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章文獻探討 

本論文是以導入能力成熟度模式第二階段軟體品質確保為研究主

題，以達到改善軟體專案品質之目的。由於軟體流程本身是以專案形

式在管理，所以先針對專案管理此一主題，如必要的組成元素、以及

專案生命週期模式等作一簡介，分別探討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

本研究之依據。此外，能力成熟度模式是針對軟體生產流程發展出，

作為流程改善的模式，是進年最常被提及之軟體流程管理模式，亦是

本論文所要導入的軟體專案品質改善方法主體，本章亦將針對能力成

熟度模式的沿革，所謂五個成熟度階段，以及內部架構、重要名詞定

義、模式要求等作一介紹，以作為本研究之依據。最後就導入能力成

熟度模式的程序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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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與軟體流程息息相關。因軟體流程是以專案的形態存在，軟

體流程中所需要管理的要素如需求、人力、成本、時程等等，都必須

有其工作方法以確保軟體產出的品質。這些所謂的工作方法就是專案

管理所討論的議題。本節首先針對專案管理作一定義，了解其組成因

素及其工作目的。其次討論以時間軸來看專案從開始到結束的專案生

命週期所分成的幾個不同階段，然後從工作範圍的角度來看專案管理

應該掌控的各項構面及工作要項，以確保影響軟體專案成功的各項因

素都被妥善管理。最後討論專案管理與軟體流程、軟體品質、以及專

案生命週期模式之間的關係。 

2.1.1 專案管理的定義 

專案管理目前已是組織不可或缺的手法，經由有效率地管理專

案可以使組織提升競爭優勢[3]。專案為執行特定任務，以交

付一項或多項產品給客戶的發展、維護或服務單位。專案有明

確的目標、範圍、交付產品、所需的資源與經費、工作項目與

方法、工作時程[4]。專案是由一連串具特定相同目標且關連

複雜的不同行動連結而成的一個過程，這些活動必須在特定的

時間與限定預算內完成。因此，專案管理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活

動，由分析者計畫、組織、領導、控制，以在特定的時間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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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預算內完成一項大型的工作或者發展一個可接受的系統

[5]。一般而言，專案有自己專屬的預算，包括資金及成本等，

以及執行的時程[13]。 

專案管理分兩個主要構面，一是從時間軸來看，一是從要素面

來看。要素包括專案需求、組織選擇、專案團隊、專案計畫、

機會與風險、專案控制、專案可見性、專案狀態、回饋行動、

專案領導等十大要素[5]。 

 

2.1.2 專案週期 

專案週期也就是整個專案的進行流程，可以說是專案管理的骨

架，從專案開始到結束，所需完成的工作、時間任務、目標的

確定等，這些都必須在專案開始之初作出妥善規畫才能在後續

的專案生命週期裡，利於人力資源及任務的分配，以及專案的

控制等等。 

專案週期分為三個時期，即學習期、實施期及運作期。此三個

時期又可細分為十個階段，分別為 ： 

 

1. 學習期： 

使用者需求定義階段 ： 此階段主要目標是確定使用者的真

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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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定義階段：此階段主要目標是評估可能方案並決定系統

概念及時程表，並評估風險。 

系統規格化階段 ：此階段主要目標是量化可能方案的系統

與介面需求。 

準備階段：此階段主要目標是確定預算及相關資源，得到高

階管理者的支持與確定人力與預算的來源。 

2. 實施期： 

來源選擇階段：此階段目標是選擇專案所需的合作廠商。 

系統發展階段：設計及建構出最初所計畫的項目。 

確認階段：此階段主要目標是整合、測試與修正系統規格

3. 運作期： 

展開或生產階段：此階段主要目標是將新系統轉換上線，並

確保企業維運及日常作業在銜接上的順利。 

維持階段：此階段主要目標是控制為生產或市場需求修正而

導致的變化。 

解除階段：專案完成，成果匯報[5]。 

 

2.1.3 專案管理的要素 

專案管理工作是一連串管理作為的集合，以確保專案本身的成

功。其所欲管理的構面，可以整理為以下十項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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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案需求 

專案需求要在一開始就被明確定義，包括範圍、功能、誰是

業務主管(Business Owner)，誰有權力對需求作決定，並協

調各部門之需求。同時，需求的確定也必須要有技術方面的

互動，才不至於天馬行空，以致於窒礙難行。至於系統、網

路等架構，安全性之考量、資料、程式、介面的整合，也都

是技術需求的一部分。 

需求基準是需求開發和需求管理之間的橋樑，實施需求管理

在確保整個專案生命週期中，反覆和不可預期的改變是可以

被維護的[14]。 

2. 組織選擇 

專案組織決定專案的責任分際、權責範圍、以及專案週期裡

各成員的互動模式，是專案成功與否的最大因素。一般而

言，專案組織分三種，第一種是由各部門抽離出來，專職負

責該專案。第二種是各成員仍隸屬於原來團隊，只是兼職於

該專案的某項功能。第三種是混合型。在專案期間專屬於專

案本身，不需負責原來業務，於完成專案後歸建。這三種組

織選擇，各有各的優點及缺點。依專案的大小、複雜程度、

重要性及公司本身文化及習慣而有不同的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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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案團隊 

專案人員的遴選是決定專案成功與否之一大因素。專案領導

必須具備整合能力，且對於自己角色責任很清楚。並了解組

織中什麼資源可以如何取得、什麼決定必須由什麼層級的人

來作決策。並能跨部門溝通協調、統合各部門資源以利專案

進行及困難排除。此外，若是專案成員在專長、在時程、在

工作負荷等各方面無法配合專案之進行，則會造成專案推動

的困難。本論文將於第三章提及能力成熟度時，針對這一部

分作進一步討論。 

4. 專案規畫 

專案規畫是專案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工作依循的骨幹。

目標是何是完成 ？ 有何資源或技術困難須在何時被解

決，都必須依賴專案規畫才能有一清楚的輪廓。所以，專案

進行通常就是要最先把專案計畫給排出來，列出工作、資

源、時程、目標等等，並分析其可行性、各元素之相依性，

才是一個可行的、可被管理的專案計畫基準。並以此為軸

心，管理專案之進行。 

5. 機會與風險 

專案進行中必須要有一機會與風險的管理機制，作為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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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工具。各功能面的各成員，在專案進行中，遇見或預

測有阻礙專案進行，危及目標達成等等有風險之事，必須要

有一管道將訊息記錄、討論、追踪並解決，以利專案進行並

掌控進度。 

6. 專案控制  

影響專案如期如質的達成目標的變數很多，這些因素可統稱

為風險。這些風險可能發生在資源、或需求變更、或是人員

的變更等種種因素，所以必須建立控制標準、定義風險等級

及處理模式。必須建立品質控制以了解標準或規畫與實際的

差異。 

7. 專案可見性 

指溝通，泛指成員之間資訊交流的方法，以確保資訊的暢通

性，進而讓專案進行步調統一、共識一致、決策迅速。可利

用的工具包括開會、週報表、語音信箱、電子信息、檔案歸

檔機制等等。 

8. 專案狀態  

指專案活動的執行績效。它可以顯示出與專案規畫中所差異

之處何在，遭遇到何種問題、或是等待何項前置作業等等，

這是各部門或專案團隊成員溝通的重要要素，也是資訊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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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來源。專案狀態必須讓活動相關人員確實明白，以利

團隊成員依計畫進度進行。 

9. 回饋行動  

當專案狀態顯示出風險，或是變異的情形，以致於目標、工

作、行程必須被修正，這些資訊的匯集及形成決定的過程之

間，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回饋機制，將問題分析，依重要性排

序，分析及提出決解方案。 

10. 專案領導 

領導能使以上所提之所有要素結合在一起，使之能適當的運

作及使用。此外，領導也具有激勵作用，並凝聚向心力，使

團隊成員目標步調一致。 

 

2.1.4 專案管理與軟體流程之關係 

軟體開發是以專案形態存在的，在專案週期裡的各階段也會因

應軟體開發專案個案之不同特性，以不同的生命週期模式來管

理其過程。  

軟體流程的確定對於軟體開發是極重要的因素。軟體流程的定

義是達到更高成熟度階段最基本且重要的工作[15]。如果每一

個軟體專案的開發過程，從需求管理、開發、測試、上線、維

運等等專案週期裡各個階段所應遵循的作業流程無一標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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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出的軟體產品無任何品質的保障可言。根據 IEEE-1074 

標準所提之軟體開發過程，當選擇一個軟體開發模式時，需注

意時程與順序的決定，必須確定在需求頻繁改變下，專案的工

作是否可以省略或仍有效率的執行與管理，並在合理成本考量

與時效下得到一個高品質的軟體系統。 

一般軟體專案，其週期可細分為幾個階段[16]，分別為觀念及

分析階段、需求定義階段、設計階段、撰寫程式碼、除錯、測

試階段、裝置及評估階段、上線及維護階段。雖然國內外各學

者對於專案週期的畫分有著不同的切分法，但專案週期基本的

組成內容其實大同小異，一般專案所必須歷經的過程如需求階

段、 開發階段等都是共通存在且順序一致的，只是群聚的方

法不同而己。 

 

2.1.5 專案生命週期模式 

專案生命週期模式用來定義專案生命週期裡的各階段。生命週

期模式可以規畫成多種模式，如軟體運作與維護生命週期、系

統發展生命週期、硬體系統採購生命週期、系統運作與維護生

命週期等，這些生命週期模式可以相互組合[4]。在軟體專案

裡，有許多種不同的生命週期模式，如瀑布式、雛型式、螺旋

式、漸進式、演變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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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瀑布式 

傳統的生命週期模式。基本的兩個步驟為分析及開發

[17]。每一階段清楚定義產出，其結果為下一階段的基

礎，循序漸進。適用於需求確定不會異動及低風險之專案。 

2. 雛型式 

以雛型幫助使用者描述需求。此方法有助於溝通，並提早

發現問題。適用於使用者無法清楚描述需求或是開發者無

法確定使用者需求的情況。 

3. 螺旋式 

以螺旋循環的模式逐漸建立起完整的系統。以瀑布式進行

並以雛型法來管理非確定因素，再計畫下一階段之工作。 

此適用於高風險或需求不確定之專案。 

4. 演變式 

將生命週期各階段切成幾個小塊而各自形成一個完整生

命週期的瀑布式開發模式。此適用現存系統之轉換或逐步

改進形態之專案。 

5. 漸進式 

建立系統雛型，將完成的部分先交給使用者來使用。適用

於產品內各模組間關連明確，部分已完成之系統上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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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他模組之開發或因需求改變導致已完成之部分必

須修改之專案。 

 

2.1.6 專案管理與軟體品質之關係 

以軟體品質而言，必須考量軟體開發是依賴團隊合作以及人員

互動的，並沒有一個方法是在所有情況下皆可以保證能生產高

品質的軟體[18]。使用者或顧客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使用者參與被視為改善軟體設計的有效策略[19]。使用者的參

與和較佳的回饋程序有助於提早發現問題。 

良好的軟體品質，是在投入的人力及資金成本範圍內，依既定

規畫的時程，產出符合預期的軟體。軟體品質確保的目的，在

於藉由提高軟體專案流程的能見度，使產出之軟體易於被管

理，以提高品質[13]。軟體品質是一個相對性的名詞，取決於

成本的投入及客戶主觀的滿意度。而軟體品質是軟體計畫成

本、時程及結果之可預期性與控制性[20]。 

由以上學者的研究可知，軟體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是客戶的

主觀認知及滿意度。這項認知在能力成熟度模式裡並未多加著

墨，第二階段的品質確保關鍵程序領域也並未針對客戶滿意度

加以明確定義及要求。關於此一部分的加強，將於第三章作進

一步的探討。

24  



 

2.2 能力成熟度模式 

2.2.1 能力成熟度模式的沿革 

1968年所提出之軟體危機意指軟體系統製作的生產力低、生

產成本高、以及品質低落[6]。其發生原因歸納如下 ： 

 

1. 發展的人力、預算與時程等因素，造成規畫錯誤及控

制不當。 

2. 發展者經驗不足，導致生產低落。 

3. 無法確認使用者需求，發展過程與使用者溝通不良，

以及發展過程資料蒐集及發展文件建置不完整。 

4. 發展程序各階段產生錯誤導致無法完成銜接。 

5. 系統缺乏彈性，難以維護和擴充。 

6. 發展程序缺乏一套嚴謹及標準的工程方法，以及缺乏

有效的管理和品質。 

7. 軟體品質無法滿足需求。 

8. 其他因素，如組織的發展、人員的管理、觀念的革新

與訓練等相關問題[7]。 

 

軟體品質的低落或失敗建置，對於企業影響至鉅，因此，學界

及業界均提出各種不同的方法，從流程面、組織面、技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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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面等許多構面，以期提昇軟體品質。其中，軟體工程是以

改善軟體開發程序將會改善軟體本身品質為核心觀念來發

展。也就是說，在整個軟體開發過程中，由於人的不確定因素

導致品質難以控制且管理，所以提昇軟體品質最重要的工作在

於改善軟體開發程序，藉由開發程序的控制及管理，有效增進

軟體生產力，減少軟體的開發時間及成本[8]。 

而能力成熟度模式主要就是針對軟體生產流程發展出，作為流

程改善的模式。是近年最常被提及的軟體流程管理模式。 

本研究之所以採用能力成熟度模式作為研究衡量軟體專案品

質之標準，是因為能力成熟度模式為一循序漸進的改善模式，

一般企業可依循其定義的模式來改進企業之軟體流程，且能力

成熟度模式為目前最為業界肯定的模式。 

能力成熟度模式定義了五個成熟度階段，描述了軟體流程從雜

亂無章到有完善成熟度的五個不同階段。它是 1986 年由美國

卡內基美隆大學軟體工程學院在 Mitre 公司協助下發展一個

幫助開發者改善軟體流程之流程成熟度架構。經四年努力，於 

1991年正式發表 CMM1.0，後經諸多專家提供改善意見，1993 

年發表 CMM1.1 修正版[9]。能力成熟度模式將軟體流程改善

分成五個能力成熟階段，每一階層有前後順序性，不同階段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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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組織對於軟體流程管理能力的成熟度，階段層級愈高表示愈

好[10]。 

通常從開始進行能力成熟度模式導入，到通過每一個階段評

鑑，約略要 15 至 24 個月。至於時間長短，完全要看公司規

模大小、現有軟體開發能力成熟度、對於導入承諾的強度及對

於導入能力成熟度模式必要性的認知[11]。  

 

2.2.2 能力成熟度模式的五個階段  

以下將針對能力成熟度模式五個階段作一概括性的介紹。由於

本論文所專注的主題，是在第二階段軟體專案管理之品質確保

關鍵程序領域，並提出關於組織面以及績效指標具體衡量的新

觀點。所以，以下的各階段簡介，若有提及關於組織面及績效

指標之衡量等，將加強作詳細說明，作為本論文第三章所提出

之觀點的比較基礎。  

1. 階段一：原始階段 (Initial) 

在這個階段的組織，是行事無任何規則可言的一團混亂，或

是有規則，但不被重視，沒有固定流程、不確定性高。投 A 

資源下去，能產生出 B，而下次可能產出 C。土法煉鋼，

靠經驗行事，成果依人、依運氣而定。 

2. 階段二：可重覆性的階段 (Repea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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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的重點在於專案管理流程。靠常見之專案管理的方法行

事，有規則、有效率的掌控時程、品質、資源、工作等等。

六個關鍵程序領域分別是： 

(1) 需求管理 

(2) 軟體專案規畫 

(3)  軟體專案追踪及監看 

(4)  軟體合約及下包管理 

(5)  軟體品質確保 

此項關鍵程序領域為本論文的主體，將於第三章作一

詳細展開。 

(6)  軟體組態管理 

關於第二階段六個關鍵程序領域，將於第三章作進一步說

明。 

 

3. 階段三：可定義的階段 (Defined) 

相關軟體的工作及產出、處理程序等等都被文件化，成為制

度，並被溝通了解且執行成為標準[20]。達此階段時，組織

內的全體員工都能夠了解自己的職責，且照規則行事。七個

關鍵程序領域為： 

(1)  組織流程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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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流程專注的目的在於針對軟體流程方面，建立組

織的責任歸屬以改進軟體流程能力。 

a. 目標一：軟體流程開發及改進是跨部門的行為。 

b. 目標二：依流程標準來評比軟體流程的強項弱項。 

c. 目標三：組織層次的流程開發及改善要有計畫。 

d. 承諾一：組織依據組織政策協調改善軟體流程。 

e. 承諾二：組織資深領導人支持軟體流程改善工作。 

f. 承諾三：資深領導人督導軟體流程之改善工作。 

g. 能力一：負責組織軟體流程之團隊必須存在。 

h. 能力二：足夠之資源及資金必須挹注該團隊。 

i. 能力三：該團隊成員必須受到足夠之訓練。 

j. 能力四：軟體開發團隊接受足夠之軟體流程訓練。 

k. 行為一：軟體流程定期評估，缺點應有改善計畫。 

l. 行為二：組織針對軟體流程開發及改善應有計畫。 

m. 行為三：改善軟體流程之計畫應在組織層次執行。 

n. 行為四：軟體流程資料庫需在組織層次使用。 

o. 行為五：新方法試用良好後應移轉各部門使用。  

p. 行為六：各部應接受組織及專案之軟體流程訓練。  

q. 行為七：軟體流程之開發應知會相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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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衡量一：流程開發及改進之衡量應被制定出。  

s. 驗證一：資深主管定期審核軟體流程之開發改進。 

(2)  組織流程的定義 

組織流程之定義在於開發維持軟體流程的資產，除協

助俾益專案外，並形成累積以長期俾益組織之軟體流

程能力。  

a. 目標一：制定軟體流程標準。 

b. 目標二：軟體專案使用該軟體流程標準之行為應被

了解及審核。 

c. 承諾一：組織遵循明文制定之軟體流程標準。 

d. 能力一：軟體流程標準的工作應得到足夠之資源。 

e. 能力二：制定流程標準之人員應得到足夠之訓練。  

f. 行為一：軟體流程標準應以文件化的程序存在。 

g. 行為二：軟體流程標準遵循組織之標準。 

h. 行為三：專案使用之軟體生命週期說明應被記錄。 

i. 行為四：專案適度修改使用組織之軟體流程標準應

被記錄文件化。 

j. 行為五：組織之軟體流程資料庫應被建立及維護。 

k. 行為六：軟體流程相關之文件應被收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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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衡量一：流程定義之行為應有衡量來決定其狀況。 

m. 驗證一：軟體品質確保團隊審核其組織的行為及產

出，以了解標準軟體流程及相關流程資產及報告。 

 

(3)  訓練計畫 

訓練計畫之目的在於開發技術及知識，使個人能有效

執行其工作及角色扮演。  

(4)  整合性軟體管理 

整合性軟體管理的目的在於遵循所制定之組織流程定

義相關標準，以整合軟體開發及管理行為。 

(5)  軟體產品開發 

軟體產品開發的目的在於持續一致性的執行定義好的

開發流程，以有效的產出正確的、一致性的軟體。  

(6)  跨部門之協調 

跨部門之協調之目的在於確保軟體開發團隊和其他專

案開發團隊的互動性，以確保產品之有效性及效率性。  

(7)  同僚互評的機制 (Peer Review) 

同僚互評的機制之目的在於提早移除軟體產品之缺

失。此機制由產出者之同僚指出應被改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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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階段四：可管理的階段 (Managed) 

使用量化的衡量指標來控制產出的品質。專注的重點在於產

品及流程的品質。整合軟體評估的方式以改善產品本身的品

質。藉由數字將軟體產品及程序量化，如工作時間等等，供

作日後預測的參考。兩個關鍵程序領域為： 

 

(1) 量化流程管理 

量化流程管理在於量化及控制流程績效。 

a. 目標一：要有計畫制定量化的流程管理行為。 

b. 目標二：流程績效應以量化來控制。 

c. 目標三：組織流程能力應以量化來表示。 

d. 承諾一：專案應遵循明文之組織政策以衡量並

控制專案軟體流程之績效。 

e. 承諾二：組織遵循明文政策以分析組織標準軟

體流程之流程能力。 

f. 能力一：協調量化流程行為之團隊須存在。 

g. 能力二：該團隊得到足夠之資源挹注。 

h. 能力三：支持收集、分析流程指標之行為。  

i. 能力四：該團隊得到足夠訓練以執行該工作。 

j. 能力五：軟體開發團隊得到足夠之介紹，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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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流程量化指標之目標、定義方式。 

k. 行為一：專案計畫應有量化流程管理之計畫。 

l. 行為二：專案計畫裡量化流程管理之行為應被

執行，且符合專案量化流程管理計畫。 

m. 行為三：收集資料之策略及量化分析應依專

案定義之軟體流程執行。  

n. 行為四：收集資料之方法應有文件化之說明。 

o. 行為五：專案所定義之軟體流程應被分析、且

被文件化記載量化控制。 

p. 行為六：產出之量化指標報告應被公開。  

q. 行為七：量化指標之比較基準點，也就是組織

之標準軟體流程應被文件化。  

r. 衡量一：量化流程管理之行為本身之績效應被

量化。 

s. 驗證一：資深主管定期審核流程管理指標。 

t. 驗證二：專案經理須定期或依事件別審核量化

流程管理工作。 

u. 驗證三：軟體品質確保團隊稽核量化之流程管

理指標，並報告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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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品質管理 

軟體品質管理之目的在於針對軟體產品之產出

作一量化的品質說明。  

 

     5. 階段五：最佳化的階段 (Optimizing) 

企業開始使用量化的衡量指標，協助找出問題的癥節，並加

以解決。專注的重點在於持續性的流程改善，檢定流程的優

缺點以防止缺點的發生。此時新科技與組織可利用資料作成

本效益分析，作為組織的改進參考。三個關鍵程序領域為： 

 

(1) 錯誤的預防 

(2)  科技的變革管理 

(3)  流程變革管理 

能力成熟度模式裡的每一個關鍵程序領域在前節所述之生

命週期各階段裡各扮演著輕重不同的角色。專案在規畫生命

週期的模式後，必須在專案計畫裡將能力成熟度各關鍵程序

領域所應具備之目標、能力、執行之行為等列入計畫考量中。 

 

2.2.3 能力成熟度模式及關鍵名詞定義及相互關係 

能力成熟度模式的內部架構可以圖 2-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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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程序領域 (Key Process Area，KPA) 定義了要達到某個成

熟度階段 (Maturity Level) 所必須被注意的重點事項。而關鍵

程序領域要被評估的標的，也就是目標 (Goal)。其他的名詞如

共同特徵 (Common Feature)、關鍵實務 (Key Practice) 則是提

供指示說明，使所謂整個成熟度模式能被解釋清楚[21]。 

成熟度階段

關鍵實務

關鍵程序領域

共同特徵

流程能力

目標

建置

行動, 行為描述

意謂

提示

組成

達成

包含

包含

包含

圖 2-1 能力成熟度模式之內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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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能力成熟度模式之內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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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實務說明了達成目標所必須完成的事項。而當該關鍵程序

領域裡面所定義的目標都被達成，則稱該關鍵程序領域被達

成。而當該能力成熟度階段裡面的各關鍵程序領域都被達成，

則整個能力成熟度階段被達成。舉例來說，當某公司達到能力

成熟度模式第二階段所定義的專注重點 (專案管理流程) 裡

的六個關鍵程序領域 (需求管理、軟體專案規畫……) 裡的各

項目標、關鍵實務等，則稱該公司達到能力成熟度模式第二階

段的標準。詳細之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1. 成熟度階段 (Maturity Level) 

軟體發展組織可被評估為五種層級成熟度的其中一種。此五

種階段分別為：原始性的階段、可重覆性的階段、可定義的

階段、可管理的階段、最佳化的階段。 

2. 關鍵程序領域 (Key Process Area) 

關鍵程序領域是由一些關鍵實務所構成，這些關鍵實務可以

用五個共同特徵來描述。關鍵程序領域定義了從某一階段進

到另一階段所需完成的關鍵實務，包含數個要達成的目標。

當全部的關鍵實務都被達成，則該組織即可邁向下一階段。

3. 共同特徵 (Common Feature) 

共同特徵將描述關鍵程序領域的所有實務組織起來，是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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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的說明。這五個共同特徵分別為： 

(1) 執行的承諾 (Commitment to Perform) 

描述為了確定流程能被建立及維持，組織面的作為。例

如政策的宣佈、資深領導人的支持。 

(2) 執行的能力 (Ability to Perform) 

描述流程導入所須具備的前提。如人力資源、技術、工

具、資金、訓練。 

(3) 執行的行為 (Activities Performed) 

描述流程導入所須具備的規則及程序，如計畫的建立、

程序的建立、執行什麼工作、追踪工作、修正作業。 

(4) 衡量及分析 (Measurement & Analysis) 

描述工作績效的衡量。 

(5) 確定及驗證 (Verifying Implementation) 

描述如何確保被定義的事項有被確實執行。通常包含稽

核及審查等[23]。 

 

4. 關鍵實務 (Key Practice) 

關鍵實務提供一個指南及說明，描述應該要做什麼，但它只

是一個指南及說明，不應解釋成如何達成目標的明確步驟。 

每個關鍵程序領域皆是由幾個關鍵實務所組成。關鍵實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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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將關鍵程序領域有效實現和制度化所需要的重要活動

或基礎架構[13]。 

簡而言之，在每個成熟度的階段內部包含了數個關鍵程序領

域，而每個關鍵程序領域則認定了一群相關的活動以作為該

關鍵程序領域的目標。而在目標裡所描述的是關於該關鍵程

序領域之關鍵實務的總括，並可以此目標來判定組織或專案

是否有效地實施此關鍵程序領域。至於每個關鍵程序領域可

以由五個共同特徵來加以組織，作屬性的描述。最後是關鍵

實務，它是能力成熟度模式的最基本要素，每個關鍵實務包

含一個句子以及更詳細的解釋，說明某一關鍵程序領域在實

施上與制度上所需的活動及基礎架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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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能力成熟度模式的導入程序 

導入能力成熟度模式所需要的時間不一，取決於企業決策人士對

於引進能力成熟度模式的決心，以及各方資源的配合及目前企業

內部流程之成熟度而定。SEI 並未定義導入之標準程序，根據實

務經驗一般將導入程序分為六個步驟[11]： 

 

2.3.1 差異分析 

了解目前企業內部之軟體規畫管理等相關流程之成熟度，並比

較與能力成熟度模式的落差。 

作法是透過訪談軟體流程之相關人員，如開發工程師、品質確

保人員、測試工程師、使用者、採購人員、專案經理、資訊部

門主管、企業高階主管等等。並審視目前流程所使用到之各項

表格或報表相關格式。將發現所得比對能力成熟度模式的各項

要求，將結果提出分析報告並提出可以改善軟體流程之計畫。 

2.3.2 流程制定 

此步驟之目的在將企業目前之軟體流程依據能力成熟度模式

之標準制定相關流程。其作法是由外部專業之輔導單位以及企

業內部人員組成之軟體改善小組在施予適當訓練之後，使之具

備設計規畫軟體流程之相關能力，並明瞭工作目標。針對各部

門軟體相關之作業流程進行蒐集分析，並依能力成熟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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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定軟體流程相關之標準流程，並設計相關之表格以及

績效追踪的指標。 

 

2.3.3 流程試行 

前述步驟在制定流程標準後，選擇小規模的試行，並依回饋改

善流程標準。 

 

2.3.4 全面導入 

經過前一步驟試行之後，新的流程標準開始全面導入。此一階

段所需進行之步驟會依各企業而有不同之程序。最需要注意的

是新流程實施是否會對企業造成太大的衝擊。所以此階段實施

步驟不外乎： 

1.對相關單位實施訓練 

訓練對象包括資訊相關人員如軟體開發人員、測試人員、品

質確保人員、專案經理、部門各階主管、資訊部門以外如行

銷、業務、財務等資訊部門相關對應窗口、以及採購人員等

等。 

在訓練內容上則應包括比對現行及新流程，說明在作法上、

在使用之表格上、在後續之報表上，有何差異性，應注意如

何從新流程使用者的觀點，幫助使用者適應新的改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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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應在新流程所能帶來的效益加以著墨，增強各相關人

意願上的動能。 

2.標準之頒佈公告 

依各企業公告程序，頒佈標準，取得新流程之合法性，以利

後續全面推動。 

3.監督執行有效度 

新流程頒佈實行後，若無強力監督，各相關人員可能會停滯

在原來的流程，被動等候改變的來臨，而使得新流程有名無

實，無法推展開。所以必須主動監督提醒以推動新流程之實

行。 

4.衝擊管理 

既使在規畫階段對於新流程所可能造成之企業衝擊，包括員

工習慣之難以改變，以及不適應新流程所造成之短暫無效率

性有加以管理。然而對於未在預期內，而在開始實施後才發

現的企業衝擊亦應有套管理追踪機制以降低衝擊。 

5.流程再改善 

流程全面實行後，應有一評核之滙報或會議，針對實施階段

的發現，了解新流程的缺失，並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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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預評鑑作業 

一般企業的軟體流程改善，很難將流程標準一次到位提昇至可

供能力成熟度正式評鑑的水準。所以通常會諮詢顧問公司，或

由專業流程管理專家引導，將全面實施所發現的缺失提出作為

進一步改進的準則，並就能力成熟度正式評鑑的過程及相關要

求預演一次，須準備包括評鑑計畫、資料簡報、表格呈示檢核

等各項準備工作。 

 

2.3.6 正式評鑑 

正式評鑑的工作時程主要分成三個階段：  

1. 準備階段 

主要是提工作計畫，並訓練評鑑小組以確定參與評鑑小組

的企業成員了解如何進行評鑑工作。 

2. 評鑑階段 

主要是收集資料，回答問卷，訪談等。 

3. 報告階段 

主要是整理、分析並檢驗資料，進行與能力成熟度模式的

比對，並作出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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