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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度量與分析流程規劃法(QMAP) 
本研究以探討軟體專案度量與分析流程規劃法為主，期使度量目標能對應至

組織策略和專案目標，往下則銜接至流程自動化需求文件。本章分為五大部份：

一、研究架構，二、背景分析，三、目標階層分析(Why)，四、流程分析(When, Who, 

How, What, Where)，五、使用分析。第一部份先簡介研究架構之形成，從第二部

分至第五部分說明架構的概念並輔以國內某軟體公司專案管理為例，運用 UML

加以描述。系統操作畫面則於第四章說明。 

一、研究架構 

本文提出一套問題驅動式之軟體專案度量與分析流程規劃法(Questions 

driven- Measurement & Analysis process Planning，簡稱 QMAP)，最終目的是希望

將 CMMI 之 MA 流程模型透過 QMAP 方法加以調適，以支援組織的軟體專案管

理，如圖 3-1 所示。 

 
圖 3-1：QMAP 方法之使用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QMAP 延續過去研究及實務推導之成果，加注入 MA 之規劃應用。先透過

「背景分析」瞭解組織特性和定位，接著利用 5W1H 的提問方式— Why, When, 

Who, How, What, Where 乃結合 Zachman Framework 的觀點和統一流程的模型元

素進行「目標階層分析」以及「流程分析」，最後進行自動化需求的「使用分析」，

其主要研究架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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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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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QMAP 方法之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背景分析 

由於 QMAP 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延續前人的需求分析結構研究於 CMMI 之

模型中 MA 流程領域之資訊需求分析流程，必須要有真實的情境，始能產生意義

和具有實用價值的資訊。因此需瞭解組織的經營環境、規模、組織架構、願景、

專案類型等等，將有助於度量活動規劃的進行。以下節錄自某公司背景敘述為例： 

A. 經營環境： 

      本公司為 15～20 人所組成的軟體團隊，以金融業為主要領域知識，

技術方面則以 Java 相關之物件導向分析設計和元件式開發為主。然而國

內市場尚未全面展開，因此案件類型常來自大公司分包下來的程式開發

工作。經常發生客戶需求經營變更難以控管、測試流程的規劃不足等等

的問題。為配合政府資訊委外服務品質的要求，及其所大力宣導的 CMMI

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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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改善觀念，決定提升專案管理能力。 

B. 營運目標： 

加強產官學互動，促進理論和實務經驗的交流。提供資訊科技與管

理顧問服務，包括應用軟體發展、軟體元件代工、及其經銷、教育訓練

及專案管理。 

C. 組織圖： 

 

D. 專業領域： 

1. Java 相關技術：Java, JSP, J2EE, EJB,  

2. 元件式系統開發(Component-Based System Development, CBD)  

3. 企業塑模(Business Modeling) 

    如上所述大致得知該組織規模小，為扁平式架構，所能提供的資源相當有

限，且尚未建立有效地專案監控機制，目前有意導入 CMMI 進行流程改善。接

下來進行策略目標、專案目標和度量目標之階層分析。 

三、目標階層分析（Why） 

此處以 Why 提問組織的策略目標、專案目標和度量目標為何？彼此間的關

係能否吻合？此處並不多加著墨於何種方法進行策略分析，重點在於從上述背景

分析中擬定策略計畫，再從中尋找供以具體量化之度量目標。專案的目標尚得符

合組織策略並列入專案計畫當中，藉此形成度量目標的來由，而度量目標可再進

一步區分成各個子目標，如圖 3-3： 

總經理 
顧問群

教學部 管理部 工程部品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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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目標階層分析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舉例來說，組織經過策略分析後，結論之一是「決定導入 CMMI 以加強專

案管理和改善軟體流程，爭取政府資訊專案，將來亦有機會進入國際市場。因此

先從少數流程領域開始著手改善，如度量與分析(MA)流程領域、需求管理流程

領域及組態管理流程領域。」並將之列入策略計畫中。為了配合組織這項計畫，

將 CMMI 做為指引，建立組織政策加以宣導，讓以後的專案有所依循。 

為建立 MA 流程機制，可選定某軟體專案作為先導專案，確立本次專案目

標，例如：提升專案生產力和產品品質。定出專案成功因素或重要議題，包括時

程進度、預算成本和產品品質等面向，如圖 3-4。瞭解本次專案度量目標之後，

組織便有足夠動機投入資源以進行接下來的 MA 流程規劃。 

 

圖 3-4：先導專案之成功因素和重要議題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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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流程分析（When, Who, Where, How, What） 

MA 的流程分析包括人事時地物分析，定義何時(When)何地(Where)由誰(Who)

做什麼活動(How)及有何產出(What)。 

1. When 的定義： 

MA 的流程從何時(When)啟動呢？其實是從專案規劃 (Project Planning, 以下

簡稱 PP) 階段即開始安排一系列的 MA 活動。進行專案監控時，配合軟體開發

生命週期定義 MA 活動發生的頻率，並取得客觀的數據分析資料。MA 支援整個

軟體專案生命週期(Life Cycle) 包括需求(Requirement)、分析(Analysis)、設計

(Design)、實作(Implementation)和測試(Test)等，以下簡稱 R, A, D, I, T。本文調整

RUP 專案開發流程的一部份作為範例，如圖 3-5 所示： 

Life Cycle 
Process Area 

PP R A D I T 

      MA 
      

圖 3-5：MA 支援軟體專案生命週期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Who, Where, How 的定義： 

組織提出符合 CMMI 之評鑑要求的 MA 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根據每個

活動(How)分析「由誰在何處(Who/Where)做什麼活動」。利用 UML 繪製 MA 活

動圖表達 Who/Where 和 How 的作業流程，亦即企業使用案例(Business Use Case) 

(如圖 3-6)。Who 的提問法在於進行角色規劃，瞭解 MA 活動的主要參與者，但

不以職稱表示，因為一人可扮演多種角色，例如專案經理(PM)可能會兼任 MA 人

員。而 Where 提問法進行使用地點分析時，主要目的是進行網路規劃，或者用來

劃分部門職權和資源的調度。Where 用法則參考前述背景分析之組織圖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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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主管 聯席會議 PM/工程部 開發團隊/工程部 MA 人員/品質部 

 
 啟始點 

終結點 

 
活動控制流 

活動內容 

 
活動同步線 

活動決策點 

 

圖 3-6：MA 活動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整個 MA 流程從規劃、正式實施到評估 MA 活動，形成一次循環。若評估之

後發生新的議題，則於下一次循環進行調整。規劃階段始於度量需求的界定，止

於度量計畫的產出；而實施階段即正式收集和分析、儲存度量資料，經過溝通和

報告加以評估。從圖 3-6 的範例得知，專案經理(Project Manager, PM)所定義的度

量需求和目標需配合組織政策，而組織政策乃經由高階主管參考公司之背景分析

和策略目標而來。接著交由 MA 人員指定度量並完成度量計畫。依據審查通過之

度量計畫直接從開發團隊的工作紀錄收集基礎度量資料，由 MA 人員加以過濾分

析，協助 PM 評估進行決策，最後請高層和相關利害關係人參與會議，依討論結

果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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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at 的定義： 

整個 MA 流程規劃中最重要的是「度量計畫」的產出，依據該計畫實施 MA

活動的報告作為回饋評估，而各個活動的產出可用 5W1H 分析表展示，如表 3-1

所示。 

表 3-1：MA 活動的 5W1H 分析表 

Why: 制訂政策目標 提升專案生產力及產品品質  
When Who/ Where How What Template 
PP PM/ 工程部 建立專案基本資料 專案基本資料  

PP PM  界定專案資訊需求

和度量目標 

資訊需求清單 表 3-2 

PP MA 人員/ 品質

部 

指定度量 I-C-M 量度表 表 3-3 

PP MA 人員 建構度量指標 度量規格 表 3-4 

PP MA 人員 指定分析程序 指標呈現方式 圖 3-7 

PP MA 人員 指定收集和儲存程

序 

軟體開發量度分佈

表 

表 3-5 

PP MA 人員 指派角色和責任 分工職責表 表 3-6 

PP MA 人員 制訂度量計畫 度量計畫[new] 圖 3-8 

PP 審查人員 審查度量計畫 審查記錄 圖 3-9 

PP MA 人員 修正度量計畫 度量計畫[revised]  

RADIT 

每日 

開發團隊/ 工程

部 

收集度量資料 基礎度量值和屬性  

RADIT 

每月 

MA 人員 分析度量資料 衍生度量值計算和

指標分析 

 

RADIT 

即時 

MA 人員 儲存資料和結果 度量儲存庫和流程

資產庫 

Schema Table 如

圖 3-10 

RADIT 

每月 

PM/ 工程部 建立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  

RADIT 

開會 

PM ( +高階主管

及利害關係人) 

評估和溝通報告 度量報告、簡報、

會議記錄、Email 

 

註：RADIT 為軟體開發流程之需求、分析、設計、實作、測試等階段簡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各主要規劃活動所提供之樣版如下，可依組織需要加以裁適為自身之工作成

果(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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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界定資訊需求和度量目標 

PM 界定專案常見問題，列出導入 MA 活動來提升的管理能力要項如下： 

表 3-2：資訊需求清單  

No. 資訊需求摘要說明 

1. 能夠決定所規劃的任務數將準時完成。 

2. 能夠透過指標和趨勢圖來追蹤實獲值。 

3. 能夠追蹤需求修正所造成的影響。 

4. 能夠評估測試涵蓋率是否適當且所有的測試皆能成功執行。 

資料來源：修自 IBM Rational 範本，2003 

【活動二】指定量度 

基於上述資訊需求，量度的指定可依據 PSM 提供的「議題-類別-量度」(I-C-M)

表選用，或配合自行定義的量度加以調整，包括基礎量度和衍生量度，若想要收

集的量度太多，可決定優先順序，先從少數的量度開始做起： 

表 3-3：依需求調整之 I-C-M 量度表 

議題 (Issue) 類別 (Category) 量度 (Measures) 

里程碑績效 里程碑日期 時程和進度 

工作單元進度 任務完成數、任務延遲數 

需求狀態、變更要求狀態 

測試案例狀態 

時程差異(Schedule Variance, SV) 

預算和成本 財務績效 工時 

成本差異(Cost Variance, CV) 

計畫進度之預估成本(Budget Cost of Work Scheduled, BCWS)

實際進度之預估成本(Budget Cost of Work Perform, BCWP) 

實際成本(Actual Cost of Work Perform, ACWP) 

產品品質 功能性修正 缺失數 

註：實際進度之預估成本又稱實獲值(Earned value)。 

相關公式：(1) SV= BCWP- BCWS ( “+”正值代表進度超前；“-”負值代表落後) 

(2) CV= BCWP- ACWP ( “+”正值代表預算結餘；“-”負值代表超支)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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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建構度量指標： 

    選定量度之後，必須辨識度量的實體和屬性、函數或計算公式、決策準則等

逐步向上建構形成指標，以對應當初的資訊需求和目標。 

表 3-4：任務完成數的度量規格  

資訊需求 決定所規劃的任務是否已完成 

議題 (I) 時程和進度 

類別 (C) 工作單元進度 

指標 任務完成數的趨勢 

目標 確保任務數逐步完成 

決策準則 此量度用來追蹤里程碑的任務數是否達成 

衍生量度 (M) 完成的任務數 

函數 任務是否完成的判斷條件式：If 設定了實際完成日= true 

基礎量度 (M) 任務數 

屬性 實際完成日 

資料來源：修自 IBM Rational 範本，2003 

【活動四】指定分析程序 

    根據度量建構表中的描述定義適合的統計分析法和圖表類型等，例如分佈圖

(Distribution Chart)、趨勢圖(Trend Chart)、年齡圖（Aging Chart）…。而呈現方

式包括 X 軸、Y 軸的定義，或用長條圖、圓餅圖、折線圖等等表示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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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9月 92年10月 92年11月 92年12月

任務完成數

任務預計數

 
圖 3-7：任務完成指標趨勢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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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指定收集和儲存程序： 

所指定的量度是從軟體開發流程的那個階段(When)收集而來？由那些工作

人員(From Whom)提供？以及他們的工作產品(What)當中有哪些成為這次的衡量

對象？回答這些問題之後，可填入表 3-5，有助於瞭解這些量度如何產生。然後

請有關單位配合 MA 人員設計相關表單格式，例如工資表、工時進度表、缺陷紀

錄表等等，以便於在資料收集時讓相關人員填入，定期回報給 PM 及 MA 人員。 

表 3-5：先導專案之軟體開發量度分佈表 

When From Whom What Measures 
R 系統分析師 

使用案例分析師 
客戶 

功能需求清單 
使用案例 
需求變更清單 

 需求狀態 
 使用案例 
 變更要求狀態 

A, D 物件導向分析師及

設計師 
類別 
介面 

 類別階層 
 類別複雜度平均值 

I 元件工程師 物件 
元件 

 程式碼行數 
 元件數 

T 測試工程師 測試案例 
測試出的缺失 

 測試案例狀態 
 缺陷數 

註 1：  打勾處代表本次專案所使用的量度，從表 3-3 的 I-C-M 量度表對應而來。 
註 2：任務完成數、延遲數和工時度量值則取自整個專案開發生命週期的所有工作人員。 
註 3：RADIT 為軟體開發流程之需求、分析、設計、實作、測試等階段簡稱，PM 可作

為設定里程碑的依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為進一步瞭解何時使用上述設計表單，所有工作人員(Worker)包含 PM 等人

需事先溝通，定義組織內部之流程控制。接下來以「任務量度」的狀態圖為例說

明之（如圖 3-8）：PM 針對工作人員「已提出」(Submitted) 之任務進行指派，工

作人員接受「已指派」(Assigned) 之任務開始工作，任務完成後會由「已開始」

(Started) 狀態變更為「已完成」(Performed) 狀態，然後 PM 再加以查核是否有

必要退回 (Reject) 重作或修改，若沒問題則任務結束 (Closed) 。PM 會將處於

「延遲狀態」(Postponed)任務重新指派(Re-Assign)給他人，或直接跳到結束 

(Closed)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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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例：          任務狀態                  狀態轉移線 

 
圖 3-8：「任務量度」之狀態圖 

資料來源：修自 IBM Rational ClearQuest, 2003 

【活動六】指派角色和責任 

    這個活動不止定義人的部分，還包括工具（不論是現有或自行開發的）所扮

演的代理人角色，為的是進一步考慮接下來正式收集、分析程序的自動化程度。

然而需藉由第四部分的使用分析完成後，才將符合需求的自動化工具引進給工作

人員使用，期使度量活動的推展更為順利。 

以下列舉度量「任務完成數」的角色和責任，並且可考慮將之合併至表 3-4

的度量規格。 

 

Rol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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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任務完成數」的量度分工職責描述  

量度名稱 完成的任務數 

角色和職責描述 在 Microsoft Project 2002 登錄實際完工日，由 PM 確保 MS 
Project 的計畫即時更新。資料轉換至 IBM Rational ClearQuest
決定實際完工日是否已設定，並且和 MS Project 同步更新，顯

示任務已完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活動七】制訂度量計畫 

彙總前述活動之產出，然後制訂度量計畫，並需經由審查人員（如 PM 或高

階主管）認可，方完成 MA 的規劃活動。圖 3-8 列舉度量計畫大綱，內含專案名

稱、版本、修訂紀錄、目次等等。 

 
圖 3-9：度量計畫大綱 

資料來源：修自 IBM Rational & PSM 範本，2003 

< QMAP >專案度量計畫                                 版本：V1.0 

修訂記錄 

Date Version Description Author 
<yyyy-mm-dd> <x.x> <details> <name> 

    
    

目   次 

1. 簡介 
1.1  目的 
1.2  範圍 
1.3  定義、專有名詞及縮寫 
1.4  參考資料 

2. 專案描述 
3. 角色及職責 
4. 專案的資訊需求描述 
5. 度量規格 (內含對應何項資訊需求)  
6. 專案的結構（依元件、活動或功能劃分） 
7. 回報的機制和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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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八】審查度量計畫 

由主管或指派具備該專長資格的同事進行審查，並記錄耗費時間，然後在問

題清單內填寫編號、問題型態、描述、所在頁碼以及嚴重程度等等。在群體審查

會議中列出作者同意的問題，可反應出群體看法的一致性和嚴重程度 (Jalote, 

2002a)。問題的嚴重度可分為 1.關鍵的、2.主要的、3.一般性、4.次要的、5.補強

的。審查記錄格式參考如下： 

 

圖 3-10：審查紀錄格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活動九】儲存資料和結果 

除了一些書面紀錄應該歸檔之外，並進一步將表 3-1 中的工作成果(What)內

容加以區分為文件和數據資料兩大類。屬於文件類的政策、範本、簡報和報告等

歸納為組織流程資產，另將數據資料置入度量儲存庫作進一步分析。此處列舉缺

陷追蹤系統所需的資料表：如缺陷(Defect)、專案(Project)、客戶(Customer)和員

工(Employee)等。 

度量計畫代碼：QMAP v1.01            作  者：                  
審查者：                             紀錄員：                  
日  期：                             時  間：   :   ～    :     

問 題 清 單 

嚴重度的代碼：1- Critical, 2- Major, 3- Average, 4- Minor, 5- Enhancement 

編號 問題型態 描述 頁碼 嚴重度 
1.     
2.     
3.     

其他開放問題描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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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缺陷量度」之關聯資料表欄位 

資料來源：修自 IBM Rational ClearQuest– Defect Tracking Schema 

本文以某公司為例進行 MA 的企業塑模：利用活動圖（如圖 3-6），描述組

織內部的 MA 工作流程，再進一步運用 5W1H 分析表（如表 3-1），找出相對應

之工作成果。然而，一個企業使用案例可能會用到多個系統使用案例來支援實

作。接下來所進行的使用分析即是系統塑模，目的是確認整個 MA 活動流程自動

化的範圍，及系統的使用者是誰，再進行工具整合運用及自行開發系統的需求分

析。 

五、使用分析 

這部分運用了使用案例圖、使用案例描述和系統操作畫面來表達流程自動化

的情境。由於流程全面自動化的所費不貲，因此要對於使用者較有價值的使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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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作為優先考量，可藉此考慮自行開發或另外選用符合需求的現行工具。 

1. 使用案例圖(Use Case Diagram)： 

    依據 MA 活動圖所產生的 5W1H 分析表來編製如下之各個使用案例。 

 

圖 3-12：MA 使用案例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使用案例描述(Use Case Description)： 

高階式的使用案例描述的是簡潔而抽象地的本質特性，不直接涉及系統設計

細節，好處之一是不限定任何工具或系統，第二是將來可再利用(reuse)。撰寫格

式如下： 

[使用案例編號]：[使用案例名稱] 

[使用案例描述] （角色及參與者的主要事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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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依據使用案例圖進一步編寫使用案例描述。以下僅列舉其中 5 個範例： 

UC1：建立專案基本資料 

PM「新增」、「修改」或「刪除」專案基本資料，包含“專案名稱、描述、儲存

位置和備註＂等要項。 

 

UC2：指定量度 

MA 人員依據 PM 界定之資訊需求和度量目標，新增專案特定議題、類別與量

度，並將之對應至 PSM 的議題-類別-量度表(I-C-M Table)。 

 

UC3：制訂度量計畫 

MA 人員選定專案之後，依據 PM 定義的需求和度量目標指定量度，來建構度

量指標、指定收集、儲存和分析程序等。 

 

UC4：收集度量資料 

MA 人員依據所選定的量度建立資料紀錄，可採用人工收集彙整；或由開發人

員直接登錄系統填入度量資料。 

 

UC5：分析度量資料 

MA 人員收集度量資料內容之後，選擇指標呈現方式，定義圖示名稱，設定 X

軸及 Y 軸所要顯示的量度名稱和專案結構之對應欄位。 

3. 工具的整合運用： 

以 MA 之規劃活動為例，PM 先考慮用 Microsoft Project 建立任務名稱、開始

及結束日期。而 MA 人員利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理軟體來制訂度量計畫範本，

或使用 PSM Insight。在收集和分析資料方面，MA 人員可續用 PSM Insight 完成，

或一同與專案參與人員來使用 IBM Rational ClearQuest，以便於進行任務或缺陷狀

態變更之流程控管。若仍覺得不敷使用，再進一步制訂使用案例規格書自行開發

或委外。本文根據上述工具之特性，在使用規劃上新增了下列的考量。大致調整

成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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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MA 相關工具的整合運用 

 MS Project PSM Insight IBM Rational ClearQuest 

使用對象 PM 使用 MA 人員 PM、MA 人員與開發團隊 

語言介面 全部中文化 僅英文版 可儲存中文資料 

使用圖表 甘特圖 趨勢圖、分佈圖等

圖表多樣而設定複

雜，故挑選使用 

分佈圖、趨勢圖及年齡圖等等，

若要自訂報表尚須安裝 Crystal 

Report 

價格考量 商用軟體 免費軟體 商用軟體 

其他支援性 有中文參考

手冊 

‧ 無中文參考書籍

‧ 需自訂訓練手冊

‧ 無中文參考書籍， 

‧ 需自訂訓練手冊。 

‧ 含有變更流程管理的機制。

‧ 考慮將來引進 RUP 的其他工

具以便於整合 

‧ 支援 MS Project 任務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