低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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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Nonaka & Taheuchi（1995）認為，在情況許可下，所有組織的成員

均應被賦予自主行動的權力。讓員工及產品開發團隊享有自主權，將可增

加員工創造新知識的機會，因為知識創造組織中的自主性個體及團體可以

設定任務界限，如此將促使富有原創性的觀念從具有自主性的個人身上釋

放出來，擴散到小組之間，甚至並成為產品創新概念的來源。 

    Fleming & Koppeman（1997）也認為團隊自主性是影響產品開發成

功的關鍵因素。 

    Ulrich（1998）在提出其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時，對於發

展員工投入（Developing Commitment）提出 10 項方法，其中一開始便

指出員工必須可以控制如何進行其工作的決策。 

    此外，Amabile（1998）提出，企業用來提昇創造力的 6項主要因素，

其中自由（Freedom）主張給員工自主權選擇達到目標的方式。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研發人員自主性與創新行為之比較整理如表

【5-4-5】： 

表【5-4-5】個案公司之研發人員自主性與創新行為比較表 

 
研發人員 

自主性 
創新行為 

蒙蒙科技 中高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團隊共

識。 

‧技術風險高，鼓勵實驗與嘗試，必須從做中 

n 研究發現 18： 

中小型資訊軟體業的研發人員之自主性越高，對於組織的創新行為

越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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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5】個案公司之研發人員自主性與創新行為比較表  （續） 

蒙蒙科技 中高 學、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活躍科技 高 

‧讓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共同討論、腦力激

盪，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更會是「乘」。 

‧鼓勵實驗與嘗試，從失敗中學習，積極建立

一個創新的工作環境。 

智智軟體 低 

‧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規避技術風

險，較少從失敗中學習。 

超網路 

科技 
低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案

開發具有活力，但在開發工具上，仍以政策

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進行適當的實驗。 

尚尚軟體 高 

‧著重全員參與的公司文化，讓不同部門的人

員加入互動討論，產生創意，並設立「點子

銀行」鼓勵人員提供創意。 

‧原型出現後，即進行技術可行性實驗；每年

皆有固定預算支持實驗性專案進行，以吸收

經驗、測試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4-5】可知，中小型資訊軟體業公司的研發人員自主性越高，

例如活躍科技與蒙蒙科技，則對於創新行為中藉由創造性摩擦產生創造性

的知識連結與組織鼓勵實驗的風氣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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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軟體專業類型與創新行為 

 

 

〔說明〕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由於技術知識特質不同、企業主參與程度不同、

研發人員自主性不同，使得創新行為不同。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軟體專業

類型與創新行為整理如表【5-5-1】： 

表【5-5-1】個案公司之軟體專業類型與創新行為比較表 

 軟體專業類型 創新行為 

蒙蒙科技 
特殊技術應用

軟體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團隊

共識。 

‧技術風險高，鼓勵實驗與嘗試，必須從做

中學、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活躍科技 
3D／VR多媒

體應用軟體 

‧讓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共同討論、腦力激

盪，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更會是

「乘」。 

‧鼓勵實驗與嘗試，從失敗中學習，積極建

立一個創新的工作環境。 

智智軟體 商業應用軟體 

‧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規避技術風

險，較少從失敗中學習。 

 

n 研究發現 19：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軟體專業類型不同，創新行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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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1】個案公司之軟體專業類型與創新行為比較表  （續） 

超網路 

科技 
商業應用軟體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使專

案開發具有活力，但在開發工具上，仍以

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進行適當的實驗。 

尚尚軟體 
3D／VR多媒

體應用軟體 

‧著重全員參與的公司文化，讓不同部門的

人員加入互動討論，產生創意，並設立「點

子銀行」鼓勵人員提供創意。 

‧原型出現後，即進行技術可行性實驗；每

年皆有固定預算支持實驗性專案進行，以

吸收經驗、測試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5-1】可知，3D／VR多媒體應用與特殊技術應用類型之中小

型資訊軟體公司，包括蒙蒙科技、活躍科技與尚尚軟體，在其組織的創新

行為中，較能夠藉由共同解決問題產生創造性的知識連結，並鼓勵研發人

員進行實驗；而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包括智智軟體

與超資訊網路，則較少藉由共同解決問題產生創造性的知識連結，或鼓勵

n 研究發現 19-2： 

商業應用軟體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其創新行為較不明顯。 

n 研究發現 19-1： 

3D／VR多媒體應用與特殊技術應用類型之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

其創新行為較為明顯。 



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 
 

 
5 - 45 

研發人員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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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其他研究發現 

 

 

〔說明〕 

    本研究針對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技術知識多元化化程度、標準化程

度，以及企業主參與研發創新專案程度，整理如表【5-6-1】： 

表【5-6-1】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標準化程度及團隊成員自主性

彙整表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多元化 

程度 
中 高 低 低 高 

標準化 

程度 
中 低 高 高 低 

 

 

n 研究發現 20-2：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越低、標準化程度越

高，其研發人員自主性越低。 

n 研究發現 20-1：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越高、標準化程度越

低，其研發人員自主性越高。 

n 研究發現 20：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的技術知識特質多元化程度與標準化程度不

同，研發人員自主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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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1】個案公司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標準化程度及團隊成員自主性

彙整表  （續） 

具體 

作法 

在目標時間

內，成員有

充分的彈性

進行研發 

研發人員有

充分的彈性

進行研發 

成員自主性

受專案時程

限制 

研發人員遵

守既定的開

發制度 

研發人員有

充分的彈性

進行研發 

研發 

人員 

自主性 

中高 高 低 低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6-1】可知，活躍科技及尚尚軟體的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標

準化程度低，研發人員有充分的彈性進行研發，研發人員自主性高。蒙蒙

科技的技術知識多元化程度與標準化程度中，研發人員在目標時間內，有

充分的彈性進行研發，研發人員自主性中高。智智軟體及超資訊網路的技

術知識多元化程度低、標準化程度高，研發人員的自主性受到開發時程的

限制，且需要遵守既定的開發制度，因此研發人員自主性低。 

 

 
〔說明〕 

    本研究將個案公司之創新行為中執行與整合新科技與工具時，使用者

參與程度整理如表【5-6-2】： 

n 研究發現 21：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之創新行為中執行與整合新科技與工具時，使

用者參與程度以諮詢模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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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2】個案公司之創新行為中執行與整合新科技與工具時使用者參與

程度 

 
蒙蒙科技 活躍科技 智智軟體 

超網路 

科技 
尚尚軟體 

使用者

參與程

度 

交付模式 
共同開發 

諮詢模式 
諮詢模式 諮詢模式 諮詢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活躍科技 

對活躍科技的專案來說，如果該技術是活躍科技內部決定開發的新系

統，並不屬於任何專案的時候，使用者主要是「諮詢」的角色。因為這樣

的系統通常屬於後端技術，且技術的規格由活躍科技自行決定，使用者僅

能針對系統功能提供建議。 

‧智智軟體 

在智智軟體的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之前，先由行銷部門瞭解市場上

客戶的需求，再交由研發團隊進行開發。整個開發的過程中，專案經理及

系統分析人員也會與客戶做細部需求訪談及確認，產品或專案開發出來之

後，接著由研發人員進行測試，直到產品完成，才交給客戶或是使用者。

因此，使用者在智智軟體的產品或專案的開發過程中屬於「諮詢」的參與

模式。   

‧超資訊網路 

超資訊網路的專案開發過程，首先會做需求訪談。需求訪談意謂著可

以跟使用者確認網站的畫面、連結、功能等。在需求及規格確認之後，開

發過程中間就沒有主動地讓使用者進入修改需求及格規。也就是在開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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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超資訊網路會很謹慎地瞭解使用者的需求，並且多次確認系統規格，

直到專案進行到某個程度之後，超資訊網路會用一個原型系統（prototype）

讓使用者做驗收前的驗證工作。因此使用者在超資訊網路的產品或專案的

開發過程中屬於「諮詢」的參與模式。 

‧尚尚軟體 

對尚尚軟體來說，很難有一個使用者可以從頭到尾參與產品的開發。

通常是在產品開發進行到某個階段，尚尚軟體就會自行尋找到使用者，進

行使用者意見調查。使用者的意見對該公司來說，是很重要的。這樣的方

式有點像是「諮詢模式」，因為當產品開發到某個階段時，尚尚軟體就會

做使用者意見調查，讓使用者提供「易用性」的意見，並提出對產品未來

的期待。 

 

 

〔說明〕 

Schumpeter（1942）在研究組織規模與創新能力時發現，長期而言，

組織規模越大，其創新能力越佳，越能擁有獨佔市場的能力。Damanpour

（1992）亦指出，擁有較大的研發規模，使得一家企業能夠大量地累積技

術知識與能力。 

在本研究的個案公司中，組織規模的確會成為中小企業研發能力的影

響因素之一：組織規模越大，對於創新行為越有正面的影響。本研究將個

案公司之組織規模整理如表【5-6-3】： 

 

 

n 研究發現 22： 

中小型資訊軟體公司之企業規模越大，對於創新行為越有正面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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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3】個案公司之組織規模比較表 

 
員工 

人數 
資本額 創新行為 

蒙蒙科技 52人 
2億  

3071萬元 

‧隨時進行開會討論、口頭報告，形成

團隊共識。 

‧技術風險高，鼓勵實驗與嘗試，必須

從做中學、從失敗中獲得經驗。 

活躍科技 45人 2億元 

‧讓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共同討論、腦

力激盪，讓創新效果不僅是「加」，

更會是「乘」。 

‧鼓勵實驗與嘗試，從失敗中學習，積

極建立一個創新的工作環境。 

智智軟體 25人 1億元 

‧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致。 

‧僅在產品開發初期進行實驗；規避技

術風險，較少從失敗中學習。 

超網路 

科技 
20人 

1億  

8500萬元 

‧期望藉由引進不同技術背景的人員，

使專案開發具有活力，但在開發工具

上，仍以政策性的方式使團隊協調一

致。 

‧依照專案時程的限制進行適當的實

驗。 

尚尚軟體 60人 2億元 

‧著重全員參與的公司文化，讓不同部

門的人員加入互動討論，產生創意，

並設立「點子銀行」鼓勵人員提供創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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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3】個案公司之組織規模比較表  （續） 

尚尚軟體 60人 2億元 

‧原型出現後，即進行技術可行性實

驗；每年皆有固定預算支持實驗性專

案進行，以吸收經驗、測試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驗證》 

    由表【5-6-3】可知，蒙蒙科技、活躍科技、尚尚軟體等三家中小型資

訊軟體公司其員工人數、資本額較智智軟體、超資訊網路等兩家中小型資

訊軟體公司為大，因此，在創新行為之共同解決問題、實驗與原型試製等

方面皆有正面的影響，組織亦越強調創新的文化，鼓勵人員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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