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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面對知識經濟的動態環境之下，企業需以積極的創新精神，不斷引進新技

術、創新並即時推出具競爭力的產品、並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為企業創

造更高的財務獲利，將是企業是否成功的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利用了深

度訪談的個案研究方法，試圖了解電源供應產業的相關個案公司在新產品

研發流程中的產品創意評估與企劃階段。企業如何利用平衡計分卡在新產

品研發相關的評估擬出產品企劃之策略，及在新產品研發流程中所對應的

組織內、外部環境與產品特性與管理等相關構面的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

以期了解企業在新產品企劃的策略考量與組織經營管理上的相互關係。所

以本研究選定國內成長與成熟兼備的電源供應產業相關的個案企業為對

象，分別從平衡計分卡之「財務構面」、「顧客構面」、「企業內部流程

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四個構面作探討。並依照新產品研發流程中

所對應的組織內、外部環境與產品特性與管理等相關構面再佐以平衡計分

卡所提及的四個構面，來設計出主要的訪談問卷，再進行個案公司的訪

談，以了解個案公司如何完整的企劃新產品，來增加產品研發之成功機

率。 因為電源供應產業之產品成熟度高，所以根據競爭策略廠商多採用差

異化的策略來提高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藉由新產品創新研發流程之理

論架構與實務經驗與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輔以個案研究的分析方法，針

對利用平衡計分卡探討新產品創新研發流程之新產品策略規劃這個主要議

題進行深入淺出分析，並進一步將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以歸納出本研究

的目的與結論及提供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經由研究發現，在台灣在電源

製造的相關企業在新產品創新研發流程中，透過平衡計分卡的四大構面找

出，企業在新產品創新研發之競爭策略與新產品的策略規劃、企業經營的

內外部環境與產品特性及管理流程的相互關係與異同，本研究的結論與建

議將提供做為個案訪談及其他產業相關的公司做為新產品產品企劃之策略

規劃與參考。  

摘

要

(英) 

With intensive competition and rapid new technology change,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 to firms in planning for their future. Enterprises have to 

adopt the differential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on the 

market.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approach to interview target companies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they adopt in the new products planning stage. Enterprise employs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create strategies and discuss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in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product character 

and management. This study try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new 

products planning strateg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at enterprises consider in 

power supplier industry, the fastest-growing and most competitive industry of 

Taiwan. In new product planning stage , this study finally proposes a balanced 

scorecard based and comprehensive new product evaluation model that uses four 

perspectives of balanced scorecard respectively, finance , customer , business and 



production , learning and growth ,as the basis for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to derive key leading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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