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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由於作業基礎成本制不僅衝擊傳統的成本觀念，更涉及作業的流程分析、

推行的配套規劃等層面。因此，作業基礎成本制研究的議題，可以非常廣泛與深

入。不過，為使研究聚焦，則本研究乃著力於企業開始進行與進行後成果上，所

須具有的觀念層面和推展層面思維之探討，並提出如下的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對於案例進行作業基礎成本制的結論，如下從執行面與成效面說明。 

一、執行面  

(一)建立導入方法與步驟之重要 

依第四章所示已實際驗證方法與步驟為可行，經由研發部門的模型建構有

助於釐清全面導入所需的成本與配合事項，並以此案例為基礎推廣至其他部門。

經由實際驗證結果顯示，作業基礎成本制度適用於醫療器材研發管理流程。 

(二)建構明確目的之重要 

執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工作量繁重，尤其是資料收集階段，應避免為導入

作業基礎成本制而導入，應先選擇適當範圍先建構模型是否符合需求與目的，若

現有資源無法有效歸屬作業，或是動因選擇受限於資料收集不全而無法選定最適

動因，或以武斷方式加以分攤，皆會造成可靠度受質疑的結果，形成導入失敗，

進而推翻全面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能使公司營運獲得改善的效益與成果的機

會。因此若現有資料無法有效提供所需應以預測試(未來式)方式先行建構模型，

並於平常工作期間依最佳動因收集資料，並在期末時將資料彙整輸入來衡量差異

以收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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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確資源分類之重要 

資源選定的來源為財會單位的會計科目，但使用時應衡量對整體之影響，

避免只因會計科目相同而盲目合併。若依ㄧ般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程序，將

所有薪資福利等費用合併為一項名為人事費用之資源項目其合併方式如圖

5-1.1 所示，假設能取得實際的追溯費用為前提如表 5-1.1。ㄧ般作法如表

5-1.2，然後必須決定 X的比例或實際金額，如果將人數假設擴大後發現實務上

以處長、助理工作之煩雜，若必須實際記錄工時，則必須花費人力物力將遠大於

實際效益，因此實務上必須以比例方式決定分攤，例如所有人記錄工時所增加的

工作量是 Y 元，則依人員比例處長佔 1人，工程師的部份佔 5人，助理的部份

佔 10 人,若在加上觀察兩週所得的資料，處長平均每日接觸 9項作業，工程師平

均每日接觸 1.2 項作業，助理平均每日接觸 4.2 項作業，經加權後資料收集的成

本如下式 

處長: 工程師: 助理=9:6:42=0.1579Y:0.1052Y:0.7369Y 

但助理的部份的人事費用卻只佔 20%，若將人數比例擴大則對效益比影響性

更大，且對決定資源動因量將造成困擾，以表 5-1.2 為例其動因量之決定取捨方

式為何？將造成整體作業基礎成本制結果之可靠度招受質疑。  

依個案公司實例工程師工作往往較專注，亦能明確且方便記錄對『作業』

或是『成本標的』的工時，但助理確無法明確記錄。因此若能將人事費用，分為

影響性大且工時記錄完整的工程師，與記錄不完整但影響性小的助理等兩項資

源，再將工程師以直接追溯的方式分攤至作業，再將處長與助理等以比例方式分

攤至作業，為較佳的解決方案如圖 5-1.2 及表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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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ㄧ般的資源(人事費用)分攤法 

 

表 5-1.1 實際的費用支出 

人事費用 
       資

源 

 

作業 
處長(1人) $200,000  工程師(5人)$600,000 

助理(10

人)$200000 

作業 A  33%($666,666)  10%($60,000)  60%($120,000) 

作業 B  34%($666,667)  50%($300,000)  30%($60,000) 

作業 C  33%($666,666)  40%($240,000)  10%($20,000) 

 

表 5-1.2 一般分攤方式 

人事費用 
      資源 

 

作業 $1,000,000 

作業 A  X% 

作業 B  X% 

作業 C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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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建議追溯及分攤並用方式 

人事費用 
      資

源 

 

作業 
處長(1人) $200,000 工程師(5人)$600,000 助理(10人)$200000 

作業 A  33%(估計)  $60,000 60%(估計) 

作業 B  34%(估計)    $300,000 30%(估計) 

作業 C  33%(估計)  $240,000 10%(估計) 

 
圖 5-1.2 本研究資源分攤法 

 (四) 選用複數作業動因之重要 

 ㄧ般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在考量作業動因之選定時，常會有資料收集效率

與結果精確度之取捨如圖 5-1.3，陷於兩難，此時應可考慮複數動因之採用避免

誤差過大或是收集資料過於繁複。若依上ㄧ結論(第三點)，因資源選定時即已考

量直接追溯與比例分攤之分離，因此可採行將作業成本庫區分為兩個次成本庫如

圖 5-1.4 所示，則可發揮資料收集較有效率與精確度較佳的成本計算結果。實施

例如圖 5-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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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ㄧ般作業動因取捨 

 

 

 

圖 5-1.4 本研究複數作業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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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本研究複數作業動因實施例 

 

(五) 獨立列出重試成本之重要 

基於管理上需要應定時檢討作業項目，將重點目標管理事項之作業再細分

若干次作業便於績效管理與分析。於本研究案例中，應將因為驗證測試失敗後再

發生之設計成本，單獨提出如圖 5-1.6 重試成本獨立為作業項，以符合管理目標

之所需，否則此成本將會被隱藏，而忽略可改善之空間與績效考核與衡量之客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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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重試成本獨立為作業項 

(六) 分析模型之重要性 

為避免因資料收集未達完善，形成不能客觀選定最佳動因，流於武斷選擇

後無法符合最終目標需求，造成對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不信任。應於資源分類後

取金額較大的資源項目嘗試分析資源動因與作業動因，若符合需求再進行資料分

類與收集，避免無謂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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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效面-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效 

(一)清楚澄清產品間關聯性利於產品研發費用之掌握  

經由本次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導入時，將成本標的依實際的產品群、產品集

區分(如圖 4-3.11 所示)，能有效將各作業之費用明確分攤至成本標的，避免依

舊有會計制度將大部分費用依產品別平均分攤，導致交叉補貼現象或產品報價上

之誤差。並能解決既有成本制度研發費用只分攤至專案層級，無法明確追溯各產

品需分攤的費用，造成產品開發費用的誤導，產生決策上困擾。 

(二)清楚展現開發專案與整體成本 

以往開發案執行之初即提出預算，而預算的基礎又過於武斷僅憑過往經

驗，結案時亦無有效工具衡量實際與預算之差異，或是知道差異數但無法有效分

析差異原因，藉由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實施，能於可行性評估時將預算編制以作業

基礎成本制度為基礎，經由已建立之作業與動因模型，預算編制將更為合理與可

靠。且能於專案結案時經由相同的制度，有效分析實際與預算之差異原因當成下

次開發專案編製預算之參考。 

(三)益於轉撥計價基礎之建立 

個案公司以往，並未建立研發管理成本與相應之成本標的之間關聯性的客

觀分析資料，造成兩岸間轉撥計價之困擾，利用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可改善此

一現象，並經由客觀動因選定且由連續式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實施，可提供較為客

觀的產品別研發成本，便於計算合理利潤，以符合兩地稅務機關要求，避免被動

的被核定毛利率造成稅負增加徒增困擾。經由實際結果發現，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為基礎之轉撥計價模型，可適用產品別分攤研發費用之計算。 

(四)助於衡量資源排擠與閒置狀況之評估 

未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前，各項開發專案皆為獨立進行可行性評估，對

於整體資源未有全面性檢討機制，因此常發生開發專案執行時，因多項開發案同

時進行，造成資源排擠為符合預期進度便執行資源購置或增補，當部分開發專案

結束後造成資源閒置，若能於各項開發案可行性評估時，就將該新專案排入作業



125 
 

基礎成本制度模型並模擬執行新開發專案後佔用資源狀況，可有效預估資源使用

情形，並衡量是否需添置資源或修改進度。 

(五)程序模型之重要性 

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程序觀點，分解與串連功能模型後並以 IDEF0 工具所建

立的程序模型，解決以往個案公司以功能(部門別)為主的流程缺失。但本研究只

追溯 96 會計年度之資料，因時間關係無法實際比對因流程分析與重建之後的成

本差異，期望個案公司於後續性研究或全面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時能加以比較。 

第二節 建議 

對於本研究的建議，乃從對個案公司與對後續研究兩方面提出。 

一、對個案公司的建議 

對於個案公司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的建議，本研究建議對個案公司如下兩

方面： 

 (一)執行面: 

1.建立非直接追溯之動因警戒值 

本次建構並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目的是為全面實施且持續執行之先期

嘗試，因此本次模型設計時無法衡量資源動因之選定是否適合其他單位，且非直

接追溯成本的資源動因應建立絕對金額比例之容許警戒值，若有超出容許值應重

新檢討資源動因，避免因客觀環境改變而造成不可接受之計算誤差。 

2.定期或適時檢討作業流程 

個案公司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應利用 IDEF0 工具檢討程序模型，避免重

覆性輸出、資源浪費、輸入定義不清、規範未明確等現象，由其在跨部門(處級

單位)與跨地域的流程連接尤其明顯，甚至發生重覆作業情形或取用錯誤、過期

資料等現象。且因個案公司各產品間之差異性很大，應於全新產品 Design In 時

衡量既有流程是否妥適。並於結果輸出時分析預算式作業基礎成本與回溯式作業

基礎成本之差異，衡量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3.建立作業流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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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產業特性造成個案公司，於測試階段費用比例甚高約佔整體研發費用金

額之 27%，而測試失敗後必須回饋至設計階段，但並非整體重新設計，其修改部

分依錯誤影響性不同而有不同的失敗成本，因此建議個案公司應於設計、測試階

段作業再予細分若干作業，並於資料收集時即將之分類，便於分析各次失敗成本

及關聯性，建議修正如圖 4-3.14 所示。 

4.建立自動化的基礎資料收集 

在考量是否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時，最重要的關鍵原因之一即是資料收

集成本。動因之選擇被視為導入成功與否的關鍵原因在於資料收集不易，造成遷

就資料之不足而必須以選擇動因為關鍵，例如儀器設備折舊，利用使用次數作為

作業動因的原因即是收集使用時間的成本過高，而無法直接以使用時間為動因。

若能以人員電子識別卡移植為各成本標的(專案)電子識別卡，並將各貴重儀器設

備安裝簡易讀卡設備，使用儀器設備時將卡片插入，讀卡設備便將使用資料讀入

電腦中，如此便能將資料收集自動化應可加強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意願，而導

入基礎作業成本制度意願與資料收集成本之間的關聯亦值得後續研究者加以研

究。 

5.應注意實際分攤(時數)的盲點 

作業基礎成本制分配的基礎在動因，而動因的選定會造成結果的差異，如

果選用實際使用率為動因，對於計算期間稼動率極低但折舊費用極高儀器設備會

產生分配後的盲點。如圖 5-3.1 將會造成成本標的費用大幅增加，若績效衡量

時未分析此原因將會造成不公平的盲點。因此對於此類沉沒成本類別資源的分攤

是以預算式分配法為動因或是以實際使用為動因值得深究。 

建議應依目的之不同而採用不同的分攤方式，例如以經營管理為目的則應

以可行性評估時之動因為分配基礎(每小時 1 百萬)，而差異數部份則歸為閒置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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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實際分攤(時數)的盲點示意圖 

6. 複數動因之設計應與資源分類相配合 

作業動因的選定攸關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導入的成功與否，對結果的可靠性

有關鍵的影響，在動因的選定首重成本計算，是否能真實、精確反應各作業與成

本標的關聯性，但應避免過度要求造成資料收集之複雜與時間之浪費。為滿足上

述條件，經分析個案公司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前之資料收集狀況，發現已對作業動

因之關鍵因子有詳實記錄。因此本次個案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時，對作業採行

複數作業動因，亦即對單一作業之作業動因內之關鍵性因子、或已有詳實記載分

配資料採用直接分攤，次要因子或資料收集不易者則採用其他分攤方式，即將單

一作業成本庫內區分為 2個成本庫，在依各次成本庫賦予成本標的不同之作業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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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圖 5-1.4，如此即能避免單一動因造成誤差過大，而完全直接分攤又形成

資料收集的負擔過重。但此複數動因的選用是否適合於其他產業或範圍值得後續

研究者加以研究。 

 (二)績效面:績效衡量應量化 

衡量績效時可考量成本動因與失敗成本間之關聯，並將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與專案計劃中時程與預算管理搭配，將各開發案預算改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呈

現。作業動因之選擇若以提升績效為考量，應注意對整體生產成本之關連。 

依 Turney(1991)「common cents」ㄧ書中指出，作業動應選擇有助於提升

績效的作業動因，並以『Tektronix: The portable Instrument Division』示

波器小組以「料號數」作為零組件成本的作業動因為例，向產品設計工程師傳達

零件成本激增的問題。工程師對這個作業動因的回應是:大幅減少產品所使用的

不同零件數。 

以該作者的看法似乎鼓勵這樣的動因選擇方式，但以本研究發現設計工程

師所選擇的零組件，對後續品管與生產成本有嚴重的影響，若只注重單ㄧ『作業』

成本的降低或是單ㄧ部門成本的降低，可能會對整體生產成本提高，造成失衡現

象，因此建議衡量鼓勵式作業動因時應注意對相關後續『作業』的影響，避免因

小失大，尤其在產量較大的產品時更應考量之。 

具體的建議是在描述流程構面成本動因時，應將對後續作業成本關連加以

描述並記錄，並不以直接接續的作業為限，且在績效衡量時應以整體目標成本達

成為優先考量，其次才以個別成本動因為考評依據，如圖 5-2.2 所示，如此才

能避免設計工程師指考量單ㄧ作業的成本而忽略更為重要的其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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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計
$461,296

外觀設計
$669,396

1.複雜度
2.部件分解件數
3.精密度要求
4.配置空間大小

模具設計
$278,103

1.模具數  2.滑塊數
3.耐用度  4.量產塑膠材質
5.量產速度要求 6.作業時間

生產成本

軟體設計
$184,147

電子電路設計
$812,410

PCB設計
$50,623

1.零件總點數
2.尺寸大小

1.模具設備
2.生產成本(組裝
成本)

1.生產成本(塑膠射
出成本)

1.採購成本
2.生產成本(SMT速
度)

1.生產線上檢驗
成本
2.零件採購成本

1.生產線上檢驗
成本
2.零件採購成本

1.客戶採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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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建議成本動因分析實施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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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對於未來研究的建議，乃從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方面提出，以期有興趣研

究者的投入。 

(一)研究內容方面 

因循傳統成本計算的影響，故企業雖欲採行作業基礎成本制，但因相關配

套機制未設立，而不易實施。所以，未來研究可從促進作業基礎成本制實施的方

面進行。例如，對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的資料收集自動化、延伸作業基礎成本制

度至價值鏈上下游、複數動因適用範圍等進行探討。 

(二)研究方法方面 

1.以多個案方式進行研究 

目前作業基礎成本制實務雖未普及，但仍有許多產業默默進行。所以，亦

可以對各行各業進行多個案方式的研究，以而擴大或深入研究的範疇。 

2.以量化方式進行研究 

因於目前作業基礎成本制實務並未普及化，則雖有樣本資料可供探究，但

數量亦是有限，故日後作業基礎成本制普及化時，亦可以問卷調查、現場普查等

量化方式進行研究，而可以數據資料的佐證、統計檢定的類推、真偽假說的實證

等量化資料進行研究議題的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