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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年來顧客需求漸趨多樣、技術革新加速以致於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競爭亦日趨

激烈，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企業不僅應掌握顧客需求，又須與時間賽跑，在有限的

時間內開發設計出高品質、多功能、低成本之新產品，方能在戰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進入製造階段前，生產設備、生產方法、技術等生產條件與產品設計式樣幾乎

皆已確定，產品成本的大部份便隨之已定。若待產品設計製造出再從事改善，不僅需

花費額外成本，而且因為在製造階段受到那些前提限制，不論如何努力，降低成本的

空間及成果也因而受限。故若欲大幅降低成本及掌握創造利益的機會，則應於進入製

造階段之前的階段就要對產品成本積極進行管理，而產品的功能與品質也須從新產品

開發階段就開始凝聚構想與進行研發，且在產品設計時若能適切地掌握顧客需求，對

於產品的銷售量亦有幫助。因此如何做好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以生產出具有

競爭力的新產品，就成為影響企業未來存續之關鍵；此對於面臨產業結構從傳統的製

造導向轉為以強調研發與技術為導向之轉型期的我國而言，更趨重要，攸關國家未來

長期發展。伴隨著新產品開發階段成本管理重要性的提高，也使得於新產品的開發階

段進行管理以設計開發出品質與功能達一定預期水準、且其成本不超過目標成本之目

標成本制日益受到重視。許多知名的美日歐企業已採用目標成本制，雖然我國亦有些

企業導入該制度，但相較於國外而言仍非常少。即使未導入目標成本制，基於新產品

開發階段成本管理之重要，相信企業亦會以某種形式在新產品開發階段進行成本管理。 

許多公司在開發新產品時即組成一跨功能團隊，其成員涵蓋研發、設計、製造、

行銷、採購、財務等各專業領域，會計人員亦為團隊的ㄧ份子，尤其在涉及成本管理

時，會計人員所扮演的角色更是不容忽視，然而以往對於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

所能從事的作業與發揮的功能加以深入探討之文獻相當少。會計人員的時間與心力有

限，不可能同時對所有作業都同等重視而投注相同的努力，各項作業對企業的重要性

亦不盡相同，故有必要釐清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所應從事之重要作業為何。唯

有找出對企業最關鍵、重要之會計人員所應從事的作業，投入較多的資源與心力於此，

加強訓練，方能有效率地為企業創造較大的價值。會計人員若欲在公司內能發揮較大

功能，亦須掌握自己哪方面的作業較為重要，並對其相關能力加以充實與加強；對身

負培養未來會計人才之會計教育者而言，也有必要對此瞭解，以進一步培養及累積學

生與這些作業相關的知識與能力。 
目標成本制被視為是策略性成本管理制度之一環（加登 1993；Freeman 1998; Fisher 

and Shank 1999），其需與公司明確的策略目標相結合，將其落實於日常管理活動中，

才能發揮最大功效，此意味著其與策略之間很可能具有某種密切關係。神戶大學管理

會計研究會(1993)及加登(1993)雖皆支持目標成本制之權變理論，但並未具體說明環境

或策略如何影響制度的實施或運作。策略與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與會計人員作

業間是否亦具有此種關係？ 

二、研究目的 

有鑑於對國內企業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情形以及會計人員所應從事作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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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欠缺，且基於新產品開發階段對成本加以適切管理之重要性提高，本研究的目的

在於：以我國企業為對象，探討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現況以及會計人員在該階

段所應從事之作業，並研究其與策略及導入目標成本制與否間的關係，進而嘗試提出

適宜我國產業界及教育界參考應用之相關架構與建議。若能釐清我國企業新產品開發

階段成本管理與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之重要作業，以及其與策略及目標成本制

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整理分析出國內企業導入及實施新產品開發階段成本管理制度時

應考量與注意之要點及事項，而建構適合採取不同策略之企業採行的新產品開發階段

成本管理與會計人員作業模式，俾助國內企業改進管理制度與提昇競爭力。 

三、文獻探討 

1. 與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含目標成本制）有關的文獻 

以往文獻中與新產品開發階段成本管理有關者，幾乎都將焦點置於目標成本制

上。有關目標成本制之研究大致上可分為兩大類，一為企業所採制度之內容介紹（如：

加登1990; 加藤1990; 田中1990; 管1991; 小林1991; 本橋1991; 門田1991; 木村1992; 
加登1993; 田中與小林1995; Cooper 1994; Fisher 1995; Cooper and Chew 1996; Dutton 
and Ferguson 1996; Schmelze, Geier, and Buttross 1996; Cooper 1997; Albright 1998; 
Bhimani and Neike 1999），另一類則以制度之基本前提與觀念架構的探討為主，例如：

加登(1993)、門田(1994)、田中與小林(1995)、Cooper and Chew (1996)、日本會計研究

學會(1996)、The CAM-I Target Cost Core Group (1997)、Cooper (2002)、Cooper and 
Slagmulder (2002)等。 

彙整相關文獻後，可將目標成本制較普遍受重視之成本管理特色分為組織管理型

態以及目標成本管理程序的兩方面。在新產品開發階段參加目標成本制活動的不只開

發、設計部門，尚包括來自各部門之人員所組成的跨部門小組，由各成員適時提供必

要資訊，互相協調合作。而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中所扮演的角色應也會影響成

本管理績效。一般而言，目標成本的訂定方式可分為扣除法、加算法、及折衷法三種，

最典型及最嚴格的即為目標售價扣除目標利益之扣除法；而目標可進一步按機能別、

構造別、部門別、成本要素別、零組件別、設計人員別等加以分解展開（加登 1993；
日本會計研究學會 1996）。經細分展開後的目標，對開發設計者而言，為開發出適合

產品概念之新的機能設計、材料、生產方法等之出發點，至於透過何種方法達成目標，

則委由其創意工夫而定。繪製試作圖後試作，評估目標是否達成，若未達成，則各單

位協力進行檢討、修正試作圖，再實際試作，直至各方目標皆達成，設計作業方告完

成，量產用圖面正式出爐及進入生產準備階段。因此從目標成本管理程序之技術層面

來看，目標成本制的主要特色即在於新產品開發階段之目標成本的訂定、分解展開、

及評估確認有否達成。 

2. 與新產品開發階段會計人員作業有關的文獻 

Hertenstein and Platt (1998)探討管理會計人員於新產品開發流程之角色轉變，認為

管會人員不僅應控制原料與人工等成本、進行差異分析，更應關切產品設計與成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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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可以提早進行成本管控，從報表提供者的角色轉變為輔助決策專家。Rabino (2001)
亦指出，在開發新產品時，企業常面臨未知的風險，新產品開發團隊需要與新產品有

關之收入及成本資訊，而會計人員即扮演著提供財務資訊之角色，其參與有助於使新

產品開發團隊較不易忽視財務風險。田中雅康(1995)強調會計人員也是目標成本制跨功

能團隊中的關鍵成員，在制度實施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故會計人員是否具備應有之

知識與能力，將影響目標成本制的順利實施。其並進一歩指出實施目標成本制時組織

成員應著重於對公司所屬產業環境及技術發展方向之了解，另在評估產品設計替代方

案時，需要運用適當的評估工具以有效衡量替代方案下之成本與效益。持本(1996)發
現：藉由會計人員對於成本資訊轉換的能力，可滿足組織內部成員對會計資訊之需求，

而且由於目標利益之規劃係基於中長期資本計畫，因此會計人員亦需提供資本支出預

算與其相關資訊。清水(1992)指出：目標成本制的實施是透過跨部門團隊中各成員的知

識分享及創造而成，對跨功能團隊中的會計人員而言，可透過成本表的設計、更新和

資料維護，以使他部門成員得以根據本身需求而取得適合的會計資訊。The CAM-I 
Target Cost Core Group (1997)指出目標成本制的實行過程主要可分為目標成本之訂定

階段以及目標成本之達成階段。前者包含：擬定產品策略與獲利計劃、形成產品概念

與可行性分析、以及產品設計與發展等三步驟，其下又可分為市場調查、競爭分析、

區隔目標顧客與目標市場、顧客需求分析、產品功能分析、訂定目標價格與訂定目標

利潤等七個主要活動。目標成本之達成階段則包括：形成產品概念與可行性分析、產

品設計與發展、以及產品生產與後勤支援等三步驟，其下又可分為計算成本差距、分

析可藉由設計而節省之成本與生產階段之持續改善等三項主要活動。從這些活動可進

一歩推論出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可能從事之作業。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可知，以往與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有關的研究多著重於

目標成本制上。但並非所有企業皆採取目標成本制，尤其以我國而言，未採取目標成

本制的企業居多數，至今針對非採取目標成本制的企業在新產品開發階段如何進行成

本管理及其與採取目標成本制的企業有何不同予以探討、並同時考量會計人員所應從

事之作業以及與策略間之關係後進而提出具體建議的研究相當缺乏。然而在新產品開

發日益重要之現代環境下，此方面之議題實不容忽視。有關策略型態，本研究則採用

Porter (1980)的主要分類方式，將企業的策略分為差異化與成本領導兩種。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透過對以往相關文獻之回顧而初步推導彙整出在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本

管理重點內容與會計人員在該階段可能應從事之作業，設計成問卷，再藉由問卷調查

方法以進一步收集實際資料與驗證。而為力求問卷內容之適切，於發放問卷前，輔以

訪談少數代表企業的方式，並將研擬出之問卷初稿給予代表企業相關人員覆核，俾對

問卷內容作適當修正與補強，以確保內容的適切與完善。在問卷樣本方面，選取我國

上市與上櫃共1218家公司，並以其會計部門主管作為問卷發放對象。訪談方面，從上

市櫃公司中選取經營績效優良之企業作為訪談對象，最後選定緯創資通、台灣東洋藥

品、新日興、威盛、裕隆日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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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方面，依據回收之問卷進行分析，先採敘述性統計，掌握產業界新產品

開發階段之成本管理實態，並計算會計人員在該階段可能應從事之各作業項目變數得

分的平均，且進行排名，俾利初步觀察產業界對各作業項目重要程度之認知情形。由

於因素分析法係對各變數同等看待，不僅能以較少的構面數來表達原有的資料結構，

且可同時保存原有資料結構所提供的大部份資訊，因此本研究另採用因素分析法進行

實證探討。另外，有關探討採取不同策略及導入目標成本制與否的企業對各因素構面

與變數重要程度之認知是否具顯著差異的部份，則採t檢定進行檢定。 

五、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經訪談代表企業、接受受訪人員建議而將問卷內容進行增添與修改後，完成問卷

定稿。以我國上市櫃合計共1218家企業為問卷對象，採郵寄方式發放，並為提高回收

率，對事後未回覆者透過電話進行催收。總共回收問卷143份，其中13份無效，有效問

卷為130份。130家企業中，進行新產品開發時，會先針對新產品訂定目標成本的有82
家，且以在產品企劃階段訂目標的最多，其次為設計階段；至於目標成本的主要決定

方式，以採取累積法者最多，而目標之分解展開則是按成本要素別的最多，按功能別

以及按零組件別的共同居其次。若評估目標無法達成，較多企業所採取的對策為在之

後的階段努力以達成目標成本，其次為修正目標成本。由上述結果可得知：約有63%
的企業係透過訂定與努力達成目標成本之方式來進行新產品開發階段的成本管理。 

將問卷中所列37項會計相關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可能應從事之作業變數為基礎

進行因素分析，依據陡坡檢定（Scree Test）法則而選取四個因素，所萃取出四個因素

構面之累積解釋變異比例達55.023%，玆將其命名及說明如下： 

1. 瞭解策略及分析新產品開發可行性 
包含「瞭解公司中長期策略及產品層級策略規劃」、「瞭解公司所屬產業環

境」、「分析新產品開發之可行性」、「瞭解產品功能之定義」。 

2. 提供現有產品成本資料及分析新產品組合利潤 
包含「提供現有產品之成本相關資料」、「提供部門別成本資料」、「提供

間接成本之成本分攤資料」、「計算新產品開發之資金成本」、「進行新產品組

合之利潤分析」。 

3. 分解目標及分析開發中新產品之成本變動情形 
包含「將所訂產品目標(成本目標)分解展開」、「分析新產品開發是否符合

租稅優惠之條件」、「分析資本支出對稅的影響並編製資本支出預算」、「提供

匯率變動資訊」、「設計所需會計相關表單」、「參與成本表(cost table)之建構

設計與維護」、「將資料整合以使成員能迅速擷取所需資料」、「瞭解 VE(價值

工程)與 VA(價值分析)」、「分析成本伴隨產品設計變更而如何變動」。 

4. 提供分析建議提案以及掌握目標達成狀況與績效之資訊 
包含「定期提供產品成本目標的達成狀況及分析差異原因」、「協助解讀成

本及收益等財務性資料」、「提供流程改善分析之相關財務資料」、「分析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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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成本效益」、「提出成本改善建議」、「制定產品單位標準成本」、「合

理分攤間接成本」、「編製產品別報表」、「進行績效評估及責任歸屬」、「與

組織成員合作與溝通協調」。 
 

透過t檢定以探討採取不同策略以及導入目標成本制與否之企業所重視的會計人員

作業是否具有顯著差異。策略別之檢定結果發現：在因素構面上隨著所採策略不同而

對會計人員作業重要程度之認知呈現顯著差異的為「提供分析建議提案以及掌握目標

達成狀況與績效之資訊」（雙尾檢定達10%顯著水準），而若以單尾檢定來看，則「提

供現有產品成本資料及分析新產品組合利潤」以及「分解目標及分析開發中新產品之

成本變動情形」的兩構面皆達10%顯著水準；而此三構面都是以採取成本領導策略之

企業較採取差異化策略之企業重視。採取成本領導策略之企業相當重視營運效率及藉

由嚴格之成本管控以使成本較競爭者低，故對於會計人員這三構面之作業較為重視。

導入目標成本制與否之檢定結果，發現未有任何一個因素構面達顯著水準，即對會計

人員作業重要程度之認知並不會隨著企業導入目標成本制與否而呈現差異，其意謂

著：不論是對導入目標成本制之企業而言，或是對未導入目標成本制的企業來說，皆

相當重視此四個因素構面之會計人員作業。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產業界、企業會計人員與會計教育界啟示。無論企業有否導入

目標成本制，對於本研究所列之四構面的會計人員作業皆不容忽視。而由於所採策略

不同，會影響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所需執行之重要作業有所差異，因此當企業

擬改變策略重點時，可參考本研究結果以思考其會計人員所具備的知識與能力能否配

合作業之執行；而且亦可提供企業從較整體之觀點來規劃會計人員訓練課程或徵募新

進人員時參考之用。企業會計人員也可藉此瞭解及省思應增強哪方面之作業相關知識

與能力，以提昇對公司之貢獻。身負培養未來產業界會計人員重要使命之教育者則應

對課程內容與重點加以省思，規劃相關課程以培養會計系學生具有執行產業界所重視

作業之知識與能力，以使其將來出社會後能助企業提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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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先計畫內容相符，目的在於探討：我國企業新產品開發階段之成

本管理現況以及會計人員在該階段所應從事之作業，並研究其與策略及導入目標成本

制與否間的關係。研究結果亦達成原先預期之目標。以往研究大多與目標成本制或會

計人員一般從事之作業有關，從新產品開發的觀點具體地探討會計人員應從事之作業

的研究相當缺乏，進一歩與策略及導入目標成本制與否相結合者更可謂皆無。本研究

藉由對各種可能與會計人員在新產品開發階段需從事作業有關的文獻進行彙整與推

論，並融入實務界之看法，以使此方面的研究能有較具體整合之分析與探討，因此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並已著手此方面寫作。另外，研究結果亦有助於提供產業界、會

計人員與會計教育界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