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個案企業導入實例及模式修正 

4.1 個案之產業簡介 

台灣自 1997年電信業務開放以來，台灣電信市場脫離獨家壟斷

的狀態，開始進入自由競爭的階段。首波開放的是無線行動通訊

的業務，再來是 1999 年的固網市場開放。電信業對於投入資金

的需求量極大，動輒百億元台幣之譜。進入門檻高，所以在世界

各地都是以寡佔的市場型態在政府特許，經過一遴選過程，並開

放特定資源如無線頻譜，或網路建設之路權等，允許數家符合條

件者經營電信業務。 

近年來電信所提供的服務日趨多元，除一般之語音服務外，也提

供了加值服務，影像服務等等，十分多樣化。再加上高速度的傳

輸需求日益增加，各家業者也陸續開始第三代無線通信的建置工

作，並在 2003、2004 年左右陸續開始投入市場。在技術的演進

方面，在 1997 年剛好也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無線通訊完全

側重於語音方面的服務。資訊方面所能提供的服務，充其實也不

過是短訊等寥寥數樣，內容相當貧乏。而在近年來，資訊相關之

服務日益多樣化，在 2003 年，台灣地區各行動電話業者的資訊

服務營收佔整體營收普遍在 5% 至 7%之間，而當初在 1997 年

也不過 1%。至於 2004 年目標，英美較大之業者目標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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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由此可知資訊服務的重要性逐年增加。尤其在第三代服務

通訊市場的成熟度趨動力下，多媒體相關應用服務及資訊服務將

會蓬勃發展。這些應用背後所使用的技術，都是電腦而非傳統的

電話交換機技術。也就是說，電腦軟硬體的發展應用是此波高潮

的幕後推手。本論文在個案的選擇上，是選擇了台灣某電信業

者，原因有以下數點： 

1. 電信產業規模較大，軟體專案投資金額從數百萬至數億元

不等，引用軟體品質確保流程所能提供的貢獻較為顯著，

值得投資。 

2. 電信產業的軟體品質要求較為嚴謹。所提供之服務，涉及

社會大眾及一般消費者，如客戶關係管理系統、通路系統、

行動資訊加值服務等等，出差錯所承擔之企業風險、企業

損失較大，企業主管較願意投注人力及相關資源於流程改

善，其效果亦顯而易見。 

3. 電信產業部門分工較細，企業流程亦較為複雜，參與軟體

專案的人數也比較多。明確而有系統的軟體流程及品質確

保流程的引進，有助於人為疏失所造成的品質損失，且效

率提升效果明顯。同時，也由於專案本身的複雜度，得以

突顯標準流程對於品質提昇的價值，有明顯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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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個案之簡介 

某國內電信公司資訊部門，支援公司業務之項目繁多，對於軟體

之建置，皆以專案方式進行，以確定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問

題得以完善。由於軟體專案之建制，並沒有設立標準之工作準

則，以致每一個軟體專案之建置，依各專案經理之經驗、專長、

及個性，而有不同之建置方法，以致於軟體專案之完成品質不

一，沒有一定的標準可循。在公司經營近兩年進入穩定成長期

後，開始注重標準的建立以取得經營的效率性。資訊部門也開始

成立資訊規畫暨品質確保部門，負責建立資訊部門策略規畫及各

方面工作準則，並稽核資訊部門品質績效。在軟體專案管理方面

的具體作為，則是建立軟體專案管理的工作準則、設立衡量指

標、並建立相關之品質確保管理方法。 

 
 

4.3 導入能力成熟度模式第二階段品質確保關鍵

程序領域 
 

依第三章所設計之能力成熟度模式第二階段品質確保關鍵程序領

域，以及同一章所描述之導入程序，將之實際導入於個案企業。由於

本論文之研究個案企業在方向上是運用能力成熟度模式以改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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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品質績效，是由企業軟體流程管理人員對於內部軟體流程的自發

性改善，企業方向上目前並無計畫正式通過能力成熟度評鑑。所以，

在本節的個案導入部分，將著重在前四個步驟，也就是差異分析、流

程制定、流程試行、全面導入。至於與通過能力成熟度評鑑的相關評

鑑程序如步驟五、六則不在本節討論範圍之內。個案實際導入的四個

步驟如下：  

4.3.1 差異分析 

訪談資訊部門主管、軟體開發經理、維運經理、軟體開發工程

師、測試工程師以及品質確保人員，取得現行之軟體開發作業

程序及相關表格，包括： 

1. 系統服務需求標準作業流程及申請表格 

2. 系統整合測試作業流程及申請表格 

3. 使用者接受度測試作業流程及檢核表 

4. 資訊部門開發、測試、維運各單位績效指標及衡量方法 

5. 新產品開發生命週期管理規畫 

6. 專案品質確保工作流程 

7. 新系統上線檢核流程 

8. 各部門組織表、工作職掌 

9. 訓練計畫管理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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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腦中心系統上線交接程序 

11. 資訊服務各項服務水平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12. 幾項新近結束之軟體專案所留存下來的專案計畫、需求

變更流程及申請表格、專案會議記錄、重要事件追踪及

定期專案報告、訓練計畫、測試計畫、合約書、使用者

需求書、工作範圍書 (Scope Of Work)、建議提案申請

書 (Request For Proposal) 等等相關文件。 

 

所蒐集之資訊、表格均存放於檔案伺服器內，作為日後存取修

改的共同存取點。 

同時並蒐尋能力成熟度模式的相關資料，列出能力成熟度模式

第二階段品質確保關鍵程序領域所提出的目標、執行的承諾、

執行的能力、執行的行為、衡量及分析、確定及驗證等。此項

內容如第三章第二節所展開。並將訪談及資料收集分析所得之

認知與能力成熟度之展開表作一比對，了解落差所在。經過此

階段的差異分析發現，個案企業之軟體流程尚停留在能力成熟

度第一階段的程度，其第二階段之各關鍵程序領域雖有些經企

業公告之政策及作業標準，然亦未符合能力成熟度模式的標

準。另有些現行作業乃是以部門內規方式存在，跨部門之流程

則未經整體規畫亦未以企業標準流程公告實施。更有些關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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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相關標準作業則付之闕如。在此以能力成熟度模式第二階

段之六項關鍵程序領域作差異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1. 需求管理 

有需求管理之相關表單，然在需求分析階段所需執

行的工作例如評估軟體開發團隊人力是否足以應付

此次專案的工作量、系統需求分析表單之應用或是

需求變更的程序等等，依各技術專案經理經驗及主

觀判斷， 並無一標準之工作方法及檢核程序。 

2. 軟體專案規畫 

各軟體相關專案依其複雜程度，以資訊部門主管之

主觀判斷，來決定是否任命專職技術專案經理，或

由開發團隊主管兼任技術專案經理。所以， 雖然每

一個軟體專案或有專案時程、專案資源計畫、專案

組織職責分工表等等，其嚴謹程度並不一致，遇到

專案延遲等必須提昇至資深管理層級的狀況處置亦

未有一致的管理程序。 

3. 軟體專案追踪及監看 

專案計畫之開發時程、進度審視、資源、成本管理

等依各專案大小及技術專案經理之工作負荷而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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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嚴謹程度，專案會議之議題安排、問題、事件

之追踪、及專案狀態能見度亦有不一之作法。 

4. 軟體合約及下包管理 

選商程序、議約程序及相對所需進行之工作如 工作

範圍書 (Scope Of Work) 之定義，以及建議提案申請

書 (Request For Proposal) 亦有不同之格式及操作方

法，使用方式及順序未見統一。 

5. 軟體品質確保 

資訊部門雖設有品質確保單位，然該單位並未介入

每一個軟體專案。有些專案雖有品質確保之專案功

能角色，其工作方法亦未見統一。有些專案則是聊

備一格將品質確保人員畫入專案組織，在專案生命

週期內卻未見任何品質確保的作為發生。品質確保

團隊在資訊部門組織內主要是負責軟體測試以及作

為內控單位之對口單位，並未針對軟體專案有任何

品質確保的標準作業流程。 

6. 軟體組態管理 

專案各階段之軟體產出、設定變更、資料模式、原

始碼等重要軟體組態相關資訊雖存放於網路檔案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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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供相關人員存取，然其目錄之樹狀結構關係、

檔案之命名規則及存取權限、專案重要產出之清單

核對等等在每個專案都有不同的作法，使後續之知

識傳承、資訊搜尋有不少難處。 

 

以上差異分析的發現，將用來作為下一步驟流程制定的基礎，

以及欲改善的標的。在此個案所發現的問題繁多，要全面改善

此六項關鍵程序領域的所有問題並非一日之功。所以，此個案

之流程改善工作所建立的軟體品質確保相關作業標準流程，將

擇要含括所發現之問題。雖不可避免的有所遺漏部分待改進事

項，應不致影響到導入方法的完整性及合理性。  

 

4.3.2 流程制定 

4.3.2.1 訂定軟體專案生命週期、工作重點、相關產出物並

製作軟體專案管理工作檢核表 

依導入程序所敘述之步驟，定義軟體專案生命週期、工作

重點及相關產出物後，整理成軟體專案管理工作檢核表如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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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軟體專案管理工作檢核表 

 
 

業務部門主管 資訊部門負責單位

責成

支援

專案週期階段 工作大類 工作細項及說明 產出
適用於該專

案

業務專

案經理

技術專

案經理

技術維

運經理

軟體品

質確保

人員

事後檢

核

業務部門主

管簽核

資訊主管檢

核

可行性分析 V S P

初步設計評估

專案要求 專案要求單核准

衝擊分析 V S P

成本效益分析 專案核准代碼 V S P

專案規劃
範圍, 日期, 風險, 變動管
理

專案計畫 M S P

組織表, 責任分界

里程碑, 總計畫

業務需求 專案範圍, 需求界定 需求核定 M S P S

RFI
RFP
SOW V P

合約 討論, 議價, 核准 V P

專案品保計畫 專案品保計畫 專案品保計畫核准 M S P

檢核點一 意見

核准簽核

專案名稱 業務專案經理

專案觀念形成 專案初始

專案開跑會議 運作專案開跑會議

軟體專案管理工作檢核表

技術維運經理

表示要作

主要負責單位

支援, 諮詢

必需要做的事, 無選擇性必要

技術專案經理

打勾表示要做

M S

檢核點評估

軟體品質確保人員

PS S

菜單

廠商管理
選商

專案初始

P = 

S = V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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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續 

 

業務部門主管 資訊部門負責單位

責成

支援

專案週期階段 工作大類 工作細項及說明 產出
適用於該專

案

業務專

案經理

技術專

案經理

技術維

運經理

軟體品

質確保

人員

事後檢

核

業務部門主

管簽核

資訊主管檢

核

系統架構核准

網路架構核准

資訊架構更新核准

轉換成系統規格 系統規格核准

技術需求 技術需求核准

維運衝擊分析 維運衝擊分析核准

轉換計畫 轉換計畫核准

測試計畫 M S P

測試個案 M S P

系統整合測試 設計, 執行 系統整合測試報告簽核 M P

使用者接受度測試 業務模擬, 測試 使用者接受度測試報告簽

核
M P S

業務模擬
執行, 審核測試結果, 接
受度評估

上線決定之核准

維運準備度
審核測試結果, 審核並執
行上線計畫

是否上線之決定. 上線計
畫之核准

M P S

訓練計畫開發, 教材審核 訓練計畫

技術訓練, 維運訓練 訓練計畫核准,訓練記錄

業務訓練 訓練計畫核准,訓練記錄

客服訓練 訓練計畫核准,訓練記錄

流程貫徹度查核 M  P

客戶滿意度調查 M P

專案品質確保期終報告
專案品質確保期終報告簽

核
M  P

專案品質確保期終彙報 M  P

檢核點二 意見

菜單

S

P

架構 資訊架構審核 M P

S

開發 測試計畫

P維運計畫

測試

上線

訓練

專案後續評估 分析及結案

技術專案經理

打勾表示要做

檢核點評估

軟體品質確保人員

設計

測試計畫核准

軟體專案管理工作檢核表

技術維運經理

表示要作

主要負責單位

支援, 諮詢

必需要做的事, 無選擇性必要

技術需求 M

核准簽核

專案名稱 業務專案經理

P = 

S = V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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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之設計使專案管理在專案生命週期裡各階段所應執

行的工作有了清楚的重點。它明列了各階段裡所應執行的

工作要項及其產出，並明訂由何人負責。 

 

4.3.2.2 定義各部門權責分工及角色扮演 

依第三章明訂之五個專案分工角色，在與業務部門經理、

資訊部門專案經理、資訊部門開發團隊、維運團隊主管訪

談後確認各部門人員在軟體專案流程的角色分工職掌及

其職掌設計之合理性，並將之明訂在專案品質確保計畫中

以確保清楚的責任權屬分際。 

 
 

4.3.2.3 定義軟體專案管理與品質確保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依第三章所設計之專案管理工作檢核表，及品質確保作業

程序，依公司標準格式作成標準作業程序。 

該標準作業程序定義在專案生命週期當中，每個月產出月

報表，展示專案之品質績效指標。該月報在定期專案會議

裡被提出並檢視其成果，將不符合標準之項目提出檢討。

月報格式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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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日期

檢核
日期

檢核
項目

貫徹
項數

貫徹度
比例

資訊部

門主管

軟體專案品質確保月報

專案名稱
檢核點一 檢核點二

貫徹項
目小計

平均貫徹度

貫徹度
比例

圖 4-1 軟體品質確保月報格式

目標
日期

檢核
日期

檢核
項目

貫徹
項數

貫徹度
比例

目標
日期

檢核
日期

檢核
項目

貫徹
項數

貫徹度
比例

資訊部

門主管

軟體專案品質確保月報

專案名稱
檢核點一 檢核點二

貫徹項
目小計

平均貫徹度

貫徹度
比例

圖 4-1 軟體品質確保月報格式

目標
日期

檢核
日期

檢核
項目

貫徹
項數

貫徹度
比例

~2003/10/01 2003/10/31~2003/10/01 2003/10/31

 
 
 

4.3.2.4 制訂相關單位績效指標 

以下所制定之相關單位績效指標，會在定期之專案會議提出

來報告，以審視專案之目前狀態。遇有不符績效目標之事項

則列入追踪加強檢討。專案團隊之績效指標亦連結回原工作

單位之部門績效指標。以軟體開發測試維運等相關單位來

說，其績效指標設計定義如下： 

1. 流程貫徹度 

此指標意指符合工作檢核表之工作項目產出百分比。 

定義為績效指標 KPI = (Z/Y) * 100%,  Y 為工作檢核

表上所羅列之必要工作數。Z 為所實際有做到，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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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產出作為佐證之工作數。 

2. 客戶滿意度 

此指標意指專案結束後所作之客戶滿意度評估結果。 

依專業性、服務態度等主觀感受的兩個問題，以一至

五分表示極不滿意、不滿意、沒有意見、滿意、以及

極滿意。 

3. 測試錯誤率 

此指標意指由測試部門取得系統整合測試 (System 

Integration Test) 及使用者接受度測試 (User 

Acceptance Test) 的偵錯率。 

此外，品質確保單位本身的工作則設計了以下績效指標：  

1. 軟體專案品質確保計畫的及時產出率 

此指標意指是否有在專案初期及時完成軟體專案品質

確保計畫。 

績效指標定義為 KPI=Y/Z,  Y為初始階段第 10天內

及時產出品質確保計畫之專案數，Z 為今年度所有已

開始軟體專案數。 

2. 品質確保月報表的及時產出率 

此指標意指是否每月及時產出品質確保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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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公式為 KPI = Y/Z,  Y為及時產出月報的月

份數目，Z 為到當月為止的當年月份數目。 

3. 期終品質確保報告的及時產出率 

此指標意指是否於專案期末及時產出期終品質確保報

告。 

績效指標公式為 KPI = Y/Z,  Y 為及時在專案結束一

個月內產出軟體專案管理品質確保期終報告的專案

數，Z 為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結案之專案數。 

4. 被品質確保流程稽核的專案數目普及率 

此指標意指該標準作業流程普及於其他專案之涵蓋

率。 

績效指標公式為 KPI = Y/Z,  Y為今年被稽核的專案

數目，Z為今年到目前為止已啟動之專案數目。 

 
 

4.3.3 流程試行 

依第三章所述之選擇標準，選擇大小適中的幾個小型專案試

行品質確保標準作業流程。經三個月試行完成之後，檢視表

格、查核項目、報表、品質確保報告、與角色職責互動關係

等等，並與資訊部門主管、軟體開發經理、維運經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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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程師、測試工程師以及品質確保人員訪談，了解該流

程的合理性及使用者接受度。 

 

4.3.4 全面導入 

依前一步驟取得之意見微調流程作法之後，依企業流程規畫管

理相關規定及格式，撰寫相關標準作業流程，並頒佈之。公告

於企業內部網路入口網站，並存於檔案伺服器供查閱使用。 

並到相關部門介紹新的流程及標準作業流程，然後開始全面實

行新的軟體專案品質確保流程。從當時起所有專案都須依循該

流程標準進行。 

 

4.4 個案導入之檢討與修正 
 

本章的個案經過三個月試行，然後全面導入三個月之後，由品質確

保單位主管召集相關人員如軟體開發、技術專案經理等人員召開一

檢討會議，討論並了解原先所提之強化模式裡是否仍有缺失值得更

進一步改善，作為日後流程改善之參考。會中討論發現雖然專案團

隊與品質確保人員有被明確要求執行客戶滿意度評估，然導入過程

中發現相關人員仍缺乏足夠之誠懇心態以執行客戶滿意度評估。顯

然服務心態的培養訓練是需要的，如此才能確保專案團隊具有正確

的工作心態，執行專案相關工作。 

91  



依此項發現，逐一檢視第三章加強後之能力成熟度模式第二階段品質

確保關鍵程序領域各項內容，以了解是否有應加入之敘述以反應該項

改善之意見。以目標、執行的承諾、執行的行為、衡量與分析、確定

及驗證來說，並沒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以執行的能力來說，應該

在原模式之外，另加入一要求如下：  

能力五： 

專案團隊及軟體品質確保人員須接受足夠之訓練，以培養服務

客戶的心態來執行相關之工作。 

加入這一項敘述之後，所提之加強模式得以進一步修正而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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