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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軟體專案度量的意義和目的 

何謂軟體專案？軟體開發以專案進行管理。亦即運用管理的原則與方法，使

得軟體開發專案能達到預期的目標。而度量(measurement)是一種科學管理、數字

管理，用來作為評估的工具。度量的活動支援了專案生命週期，從專案規劃、監

控到結案；以及整個軟體工程流程和軟體生命週期，從需求階段、系統分析階段、

系統設計階段、程式碼實作階段、測試階段及維護階段。度量可應用在各種專業

領域，如本文所強調的軟體度量或軟體工程度量亦愈來愈受重視。 

Abran et al. (2001)提出，軟體工程管理的量度(measures/ metrics)至少包括：1.

產品大小（如程式碼行數、需求規格書頁數、功能點）；2.產品結構（如高階或

低階設計、資料流、巢狀）；3.資源利用率（如工作量、工具和硬體資源）；4.產

品及流程品質（如可用性、可維護性、對客戶的價值）。 

林信惠等(2002)則將軟體專案量度類型分為：1.軟體量度(程式行數、功能點、

文件頁數、複雜度)；2.專案量度(耗用時間、人力、成本、產值法)；3.品質量度

（錯誤率、累計錯誤數及更正數、除錯和修改成本、維護性、可靠度、可用性…）；

4.生產力量度(如產出和投入的比例)。 

胡佑長(2000)表示，對軟體業來說，有許多度量與統計工作相當重要，例如

對人員生產力的度量、對專案各項工作成本的度量、對產品品質的度量等。目的

在統計與分析專案成本模式及品質活動成果，以作為整個開發與品保活動改善之

基礎。其中記錄與報告是問題追蹤改善及度量統計的基礎，格式不拘泥於紙本文

件，在適當的規劃與管理下，諸如電子郵件、工作流記錄、工具執行記錄等等。 

Kuntzmann & Kruchten (2001)指出，對一個軟體組織長期發展來說，度量是收

集歷史資料以分析軟體品質和生產力。從各專案收集一些資料，包括工作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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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模、功能數、缺陷數，以作為將來專案規劃和改善預測能力的基礎。 

Jalote (2002)認為，專案度量的基本目的在於有效地管控專案。軟體的度量可

用量化方式區分軟體流程或軟體產品的不同層面。流程度量標準包含了生產量、

品質、原料產品、缺陷注入率和缺陷移除率等；而產品度量標準包含了大小、可

信度、品質、程式碼的複雜度及功能性。 

黃世禛 (2003)表示，軟體度量或軟體工程度量的主要目標，希望提供軟體專

案開發相關人員（如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專案管理者、使用者等）各種即

時有用的資訊，使得他們能夠適時地做出正確的決策。圖 2-1 列出軟體度量指標

的主要用途，在企業中對於工程師、專案經理與高階管理者的重要性(Gray, 1994)。 

 

圖 2-1：軟體度量指標的主要用途 

資料來源：Grady, 1994 

量度可用於專案評估，亦即為有系統地針對專案、計畫、需求、政策、決策

方案、活動等進行檢討。在專案的進行過程中會遇到選擇性評估、可行性評估、

績效評估、技術評估、計畫評估以及事後評估。除了可讓管理者瞭解現況、將實

施結果與計畫目標相比較，還可透過客觀資料的回饋產生學習的機制，使當事者

得以不斷地成長 (林信惠等，2002)。 

組織應將度量的推行視為一個計畫、一個程序，它是一個有目標、有步驟、

一系列的活動，也是一個不斷改進的循環。一開始確定目標、再來定義量度、推

動計畫，最後回饋與評估。量度的選擇除了要符合信度、效度及實用性原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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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現實環境的條件，因此量度的選擇是一種取捨(trade-off)的結果。由高層

依其經驗及管理目的訂定量度，或可參考同業、和相關人士討論、藉由問卷調查

提高其可用性 (林信惠等，2002)。 

二、CMMI 度量與分析(MA)流程領域 

度量與分析(Measurement & Analysis, 以下簡稱 MA)為 CMMI 成熟度第二級的

流程領域(Process Area)，其目的是發展與維持度量能力，以支援管理資訊需求。

在專案流程中可支援客觀的規劃與估計、根據建立的計畫和目標追蹤實際績效、

界定與解決流程相關問題並提供未來增訂流程(併入度量)的基礎。 

在專案層次階段需滿足其特定性目標（Specific Goal, SG）以及管理上的一般

性目標(Generic Goal 2, GG 2)，並實作以下的特定執行方法（Specific Practice, SP) 

和一般性執行方法（Generic Practice, GP)，如表 2-1 所示。每個執行方法下面尚提

供相當豐富的參考資訊，如典型的工作產品(Typical Work Products)、細部執行方

法(Subpractices)、舉例說明等等，有助於組織思考應該要執行的活動及其所需的

資料、文件、與用來收集和分析活動的工具、紀錄和報告…等。 

簡言之，該流程領域的目標和執行方法可用來指引組織進行自我評估或是差

異分析，並非是一套推行流程的步驟。 

表 2-1：MA 目標和執行方法的關聯 

SG 1   安排度量與分析活動 

SP 1.1  建立度量目標 

SP 1.2  指定度量 

SP 1.3  指定資料收集和儲存程序 

SP 1.4  指定分析程序 

SG 2  提供度量結果 

SP 2.1  收集度量資料 

SP 2.2  分析度量資料 

SP 2.3  儲存資料與結果 

SP 2.4  溝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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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2  制度化一個已管理的流程 

GP 2.1  建立一個組織政策 

GP 2.2  規劃流程 

GP 2.3  提供資源 

GP 2.4  指派責任 

GP 2.5  訓練人員 

GP 2.6  管理建構 

GP 2.7  界定和納入相關利害關係人 

GP 2.8  監控流程 

GP 2.9  客觀評估遵循程度  

GP 2.10 與高階主管審視現況 

資料來源：CMU/SEI, 2003 

三、目標-問題-量度(GQM) 

「目標-問題-量度」(Goal-Question-Metric, GQM) 是由 Basili & Rombach(1988)

所提出的量度選擇方法，亦即管理者針對每一項目標(Goal)，以提問者的觀點和

情境中來思考問題，再由這些問題(Questions)引導出可供回答的量度(Metrics)，以

確保量度簡單、有用而直接。如圖 2-2 為例： 

 

圖 2-2：GQM 的範例 

資料來源：Pfleeger, 1995 

    然而，GQM 樹狀圖並未描述量度之間的關係，也無從得知該如何度量。

Pfleeger(1995)為此提出的度量計畫(metrics plan)，結合了 GQM 方法、流程成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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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Pfleeger & McGowan, 1990)及組織的軟體開發及軟體維護模型(McGowan & 

Bohner, 1993)，其中運用了 5W1H 的提問法，協助專案主管決定： 

 What：要度量什麼？ 

 Why：為何要度量它？ 

 Who：誰負責收集資料？ 

 When：何時收集及間隔多久？ 

 Where：從流程的何處收集？ 

 How：將如何收集資料？ 

Offen & Jeffery(1997)所提出「模型、量度、管理典範」(Model, Measure, Manage 

Paradigm，簡稱 M3P)的方法，將度量目標連結至策略目標，並將度量流程整合至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以確保量度的選擇、收集和分析的結果支援管理的議題。 

 

圖 2-3：M3P 方法 

資料來源：Offen & Jeffery, 1997 

M3P 法從企業模型為起點，結合 GQM 的量度選擇技術，然後建立度量計畫

(measurement program)，並將之連同開發專案的特定資料輸入經驗庫(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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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中，隨著企業活動持續分析和學習，建立經驗性和數值性的度量模型

(measurement models)，利用現存資料描述一般度量計畫的成功因素。此外，為確

保度量資料支援管理報告，於是將各階層之相關利害關係人所關心的議題區分為

策略、流程、戰術性(Tactical)和操作性(Operational)議題，再將之歸納為企業資訊、

流程資料和資訊以及和專案資料和資訊，再連接至 GQM 技術分別找出企業量度

(measures)、流程量度和專案量度 (如圖 2-3)。 

四、實用軟體與系統度量(PSM) 

實用軟體與系統度量 (Practical Software and Systems Measurement, PSM)是一

個符合 ISO/IEC15939 標準的軟體度量流程，奠基於美國國防部和產業界經驗的

最佳實務。提供專案管理者所需的客觀資訊，分析系統和軟體開發專案的議題、

風險和成本以達成企業目標 (PSM, 2003)。 

PSM 將度量流程劃分為四個主要活動：1.建立並維持承諾；2.規劃度量；3.

實施度量；4.評估度量。其中「規劃度量」和「實施度量」相當於 CMMI 中度量

與分析流程領域的兩個特定目標(SG1 & SG2)及其八個特定執行方法 (SP1.1~ 

SP1.4, SP2.1~ SP2.4)；而「建立並維持承諾」和「評估度量」則相容於 CMMI 的

一般性目標(GG)和一般執行方法(GP2.1-GP2.10)（參見表 2-2）。 

運用PSM制訂軟體度量計畫的流程，主要包含三個活動：1.界定專案議題及

其優先順序；2.選擇與指定量度；3.整合至軟體流程。首先，根據一般常見議題

界定專案議題和優先順序，參考PSM歸納的七大常見議題領域，接著選擇度量類

別及其量度，即完成第二個活動，簡稱 I-C-M方法（如表2-3），而且組織可依其

需求加以彈性調整。第三個活動是將現有的量度配合軟體流程特性加以整合，最

後制訂度量計畫；經過評估後，將修正建議回饋至前一個活動，若於流程整合時

或因某專案事件發生而造成的新議題，皆可回饋至第一個活動（如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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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PSM 活動流程與 CMMI 的 MA 目標及執行方法的對照 

PSM 活動流程 CMMI 的 MA 目標及執行方法 
 GG 2   制度化一個已管理的流程 

GP 2.1 建立一個組織政策 
GP 2.2  規劃流程 

GP 2.3  提供資源 

GP 2.4  指派責任 

GP 2.5  訓練人員 
SG 1   安排度量與分析活動 

SP 1.1  建立度量目標 

SP 1.2  指定度量 

SP 1.3  指定資料收集和儲存程序 

SP 1.4  指定分析程序 
SG 2  提供度量結果 

SP 2.1  收集度量資料 

SP 2.2  分析度量資料 

SP 2.3  儲存資料與結果 

SP 2.4  溝通結果 
GP 2.6  管理建構 

GP 2.7  界定和納入相關利害關係人 

GP 2.8  監控流程 

GP 2.9  客觀評估遵循程度  

GP 2.10 與高層主管審視現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2-4：PSM 之規劃流程 

資料來源：黃鈺峰修自 PS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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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度量 

評估度量 

建立並維持承諾 



 - 13 -

表 2-3：常見議題領域-度量類別-量度對應表 (I-C-M) 

常見議題領域 度量類別 量度 

里程碑日期 
里程碑績效 

關鍵路徑績效 

需求狀態 

問題報告狀態 

審查狀態 

需求變更狀態 

測試狀態 

1. 時程和進度 

工作單元進度 

行動項目狀態 

工作量 

人員經驗 人員 

人員流動率 

利潤 
財務績效 

成本 

資源可取得性 

2. 資源與成本 

環境與支援資源 
資源配置狀態 

資料庫大小 

元件 

介面 

程式碼行數 

實際大小與穩定性 

實體屬性 

需求 

功能修正工作量 

3. 產品大小與穩定性 

功能大小與穩定性 

功能點數 

缺陷數 
功能修正 

技術績效 

回存時間 

語法複雜性 支援性與維護性 

維護行動 

系統資訊配置 

系統輸入效率 

4. 產品品質 

效率 

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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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議題領域 度量類別 量度 

跨平台性 標準遵循程度 

易用性 操作性錯誤 

失敗 
獨立性與可信賴性 

錯誤容忍度 

參考模型等級評比 
流程一致性 

流程稽核發現 

生產力 
流程效率 

流程循環時間 

流程缺失發現 

5. 流程績效 

流程有效性 
缺失修正工作量 

技術適用性 需求涵蓋率 

技術衝擊性 技術衝擊 6. 技術有效性 

技術變動性 基準改變 

調查結果 
客戶意見回饋 

績效等級評比 

支援要求 
7. 客戶滿意度 

客戶支援 
支援時間 

資料來源：整理自PSM範本, 2003 

 

圖 2-5：度量的建構 

資料來源：整理自 PSM,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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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以圖表顯示。       ～資料進階分析層次 

…..兩個以上的基礎量值所形成的函數； 
是經過計算而得的數值。   ～資料初步分析層次 

…..測量實體之屬性所得的量化數據，如任務數。 
                     ～資料收集和標準化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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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將量度納入度量計畫時，必須經過建構(construct)才會符合資訊需求 (如圖

2-5)。量度分為基礎量度和衍生量度，先找出度量的實體為基礎度量，在找出它

可供為量化的屬性才能收集原始數據，而衍生量度則是從基礎量度藉由公式推算

而來。一個或多個量度通常會化為圖表呈現，形成指標(Indicator)支援使用者進行

決策，結合指標和解譯後形成資訊輸出。 

五、統一流程(Unified Process) 

軟體開發流程中常見的模式可分為瀑布式(waterfall)、雛形法(prototyping)、螺

旋式(spiral)、演進式(evolutionary)、增量式(incremental)、反覆式(iterative)等等。而

統一流程(Unified Process) 則是結合反覆式及增量式的優點，其主要精神為使用案

例驅動(Use-Case Driven)、以架構為中心(Architectural-Centric)，並著重物件導向及

元件式觀念，並利用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作為整個流程

中的溝通工具。 

統一流程由 Booch, Rumbaugh & Jacobson (1999)等人共同提出，由 Rational 公

司持續發展，擷取了更多現代軟體開發的實務經驗，為一套蘊含完善的軟體工程

流程方法論 (以下簡稱 RUP)。發展至今合併了許多專業領域知識如企業模型、

專案管理、組態管理…等等。 

RUP 的流程模型(Process Model)描述誰(Who)做了什麼(What)、如何(How)

做和何時(When)做。主要內含四個元素：工作人員、活動、工作成果和工作流 

[10]。 

 Who：工作人員。代表角色(Role)，例如系統分析師；一位工作人員又可以扮

演多重角色。 

 How：活動。工作的單位，例如找出使用案例和參與者；活動可分解成幾個

步驟，而步驟有三種：思考步驟、執行步驟和審查步驟。 

 What：工作成果。可分為輸入的和輸出的工作成果；為專案所產生或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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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例如企業案例(Business Case)；。 

 When：工作流。一連串的活動順序，可顯示工作人員互動，會產生有測量價

值的結果；可用 UML 的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表示。RUP 的核心工作流

(Core Workflow)包括從企業塑模、需求、分析、設計、實作和測試等等。 

雖然 RUP 並未包含度量與分析的工作流，但從變更管理(Change Management)

的工作流中得知，不同的變更需求(Change Request)狀態提供有用的附加資訊以

作為度量報告的基礎。從統計分配報告和趨勢報告得到專案進度的狀態資訊，例

如目標達成的進度（功能性、品質等等）、各種費用、其他資源的消耗 [10]。 

此外，在 Rational 文件已編列一些較為簡單，可開始著手用於專案的量度，

包括：複雜度和規模的進度、需求數或實作數量變更率的穩定度、變更範圍的模

組數、錯誤的類型和數量品質、專案花費的資源和預計花費的比較。RUP 提供

使用量度的指引，而度量計畫是在專案的初始階段產生。專案度量工作成果儲存

專案的量度資料、維持度量的現況及其可得性。包含基礎量度和衍生量度，以及

關於衍生量度如何取得 (加入一些程序和演算法)。專案度量最終要產生專案現

況的報告 (Kuntzmann & Kruchten, 2001)。 

六、統一塑模語言(UML) 

  UML 的「通用性」主要是指它不僅僅可以用來描述軟體，而且還可以用它

來描述一般企業或組織的流程。UML 是由 Booch, Rumbaugh 及 Jacobson 共同提

出的一套物件導向塑模語言，並且通過物件管理聯盟(Object Management Group, 

OMG)的認可，成為業界共通的標準語言。其主要目的在於建立每個系統開發方

法皆能使用的語言，進行視覺化模型時，盡可能將所作的系統產出簡潔而明確的

表達方式。UML 提供了九種圖示(Diagram)供各發展階段使用(Booch 等, 1999)，

分為靜態模型(Static Models)及動態模型(Dynamic Models)兩大類(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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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UML 圖示法分類及其說明 

分類 圖示名稱 說      明 

物件圖 

(Object) 
表達一組實體物件間在某一時點的關係。 

類別圖 

(Class ) 
描述系統中物件的類型(type)及各類型間的關係。內容包含類

別名稱、屬性及操作方法。 

元件圖 

(Component ) 
主要表示當系統開發完成後的軟體執行架構，及元件彼此的

相依性(dependency)。 

靜態 

模型 

部署圖 

(Deployment) 
描述分散式系統所包含的硬體設備種類及當中各元件的分

佈。可配合元件圖表達軟硬體設備的關係。 

使用案例圖 

(Use-Case) 
目的是表達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劇本(Scenarios)。主要功能在於

描述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及其執行時的事件流。 

活動圖 

(Activity) 
用來表達企業流程運作是透過工作人員、工作流和組織等互

動而達成的。 

狀態圖 

(State) 
將一個物件可能進入的狀態，及其面對外部事件產生的狀態

變化表示出來。 

循序圖 

(Sequence) 
用生命線(Lifeline)表現物件生命週期時間，及控制焦點(Focus 

of Control)表示物件處理某項工作的所耗費的時間；為互動圖

的一種。 

動態 

模型 

合作圖 

(Collaboration) 
主要是看物件如何參與互動，用順序編號代表訊息傳遞的時

間順序；為互動圖的一種。 

資料來源：整理自 Booch et. al, 1999 

七、需求分析(Requirement Analysis) 

任何的度量活動都要花費成本，專業人士往往視資料蒐集為額外的工作，因

此配合工具才會事半功倍。較大的組織可自行開發特殊工具；對一般公司而言量

度應力求簡單，可考慮引進市售的現成(Off-the-shelf)套裝軟體。在資料分析方面

可用試算表、資料庫管理系統以及基礎統計分析軟體來滿足大部分需求。量度的

應用為管理導向而非工具導向，檢視量度是否有用可觀察管理者是否會花時間看

報表？是否經常引述這些量度？是否依結果進行決策？(林信惠等，2002) 

為瞭解組織或專案管理者的資訊需求，可以利用傳統的需求蒐集方式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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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訪談、問卷等等，其他相關需求分析技術尚包括專業領域模型法(Domain 

Models)、組織資訊科技需求定義(ORDIT)、規格描述語言(SDL)、模型法

(Models)、Zachman Framework、The Information Framework 等 (如表 2-5)。 

表 2-5：資訊需求分析方法之比較 

需求分析技術 特  性 

訪談  
(Berlin, 1989) 

需求分析過程中收集資訊最常使用的方式，由於收集的

資訊不同，因此此法依賴需求分析師的整合資訊的經驗

專業領域模型法

(Kang et. al., 1990) 
於進行系統發展階段之前，及先定義出系統的一般性特

性及功能，以確保所收集到的資訊可以涵蓋所有相關知

識領域；可以增進效率以及降低系統開發成本。 

ORDIT 
(Dobson et. al., 1992) 

可運用於組織需求的定義，滿足所有使用者的需求；可

集中於確保資訊的收集來源涵蓋所有相關範圍。 

SDL 
(Milson, 1989) 

可以圖示法描述需求及設計規格；可與其他需求分析方

法相互搭配。 

模型法 
(Benyon & 
Skidmore, 1989) 

利用模型來抓取需求，為需求的替代呈現。例如，資料

流程圖(Data Flow Diagram)。但在需求不明確時，較難

以模型化。 

Zachman Framework 
(Zachman, 1987) 
 

從程式設計者觀點、資料庫管理者、分析者、設計者等

都可以利用這個 5W1H 架構來瞭解整個企業的資訊系

統架構。此架構針對資訊系統分析。 

The Information 
Framework 
(Evernden, 1987) 

依據 Zachman Framework 發展而來，針對資訊作分析，

發展的複雜度較高，主要目標為提供管理資訊的策略。

適用於財務金融服務業。 

資料來源：宋珍儀，2001 

近年來由宋珍儀(2001)和朱明強(2002)的論文所提出之需求分析架構，皆以

Zachman Framework(表 2-6)觀點結合至物件導向和統一流程的概念，而方弘信

(2003)的論文再加以簡化調適。本文延續前三位的研究探討 CMMI 之 MA 流程自

動化的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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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Zachman Framework 

 

 

資料來源：ZIFA 網站，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