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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恩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面對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以及企業強調技術能

力的競爭，研究與發展活動成為日受重視的企業功能。企業研究發展的成

功是以人為中心的，良好的管理制度固然對成功有其貢獻，但卻無法取代

高素質且具良好管理能力的研發管理者及研究人員。對於研發人員施以不

同的人力資源管理作為是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上的趨勢；而不同類型的研發

專案在技術內涵、風險承擔與預期報償等本質上各不相同，是否在人力資

源管理實務作為上必須要針對不同類型的研發專案而有差異，是本研究的

主要動機。本研究以不同類型的研發專案為出發，其研究問題如下： (1) 

不同研發專案類型與組織中研發人力招募與任用的關係為何？ 針對不同

研發專案類型所需之研發人員結構、專案與專案召集人的形成方式、人員

招募來源與甄選方式進行探討。 (2) 不同研發專案類型與組織中研發人力

訓練的關係為何？ 針對不同研發專案類型對於研發人員訓練需求的確

定、訓練方式、訓練內涵與訓練目標上的實務作法進行探討。 (3) 不同研

發專案類型與組織中研發人員績效評估的關係為何？ 探討不同的研發專

案類型其研發人員績效評核的準則與技術、績效評核的目的、績效評核的

基礎以及頻次上的實務作法。 (4) 不同研發專案類型與組織中研發人員酬

償的關係為何？ 探討不同研發專案類型的研發人員所需的激勵要素是否

不同，其獎酬內涵、方式、薪資的設計的實務如何？ (5) 不同研發專案類

型與組織中研發人員生涯發展的關係的關係為何？ 針對不同類型的研發

專案，其組織內升遷機制、升遷考量因素或是組織外擴散及其生涯發展途

徑、生涯規劃等實務作法進行探討。 本研究採探索性之個案研究法。訪

談問題之設計分別針對專案召集人以及實際負責研發人力資源管理之人力

資源主管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共進行五個研發專案的訪談，其中研發專

案的類型包括基礎型研發專案兩家、突破型研發專案一家、增量型研發專

案兩家，經個案彙總分析，得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 增量型研發專案

召集人之選任，傾向由組織內部招募為主；非增量型研發專案（基礎型及

突破型）則內部招募或外部招募兼有之。 二、 增量型研發專案召集人的

技術能力，以符合該專案的技術缺口為主；非增量型（基礎型及突破型）

專案召集人之技術能力則非主要之考量因素。 三、 基礎型及突破型研發

專案對關鍵核心技術成員的招募產生需求時，招募的管道傾向由科技社區

網路為主；增量型研發專案則以一般性管道為主。 四、 基礎型及突破型

研發專案對非關鍵核心技術成員的招募，傾向以臨時雇用為主；增量型研

發專案則以一般性雇用為主。 五、 基礎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之專業技術

訓練，傾向由研發單位自行規劃；增量型研發專案之專業技術訓練的規

劃，人力資源部門的涉入程度不一。 六、 基礎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之研

發人員專業技術知識，傾向經由學術研討會議的參與以及自我學習來獲

得；增量型研發專案之研發人員專業技術的訓練，主要以職內訓練（on-

the-job training）以及師徒制為主。 七、 增量型研發專案研發人員，於生

涯規劃所面臨之問題以個人未來將產生技術停滯現象為主；非增量型（基

礎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之研發人員則較無此現象產生。 八、 增量型研

發專案之資深研發人員，以選擇新產品發展專案來防止個人技術停滯現象

之產生。 九、 基礎型研發專案研發人員之績效評核，傾向以過程導向為

主；增量型研發專案研發人員之績效評核，傾向以輸出導向為主；突破型

研發專案研發人員之績效評核，則視其研發階段之不同而有不同之作法。 



十、 基礎型研發專案研發人員的薪資結構，主要以基本薪資為主；增量

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研發人員的薪資結構，主要為基本薪資、績效獎金及

股票分紅。 十一、 基礎型研發專案對研發人員的激勵工具，主要以非財

務性激勵工具為主；增量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對研發人員的激勵工具，主

要以財務性激勵工具為主。 十二、 增量型研發專案之研發人員，其技術

能力是否為組織競爭優勢之來源，將導致其獎酬具差異性；若研發人員之

技術能力為組織競爭優勢之來源，組織給予之獎酬將較優於非競爭優勢來

源技術之研發人員；非增量型（基礎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則無此差異

性。 十三、 從事基礎型及突破型研發專案之組織，主要以研發技術層次

上的區隔作為吸引人才及留才的工具；從事增量型研發專案之組織對此技

術區隔則較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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