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方法論之選用 

本研究之目的在對產業新興之知識模組化現象進行探索性研究，藉以獲得知識

創新模式之初步理論。由於重點在建立理論，因此研究典範之選擇相當重要。過去

國內管理相關文獻，不管是質化或是量化研究，採取之研究典範多受到 Popper (1968)

對研究方法論主張的影響，由於未將歸納法視為科學研究邏輯的重要部份，多數研

究係採用「假設－檢驗(hypothesis-testing)」的典範。此典範用於理論的驗證(confirm)

或駁斥(refute)有其優異之處，但對於新興產業現象，尤其與科技管理有關之研究，

一方面是可供研究樣本少(若以公司為分析單位常無法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另一

方面可供參考之理論亦不多(個案對象常是產業剛發生的新模式)，研究通常需從自

行建立理論開始。此時「假設－檢驗典範」之使用，在將各種文獻整合形成抽象化

之研究構面與命題階段，常常就會發生困難，且由於研究是從文獻開始而非直接從

現象出發，所獲得之理論亦無法與產業產生親近性(鄭陸霖，2000)。 

西方近年社會科學之研究典範，以個案研究為核心，並融入「紮根理論

(Grounding Theory)」精神者，於建構理論為主之研究中，已漸漸成為主流研究方法

之一(Eisenhardt, 1989)。而 Mingtzberg(1979)提出「直接研究法(direct research)」主

張，認為「研究應以描述及歸納為基石，少用隱晦或明顯之指示或演繹；資料蒐集

方法應盡量簡單樸實，少使用高難度方法；儘可能使用真實組織先前常用詞語作為

衡量工具，少使用距離感遙遠的變數名稱；將研究元素整合成集群，避免將變數視

為連續性關係而加以配對分析。」其精神亦與「紮根理論」之精神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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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紮根理論(Grounded Theory)之採用 

「紮根理論(Grounded Theory)」係二位美國學者 Glaser & Strauss 於 1960 年代

所發展出來的方法論，相較於經由邏輯演繹(logico- deductive)方法所獲得的理論，

紮根理論之精神乃在於理論係紮根於透過社會研究系統性獲得之資料而得。紮根理

論的發展乃是嘗試避免將社會學高度抽象化，而且是 60 與 70 年代質性分析法重要

成長時期的部分成果。 

紮根理論首見於 Glaser & Strauss 在 1967 年的著作《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該書提供了使用質性研究發展理論分析的一個有力的知識基礎。對於當時

方法論上將質性研究視為僅是進行量化研究之預備動作的氛圍來說，不啻是一重要

的防衛(Charmaz, 1983)，該書更進一步的目的在鼓勵新的及有創意的研究，並且回

擊研究角色被過度側重透過量化科學(scientific)程序，檢驗那些被視為應該被動接受

的”大(great)”理論(如 Marx, Freud, Durkheim, etc)。Glaser & Strauss(1967)認為，社會

學領域太過於強調對理論與結果加以驗證。 

紮根理論的意圖在於成為一個發展理論的方法論，紮根於經過系統蒐集與分析

資料來發展理論的方法論，而理論本身在研究過程會隨時演變，並且是分析與資料

蒐集間持續交互作用(interplay)的一個產品。(Glaser &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 

Charmaz, 1983;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4)由於研究訪談過程總是受

到脈絡影響，而事實應被視為承載了理論與價值觀，所以知識應該是主動地被與經

驗界有關之存在意義所建構。因此，焦點是人們如何在個人與社會之脈絡內自處

(O'Callaghan, 1996)。重要地是，該方法論是最常用於產生所知尚少之理論，或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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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識提出一個新的面向。使用紮根理論，研究者必須在行動實際發生的環境中工

作，藉著事件的發生來分析「受訪者(informants)」觀點與環境的關係。(Baszanger, 

1998) 

本研究在幾經考慮後，決定採用紮根理論，主要關鍵點摘要如表 3.1.1。 

表 3.1.1    採用紮根理論進行本研究之理由 

 本研究目標是理論建立而非理論檢驗，採用歸納方法使理論從產業個案中產生而出，是較適

合的方法。 

 紮根理論有一組既定的指引準則作為研究指導與資料解釋，可較安全地帶領我們進入未知的

研究領域。 

 紮根理論是一種詮釋論的詢問模式，其根源於符號互動論，因此，會與研究之對象產業產生

親近性(proximity)。 

 紮根理論是一種可鼓勵創造力與自我發展的方法論，原因在於其過程可透過理論敏感度的運

用來刺激產生兼容並蓄的分析。此外，由於研究特性著重於行為，很清楚地，可以使跨學門

的理論產生解釋力。 

來源：本研究 

 

二、紮根理論之基本原理 

國內紮根理論學者徐宗國指出，紮根理論的思考原則與處理技術，是一方面尋

求嚴謹，一方面保留彈性的作法。它不斷地運用原則與技術，將資料逐漸轉化與縮

減，並構成理論(徐宗國，1996)。她指出，紮根理論的三大思考原則為(1)科學邏輯；

(2)登錄典範(coding paradigm)；(3)互動地思考(think interactionally)。然而，該三原則

就紮根理論的實際操作而言，仍然顯得有些抽象。大陸學者陳向明所提出的六項紮

根理論思路(陳向明，2006)，則較容易理解，謹摘述如下： 

1. 從資料中產生理論：紮根理論特別強調從資料中提升理論，認為只有通過

對資料的深入分析，才能逐步形成理論框架。這是一個歸納的過程，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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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將資料不斷地進行濃縮。與一般的宏大理論不同的是，紮根理論不對

研究者自己事先設定的假設進行邏輯推演，而是從資料入手進行歸納分

析。理論一定要可以追溯到其產生的原始資料，一定要有經驗事實作為依

據，如此所產生的理論才具有生命力，也才有實際的用途； 

2. 對理論保持敏感：由於紮根理論旨在建構理論，因此它特別強調研究者對

理論保持高度的敏感。不論是在設計階段，還是在收集和分析資料的時候，

研究者都應該對自己現有的理論、前人的理論以及資料中呈現的理論保持

敏感，注意捕捉新的建構理論的線索； 

3. 不斷比較的方法：紮根理論的主要分析思路是透過資料和資料之間、理論

和理論之間不斷進行對比，然後根據資料與理論之間的相關關係提煉出有

關的類屬(Category)及其屬性。比較通常有四個步驟，(1)根據概念的類別對

資料進行比較，並為每一個概念類屬找到屬性；(2)將有關概念類屬與它們

的屬性進行整合，對這些概念類屬進行比較，並用某種方式聯繫起來；(3)

勾勒出初步呈現的理論，確定該理論的內涵和外延，將初步理論返回到原

始資料進行驗證，同時不斷地優化現有理論，使之變得更加精細；(4)對理

論進行描述，將所掌握的資料、概念類屬、類屬的特性以及概念類屬之間

的關係一層層地描述出來，以回答研究問題； 

4. 理論抽樣的方法：在對資料進行分析時，研究者可以將從資料中初步生成

的理論作為下一步資料抽樣的標準。這些理論可以指導下一步的資料收集

和分析工作。研究者應該不斷地就資料的內容建立假設，通過資料和假設

之間的輪迴比較產生理論，然後使用這些理論對資料進行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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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靈活運用文獻：紮根理論觀點顯示，任何知識或是理論，只要它們非僅紮

根於現有知識，顯示態樣也非明顯且表面，且不致於剝奪分析者運用作為

理論化者，均可視為是另一種資訊的來源。因此，舉凡公司報告、次級資

料、甚至統計等，只要該資訊與研究有相關性且適合於研究，均可採用； 

6. 理論性評價：紮根理論對理論的檢核與評價有自己的標準，總結起來可以

歸納為：(1)概念必須來源於原始資料，且可回溯原始資料內容作為論證的

依據；(2)理論中的概念本身應該得到充分的發展，密度應該比較大；(3)理

論中的每一個概念應該與其他概念之間具有系統的聯繫；(4)由整套概念聯

繫起來的理論應該具有較強的運用價值，應該適用於比較廣闊的範圍，具

有較強的解釋力。 

紮根理論操作核心係在於編碼(coding)15的過程。所謂編碼(coding)，乃是將資料

加以分解、概念化，然後用一種嶄新的方式將概念重新組合起來的操作過程。藉此，

理論得由龐雜資料中被建立起來。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可以建立接近實際世界、

內容豐富、統合完整、具解釋力的理論。此一分析過程提供了建立好理論所需的紮

實、敏感與綜合完整性。(Strauss & Corbin, 1990)編碼的方式有三種，分別是開放式

編碼、主軸編碼、以及選擇性編碼，簡要說明如下： 

1. 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係將資料加以分解、檢視、比較、概念化、及

類別化的過程。透過不斷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及問問題的二個主要

分析程序，逐步達成將資料加以概念化(conceptualizing)的初步任務。所

謂概念(concept)，係指附著於個別事情(happenings)、事件、或是現象的

                                                 
15 “Coding”一詞之中文翻譯有採「登錄」者(陳向明，2006)，亦有採「譯碼」者(徐宗國，1996)，本

研究則直譯為「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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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性標籤(conceptual labels)。當研究過程中產生了十來個，甚至百來個

概念標籤後，把相似概念歸類在一起成為類別(category)，就叫作類別化。

所以，類別的定義，乃是指一組概念，研究者藉著比較概念而發現它們

都指涉同一現象時，就可將這些概念聚攏成為同一組概念，而由一個層

次較高也較抽象的概念統攝，其即稱為類別。至於發展類別時，必須要

開發其性質(property)，然後再從性質中區分出面向(dimensionalized)來。

所謂性質意指一個類別的諸多特質或特徵，而面向則代表一個性質在一

個連續系統(continuum)上所有的不同位置。總言之，開放性譯碼不但幫

助我們發現類別，也協助我們確認這些類別的性質和面向。 

2.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主軸編碼係指在完成開放性編碼後，研究者使用

編碼典範，藉由標明(A)因果條件(causal conditions) (B)現象

(phenomenon) (C)脈絡(context) (D)中介條件(intervening condi-

tions) (E)行動/互動的策略(action/interactional strategies) (F)結果

(consequences)等，把副類別與類別聯結再一起。與開放性編碼比較，主

軸編碼雖也用問問題和經常比較策略，但作法上更目標導向，目的在於

藉由編碼典範發掘類別及聯結類別。此外，在主軸編碼時，必須不斷找

尋每一個類別未被注意到的性質，並且留意資料裹每一事件、事情、事

故，在面向(dimension)上的位置。 

3. 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又稱為核心編碼，係指在所有已發現類別中，

選擇核心類別，把它有系統地與其他類別聯繫起來，並驗證其間的關係，

而把概念尚未發展完備之類別補充整齊之過程。核心類別具有如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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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1)在所有類別中佔據中心位置，通常具最大數量之類別最有實力成

為資料的核心；(2)核心類別必須頻繁地出現在資料中；(3)核心類別應該

很容易地與其他類別產生關聯，且關聯內容非常豐富；(4)當進入發展實

質理論(substantial theory)過程中，一個核心類別很容易發展成為一個更具

一般化的理論；(5)隨著核心類別被分析出來，理論便自然地往前發展出

來；(6)尋找核心類別內部變異可為新理論之出現創造機會。 

 

三、紮根理論與個案研究之結合 

由於紮根理論源自於以人之行為作為核心之社會學研究，在運用於以產業組織

行為及技術變遷作為核心之科技管理研究，若能結合多重個案研究法(Yin, 1994)，

將可藉由個案研究所展現的複現邏輯(replication logic)，從個案為基礎的實證證據

中，創造出理論構面、命題與中間理論。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指出，透過

個案研究進行理論建構，已經成為普遍的研究策略，並且成為許多具影響力研究的

基礎。 

至於如何操作，Eisenhardt(1989)提出研究啟始(Getting Started)、個案選擇

(Selecting Cases)、研究工具與規範選擇(Crafting Instruments and Protocols)、進入田

野(Entering the Field)、分析資料(Analyzing Data)、形成假說(Shaping Hypotheses)、

文獻佐證(Enfolding Literature)、完成結論(Researching Closure)等八步驟，並且提出

各步驟主要活動及理由(如表 3.1.2)。本研究由於將以產業個案結合紮根理論，因此

研究程序上將參酌該表所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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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使用個案研究法建構理論之程序 

步  驟 活  動 理  由 

定義研究問題 集中注意力 研究啟始 

可能的話預先設定構念 提供構面衡量更好的紮根基礎 

非理論性與假設性地選擇 保持理論的彈性 

指定研究母體 限制外來的變異並提高外部效度 

個案選擇 

理論性而非隨機性地抽樣 集中注意力於理論上有用的個案－譬如加

入具觀念性的類型就可產生複現或延伸理

論的個案 

多重來源資料蒐集法(三角瞄

準法) 

藉由多源證據強化理論之紮根 

組合質化與量化資料 共同協力提出證據 

研究工具與規

範之選擇 

調查員多重化 促進觀點多樣化與強化紮根 

重疊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包

含田野筆記 

加速分析之進行並揭示有助於資料蒐集之

調整 

進入田野 

有彈性與機會性的資料蒐集方

法 

允許調查員利用剛產生之主題與某些獨特

個案之特色 

個案內分析 熟稔資料並產生初步的理論 分析資料 

使用不同技術進行跨個案間的

態樣蒐尋 

敦促調查員跳脫初始的印象並透過多重角

度審視證據 

對每個構面的證據持續重覆製

表 

強化構面定義、效度與衡量能力 

不同個案間的複現性而非抽樣

性 

證實、延伸並強化理論 

形成假說(命

題) 

蒐尋關係性背後之”為甚麼”的

證據 

建立內部效度 

與相衝突的文獻進行比較 建立內部效度、提高理論層次並強化構面定

義 

文獻佐證 

與相似文獻進行比較 強化一般性、改進構面定義並提高理論層次

完成結論 儘可能達到理論飽和 當邊際改善效果有限時，中止程序 

來源：Eisenhard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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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紮根理論產生理論之型式與層次 

根據 Strauss & Corbin (1990)，理論應該是一組關係的集合體，能夠提供研究現

象一個貌似合理的解釋(plausible explanation)。至於理論之層次，Glaser & 

Strauss(1968)曾區分出二種理論之類型—實質(substantive)與正式(formal)。實質理論

(substantive theory)係指發展於一特定領域中，譬如某一種類型的組織。實質理論並

不須試圖解釋其研究田野之外的區域，其常是較為簡約的(parsimonious)，換言之，

不須將之一般化以用來解釋其他情況。至於正式理論(formal theory)則對更大範圍情

況具有解釋力量。譬如，其可能是一個可應用於許多種組織的組織文化理論，而非

僅適用於某種類型組織。一般而言正式理論通常是縱深型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

的最終產品，因此，本研究基於時間與經費限制，以及避免高度抽象化，將較偏向

於實質理論的層次。 

 

第二節  研究程序 

參考 Goulding(1999)所提供之紮根理論研究範例，本研究將紮根理論如何引導

出理論之建構程序，摘要如圖 3.2.1。該摘要本質上反應了將理論從資料加以紮根的

過程。 

一、田野與個案之選擇 

為從個案中建立理論，從選擇母體中取出個案的方法並非是隨機的，根據 Glaser 

and Strauss(1967)，應該採取理論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即為理論目的而選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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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非基於統計上的理由。這些個案很可能被選來複現先前的個案或延伸新興的

理論，或用來填補理論的類別與提供極端的例子。Pettigrew(1988)提出，由於能夠研

究的個案數目相當有限，選擇具研究旨趣之極端情況個案是有意義的。 

研究問題
先期文獻回顧
方法論評估

選擇紮根理論

田野研究 1：資訊軟體業
與”專家”進行探索性面談

與個案公司進行面談與觀察
將資料片段化，並將備忘(memo)進行開放性編碼/分析

同步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

跨個案比較

觀念類別化 –
列出所有可能的觀念

觀念1

觀念1
之性質

觀念2

觀念2
之性質

觀念3

觀念3
之性質

觀念n

觀念n
之性質

主軸編碼
發展觀念類別

田野研究2：半導體設計業
選擇另一產業進行研究

將類別抽象化並依文獻加以脈絡化

跨產業比較
觀念檢視
焦點團體

反應、精緻化、與優先化

展現核心類別與理論

回顧檢討與評估

：

：

 

圖 3.2.1    透過研究過程進行理論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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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ardt(1989)指出，關於個案的數目並沒有一個理想的數字，4 到 10 個個案

通常可運用的很好，若少於 4 個，就比較難產生較具複雜性的理論，且其實證紮根

的說服力不是很夠，除非這些個案裡面有許多的小個案在裡面。 

因此，本研究在田野選擇上，選擇了與知識模組化現象最為相關之軟體產業及

半導體設計業，分別針對其「軟體元件化(Componentware)」與「矽智財(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SIPs)」之現象進行研究。在軟體產業方面，選擇了 4 個個案公

司，其中國內軟體廠商，為儘量選擇極端案例，特別從商用套裝軟體、系統整合、

與大眾套裝軟體領域中選出 4 家廠商作為個案研究對象。至於半導體設計業方面，

亦選擇了 4 個個案公司，其中包括試圖建立矽智財交易中心(SIP Mall)的智原電子及

創意電子，以及積體電路晶片設計為主之瑞昱與凌陽等。上述 2 個田野各 4 家公司，

合計共 8 個個案，謹摘要描述如表 3.2.1。 

表 3.2.1    研究田野及個案描述 

田野 公司名稱 主要業務描述 資本額/
營業額 人數 主要研究

工具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套裝軟體公

司 
~13 億元/
>30 億元

>2,000 人 
(含海外) 

半結構問卷

凌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整合 ~10 億元/
~20 億元

>550 人 半結構問卷

訊連科技股份公司 大眾套裝軟體公

司 
~10 億元/
>30 億元

>466 人 半結構問卷

田野一： 
軟體產業  
(軟體元件) 
 
 

甲尚科技股份公司 大眾套裝軟體公

司 
~.67 億元/
>1 億元 

~75 人 半結構問卷

智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服務 ~12 億元/
~70 億元

~380 人 半結構問卷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服務 ~10 億元/
~51 億元

>700 人 半結構問卷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 
積體電路設計 ~45 億元/

>157 億元

>1,450 人 半結構問卷

田野二： 
半導體 
設計業 
(矽智財) 

凌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積體電路設計 ~55 億元/
>92 億元

>2,000 人 半結構問卷

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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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之選擇與資料蒐集 

Eisenhardt(1989)指出，理論建構研究必須使用整合多重資料蒐集方法，通常三

角檢定法(triangulation mode)能夠使構面與假說更具體化。Yin(1994)則指出，使用多

重證據來源、建立個案研究資料庫、發展一連串證據鏈等 3 項原則，有助於處理建

立個案研究之構念效度和信度的問題。因此，研究資料的蒐集以及工具的選擇，亦

遵循上述的原則，並且分為 2 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與產業背景有關，由於研究知識模組化現象必須考慮產業脈絡

等路徑相依問題，因此資料來源主要以與該產業有關之各種次級資料為

主，並輔以重要人物訪談(表 3.2.2)。 

 第二個層次與國內個案公司有關，原則上國內公司資料蒐集係以半結構訪

談為主要研究工具，並輔於與該個案公司相關之次級資料。 

 

表 3.2.2    田野研究訪談對象 
公司名稱 地點 訪談時間 訪談人員 職稱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市 96.7.24 黃錦祿 
古豐永 
孫藹彬 

副總裁 
總裁 
董事長 

凌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 96.12.20 陳志忠 處長 
訊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市 96.12.12 曾維新 副總經理 
甲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市 96.12.12 李志偉 

黄偉雄 
技術長 
行政管理部副總經理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竹科 96.7.5 黃克勤 
杜美萍 

市場處處長 
經理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竹科 96.7.5 謝漢卿 
莊文慶 

研發處處長 
經理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竹科 96.11.22 陳進興 
林盈熙 

執行副總經理 
研發中心處長 

凌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竹科 96.11.22 李桓瑞 
單維恆 

技術中心副總經理 
法務智財處處長 

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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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半結構訪談之執行，訪談對象係以公司負責知識模組開發之最高主管或部

門主管為主，訪談時間約 1.5~2 個小時，除了蒐集公司一般性資料外，訪談內容主

要根據第二章研究架構所示，與公司常規及產業互動因素有關之內容，訪談主題大

綱如表 3.2.3。 

表 3.2.3    半結構問卷大綱 

公司常規 

 知識模組化技術與管理之導入流程： 

- 公司既有策略位置、導入前後核心能力變化... 

 知識模組之創造(開發)流程 

- 開發決策、內部團隊組成、外部知識輸入(產業主導者、顧客、夥伴廠商、產業組織、

社群、其他)... 

 知識模組之使用流程： 

- 再用決策、模組管理制度與系統、鼓勵再用機制... 

產業互動因素 

 產業主導者互動流程： 

- 產業基礎知識模組引導機制... 

 顧客與市場互動流程： 

- 行銷模式與資訊回饋機制... 

 知識模組之擴散過程： 

- 擴散策略、開放模式、交易/交換機制、標準制定... 

來源：本研究 

 

此外，理論建構研究重要特色就是必須經常將資料分析與資料蒐集的過程加以

重疊，譬如 Glaser & Strauss(1967)，主張「結合蒐集編碼與資料分析」。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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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的評論乃是達成此重疊性的重要衡量方式。而 Eisenhardt(1989)則認為，重

複的資料分析與資料蒐集過程不僅帶給研究者一個分析的源頭，更重要的是允許研

究者運用彈性的資料蒐集方法。事實上，理論建構個案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資

料蒐集過程中能隨時調整的自由度。 

 

三、個案分析與觀念類別的展現 

個案資料蒐集過程中，必須採取經常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的原則進行分

析，將訪談以及次級資料逐一分析，以便找出編碼的完整範圍。此時會採用開放性

編碼，直到在資料中找到一直重複的態樣。一旦態樣找出後，就改採較能聚焦的主

軸編碼。這些過程會在個案內以及跨個案中一再進行。 

個案內分析方面，Gersick & Pettigrew(1988)指出，通常個案內分析會涉及每個

研究點的個案評論，這些評論通常是描述性的，但卻是產生洞察力的核心，因為他

們幫助研究人員及早處理在分析過程中會湧入的大量資料。然而，此類分析並無標

準格式，整體的想法乃是使研究者能夠儘可能親近每一個個案。 

至於跨個案分析方面，Eisenhardt(1989)認為研究人員常因資訊處理的偏差而過

早下結論，因此，好的跨個案分析應從不同方法來檢視資料。第 1 個策略是選擇類

別或構面(dimensions)，然後尋找群組內的相似性，以及群組間的差異性。第 2 個策

略是選擇配對的個案然後列出其相似與相異處。第 3 個策略則是將資料依資料來源

作區分，此可發掘不同資料來源可能帶來的新觀點，尤其當產生衝突時更可深入發

覺其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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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綜合了個案內以及跨個案間開放編碼以及主軸編碼的過程，吾人就能將

編碼依據彼此間解釋的關係為基礎而加以群聚分類，然後將之註上標記(labelled)以

產生觀念。這些觀念剛開始會被分類成為描述性的類別(descriptive categories)，然後

加以重新評估這些類別的交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s)，並透過一系列分析步驟，將

之歸納成為較高階的類別，就列為一個暫時的理論(an emergent theory)。 

 

四、核心類別的形成與抽象化 

當早期的觀念性類別(early conceptual categorization)成形後，它是主軸編碼的一

種原始形式。每一個觀念會依據其性質與彼此間的關係加以分析，在此階段許多暫

時的觀念會由於在資料中缺乏複現性或解釋力不足，會被加以排除。然而，此時一

個初始的架構已然產生。觀念性類別會依據其與行為有關文獻的適合性加以檢驗，

透過更進一步發現的資料進行查核。同時，觀念性類別也會藉由第二個田野所蒐集

的相關資料，被逐一檢視與比較，並被加以精煉(refined)與優化(prioritized)，過程中，

會適當的藉重焦點團體方式進行確認。 

文獻的使用方面，Eisenhardt(1989)認為理論建立研究必須與現有(extant)文獻的

觀念、理論或假說進行比較。與衝突理論比較其原因有 2 點，第 1 是若研究者忽視

衝突的發現，那麼對自己發現的信心也就降低了，譬如讀者可能會認為研究結果是

不正確的(內部效度有問題)，或者如果正確，則可能與該個案的時空環境有關(無法

一般化)。第 2 點也是最重要的，衝突的文獻代表一個機會，將衝突的結果並列會迫

使研究者進入更有創造力、更能打破框架的思考，其結果是能夠在新生理論與衝突

文獻中獲得更深入的觀點，也能讓理論一般化的極限能更明確。至於具有類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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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也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將現象的相似性結合的更緊密，而使理論的內部效度

更為強化，更有一般性，且具更高的觀念層次。 

整體而言，將新生理論與現有文獻連結起來可強化內部效度、一般性以及從個

案研究而來理論建立的層次。然而雖然在大部分的研究中將結果與文獻連結起來是

重要的，我們也要注意到在理論建立研究中，因為發現常源自於數目極為有限的個

案，任何對內部效度或一般性能夠更進一步的驗證都是很重要的改善。 

 

五、運用主軸編碼典範辨識能力/能耐 

從編碼過程中，可以瞭解其實是針對各種公司常規(routines)或產業互動因素進

行編碼，但這些常規與互動方式如何形成能力/能耐，本研究採取了一種創新的作

法，即運用紮根理論的主軸編碼典範，從各種常規與互動方式的聯結中辨識出因模

組化活動所演化產生出來的能力/能耐。主軸編碼如前所述，係指完成開放性編碼

後，研究者使用編碼典範，藉由標明(A)因果條件 (B)現象 (C)脈絡 (D)中介條件

(E)行動/互動的策略 (F)結果等，把副類別與類別聯結再一起的程序(圖 3.2.2a)。

此處，我們可以將因果條件視為公司提升競爭力之動機，透過能力/能耐的建立，其

結果是競爭力確有提升。而能力/能耐的建立是藉由公司常規(行動/互動策略)以及產

業常規(脈絡與中介條件)的組合而成。顯示在外的現象則是公司知識模組化的導

入。(圖 3.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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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結果脈絡脈絡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因果條件因果條件現象現象 中介條件中介條件

a.主軸編碼典範

結果
(競爭力
確有提升)

結果
(競爭力
確有提升)

脈絡
(產業互動)
脈絡

(產業互動)
行動/互動策略

(公司常規)
行動/互動策略

(公司常規)

因果條件
(提升競爭力
之動機)

因果條件
(提升競爭力
之動機)

現象
(知識模組
化導入)

現象
(知識模組
化導入)

中介條件
(產業常規)
中介條件
(產業常規)

b.能力/能耐之辨識

中介條件
(產業互動)
中介條件
(產業互動)

圖 3.2.2    運用主軸編碼典範辨識能力/能耐 

 

 

第三節  效度、信度與研究的評估 

胡幼慧與姚美華(1996)指出，效度和信度是傳統實證主義(positivism)量化研究的

判定標準，而此法則乃是以客觀的測量和量化推論，來達成此目標。因此，有效、

可信的測量，自然成為方法判定的重要一環。然而，以這些測量是否能客觀、嚴謹

(rigor)地判定與質詢來自「不同科學哲學」體系下的「質性研究」，則反應了大部份

研究者對質性研究理念上的不明瞭，但也確實成為質性研究者隨時必須應付的困

擾。因為質性研究者所關注的不是「客觀分類計量」、「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

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論」，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不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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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這種脈絡情境過程、互動、意義和解釋的探索

研究，其研究價值和判定標準，絕非量化研究典範所創出的「信度」和「效度」遊

戲規則所能涵蓋，而是另有其評價方法。因此，Guba & Lincoln(1994)指出，對於質

化研究之效度與信度的評估，應以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及可

靠性(dependability)為主。以下根據這三項準則，討論本研究的評估。 

1. 確實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度，係指質化研究資料真實的程度。

Goulding(2002)指出，研究確實性的建立，是將研究者之專家身分與受訪

者對調過來，進行「成員檢查(member checking)」程序。過程中可引入

研究者意義的評估，可邀請受訪者在研究階段的初期即協助評估這些初

步分析是否正確反映了訪談的對話。為強化確實性，本研究係在訪談逐

字稿轉錄完成，並經初步開放編碼後，在尚未進行抽象化程度之前，即

請訪談者協助確認內容之正確性。 

2.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即外在效度，係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

經驗，能夠有效的做資料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Goulding(2000)

認為，可轉換性並非研究者的責任，因為受訪者陳述的知識受到其個人

生活脈絡與情況影響最甚。事實上，研究者想要追尋的是知識之不同的

社會建構。所以，研究者的任務是正確描述研究的脈絡與技術，以便後

續的研究能夠盡可能地與之匹配，其意味著受訪者在原始資料所陳述的

情感與經驗，研究者能謹慎地將資料的脈絡、意圖(intention)、意義、行

動轉換成可比較性與詮釋性的文字資料。本研究為增加可轉換性，過程

中係以第一階段軟體產業田野研究所獲得之九項觀念類別作為框架，引

導第二階段半導體設計業田野研究之觀念類別之編碼，並藉由這樣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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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詮釋，從中找尋跨產業的複現性(Yin, 1984)以及一般化的可能性。 

3. 可靠性(dependability)：指內在信度，乃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

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的資料，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料收集策略的重點，

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說明，以供判斷資料的可靠性。

本研究加強可靠性的做法，在研究資料蒐集方面，採用了多重資料蒐集

方法，即使用多重證據來源，並建立個案研究資料庫。個案的選擇上，

則盡可能挑選不同態樣之廠商，以求取理論之複現與延伸。研究過程中，

則安排熟稔軟體與半導體產業之同儕協助進行開放編碼，藉由觀點的多

樣化強化紮根；在個案初稿完成後，亦以電話抽訪等方式，再與訪談對

象就重要觀點進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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