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電腦產業中市場知識對新產品開發之影響—以研華公司為例 

 

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市場知識類型對新產品開發之
影響 

 

 

研究發現一：在產品開發流程中，不同種類之市場知識導入階段不

同，對於新產品開發之影響亦不同。 

 

研究發現 1-1：顧客知識導入階段主要集中於概念發展階段、產品發展及試銷階

段。 

 

根據Karagozoglu and Brown (1993) 的研究指出，顧客的參與在新產品發展的前

段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新產品發展的前段中，若能讓顧客的意見能為公司

所接納，將有助於新產品發展的成功以及縮短研發時間。 

 

在本研究所選取之產品開發過程中，顧客知識導入之時機為概念發展階段、產品

發展及試銷階段。在概念發展階段，顧客知識主要透過顧客互動包括定期顧客訪

談、顧客服務及商展方式，而內涵包括產品目標市場、顧客潛在需求、產品功能

需求等，開發團隊依據由顧客方面回饋知識對產品市場作較準確的定義，一般而

言，市場不確定高的產品或產品為全新創新產品（New to world）在觀念發展階

段所耗費時間較長，顧客知識對產品之影響較明顯。在產品發展階段，顧客知識

主要透過與顧客參與設計規劃、合作開發等方式將顧客知識整合至新產品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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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顧客知識內涵為產品架構、規格尺寸、產品功能等，研華公司的新產品在

此階段通常會先開發出原型機，之後視產品複雜程度經歷三到六次與顧客溝通後

作的產品修改。在試銷階段則以產品試用為主要顧客知識來源，顧客知識內涵包

括使用意見、操作性、功能、穩定性及可靠度等知識。研華依據試銷階段所回饋

知識，將銷售的產品作修改，細部活動則有外觀修改、使用說明書修訂等。由於

工業電腦銷售方式以訂單式為主，一般訂單多在 100個產品上下，故同一產品常

視不同顧客需要經歷多次修正。 

 

關於顧客知識在產品發展階段的影響可以在與林姓產品經理的訪談中窺知： 

 

『在研華的開發過程中大致上遵循一般的開發程序：觀念發展、企業分析、產品

發展、測試跟商業化，在觀念發展階段常由業務員跟產品經理蒐集資訊，無論由

客戶訪問、商展方式得到，在送請公司評估後開始開發新產品。在產品發展階段

中，跟顧客互動是相當重要的，尤其在功能跟規格的溝通及確立上，往往耗費許

多時間，一般在原型機設計出來後視產品複雜程度，經歷三到十次研華與客戶間

的來回過程，在不斷的溝通後才確立產品的型態，而在銷售階段再由市場回饋的

意見加以更改及修正產品。』 

 

 研究發現 1-2：產業知識導入階段主要為觀念發展階段。 

 

產業知識導入階段主要為觀念發展階段，主要透過產業研討會、專業技術期刊等

方式導入，主要為應用產業之知識包括產業之發展趨勢，產品經理搜尋知識將之

導入新產品開發。對產品影響主要為產業發展趨勢將會影響產品在功能上設計、

產品架構及在零組件選擇上的不同。 

 

 162



 

工業電腦產業中市場知識對新產品開發之影響—以研華公司為例 

 

『研華不斷在尋找產品的應用領域，如醫療、POS、公共資訊站、大樓監控系統、

卡拉 OK點歌系統，但這些領域有它獨特的 domain knowledge，而研華並不具備

這些知識，此時就必須透過專業研討會、期刊及商展方式獲取，在產業知識方面

大多以文件方式獲取，在產品開發中影響產品的功能設計。』 

 

 

研究發現 1-3：競爭者知識導入階段主要概念發展及企業分析階段。 

 

競爭者知識主要導入階段為概念發展及企業分析階段。競爭者知識來源主要由產

品經理搜尋競爭者新產品開發計畫、策略方向等，透過競爭者新產品開發活動分

析，規劃新產品開發可行性、開發時成及上市時機及利潤空間。 

 

在與蔡適陽協理訪談中，蔡協理表示： 

 

『在開發產品過程中，除受到顧客需求拉動及技術推進的力量外，還必須考量到

對手的活動、隱藏在行為背後的意圖及競爭對手所辨識到的機會點，而考慮是否

開發類似產品加以抗衡。例如在 AWS-850的開發過程中，市場競爭者亦開發類

似產品：用鋁製材做強化面版的工作站，而研華除了開發同是用鋁做為面版之

AWS-810抗衡外，同時開發較為輕便的塑膠面版工作站 AWS-850，這兩項產品

在堅固性跟輕便性差異相當大，前者由 10mm的鋁板所裁切而成，十分堅固，即

使受到像球棒之類物品的重擊亦不會受到絲毫損傷，而後者則是利用射出成形技

術，相較 AWS-810顯得十分輕便。除 AWS-850外，PPC-153亦受到競爭廠商的

影響，在研華開發出 PPC-100後，競爭廠商便開始仿效研華的作法，故在 PPC-153

開發的過程中必須考量競爭對手如艾訊、威達電及研揚等公司的產品開發活動，

以決定開發時程及上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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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1-4：技術知識導入階段主要為產品發展階段。 

 

技術知識導入階段主要為產品發展階段。技術知識來源多為研討會、專業期刊，

一般由產品經理及研發人員藉由技術移轉、技術合作即自行開發為主。在本研究

產品個案中，除 IPC-610由工研院引入工業用機箱技術，及 CPC-2245技術由電

子系統構裝技術發展五年計畫中技術移轉而得外，研華的技術以自行研發方式居

多。 

『研華在技術的發展上主來的來源還是公司自行研發為主，像 IPC-610對我們而

言算是比較特別的案例，當初由工研院移轉工業用機箱的技術時，其實已經是完

整的原型機概念，在技術上已經十分完整，我們只是將產品依據市場客戶的需

求，將原有軍規的電源供應器』 

 

研究發現 1-5：供應商知識導入階段為產品發展階段，供應商知識對工業電腦產

品影響較不明顯。 

 

供應商知識導入階段為產品發展階段，在本研究所選取之產品個案中，供應商知

識以資訊層次居多，如關鍵零組件發展趨勢、供應商產品發展路徑圖

（Roadmap）、組件價格等，至於合作開發、設計的互動鮮少。整體而言，供應

商知識對新產品開發的影響較不明顯。在與供應商的互動上，由與蔡適陽先生的

訪談中可窺知： 

 

『在跟供應商的關係上，合作開發跟早期涉入這樣的模式在研華幾乎看不見，最

主要是因為研華是顧客導向，還是主要以顧客要什麼我們才投入開發產品，通常

並不會由供應商方面去考量產品的開發，像 IPC-610這個產品來說，我們最標準

的配備是提供 250W的電源供應器，但有些作 CNC控制的顧客反應電源供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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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強，希望能有較強力的電源供應，我們才又依照客戶要求作一些調整，提供有

350W power的機箱，並不會因為供應商有幾種電源供應器研華就開發幾種，還

是要看客戶的需要，供應商能夠提供的一般只有他們將來可能開發之產品

Roadmap，以及產品價格趨勢。』 

 

而在與林啟仁協理的訪談中亦顯示出相同的觀點： 

 

『工業電腦是屬於少量多樣的產品，彈性交貨、穩定性為研華在選擇供應商的要

點，研華在與供應商的關係上，比較傾向採購的合作模式，合作開發的方式較少。』 

 

 

研究發現 1-6：政府知識對本研究所選取之工業電腦產品影響程度低。 

 

本研究所選取之產品個案中，較少受到政府政策方面的影響，政府的影響主要集

中在研究機構所釋放出之技術能量，如 IPC-610接受工研院技術移轉而開發出

來，而 CPC-2245則是受到電子系統構裝技術發展五年計畫中所發展之技術影響。 

在與蔡適陽先生訪談亦可得知： 

 

『政府在工業電腦產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較為間接，工業電腦的技術受到整體

PC產業發展的影響很大，包括製程技術、關鍵零組件及 PC應用的發展，而政

府大力促進資訊產業發展的同時，提升了整個產業環境，包括豐沛的研發人才，

無論在資訊硬體、軟體程式撰寫的人才，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找到，且在技術上

也能迅速上手。整體環境的優勢也反映在零組件的成本上，工業電腦的零組件成

本佔總成本相當的比例，國內低廉且品質優良的零件取得容易，在成本上較國外

廠商具備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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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與林啟仁協理訪談中，亦得到相同的觀點： 

 

『工業電腦的發展並沒有有搭上國家政策對資訊產業的推動，只是台灣的 PC很

強，當然一方面國家的推動很重要，但是在工業電腦方面，其實政府並沒有很刻

意的政策推動，政府看到的是個人電腦及資訊產業，並沒有看到這一塊。資訊產

業算是大方向，台灣型塑了一個平台，所以在台灣做工業電腦這能領先，所以政

府力量對工業電腦的影響只能算是間接營造出適合工業電腦取得技術的產業。在

工業電腦的生態中，如果台灣整體的環境很好，妳不在台灣做就只有死路一條，

那如果環境很好，那就很容易成功。我們當初是在系統整合，後來由於環境變化

很自然由測控領域轉成用 PC-BASED當作系統，自然就轉變為工業電腦。』 

 

第二節  新產品開發類型對市場知識需
求之差異 

 

 

研究發現二：新產品應用市場越廣泛，越較一般標準性產品需要較廣

泛之市場資訊導入。 

 

本研究中所選取研華新產品中，ES-510、 PPC-100、 PPC-153及 AWS-850屬於

應用型產品，而 CPC-2245、IPC-610則屬於標準性產品。在應用型產品的開發過

程中，對於市場知識的需求較為強烈。應用型產品在開發時相當依賴應用領域的

專業知識，如 ES-510應用於電信服務產業，研華在開發初期就必須透過電信服

務公司 AXS獲得領域專業知識，在觀念發展階段就必須引入顧客知識、產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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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知識，以確立 ES-510產品的市場區隔、功能概念，在產品發展階段亦不斷與

顧客互動更改產品功能、操作性等。PPC-100則是應用於工業自動化領域，在開

發初期亦透過與自動化廠商互動，探索顧客需求以確立 PPC-100的市場，及產品

基本概念的成形，在產品發展階段亦與自動化廠商有較多互動，不斷對產品功能

作修正及改進。PPC-153則是應用於醫療器材產業，作醫療監控、生理訊號量測

等功能，在產品開發亦透過與醫療器材廠商互動，確立產品功能。AWS-850則

是應用於工業領域的工業監控工作站，產品包括機構、軟體、單板電腦、工控介

面卡，在開發過程中亦大量與顧客溝通以確立產品的功能。一般而言，應用型產

品存在較高市場不確定性，必須透過不斷的探索市場及顧客對於功能表現的需

求，故應用型產品在概念發展階段及產品發展階段所需時間較長。而顧客知識對

應用型產品的重要性亦可由與研華發言人蔡協理訪談內容窺知： 

 

 

『在研華的產品發展趨勢，漸漸朝向產業應用的方向，但在應用產業方面，研華

並不具備應用領域的 domain knowledge ，此時就必須跟具有專業知識及技能的

廠商合作，例如醫療產業，研華在此領域並沒有足夠的開發經驗，必須透過與醫

療產業廠商合作開發，才能開發出符合市場需要的產品。』 

 

研究發現三：新產品開發驅動力不同，對市場知識需求程度亦不同 

 

Booz, Allen, & Hamilton (1981)認為新產品發展程序依消費者驅動、競爭者驅動及

技術驅動可分為 3 種驅動過程。而在開發過程中，以消費者驅動的新產品開發

對顧客知識導入的需求最為強烈，且產品在開發流程前期較需要大量市場知識引

入，且在產品開發過程中，必須不斷引入市場知識回饋，以試誤方式探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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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3-1：消費者驅動程度越高，對顧客知識需求越高。 

 

在本研究所選取之研華新產品中，產品由消費者驅動開發者對顧客知識需求越強

烈，在開發過程中與顧客互動越頻繁。在本研究選取之產品中，ES-510、PPC-100、

PPC-153及 AWS-850皆為消費者驅動程度較高的產品，在產品開發階段中，與

顧客互動程度越高。ES-510在觀念發展階段，透過與電信服務廠商 AXS公司合

作開發多媒體公共網路電話，由顧客方面獲得電信通訊專業知識。 

 

研究發現 3-2：技術驅動程度越高，對顧客知識需求程度較低，在概念發展階段

所需時間亦越短。 

 

本研究所選取之研華新產品中，IPC-610及 CPC-2245屬於技術驅動程度較高之

產品。IPC-610是由工研院技術移轉工業用機箱產品原型機後由研華作產品應用

而開發出之產品，屬於技術推動產品發展。而 CPC-2245則是由半導體製程技術

的進步，經由評估後引入 CPC-2245的產品開發中。在整體開發流程中，顧客知

識所扮演角色較不明顯。 

 

研究發現 3-3：競爭者驅動程度越高，對顧客知識需求較不明顯。 

 

在本研究選取之產品中，競爭者驅動之產品為 IPC-160、CPC-2245、及 AWS-850。

其中 IPC-610及 CPC-2245主要是受到同期技術移轉之廠商新產品開發行為之影

響，而使得產品規格、研發時程及上市規劃在產品開發中受到競爭廠商之影響，

在產品的功能、上市時機不得不對競爭產品做出回應，故顧客知識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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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四：產品技術複雜度越高，整合性越高，在產品發展階段所

需時程越長，對顧客知識需求越強烈。 

 

Reukert and Walker, 1987指出產品所具備之複雜度越高，在產品發展期間與顧

客親密的合作關係，越可以提供製造商內部欠缺的能力與其它資源，能縮短發展

的時間和降低發展成本。 

 

新產品開流程中，市場知識主要在產品發展階段整合，而產品技術複雜度及 

產品名稱 

產品特性 
ES-510 IPC-610 CPC-2245 PPC-100 PPC-153T 

監控伺服器

AWS-850 

系統複雜

程度 
高 低 低 高 高 高 

產品架構 

LCD顯示

器、單板電

腦、網路通訊

及設備、印表

機 

機構 單板電腦 

LCD顯示器、

單板電腦、機

構 

LCD顯示

器、單板電

腦、機構 

機構、監控

軟體、單板

電腦、工業

控制介面卡

零組件數

目 
500 150 350 400 450 450 

產品原型

發展 
3個月 1個月 2個月 4個月 2個月 7個月 

與顧客互

動程度 
高 低 低 高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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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需要整合之構件越多，則所需時間則相對較長。在產品複雜程度評估上，

主要以新產品所具備之主要構件及零件數作評估準則。在本研究中所選取研華公

司之新產品中，依產品技術複雜程度來看以ES-510及AWS-850最高，其次為包含

LCD及單板電腦的超薄型液晶電腦PPC-100及PPC-153及單板電腦CPC-2245，而

以機構設計為主的IPC-610為最低。在產品發展階段所耗費時間大致以產品技術

複雜程度成正比。 

 

第三節 市場知識涉入程度與產品開發績效
之影響 

 

 

研究發現五：市場知識引入程度越高，新產品開發的績效越佳。 

 

 

Maidique and Zirger(1985) 指出「成功產品的發展過程，顧客知識是遍及產品發

展和發表的過程中，經常並且深入地與顧客互動」。 

 

在產品創新績效評估上，本研究主要根據 Hauptman(1986)在研究專案的溝通型態

與創新績效的關係，以三個構面： 

1. 計畫專案符合預定的預算和進度的程度 

2. 計畫專案符合預定的功能規格、信賴度和維修水準的程度 

3. 管理者主觀判定整體計畫的成功度 

以此三個構面來衡量產品創新績效，下表為本研究選取產品透過訪談後整理的績

效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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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新產品績效評估 
ES-510 IPC-610 CPC-2245 PPC-100 PPC-153T AWS-850

符合預定預算及進

度 
◎ ◎ ◎◎ ◎◎◎ ◎◎ ◎ 

功能規格、信賴度

及維修水準 
◎ ◎◎◎ ◎◎ ◎◎◎ ◎◎◎ ◎◎ 

管理者主觀判定 ◎◎◎ ◎◎◎ ◎ ◎◎◎ ◎◎◎ ◎◎ 

市場知識涉入程度 高 低 低 高 高 低 

 

研究發現 5-1：在主管主觀評價中，市場知識涉入程度較高的產品整體表現較佳。 

 

在本研究中所選取之產品在主管評價較高者為 ES-510、IPC-610、 PPC-100、 

PPC-153及 AWS-850等幾項產品。除 IPC-610為市場知識涉入程度較低外，其

餘皆為市場知識涉入程度較高的產品。根據蔡協理訪談時所指出，研華主管在評

估新產品績效時，主要以市場銷售反應、後續系列產品多寡、及衍生技術應用。 

 

『研華在開發新產品的績效衡量方面，比較採用市場銷售反應，工業電腦產品的

特性是少量多樣，因此在績效評估上並不用預計銷售數字來估計，不是用這個產

品賣了 3000台就是績效很好的這種評估方式，而是看市場顧客的反應，顧客對

後續衍生產品的需求，像 IPC-610這台工業用機箱就很能符合市場顧客的需求，

IPC-610生命週期長達十年甚至更長，之後衍生數款的產品也很到顧客青睞。另

外，在績效評估的準則上，後續系列產品多寡多亦是一項重要指標。像 PPC-100

為研華第一台 Panel PC，提供人機介面、網路通訊功能、Keyboard Programming

等功能，之後衍生的產品大多在 PPC-100的產品架構下作各種產業應用，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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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因為有標準的產品架構可依循，衍生的系列產品在開發的時間上也可以大

大縮減。另外，新產品的開發是否帶來新的技術也是考量之一。』 

 

 

研究發現 5-2：在功能規格、信賴度及維修水準方面，市場知識涉入程度越高，

在表現水準上越良好。 

 

在功能規格、信賴度及維修水準，以 IPC-610、PPC-100、PPC-153為最好。IPC-610

為工業用機箱，為技術複雜度較低之產品，在信賴度及維修水準的表現一般而言

良好。而 PPC-100產品包括 LCD顯示器、單板電腦及機構部分，在技術複雜度

方面屬於高複雜度，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不斷與顧客互動，修正產品功能如防水

性、抗震動性等，故能在功能表現及維修水準獲得較高之評價。PPC-153為

PPC-100之衍生產品，再開發過程中修正 PPC-100功能上的不足，故在信賴度、

維修水準方面的表現良好。 

 

研究發現 5-3：市場知識涉入程度對本研究新產品開發符合預算及進度表現的影

響相較不明顯。 

 

在本研究所選取之產品中，市場知識涉入程度對新產品開發中符合預算及進度表

現上，較不明顯。 

 

研究發現六：後續衍生性產品整合回饋之顧客意見程度越高，衍生性

產品開發所需時間越短且績效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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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Karagozoglu and Brown (1993) 的研究指出，顧客的參與在新產品發展的前

段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新產品發展的前段中，若能讓顧客的意見能為公司

所接納，將有助於新產品發展的成功以及縮短研發時間。 

 

在本研究中，PPC-153為 PPC-100的產品架構下所衍生出來的應用型產品，其開

發時間短，在功能表現上除修正 PPC-100較被批評之缺點如防水性差、抗震動能

力不佳及長時間運作穩定性不足，亦加上醫療應用之功能，在整體績效表現上十

分良好。而在開發時間的耗費上，PPC-153只耗費 5個月便開發完成，相較

PPC-100所花費 13個月的開發時間，後續衍生性產品 PPC-153不但開發時間短

且對於顧客意見的整合程度亦相當高。 

 

『在 PPC-100開發出來之後，之後又衍生出許多型的產品，例如醫療應用的

PPC-153，這款產品主要的功能架構與 PPC-100大致上相同，在功能上又依

PPC-100顧客所回饋的意見作修正，包括防水性差、抗震動能力不佳及長時間運

作穩定性不足，只是當初開發時有考量到往醫療器材產業發展，在功能上會比較

以醫療領域的考量去設計，例如在生理訊號的量測十分敏感，在 PPC-153的設計

上就嚴格要求以通過電磁波檢測。也因此，PPC-153在整體發展的產品測試部分

耗費較多時間，其他發展階段因為是在既有的產品架構上發展，開發時間較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