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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 
  近幾年企業界無不強調創新管理，然而企業尋求創新式管理的目的就是為了提

高獲利，持續成長，因此新產品開發在企業欲求發展與追求競爭力顯的格外重

要，但開發新產品需要長時間的研究發展與新的產品技術突破，而產品從最初的

構想到研發生產、製造、銷售、最終滿足顧客需求，在企業要追求利潤極大前提

下，新產品開發所能帶來的獲利必須大過所花費的研發、製造與銷售成本，而企

業中影響新產品開發的決策則以研發部門或新產品開發專案團隊之高階主管為

重，任何產品要能推出至市場其背後公司給予支持及資源是很重要的，當然產品

必須要有市場潛力並擁有強大競爭力，因此產品技術本身必須擁有難以模仿且高

的進入障礙，且技術發展也能配合研發及相關資源來不斷提升技術強度，因此皆

是環環相扣緊密相連。故本研究將著重探討創新管理對科新產品開發績效之影

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說明，本研究為探討創新管理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高階管理團隊中高階管理團隊支持與高階管理團隊特質對新產品開發

績效的影響。 
2 探討創新的激勵制度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 
3 探討知識管理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 
4 探討技術研發創新能力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 
5 探討公司能力對新產品開發績效之影響 
6 透過對產業新產品開發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提出對企業界實務的建議。 

 
 
 
第三節 文獻探討 
 
(一) 創新管理 
  創新管理就是科學研究計劃經由規劃、目標管理、環境研判、協調、整合以及

進度管制以達成預期之目標。產品創新活動進行的過程中，企業所處的各種相關

環境經常變動，外部環境包括顧客消費行為、供應商能力、競爭者策略、市場經

濟活動、政府政策、科技變革等等，皆會影響企業進行創新活動，而內部環境則



包括個人創新價值觀、團隊創意的學習能力，跨部門的協調整合機制等等，也會

嚴重影響企業進行創新活動。因此，創新管理就是對創新的個人、團隊、組織以

及外部環境所實施的管理活動。而對於個人層次、團隊層次乃至組織層次的管理

才是創新管理所關注的焦點，也是創新管理關鍵成功因素。 

  成功的創新管理，就在於消除阻礙創新發展之因素。創新管理必須以人為 

本來決定研發策略，尤其是人的心智模式創新。而要人的心智模式創新，要在 

士氣管理上建立責任制的能力自我啟發，在組織管理上改變成彈性、協調性高 

的架構。在目標管理上著重開發概念與評價明確化。在介面管理上著重跨部門 

的協調整合運作機制(洪榮昭，1999)。 

而要達到上述的創新管理就必須抓住創新管理的核心： 
1 找出問題與機會：在全球競爭的動態中，組織必須創造新的產品與服務，並

且要採行最新的技術，才可獲與競爭成功。因此，我們要把焦點放在解決管

理問題的第一步驟：找出問題與機會。一般醫生看病時，首先要注意病人所

呈現的徵兆，同理，管理者也必須先辨別出組織的問題所在，進而對症下藥

並且避免副作用。  
2 運用創新的概念：在艱困複雜多變的環境中，產官學各界都希望運用創新的

概念，來解決實際生活的問題，但仍然「沒有比理論更好的實務」，我們不

得不強調理論支持實務的重要性。同時，運氣乃是創新管理的重要元素，管

理者雖然無法保證好運，卻可以透過制度的設計，創造出比競爭對手更幸運

的組織。  
3 創新才能維持優勢：對多數企業而言，創新是維持及獲得競爭優勢的利器。

企業如何藉由創新產生利潤，降低單位成本，提高市場佔有率，是經營管理

者最重要的課題。   
4 創新不限高科技產業：創新表現的形態，並不局限於高科技的研發，策略與

管理模式的創新，往往較技術創新的影響層面來得更深遠。策略與組織有四

種建材：(1)任務與工作流程；(2)人力資源；(3)組織結構與制度；(4)組織文

化，若能使這四種建材之間，維持井然有序或協調合作，就能產生立竿見影

的效果。如：戴爾電腦的直銷策略成功，使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個人電腦

公司。在傳統產業創造價值、提高競爭力的案例亦俯拾皆是。例如麥當勞的

全球漢堡速食連鎖店發展模式，就是成功的管理創新典範。  
5 創新通常代表改變：大多數人面對新狀時，都會變得焦慮不安，通常一般人

的習慣反應包括：維持現狀、行動緩慢、以及接受改變的強烈信心，所以要

清楚描繪未來景象，運用各種方法來促成改變。英特爾公司總裁一葛洛夫



說：「任何公司的歷史，起碼會有個時間點，我們必須進行巨幅變革，才能

升上另一個績效表現層級。錯過了這個時刻，我們便開始走下坡」。  
6 創新必須有效利用：不論是策略或執行方法，對於創新是否能成功的被利用

是非常重要的。許多創新的策略會失敗，並不是因為本身設計錯誤，而是眼

光短淺，對創新計劃資料的搜集倉促、草率，只顧眼前的表現，不關心將來

的後果，缺乏一套良好的執行程序。企業必須採用好的策略，更需合適的組

織架構、系統及合適的人員去執行。  
7 創新需要新的知識：企業蒐集資訊、分析資料，並將其轉換成新產品或服務，

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管理人就像個資訊發動者，他們有意無意間透過話

語和行動，散發出訊息，讓員工知道什麼事情真正重要。這樣的角色助於管

理人增強員工對事情的判斷力。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已經到達了面對現實

強烈競爭時，迫切渴求實際指導知識以尋求贏的階段。我們必須重視智慧，

因為，「智慧」是衝破困局，克敵致勝的關鍵所在。  
8 創新貴在有效執行：願景、策略與目標，乃是創新管理與變革的基礎。成功

並不只是來自清楚表達願景、策略與目標而己，而是來自徹底執行。管理者

若要成功，其所建立的組織，必須能夠更有效地完成今日的工作，且能預期

明日建立的組織，必須要比競爭對手更快速完成策略目標；也就是說，他要

能因應種種不連續的變化。成功執行創意，結果就是創新，建立競爭優勢，

既靠策略，也靠創新，更貴在執行，貴在完成工作任務。 
以上八點可以和熊彼得提出創新的五種形式相呼應：1 新產品的引進、2 新生產

方法的採用、3 新市場的開拓、4 新原料的取得、5 新的產業組織的推行。 
 
 
(二) 新產品開發績效 
根據 Atuahene-Gima K.(1995)將新產品績效分成兩個部分： 
1 市場績效(market performance)：包含新產品如何達到市場佔有率的目標，銷

售、顧客使用率及獲利等目標。 
2 專案績效(project performance)：包含新產品或服務是否能提供這方面的優勢，

是否達到重要的成本控制效能，或是能減少大部分產品較低的成本，是否能

為公司開發新市場機會等。 
根據 Swink M. (2003)衡量新產品及時開發績效為 100x(預計期間-實際期間)/預計

期間，因此，專案若能如期完成便能得到較高的分數。Swink M.(2000)衡量新產

品目標達成為三個部分： 
1 發展時間(development time)：產品是否有如期完成的程度，降低產品發展時間

的程度等。 
2 設計品質(design quality)：使產品可以被製造的程度，達到產品設計預期的程

度，達到產品績效目標的程度，達到特定消費者需求的程度，在產品發展開

始階段是否遭遇非常少的問題等。 



3 財務績效(financial performance)：這項產品有非常高的獲利能力，這項產品被

公司視為財務上的成功等。 
  根據 Lee J.,Lee J.& Souder W.E.(2000)認為商業上的新產品開發績效可被衡量

為： 
1 銷售收入(sales revenue) 
2 市場佔有率(market share) 
3 投資報酬率(return on investment) 
4 獲利(profit) 
5 顧客滿意度(customer satisfaction) 
6 對科技領導的貢獻(contribution totechnology leadership) 
7 對市場領導的貢獻(contribution to market leadership) 
根據 Lu L.Y.Y. & Yang C.(2004)研究提到許多研究者研究新產品開發績效為： 
1 市場佔有率(market share) 
2 顧客滿意度(customer satisfaction) 
3 毛利率(profit margins) 
4 技術績效(technical performance) 
5 行銷市場的時點(time to market) 
6 成功率(success rate) 
根據 Song X.M.& Parry M.E.(1999).衡量新產品開發績效有以下三個指標： 
1 對於競爭的產品而言，這項產品在銷售，市佔率，獲利率中有多成功 
2 對於公司這項產品的目標而言，這項產品在銷售，市佔率，獲利率中有多成

功 
3 這項產品站在整體獲利的觀點上有多成功 
根據 Liu P.L., Chen W.C.,& Tsai C.H.(2005)文中提到衡量新產品開發績效有： 
Song X.M.& Parry M.E.(1999) 
1 overall profit (整體利潤) 
2 new product sales compared with competitors (和競爭者比較之新產品銷售額) 
3 profit rate for new product compared with competitors (和競爭者比較之新產品獲

利率) 
4 new product success compared with the expected profit (和預期獲利比較之新產

品結果) 
Cooper R.G.,(1984) 
1 overall performance of new product (新產品整體的績效) 
2 success rate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新產品發展的成功率) 
3 effect of new product on a company (新產品對公司的影響) 
Hopkins (1981) 
1 finance evaluation (財務評估) 
2 objectives evaluation (目標評估) 



3 rate of new product accounted for in the gross sales amount (新產品占銷售毛利的

比率) 
4 percentage of successful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新產品發展的成功率) 
5 overall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scores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整體新產品發

展達成目標的結果) 
根據 Cooper R.G. & Kleinschrnidt E.J.(1987)的研究探討新產品發展的關鍵成功因

素，他們利用因素分析，將十個衡量指標歸納產生三個構面，用以衡量新產品開

發績效。 
1 財務積效：衡量新產品在整體財務上是否成功；包括新產品利潤目標達成度、

銷售目標達成度、獲利滿意度、投資回收期的長短、以及相對於其他產品的

獲利能力。 
2 市場績效：衡量新產品導入對國內外市場的影響程度；包括產品上市三年後

之國內外市場佔有率、相對銷售額、相對於目標的銷售額。 
3 機會窗口：衡量導入新產品為公司打開新產品分類或新市場的程度；包括新

事業機會、新市場的機會、策略聯盟機會、未來產品線機會。 
根據 Griffin A. & Page A.L.(1993)則根據產品發展與管理協會(PDMA)的研究將衡

量新產品開發成功的變數歸納為五類： 
1 顧客面衡量：如市場佔有率與顧客滿意度。 
2 財務面衡量：如利潤目標與邊際利潤。 
3 程序面衡量：如技術績效、能否準時完成新產品。 
4 公司面衡量：如成功/失敗率、新產品的銷售率。 
5 計畫面衡量：如新產品計畫達到預期目標。 
根據陳忠雄(民 91)整理上述學者研究後歸納整理出以下三個衡量指標： 
1 進度達成績效 
2 創新績效 
3 市場績效 
根據茹鴻英(民 92)整理歷來年者對創新績效指標的研究中，將新產品的績效衡量

指標區分成財務和非財務兩大類: 
1 財務性：收入/銷售、產品成本、發展過程的總成本、發展過程的階段成本、

總毛利、新產品毛利、現金流量、淨利潤、經濟附加價值(EVA)、股價、產品

的市佔率、來自新產品的銷售此、來自新顧客的銷售比、來自原顧客的銷售

此、專利權的銷售比以及損益兩平的銷售額。 
2 非財務性：包括以時間、設計效果、設計效率、消費者滿意度、雇員比例、

策略性、創新性以及數量等來衡量。 
 
綜合以上學者觀點，新產品開發績效衡量還是以財務觀點為主，非財務觀點如：

時間、顧客滿意度、新市場機會等。本研究將採財務觀點為主要的衡量新產品開

發績效之衡量指標，分為財務績效與產品績效兩種(謝舒萍，民 94) 



 
 
(三) 創新管理與新產品開發績效 
  21 世紀是不連續、突如其來、煽動性改變的時代(Hamel,2000)，儘管有些廠商

在這革命時代已有既存(incumbency)優勢，但是烽火連天的商場，商機稍縱即逝，

特別是面對快速變革的環境，廠商在激烈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必須揚棄舊思維，

從事新事業模式、新產品功能或新管理觀念的創新，方能為顧客創造新價值，為

股東創造新財富，進而打擊競爭者創造持續競爭優勢(徐作聖、邱奕佳,2000)。 
未來的競爭不是產品與產品或事業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角力，而是企業對企業的競

爭；競爭的未來目標也不是市場佔有率，而是追逐商機佔有率；成功的企業不是

回應環境，而是創造未來。但是未來不是過去的延伸，未來成功的企業必需是追

求突破、心胸寬廣、挑戰自我、超越自己、勉為其難、虛心學習的企業體(Hamel 
&. Prahalad,1994)。 
  企業想在跨世紀挑戰的變局中脫穎而出，不但需要有旺盛的企圖心主動出擊，

運用創新管理，一方面先發制人加速生產製造與研發活動之創新，另一方面在既

有產業結構內，爭取產品主導地位，同時擴大市場銷售範疇，累積品牌知名度

(Garund & Kumaraswamy,1995)，逐步塑造核心專長的領導地位與未來產業結構

運作的典範(Utterback,1994)，進而以多樣性與差異性的創新產品，提昇主力產品

的競爭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