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觀念性架構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探討為使目標成本制得以順利實施，會計人員應具備哪

些知識與能力，觀念性架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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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成本制順利實施 支援

圖 3-1 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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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根據以往文獻整理，對於知識與能力的研究方法多是採用問卷分析法，而

本研究之所以採用問卷分析法的原因是，在於欲同時考量會計資訊的供給與需求

面，以探討目標成本制下會計人員所應具備的知識與能力。目標成本制下會計以

外的部門人員，對會計資訊也有需求，可謂為會計人員的顧客。而為了同時考量

顧客的需求，因此有必要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以同時掌握目標成本制中跨部門團隊

內的會計人員和非會計人員之看法。 

    但是由於問卷項目是根據以往文獻及加上推導而設計出來的，在理論闡述的

流程與企業實際採行的流程之間，可能仍存在些許的差異，為了使問卷的設計更

具完整性和適切性，本研究在初步設計問卷之後，將對採行目標成本制的公司進

行實地訪談，根據訪談結果修正問卷。在修正完問卷之後，將修正後的問卷對於

學者專家和代表企業主管為對象進行預試，在預試後完成問卷定稿，其流程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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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研究問卷之設計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對象之選擇 

一、研究對象之選擇 

本研究將以國內施行目標成本制悠久且經營績效良好的公司為問卷發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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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包括了汽車業中的國瑞汽車、裕隆汽車，以及家電業中的臺灣松下、燦坤實

業和臺灣日立。根據 Tani 等人對於實施目標成本制之日本企業進行研究的結果

發現:在採行目標成本制的產業中，以運輸設備業與電子裝配業的採行比率最高

(分別為 100%及 88.5%)，顯示運輸設備業及電子裝配業其產業特性極適合目標成

本制的實施(Tani et al. 1994)，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汽車業及家電業之企業作為主要

研究對象。汽車業中以國瑞及裕隆有導入目標成本制且實施績效優異，而家電業

部份，則以台灣松下及燦坤實業做為研究對象。 

 

1、國瑞汽車 

國瑞汽車為國內知名的汽車製造商，主要股東為和泰汽車、中華開發以及日

本的豐田、日野、三井物產。其中又以日本豐田集團(豐田和日野)合計持股超過

50%，故實質上國瑞汽車可謂為豐田在台之子公司。1994 年國瑞汽車為克服降低

成本的瓶頸，進而導入目標成本制(原價管理)，實施成效頗佳，基本車型之成本

降幅約 15%。我國於 2002 年正式加入 WTO 世界貿易組織，為迎戰進口車之衝

擊，各大車廠及代理商，均積極從事品質、效率提昇及成本遞減;國瑞汽車除了

全面導入合理化、高效率的豐田生產方式，並不斷提升產品的品質與價格競爭

力，以克服國際化競爭。國瑞汽車同時把豐田生產方式推展至協力廠，追求上下

游同步提升品質與價格競爭力以發揮群體的相乘績效。根據資料顯示，國瑞汽車

營業額已由創立初期的 21億元(新臺幣)成長至 2003 年的 586億元(新臺幣) (如圖

3-3 所示)。除了獲取 2002 年汽車業的銷售冠軍外，其銷售車種中的 CAMRY、

ALTIS、TERCEL亦分別取得了國產大、中、小型車三個級距的銷售冠軍。根據

2003 年 7月資料顯示，單月總銷售的市佔率為 31.6%，高居市場第一位，市場佔

有率亦居市場第一位，可謂為表現良好之國內汽車業廠商。 



 

 

 

圖 3-3國瑞汽車歷年營業額 

資料來源: www.kuozui.com.tw/index_c.htm. 

 

2、裕隆汽車 

裕隆成立之初，訂名為「裕隆機器製造有限公司」，業務範圍為機器製造銷售。

1957 年 2 月，與日產自動車株式會社正式簽訂技術合作合約。裕隆汽車為培養

台灣汽車設計能力，於 1981 年設立三義工廠與工程中心，培養自有設計開發人

才，引進第一流生產技術、購置生產設備、培養生產人才。為應付未來更嚴苛的

市場挑戰，繼工程中心於 1998 年 11月升格為裕隆亞洲技術中心（YATC），分擔

日產亞洲車型的設計研發工作之後，推出 Nissan cefiro 深獲好評。汽車銷售市場

經過激烈競爭，各暢銷車種的排名出現變化，但是裕隆所推出的車款仍深獲好

評，其中 X-Trail穩坐最受歡迎休旅車的寶座，蟬聯國產同級 SUV銷售冠軍。裕

隆汽車在汽車市場佔有率和近幾年的獲利狀況(如圖 3-4所示)，均有亮眼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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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裕隆汽車稅後淨利推移狀況(1997-2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公開資訊觀測站。 

 

3、台灣松下 

台灣松下在成立之初，生產收音機、電唱機和揚聲器三項產品。如今已橫跨

家電製品、系統製品、產業用零組件及機器設備等事業。其所生產的產品，包括

了音響製品、視聽製品、電子元件、系統製品、電化製品和空調製品等六大類。

為了因應家電產業日益激烈的競爭環境，台灣松下藉由日本母公司導入目標成本

制，以生產出高品質、低成本且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在目標成本制的實行下，

台灣松下以為大家所熟知的 National/Panasonic品牌行銷全球。其中，突破雜誌

在 2004 年元月號公布，消費者心目中的理想品牌，結果 Panasonic有 16項產品

受到消費者青睞，名列前三名。第一名有 4項，分別為電冰箱、洗衣機、除濕機、

傳真機。第二名有 7項分別為音響、電視機、錄放影機、冷氣機、微波爐、電磁

爐、DVD。第三名有 5項，分別為電動刮鬍刀、電子鍋、手機、電池、影印機。

由此可見，台灣松下所生產的產品，品質優良，在消費者心中獲得高度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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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燦坤實業1

    燦坤實業為國內知名的 3C通路與製造商，其主要分為兩大事業群，一是製

造事業群，另一是流通事業群。在製造事業群方面，產品以 EUPA為品牌行銷，

其小家電之主力產品煎烤器、電熨斗、咖啡壺、跳式烤麵包機、烤箱、與馬達類

產品年產量皆為世界第一，並致力於新產品的開發。另外在流通事業群方面，該

公司的 3C 連鎖事業共擁有 130家賣場，建立起綿密的銷售網，讓顧客隨時隨地

可在燦坤 3C找到所需要的產品。燦坤實業的經營績效良好，可由其逐年增加的

稅後淨利看出(如圖 3-5)，不僅在中國大陸 B股上市，亦在美國 Nasdaq掛牌上市，

成為台灣在中國大陸第一家上市 B股的台商企業，更是台灣第一家同時在兩岸

三地與美國都有掛牌的上市公司。未來也計畫在中國大陸 A股與日本股市上市，

可謂為經營績效良好的代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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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燦坤實業稅後淨利之推移狀況(1999-200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公開資訊觀測站。 

 

 

                                                 
1 燦坤實業雖非日式或日系企業，經由訪談後，發現其對目標成本制的涵義、流程、和實施重點，
皆具有一定程度的認知，並且在目標成本制的實施過程中亦有設計部門人員之參與，因此亦將燦

坤實業選定為目標成本制實施成效良好之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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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日立 

    臺灣日立公司成立於民國五十二年，原名為「協力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係

由周煥璋先生、許明傳先生等籌資設立，並於民國五十四年與日立製作所合資與

技術合作，正式更名為「台灣日立股份有限公司」。日立冷氣基於顧客對日立產

品的信賴，不斷的擴展經銷據點，在各地成立分公司及積極拓建廠房。並於民國

七十四年將生產重心遷至桃園，成為國內最大空調設備製造廠。全社員工人數達

1200餘人。銷售點則從台灣至東南亞，甚至到世界各地皆開創出第一品牌與傲

人業績。在負有社會責任的使命感下，台灣日立站在顧客的立場，不斷的積極研

發新產品，並在透過層層嚴格的品管過程後，才送到使用者的手上，故台灣日立

所生產的空調製品，不但連年得獎，更連續十年榮獲消費者心目中第一品牌的殊

榮。台灣日立更於今年度的 1000大製造業中排名 197名，可謂是經營績效卓越

之企業。 

 

二、問卷發放的對象 

而問卷發放的對象則設定為參與目標成本制實施的跨功能小組成員。除可進

行產業別分析外，亦可根據部門別加以區分，藉以比較會計人員本身所認知到的

知識能力與其他部門人員所認為應具備者是否有所不同。 

 

第四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行問卷分析法，針對問卷分析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 

根據李克特量表之得分平均加以排序，以了解對會計人員各項知識與能力重

要性的認知程度。 

二、獨立樣本 t檢定 

    獨立樣本 t檢定是一種用於比較兩獨立群體間平均值是否有差異的統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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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當比較群體間的平均值是否有差異，但所要比較的群體超過兩項，則需要使

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analysis of variance)來加以檢定。 

    本研究中所設立的研究問題，在比較的群體上皆為兩項，因此採取獨立樣本

t檢定以檢驗兩獨立群體間(汽車業與家電業、會計人員與非會計人員)平均值是

否有差異。 

三、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是評量工具所得結果的可信度，當信度越高結果越可信賴，且兩

次測量結果越一致時，其信度也越高，本研究採取 Cronbach’s α係數來測試研究

的信度，當該係數越高時，變數間聚集的效果就越好。在本研究中，經過實地訪

談之後和問卷修正之後，將會採取一小樣本做問卷預試，問卷預試完成後，將會

進行問卷發放。因此可由問卷發放的結果，進行信度分析，以檢驗問卷的可信度

是否在可容忍的水準內。 

    基礎研究中，信度至少應達到 0.8才可接受，在探索性研究中，信度只要達

到 0.70就可接受;另外有學者認為 0.70到 0.98之間，都可算是高信度值，而若低

於 0.35者，便必須予以拒絕。 

 

四、效度分析 

所謂效度是指衡量的工具是否能真正衡量到研究者想要衡量的問題，也就

是探討問卷的有效程度，分為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準則相關效度

(criteria-related validity)、和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內容效度乃指問卷的內容具有相當高的代表性，即包括被衡量建構所有層

面的項目，若問卷內容係以理論為基礎，並參考以往學者類似研究之問卷內容加

以修訂，並與實務或學術專家討論過，且進行過預測(pretest)，即可認為具有相

當的內容效度。而內容效度的檢定相當主觀，沒有任何統計量可衡量。 

準則相關效度可分為預測效度(predictive validity)和目前(concurrent)效度。在

問卷設計之初，即以一題「整體而言，您覺得⋯如何?」來加以檢定此效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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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此整體衡量項目與個別題目之間的顯著水準。 

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可分為收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和區別效度

(discrimimant validity)，通常須使用Multitrait & Multimethod矩陣來檢定，故需以

不同的方法(method)來衡量特性(trait)，這是一相當嚴謹的效度檢定方法，用於衡

量工具的發展。 

五、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為了將彼此有所相關的知識與能力項目，更加清楚地描述出來，因此，本

研究採取因素分析法，將問卷所得結果進一步分析，藉由因素分析將問卷項目濃

縮為少數具代表性的因素構面，來涵蓋一群相互關係存在的變數。 

在進行因素分析之前，有幾項事前的統計工作必須加以確認，才能確保因素

分析的完整性及有效性。首先必須先確定各變數的觀察或重要等級程度之間，並

不具有共同變異性。所採取檢測是否具有共同變異性的方式有二，一為KMO抽

樣適度測驗、其二為Bartlett球形檢定。 

1、KMO抽樣適度測驗 

當採取KMO抽樣適度測驗時，其抽樣適度測驗的值必須在0.6以上，才具有

至少可以進行因素分析的條件。此測驗值越高，從事因素分析所得到的效果越好。 

2、Bartlett球形檢定 

當採取Bartlett球形檢定時，其p-value將會趨近於0，而且至少要小於0.05時，

才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在進行因素萃取時，將事先經過參數估計、模式適合性評估的項目，並利用

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method)，萃取出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而後

以變異數最大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以求得各選項之負荷量，使得到的因素

構面更容易命名和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