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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領域之技術創造力量表建構研究，
在發展電機電子領域中有關資訊家電產品
設計的技術創造力量表。 

本年度為建構基礎理論確認內涵，其
主要工作包含探討資訊家電技術創造力之
理論基礎、探討資訊家電基本的創新歷
程、探討資訊家電主要的產品創新性、確
認資訊家電技術創造力的理論架構與建立
資訊家電技術創造力量表構面。 

本研究期望透過發展資訊家電產品設
計的技術創造力量表，藉而能一方面落實
產業、學術、研究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
亦能夠發展出適用於學術界與產業界共通
使用的技術創造力測量量表，以供學術界
與產業界擇才之參考。因此，亦使得我國
的人才能夠在其擅長的領域中，有更優秀
的表現。 

 
關鍵詞：技術創造力、資訊家電。 
 
Abstract 
 

This research of constructing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ventory is 
emphasized on the “ Information Appliances 
Design”. The main works of first year 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to define the content of 
research, concluding: research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research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about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Appliances ’’, 
research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about the 
products innovation in “ Information 
Appliances’’, to define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Information 
Appliances’’, and to create the dimensions of 
inventory of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Information Appliance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formation Appliances Design. 
 
二、緣由與目的 
 

處於二十一世紀的高科技時代，我國
全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並在資訊產業的研
發與製造上有突破性的進展，使我國成為
全球第三大資訊硬體製造王國。由於新興
資訊家電產品在寬頻通訊與無線通訊技術
的發展下應運而生，許多資訊業者在原有
的紮實基礎及產業應變能力佳的情況下，
紛紛投入資訊家電多元化產品的發展。 

資訊家電本身是一種「資訊家電化，
家電資訊化」整合而來的產品。愈來愈多
的消費者能夠使用客戶端的資訊家電產
品，透過網路，隨時隨地的擷取文字、圖
片、動畫、視訊和語音等資訊。由於資訊
家電具有無線網路通訊的功能，為一項攜
帶方便且易於使用的智慧型裝置，因此資
訊家電極具發展潛力。IDC 預估 2002 年全
球將有一億五千萬的使用者透過資訊家電
產品上網。根據資策會的預估（MI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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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訊家電的產品產量將超過 2500 萬
台，全球市場佔有率將超過 30%。 

為了維持我國未來經濟的持續競爭優
勢，資訊家電的發展具有關鍵之地位，而
培育更多具有資訊家電創新能力的人力資
源，則是國內科技創新與發展的關鍵因
素，更是我國教育與訓練等相關人力資源
機構所必需努力的重點。因此，如何在各
專業技術領域中，確認技術創造力的本
質、歷程、能力指標，並據以發展適切、
有效的量表衡量技術創造力以找出教育訓
練的方向。 

從教育與訓練單位來說，必須發展適
合、有效的課程，來培養學生的技術創造
能力，同時，技術創造力量表的發展，為
學習成就測驗的重要指標工具；從各企業
單位來看，為求企業本身的技術創新，適
切、有效的技術創造力量表的應用，將可
以提供企業與廠商必要的協助；就學術研
究的觀點來看，為建構完整的技術創造力
理論，或為驗證創造性技術教學與課程的
有效，技術創造力量表更是一項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各專業技術領域中，
確認技術創造力的本質、歷程、能力指標，
並據以發展適切、有效的量表，乃為當務
之急。 

本研究欲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一) 了解資訊家電領域的主要創新歷程、

產品創新性、以及所需的創新技術能
力。 

(二) 確認資訊家電領域的技術創造力指
標。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專家訪談與小
組討論，將資訊家電產業之技術創造力歸
納為知識技術、人格特質與組織氛圍等三
大構面，茲將其指標分述如下： 
(一) 知識技術指標 

經由文獻分析、小組討論與專家訪談
後，得出下列有關本研究知識技術構面之
五項指標： 

1.電子技術。 
2.作業系統。 
3.人機介面。 
4.無線通訊系統。 

5.程式設計。 
(二) 個人特質 

經由文獻分析、參照關於個人特質之
創造力量表及小組討論得出有關本研究之
個人特質指標如下： 

1.價值觀：關於個人價值觀念的描述。 
2.工作態度：指個人對於創造性工作的
態度。 

3.興趣傾向：指個人平日的興趣與喜
好。 

4.問題解決行為：指個人從事問題解決
的行為模式。 

5.人際關係：指個人的人際關係的型
態。 

6.人格特質：指個人的創造性人格。 
7.自我知覺：指自己對於自己的認知情
況。 

8.創意生活經驗：指個人日常生活中創
造性的經驗。 

(三) 組織氛圍 
參考前述文獻與量表探討的內容透過

小組討論，得出組織氛圍構面之八項指
標，分別說明如下： 

1.組織鼓勵：組織必須從最高層的主管
到基層的管理者都能有鼓勵下屬承
擔風險和產生創意想法的共同價值
觀；擁有公平且正面支持評估創意
的想法；提供創意提案的報酬及評
斷制度；營造安全信賴且靈活的組
織氣氛，提供管道給員工表達不同
的意見，並鼓勵員工嘗試創新的工
作方式。 

2.主管鼓勵：訂定清楚的工作目標；主
管與下屬有開放的互動關係，珍視
個人貢獻，信任工作團隊並給適時
的回饋與與支持。 

3.工作團隊的支持：指團隊成員彼此能
尊重不同的意見，並相互激盪出新
想法，且能幫助團隊成員體認工作
承諾感與自我重要性。 

4.工作自主性：當員工有充分自主性能
掌握其工作時，將有助於創意的增
加。 

5.資源支持：資源的供給將直接影響創
造力表現，因此提供適當的資源將
協助員工在產生創造力想法時，無
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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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挑戰性工作：讓員工感受必須在具有
挑戰性的任務和重要的方案上努
力，員工將更努力思考而激發出潛
能，更能因此得到成就感。 

7.工作壓力：感受工作時間的不足將導
致員工精神緊繃，甚至健康狀不
佳，而削減創造力。 

8.組織障礙：若組織中有內部政治問
題、破壞性的內部競爭、堅持保守
傳統主義、嚴格正式的管理結構，
將削弱個人創意的內在激勵，扼殺
員工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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