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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奠定研究基礎，故而進行針對研究主體之醫療器材業、研究分析

基礎之作業流程分析與研究主題之作業基礎成本制進行文獻探討，以期研究更具

週延性。  

第一節 醫療器材業之探討 

如下從全球產業背景、產業定義、產業範疇、產業特性、與產業生命週期

五方面進行探討。 

ㄧ、全球產業背景 

依據工研院 IEK 生醫與生活組所發行 2007 醫療器材工業年鑑內容，醫療器

材業基本上是一種診斷、治療、減緩以及預防人類疾病所必需的民生工業。產業

的主流產品會隨著疾病型態的改變以及醫療技術的進步而有所不同，卻不會因為

景氣的變化而造成整體醫療器材業的大幅變動。一般而言，經濟不景氣會造成不

必要的就醫需求減少，但對整體醫療器材需求的影響程度較一般消費性產品產業

為低。 

由於人體器官組織非常複雜，不同的疾病所需應用的檢驗、診斷與治療的器

材就所差異，再加上使用對象如成年人或嬰幼兒等之不同，造成此產業的產品項

目繁多，又因使用的對象及用途多為特殊需求者，除了屬於耗材性質的醫療器材

如檢驗手套、醫用藥棉等外， 一般各項產品的需求量小、樣式繁多，但品質要

求高，且必須依其對人體的危害程度，進行不同規格的認證，依美國食品藥物管

理局規範 FD&C Act 第 513 節，其依風險等級分為 3類(ClassⅠ約占 27%、Class

Ⅱ約占 60%、ClassⅢ約占 8%)，且認證方式與銷售許可各國亦不盡相同，因而造

成此產業非常複雜及多元。 

再者，由於醫療器材的安全與效能攸關人類生命安全與福祉，產品受到嚴謹

的法規管理，依其對人體的危害程度，進行不同等級的認證程序，產品在上市前，

需通過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販售。在先進國家與地區，產品上市後發生意外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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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訴願處理，都有嚴格法規規範須立即回報並加以分析統計，並須依風險程度建

立召回機制，而輸入國主管機管亦有權，於生產前或生產中經通知後進行實地查

廠。基於各國有自己的規範及法規限制，且需經由實驗室、動物或人體試驗等測

試，來確保器材的安全性、可靠性及有效性，常造成生產者初期營運及研發成本

過高，資金壓力較大，產品進入障礙亦較其他電子產品來的更高。 

醫療器材為一結合多項產業及技術所發展出來的終端產品，由於產品種類繁

多，因此牽連的相關產業亦非常多。從傳統產業至高科技產業皆有，包括塑膠、

化工、紡織、光電、機械、電子、資訊、通訊、材料至生技產業等皆有所關聯。

舉例來說，以我國出口產品中的最大宗產品－電動代步車(輪椅)而言，即為機械

與電子產品組裝後的照護應用產品；再以近年來逐漸受到重視的居家電子醫療產

品來看，其所涉及到的產業更涵蓋了如光電、電子、資訊、通訊、生技等。 

因此，在醫療器材業中，有多項產品是各產業中技術整合的產品，產業以技

術密集為導向，勞力密集度低。研發佔廠商營業比重較一般傳統製造業高，現有

產品市場容易被競爭對手以功能較優異之產品給取代。與一般商品新舊技術取代

接近分配平衡不同，因此廠商要能在此產業中永續經營，不斷的創新研發是必備

的成功要訣。 

二、產業定義 

醫療器材業是一個產品種類多元、範疇廣泛且與人類福祉息息相關之特殊

產業，全球並未有一致的標準定義，即使是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與歐洲等醫

療器材領導國家，對於醫療器材的定義也各有不同的看法與定義。 

依各國對於醫療器材的定義可以大致整理出醫療器材業的輪廓：醫療器材

可以是一種儀器、裝置、器械、材料、植入管、體外檢驗試劑或其他物件，包含

任一元件、零件或附件與軟體，其操作不限於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以達成及疾

病的診斷、預防、監視、減緩、治療或治癒，或是功能的輔助、彌補等目的。 

我國則以美國之定義為基礎，以藥事法第十三條規範，訂立出醫療器材之

定義。依該定義我國將醫療器材定義為：包括診斷、治療、減輕或直接預防人類

疾病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配件、零件。 

但部分醫療器材與日常生活用品非常相似，只是使用目的有所不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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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器材之療效很難界定，如一般按摩器等，故而實際上要界定醫療器材業的產

品範圍，實在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依中華民國衛生署資料，各國法源與定義如

表 2-1.1 所述。 

表 2-1.1 各國醫療器材定義 

地區  法源  定義 

美國 

The Federal Food ,Drug & 

Cosmetic Act  法案(FD&C)

第 201(h)條文 

醫療器材是一種、設備、裝置、器具、機器、

器械、植入管、體外診測試劑，以及其他相

似或相關物品，包含任一元件、零件或附

件。使用於人類或其他動物的疾病或其他症

狀的診斷，或是使用於疾病的治療、減輕、

治療或預防；可以影響人類或其他動物身體

之結構或功能，但不經由人類或其他動物內

的化學或代謝反應達成目的。 

歐盟 

1993年醫療器材指令

Medical‐Device Directive, 

93/42/EEC 

醫療器材係指由廠商製造，被使用於人體之

儀器、裝置、器械、材料、或其他物件，其

操作不限於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其範圍包

含能促成適當運作之軟體，以達到診斷、預

防、監視、治療或減輕疾病；診斷、監視、

治療、減輕或輔助外傷或傷殘；解剖或生理

過程中之檢查、置換或修正；懷孕控制等目

的；以及非依據藥物學、免疫學或新陳代謝

等方法，達成對人體作用之主要目的，但可

以前述之方法協助其功能的產品。 

日本  藥事法第 2條 4項 

所有儀器、裝置或是日本政府所規範之材

料，被用來診斷、治療或預防人類或動物疾

病以及被用來影響人類或動物之結構、功能

者。 

中國 

2000年 1 月 4日頒布 

「醫療器械監督管理條

例」 

醫療器械被定義為：單獨或者組合使用於人

體的儀器、器具、材料、或其他物品，包括

所需要的軟體，其用於人體體表及體內的作

用不是用藥理學、免疫學或者代謝的手段獲

得，但可能併用上述方法並起一定的輔助作

用；其使用旨在達到：對疾病預防、診斷、

治療、監護、緩減、補償；對解剖或者生理

過程的研究、替代、調節；妊娠控制等目的。 

台灣  藥事法第 13條規定 

醫療器材是指包括診斷、治療、減輕、或直

接預防人類疾病，或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

及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配件、

零件。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衛生署[3] 



9 

 

三、產業範疇 

由於醫療器材產品具有「少量多樣」的產業特性，且各國對醫療器材產品

定義也不盡相同，因此造成產品分類之困擾，且功能用途也較難界定。工研院/IEK

生醫與生活組，嘗試依據我國藥事法的定義來界定醫療器材的研究範圍，並參照

衛生署於 2006 年 6 月 21 日公告之「醫療器材分類分級」，以「功能」為主，「用

途」與「構造」為輔的分類方式，將醫療器材為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手術與

治療用醫療器材、輔助/修補用醫療器材、體外診斷器材，以及非屬上述器材之

其他醫療器材等五大類[2]。如表 2-1.2。 

表 2-1.2 醫療器材分類 

類別 產品 

1、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 

生化分析儀、呼吸測定器具、血壓計、血糖計、

耳溫槍、體溫計、體脂計、各式內視鏡及病患監

視器、超音波等。 

2、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材 

牙科用器械、隱形眼鏡、醫用雷射、醫用雷射、

醫用導管、袋類、氧氣面罩、噴霧器、心血管支

架、洗腎機、人工腎臟、新生兒保溫箱、紅外線

燈等。 

3、輔助/修補用醫療器材 

電動輪椅、電動代步車、手杖、拐杖、人工乳房、

人工關節、人工血管等，助聽器、人工心臟、病

床等。 

4、體外診斷器材 
臨床化學、免疫、微生物、基因檢測等各類檢測

試劑，血糖計及相關檢驗儀器設備。 

5、其他類醫療器材 

病床、手術台、包紮、縫合材料、急救箱、注射

器、導管、醫用手套、手術衣、帽、面罩、避孕

套等。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IT IS 計劃[4] 

四、醫療器材產業之產業特性 

依工研院/IEK 生醫與生活組對醫療器材產業特性描述如下 

(ㄧ)  產品多樣化 

醫療器材產品相當多樣化，估計全球醫療器材廠商約近 20,000家，生產的

產品種類也相當多，約有近 80,000樣的品牌商品，隨著醫療器材的創新產品陸

續上市，品牌產品數量也將持續成長。從日常使用的隱形眼鏡、居家定期量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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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糖用的血糖計，一直到植入人體內的人工關節、人工心瓣膜等產品皆屬於醫療

器材的範疇，涵蓋從醫療院所使用的產品，至個人消費型的產品。 

(二)  技術複雜程度高 

隨著經濟環境提升，帶動對於醫療品質與疾病治療效果的期待，許多先進

科技也逐步應用於醫療器材產品的開發上。一般說來，現有醫療器材產品的既有

市場，容易被效能較優異的相近產品所取代，因此醫療器材產業需提高研發工作

的比重，加速新產品的上市，才不致於被市場淘汰。因此醫療器材產業的研發工

作比重較一般傳統製造商為高，是一技術密集度高、勞力密集度較低的產業型

態，因此廠商要能在此產業中存活，不斷地創新研發是必備的成功要訣。 

(三)  研發與利潤的不確定性高 

醫材廠商獲利的基礎在於產品能夠不斷地推陳出新，因此為了加速產品的

上市時程，醫材廠商也積極投入產品與技術的研發活動。隨著高科技發展與應

用，廠商在研發活動所投注的金額與比例也逐年攀升，但對於創新程度較高的產

品而言，研發成功與否和投入的時間與金錢往往不成比例，加上產品上市和市場

有無類似功能競爭產品，以及產品是否能夠通過主管機關的驗證程序也息息相

關，因此相較其他產業而言，醫材產業不論在研發投入與利潤的不確定性上都相

當高。 

(四)  產品審查門檻高 

醫療器材產品使用上攸關人命，因此對於產品的安全性和效能要求需要更

為謹慎，有鑑於此，各國政府皆針對產品訂立相關法令來管理。一般產品上市前，

需通過嚴謹的產品驗證過程，才能進行上市申請，待通過後才能開始販售，在歐

美地區，連產品上市後發生意外，都有法規規範需立即回報並加入統計。然而種

種法規限制，藉由各種實驗室、動物或人體試驗等測試，來確保器材的安全性、

可靠性以及有效性，常造成中小型廠商初期營運成本過高，不易存活，產業進入

障礙也高。 

(五)  市場的封閉性高 

醫療器材產業因為涉及醫療專業行為，因此與醫院系統和制度存有莫大的

關連性。如大家所知，醫院系統是一個高度專業且具封閉性的市場，因此販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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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產品通路性質也較其他產業通路有所不同，在行銷手法上也與其他產業不

同，因此醫療器材市場也較其他產業來得封閉許多。 

(六)  廠商藉由併購以快速擴張 

廠商為了增加其在醫材市場的競爭力，全產品線的建立與市場擴展是一個重要且必要

的手段。觀察目前全球醫材廠商的動態可發現，大廠併購其他廠商來獲得新技術或新

產品線的案例層出不窮，不論是為了在某一領域成為領導廠商，或是為了藉由健全產

品線而擠身重要廠商之列，廠商間的併購或策略聯盟活動都相當活躍，也成為廠商快

速擴張的手段之一。 

五、醫療器材產品完全產業生命週期介紹[5] 

基於醫療器材的使用對象大多是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病人生命的安全，其安

全性(Safety) 與使用功效(Performance)的確保與維持、需要一套完善的醫療工

程科技管理制度來加以適切的規範、運作與管理。為此採用產品完全生命週期 

(Total Product Life Cycle, TPLC)的觀點來建立此一管理系統，較可具有完整

而宏觀的架構。雖然一般產品的 PLC 可分為需求、產品研發、量產上市、成長與

成熟與下市等重要階段，但因醫療儀器在安全性、功效、性能、可靠性、穩定性、

精確性及人因工程設計等要求都比一般儀器來得高，因此，有關產品科技運作、

製造規範、性能測試標準、產品上市管理法規、品質保証及危機管理制度之建立、

詮釋、執行、驗證、反應與監督工作，是今日醫療科技之使用及發展上，不可或

缺的重要環結，必須經由品質管理規範、試驗認証制度與整合性醫療科技管理系

統之貫徹執行與監視，才能有顯著成效。對於醫療器材的 TPLC 一般可分為九個

階段分別接受不同程度的管理，分別為觀念與設計(Conception and Design)、

原型(Prototype) 、包裝與標示(Packaging and Labeling)、前臨床測試

(Preclinical test)、臨床測試(clinical test)、量產(manufacture)、廣告

(Advertising)、銷售與使用(Sale and Use)、停止使用(Disposable)。其中在

主管機關最主要的管理為針對上市前的審查與上市時與上市後的監督工作

(post-marketing assessment and surveillance)。因為這樣的過程中牽涉到製

造商、銷售商、使用者、政府機關等多方面的利益與權利義務的衝突，所以需要

特別的小心。特別在安全性與功效性乃至於器材之設計，材料的選擇及適當的精

確測試，測試所得之資料不但可確保材料使用之正確、器材改進的依據，並可幫

助解釋與身體作用或表面反應的結果。總而言之，安全性指醫療器材(ㄧ)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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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指定範圍內，經由適當的操作，對使用者的健康產生利益；(二) 必須針對

可能的不安全使用方法有適當的警告；(三) 預先排除任何可能的風險；(四) 不

得有導致疾病或傷害的不合理風險。功效性指醫療器材:(ㄧ)要能具有其有其所

聲稱的效能；(二) 該器材在其所指定的使用條件與用途範圍內，對本器材的目

標使用者中的顯示比率，具有臨床上的顯著功效。功效性的證明主要根據應為管

制良好的臨床試驗報告，以及完成與同類器材比較、動物試驗及其他測試。醫療

器材產品生命週期圖如圖 2-1.1 所示。 

 
圖 2-1.1 醫療器材產品生命週期圖 

資料來源:台灣區醫療產業資訊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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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探討 

如下從起源、定義、基本觀念、雙構面制、組成要素、與決策效益等六方

面進行探討。 

一､起源 

1960 年代奇異公司(General Electric, 簡稱 GE)面對日益增加且龐大的

間接成本下，希望尋求更良好的資訊以提供對間接成本做更有效的管理。GE

發現大部份的間接成本來自於上游的決策或活動作業(Activity)，藉由控制產

生成本的活動作業可以達到對間接成本的管理。於是對組織中各項活動作業展

開跨功能別的分析工作，追蹤每一間接作業(Indirect activity)到其產生的

部門[Johnson, 1992]。 

在此時期學者 Gordon Shillinglaw 和 George Staubus 曾撰文談論作業

基礎觀念(Activity-based concepts)，但並未受到當時學界的重視。雖然學

者 Peter Drucker 在 1963 年於哈佛企管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

撰文警告傳統成本制度資訊做為市場決策的危險。然因作業基礎觀念對資訊的

處理過於複雜，以當時的技術而言無法實現。在業界，GE 公司的成本資訊和

作業管理，也未做深一層的處理與運用[Johnson, 1992]。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功能強大而便宜的個人電腦以及成熟的資料

庫軟體、分析工具軟體和試算表軟體出現，使得資訊處理的複雜度、成本大為

減低，新成本資訊系統的建構成為可行 [Cooper & Kaplan, 1988]。 

1980 年代初，美國哈佛大學 Kaplan 及 Cooper 二位教授經研究及調查，

倡導作業基礎成本制(Activity-Based Costing, 簡稱 ABC)觀念，深受管理會

計領域學者與企業界的矚目。作業基礎成本制利用成本分析(Cost analysis)

及作業分析(Activity analysis)了解產品成本真正發生的原因，再以適當的

成本動因(Cost drivers)先將成本歸屬到耗用成本的作業中，然後再把作業中

的成本分配到導致作業執行的產品上，使得成本能夠精確地反映出來，得到有

效之產品成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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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義 

依五位學者之四本著作整理如下表: 

 

表 2-2.1 作業基礎成本制定義 

學者  定義 

Turney(1991) 

作業基礎成本制是一種用來衡量『作業』成本和『成本

標的』的工具。依『作業』使用『資源』的比例，分攤

『資源』成本至『作業』，再依據『成本標的』使用『作

業』的比例分攤至『成本標的』。 

Brimson(1991) 

作業基礎成本制是將一個組織分為多項『作業』，『作

業』被清楚地描述，用以決定每個工作或作業的成本與

績效。 

Miller(1996) 

作業基礎成本制是ㄧ種方法論，目的為衡量『作業』、

『資源』及『成本標的』的作業與績效，方法是將『資

源』分攤至『作業』，再將『作業』歸屬至『成本標的』

而其歸屬之成本動因應以因果關係為基礎。 

Kaplan&Cooper 

(1998) 

作業基礎成本制是以『作業』為基礎，來說明組織支出

與獲利的一種成本支出描繪圖(Economic map)。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基本觀念 

Turney 認為作業基礎成本制是一資訊系統，處理公司各項作業和產品的

資料。作業基礎成本制辨明執行的作業、追蹤作業的成本、然後利用各種不同

的成本動因(cost driver)追縱各作業成本到成本標的[Turney, 1991]。基本

假設成本標的(產品、客戶、服務等)引發作業的需求，而執行作業活動需耗用

資源。 

作業基礎成本制計算產品成本時，採二階段分攤法。先將製造費用歸屬

於每一作業，然後再由每一作業分攤到產品 [Cooper & Kaplan, 1991]，如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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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作業基礎成本制二階段製造費用分攤程序 

資料來源：Peter B. B. Turney,『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ohn Wiley & Sons, 1991  

作業基礎成本制和傳統成本制之產品成本分攤主要不同處，不在於第一

階段，而在第二階段將作業成本或成本中心之成本攤入產品時，所依據之分攤

基礎 [吳安妮，民 79]。如圖 2-2.2。 

 

 

支援部門中心 成本中心 產品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間接成本 成本中心 產品
分攤

(1) 直接人工小時
(2) 機器小時... 等

作業成本 作業中心 產品
分攤

(1) 作業水準
(2) 成本動因

傳統產品

成本分攤法

作業制產品

成本分攤法

分攤方法

二階段分攤

 

 

圖 2-2.2  傳統及作業制產品成本分攤之比較 

資料來源：Peter B. B. Turney,『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ohn Wiley & Sons, 1991  

傳統成本制度以數量､直接人工或機器小時數做為成本分攤的基礎 

[Cooper & Kaplan, 1988、Brimson, 1991、Horgren & Foster, 1992、吳安

妮，民 79、李建華，民 82]。若以上述因素做為和它無關的作業之成本分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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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很難正確反映生產作業成本與產品之間的關係，導致產品成本的扭曲。並

且，使得產品之間成本相互補貼，此種補貼造成某種產品獲利性高的假象，而

對別類產品之計價及競爭性產生不利之影響 [Cooper & Kaplan, 1988､

Brimson, 1991、李建華，民 82]。在作業基礎成本制下，透過使用反映獨特

消耗模式的資源與作業動因，把原因和結果與成本分配程序聯繫起來，而解決

分配不當的問題。 

四､雙構面作業基礎成本制 

早期的作業基礎成本制系統主要目的為： 

(1)改進產品成本的正確性。 

(2)改善產品組合和價格決策。 

缺乏作業的深入資訊，只呈現間接成本如何被處理的結果。Turney 進一

步提出以成本歸屬觀(Cost assignment view)及作業程序觀(Process view，

或 稱 作 業 流 程 觀 ) 組 成 的 雙 構 面 作 業 基 礎 成 本 制 (Two-dimensional 

activity-based costing)模型 [Turney, 1991]，如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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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雙構面 ABC 模型 

資料來源：Peter B. B. Turney,『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ohn 
Wiley & Sons, 1991. 

 

雙構面 ABC 透過成本歸屬觀提供財務性資訊，做為重要決策如價格、產

品組合、資源分配、產品設計和改善工程的優先順序。水平方向之作業流程觀

則提供非財務性資訊，包括作業為何執行、執行情形、影響作業績效的因素、

績效評量等，以改善績效和顧客獲得的價值。雙構面 ABC 提供了更有力的管理

工具。 

五､作業基礎成本制組成要素 

本節以 Turney 雙構面 ABC 模型為框架，說明作業基礎成本制的各項組成

要素、和要素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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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歸屬觀之組成要素 

成本歸屬觀提供經濟觀點的資訊，藉由 ABC 產生正確和對企業重要決定

有用的資訊。其組成要素 [Turney, 1991]，如圖 2-2.4： 

 

 

 
圖 2-2.4  成本歸屬觀組成要素 

資料來源：Peter B. B. Turney,『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ohn 
Wiley & Sons, 1991 

1. 資源(Resource) 

資源代表使生產作業得以進行、客戶得到服務的人員、電腦、科技、設

備和其他因素。最主要的成本資訊來自於總分類帳。 

2. 作業(Activity) 

作業是一個工作單元，例如，在電路板上鑽洞、開立發票、維護員工資

料等。ABC 提供有關作業的資訊，回應下列問題： 

‧ 哪些作業要求最多的資源？ 

‧ 這些作業需要哪些類型的資源？ 

‧ 降低成本的機會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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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 Kaplan(1991)就工廠作業的層次將作業分為四個層級，每個層

級的作業有其相關的製造費用對應，有助於管理者了解作業及其費用的關係，

如圖 2-2.5： 

 
圖 2-2.5  工廠作業費用層次 

資料來源：Peter B. B. Turney,『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ohn Wiley & Son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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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中心(Activity centre) 

每一個作業中心是由互相關聯(功能或程序)的作業所組成的一個集合。

用以組織數以百計的作業，避免容易混亂。 

4. 資源動因(Resource driver)  

聯繫資源與作業，並將成本分配到作業中。例如，檢驗部門有$100,000

的薪資津貼和 $20,000 的供應品兩項資源。薪資津貼以耗用在每項作業的工

作量做為估計，分配到該作業。此估計工作量就是薪資津貼的資源動因。如果

部門十個人中，有兩個人 50% 的時間用於客戶投訴處理作業，則有 10% (即

2/10 乘以 50%)的薪資津貼成本分配到這項作業。 

供應品由部門記錄得知其中 $15,000 用於檢驗工作，$5,000 用在處理客

戶投訴處理。資源動因即是作業所使用供應品的直接衡量。 

5. 成本要素(Cost element) 

作業分配到的每項資源。前例，$10,000 的薪資成本和 $5,000 的供應品，

就是客戶投訴處理作業的成本要素，它顯示作業所耗用的資源。 

6. 作業成本庫(Activity cost pool) 

一項作業中所有成本要素的總和，成本庫說明作業耗用資源的意義。 

7. 作業動因(Activity driver) 

成本分配到成本標的之基礎，並衡量執行作業的頻率和完成作業需要的

工作量。每一作業成本庫經由一個作業動因，將成本分配到成本標的。作業動

因和其衡量的作業執行關聯愈直接密切，愈能準確計算成本標的之成本。 

8. 成本標的(Cost object)  

成本追蹤的終點，它是組織執行工作的理由，是一項產品或是一個客戶。

追蹤每一產品或客戶的成本，提供下列重要的策略資訊： 

‧ 利潤 ＝ 收入 － 作業基礎成本 

‧ 價值 ＝ 客戶賺得 － 客戶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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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賺得為產品性能、品質、和客戶得到之服務的總和。客戶犧牲為產

生客戶賺得的成本加上客戶承擔的額外成本(例如學習如何使用產品所花費的

時間之類)。客戶所獲得的價值則是客戶賺得減去客戶犧牲。 

(二)作業程序觀之組成要素 

作業程序觀除了作業以外，還有兩個重要組成要素：成本動因(Cost 

driver)和績效評量(Performance measure) [Turney, 1991] ，說明如下： 

1.成本動因(Cost driver) 

任何可能改變作業總成本的事件，它定義了負擔工作和執行作業所需努

力的因素。成本動因有三點貢獻： 

(1) 指出執行一項作業(或作業鏈)的理由。尤其是對前項事件的回應。

例如，安排零件是對客戶訂單作業之回應。 

(2) 說明完成工作必須花費的努力。例如，前項作業的缺陷，增加額外

的工作努力。包括錯誤的零件編號，必須在完成採購單前更正。不符現

行製程的工程圖，將造成機器組裝工作的額外努力。 

(3) 揭示改進的機會。減少對成本動因負面影響的工作，能夠增加效率。

例如，降低進貨申請錯誤率，消除採購作業的工作和資源之浪費；減少

不同零件的數目，降低零件作業的需求。資源耗用的減少使成本下降，

生產變得更為容易、迅速。 

2. 績效衡量(Performance measure) 

描述作業完成的成果，指明作業執行的品質，並傳達作業如何滿足內部

或外部客戶的需要。包括作業效率、作業時間及工作品質等方面的衡量。 

(1) 效率衝量 

先定義作業的產量，再將作業所需資源與其產量水準相比較。例如，

計算製模作業一個月中處理的模具數目，做為分母除本月作業耗用

的資源，得到單位模具的成本。以此和內部或外部的效率標準進行

比較，來衡量作業執行的品質，並找出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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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衡量 

執行作業的時間愈長，所需資源就愈多。這些額外的資源包括人員

的薪金，以及所用設備的成本。此外，時間愈長，可能是重工修改

錯誤。時間愈短，對客戶需求的回應愈迅速。 

(3) 品質衡量 

例如，重工率和報廢率等。比率愈高，作業品質就愈低，其總體成

本愈高，對程序中下游作業的不利影響就愈大。客戶得到的價值最

後也可能降低。 

作業程序觀提供作業的操作性知識，包括決定該項作業執行的頻率與完

成它所需努力的內外部因素。還有作業績效的資訊，如效率、執行時間、以及

作業品質。 

六、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在研發管理及決策的效益 

依據學者吳安妮(2001)[6]，對作業基礎成本制度(ABC)與作業基礎成本管

理制度(ABM)對企業可能的貢獻如下: 

『作業制成本制度(ABC)經過近年來，諸多學者之研究與觀念傳授，相信對此

方面有興趣的實務界人士已多明瞭，其主要精神和實施方法，然而，相信不少人

士對於 ABC 所能提供的效益及其管理決策之影響感到非常有興趣，因此簡略的說

明 ABC 究竟能對何種管理決策有所幫助？又 ABC 能提供何種資訊，俾協助該等決

策呢？ 

ABC 觀念已成熟 現階段宜重視其管理效益 

根據 Kaplan and Cooper(1998)在「成本與效益」一書中，認為 ABC 在管理

上的應用範圍可分為二大類；一為 ABC 可促進營運面之作業制管理(ABM)，此方

面屬「做好事情」，亦即，ABC 可應用在產能管理和價值管理方面，且可與全面

品質管理和企業流程管理結合，俾促進企業持續性改善之效果。另一則為策略性

之 ABM，此為「做對事情」，亦即，ABC 可應用在產品組合、訂價決策、顧客管理、

供應商關係和產品發展管理等方面。Block & Carr(1999)認為 ABC 可以完整地結

合每個產品所需要的直接作業及支援性作業，因此可以協助預算之編列，並從事

預算方面的控管。Huang(1999)認為可把 ABC 的作業資訊當限制理論(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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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之模型的限制式和投入變數，俾瞭解生產的瓶頸在何處，及解除某

項瓶頸後，對產出的影響為何。 

根據相關研究文獻，彙總 ABC 至少可以應用在 10 個管理之決策方向之中，

此 10 項決策為：產品/服務管理、轉撥計價管理、產品研發管理、產能管理

(Huang,1999) 、品質管理、流程管理和價值管理、績效管理/獎酬管理、預算管

理、顧客管理、供應面管理(Maguire & Peacock,1998)。 

透過三大構面資訊 ABC 提供管理效益 

ABC 之所以能夠提供上列管理方面的效益，主要係由 ABC 制度可以產生三大

主要構面的資訊：成本標的面、作業面和成本動因面之資訊。 

在成本標的方面，一般公司重視的基本成本標的是「產品」和「顧客」，ABC

能提供正確及合理的成本分攤方式，因此可以提供正確的產品、顧客和通路別等

方面之成本資訊給管理者，讓管理者清楚地知道何項產品、何種顧客或何種通路

之獲利性較高？俾當重要決策之參考依據。在作業資訊方面，ABC 制度可提供作

業之時間、成本/利潤、品質、價值和彈性等資訊，俾讓管理者明瞭從事何項作

業改善之效益最大。在成本動因方面，ABC 制度可以幫助管理者瞭解各項成本發

生的根本原因為何，俾利於瞭解成本管理及控制的重點方向為何，如房屋租金成

本發生之原因係於「場地使用之面積」，因此「場地使用之面積」即為應該管理

之重點，亦即，要管理房屋租金此成本，先得管理「使用之面積」此成本動因為

宜。ABC 提供的成本動因、成本標的和作業面之資訊內容實包括了時間、成本、

利潤、品質、價值和彈性等方面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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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實施程序探討 

ㄧ、模型建立前的準備程序 

本研究個案所要研究的主題是，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於醫療器材業研發流程建

構與研發成本分析，因此其模型建立前的準備程序參考 Turney (1991) Common 

Cents －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 － Based 

Management (Chapter12~14)一書程序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模型建立前的準備程序 

資料來源: Turney (1991) Common Cents－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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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 目標設定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可以適用在很多不同的目的，但是實施前一定要明確

設定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所要達成的具體性目標(ㄧ個或多個)，接下來才能依

此目標設計適合的模型。依 Turney (1991)所揭櫫可能的原始動因如下: 

･ 製造成本或非製造成本過高 

･ 提供服務的成本過高 

･ 產品過於複雜且產品間差異過大造成成本居高不下 

･ 產品市佔率過低 

･ 不清楚外包或自製有利於競爭優勢 

･ 面臨外部機構對說明預算增加的壓力 

以上案例說明因為上述需求所以有不同之目的需要達成。 

(二) 描述有助於達成目標的事項 

確認目標之後就必須建立ㄧ份助於達成目標的清單如表 2-3.1 

表 2-3.1 有助於達成目標清單 

目的 有助於達成目標的事項 

詳細的作業描述 

關鍵的成本動因 

有無附加價值作業之分類 
釐清降低成本的優先順序 

績效衡量與動因間的關係 

主要與次要零件的精確成本結構資料 

詳細地檢驗規範 外包或自製的決策 

詳細的標準作業指導書(SOP) 

(三) 設定範疇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實施必須投入時間與精力，而時間與精力的大小取決

於，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實施規模的大小，除非經營階層清楚並願意完全接納作業

基礎成本制度，否則就應該從試驗性的專案做起，範疇的決定可以下列方式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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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個或多個地點實施 

･ ㄧ個或多個流程 

･ 所有成本標的或是部份成本標的 

･ 所有作業或是ㄧ小組作業 

･ 會計期間長短的選擇 

･ 回溯式計算成本或是預算編列式 

･ 產品的全生命週期或是固定式週期 

･ 概念性的運作或是持續性的運作 

(四) 建立組織架構 

建構專案組織的目的，除了要釐清責任歸屬和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內各項組

成要素的關係外，同時也期望藉由這個組織架構，強化組織對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的承諾。依 Turney (1991)的看法專案組織架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份: 

･ 專案團隊: 實際執行單位。 

･ 專案經理: 專案團隊的領導人，此人必須讓專案可以落實，因此需具備

領導、溝通與技術方面的技巧，同時必須擁有紮實的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

知識，也必須瞭解公司的作業、產品、服務與客戶。 

･ 指導委員會: 專案經理隸屬於指導委員會管轄，指導委員會通常包含實

施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倡議者』、發起人、專案經理、顧問等。 

(五) 判斷訓練的需求程度 

要能順利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訓練』是重要的關鍵因素之ㄧ，必要的

訓練依不同層級分為下列三種類型: 

･ 經營階層:目標是能高度接受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並能制訂需求目標。 

･ 專案團隊:目標是確保模型設計符合需求，主要的技術為模型設計技巧、

軟體模型的設計能力及專案組織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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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目標是要讓使用者瞭解可以從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能取得什麼資

訊，以及如何運用這些資訊。 

(六) 確立時程表 

在時程表裡必須清楚標明，完成專案需要進行的所有工作，並估計各項工

作所需時間，以及各項工作順序的安排。 

(七) 編列預算 

執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費用支出與成果獲得必須加以衡量，應避免付出

大於收穫。專案的支出可以分為內部費用與外部費用如下說明 

･ 內部費用:主要的成本為被指派加入專案團隊的人事成本支出，以及接受

訪談、收集資料、接受訓練、參與會議等時間成本。 

･ 外部費用:主要的成本為訓練的講師、場地、餐飲費用，顧問費用與軟體、

硬體的購置成本。 

(八) 資料收集 

資料收集的方式有以下之方法: 

･ 實地觀察 

･ 問卷調查 

･ 訪談 

二、模型建立的步驟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模型建立，攸關整個導入工作的成敗、將來系統是否

能持續運作、是否能符合導入之目的。因此為求完善避免單ㄧ著作不夠客觀，本

節整理三位學者 Kaplan & Cooper 及 Turney 之兩本著作(Kaplan & Cooper, 1998 

Cost & Effect : 「Using Integrated Cost System to Drive profi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Peter B. B. Turney , 1991,「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來介紹作業

基礎成本制的模型建立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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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Kaplan & Cooper 的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模型建置程序(Kaplan & Cooper, 

1998 Cost & Effect : 『Using Integrated Cost System to Drive profi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依上述兩位作者的看法，發展作業基礎成本制的模型建置程序，有四個步

驟依序為: 1.編寫作業字典、2.決定每項作業的資源使用、3.決定成本計算的標

的物、4.選擇能將各作業成本與成本標的相連結的作業成本動因。以下依此四步

驟作ㄧ說明： 

1. 編寫作業字典 

所謂作業，通常是由ㄧ個動詞接續ㄧ個受詞，例如:規劃生產、搬運材料、

檢驗物料、研發新產品等等。界定作業性質如同編撰ㄧ部字典，作業字典列出主

要的作業並詳細加以定義。 

凡是佔用個人時間或某項產能(Capacity)不到 5%的作業ㄧ概忽略，畢竟作

業基礎成本制度的重點只是估算產品別或客戶別的成本。但有些應用卻需要將作

業項目定義得愈來愈廣泛，主要的應用在流程改善與流程重新設計的基礎，因此

決定作業基礎成本制的作業項目精細程度，取決於目的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2. 決定每項作業的資源使用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利用資源動因，將資源成本分配到不同的作業，企業的

總分類帳利用資源成本動因與各項作業相連結。將財務報表內的各項支出項目擷

取後經由資源成本動因，再轉分配至使用相應資源的各項作業中，經過上述步驟

企業即能真正掌握該作業的實際支出成本。 

(1) 作業架構 

傳統成本制度將間接費用依單位層級的動因(人工工時、機器工時、生

產數量等)，分配至不同的成本標的，因此完全依賴單位成本動因。而作業

基礎成本制度則利用非單位成本動因(批量、實驗次數、開會次數等)作為

成本標的之分配基礎。基於分配的原則決定後便能依此架構建立整個企業

的支出結構圖，如此便能清楚瞭解支出的因果關係。 

(2) 作業與營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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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是所有資源成本分配的基本單位，若執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目

的是為整個企業的整體營運規劃，有太多的作業便會造成計算結果過於繁

雜，導致無法分析的困擾，此時即可利用部門層級將資源分配後的作業依

部門層級加以合併，讓高階經理人能較易看出營運成本的整體狀況，例如

將所有採購相關作業(分析計算訂單作業、請購作業、採購作業、請款作業

等)合併為採購作業。 

(3) 作業屬性 

輸出成本報告時除依部門屬性區分外，亦可以下列屬性加以整理: 

A.作業之架構層級 

例如依單位作業、批次量作業、整體支援服務類作業加以區分。 

B.作業成本的短期變動性 

例如將報告依短期變動(人力、水電等)與短期非變動(稼動率低

的機器工時、已購置之廠房等)成本區分。 

C.依成本變動性的難易程度量化分級 

例如將即時可變動的成本編碼為等級 1，而須耗時 10 年以上的變

動成本給予最高等級編碼為 5，其餘依即刻可變動與 10 年以上之間依

變動難易度給予 2、3、4的編碼。此方式的好處是讓高階管理者可以

依資源變動難易度規劃營運計畫，並適時加以調整。 

D.附加價值之程度或必要性 

依使用資訊目的，將作業依有無附加價值或有無必要性加以分

類，也可依附加價值或有無必要的程度高低，給予 5至 10 等份的分類。

例如將完全無附加價值的作業給予 0等，而附加價值最高的作業給予

5等之分類方式。 

3. 決定成本計算的成本標的 

依目的之不同，成本計算的標的也應有所不同，例如目的是計算各產品的

成本，則標的為產品。若目的是計算客戶對公司的獲利貢獻度，則標的為客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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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能將各作業成本與成本標的相連結的作業成本動因 

成本標的的成本來源是各項作業，而將各項作業分配成本至成本標的方法

即是作業成本動因，所謂作業成本動因就是衡量作業結果的單位，例如工時數、

機器小時數、設計圖張數、產品產出數、次數或是直接追溯等。 

作業成本動因可分為以下三大類 

(1)交易型 

交易型作業成本動因是計算執行作業的頻率，例如：開會次數、實驗

次數、產品產出數、設計圖數等。 

(2)時間型 

時間型作業成本動因是指執行作業所需時間，因每次執行作業所需時

間並不相同，故無法以交易次數為動因，例如：人工小時數、機器小時數

等。 

(3)密集程度型 

密集程度型作業成本動因是指，趨近直接追溯成本的動因，例如工程

設計作業採用密集程度型作業成本動因，則須記錄工程師工時數、使用儀

器設備的小時數、實驗室場地費用等並計算每小時成本，當成作業成本動

因。 

若以資料收集的難易度以交易型最容易，時間型次之，密集程度型最複雜。

但以結果精確度而言則剛好相反，以密集程度型最精確，時間型次之，交易型較

不精確。因此採用何種作業動因，取決於企業對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欲達成目的之

不同、經費預算、歷史資料等。 

 

(二) Turney 的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模型設計程序(Peter B. B. Turney , 1991,

「Common Cents: How to succeed with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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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識作業 

企業在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前，ㄧ般不會有明確的作業清單，企業組織

或許有流程圖及其他功能性的定義。但是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目的不同，因此作

業清單也不一樣。要辨識作業所依循的原則如下: 

(1)依據模型的目的決定作業分解的程度 

若執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目的是為整個企業的整體營運規劃，若有

太多的作業便會造成計算結果過於繁雜，導致無法分析的困擾，此時即可

利用部門層級將資源分配後的作業依部門層級加以合併。若主要的應用在

流程改善與流程重新設計的則須將作業分解到最細。 

(2)利用總體作業平衡衝突性目標 

總體作業是指相互關聯的作業集合，而集合作業的規則如下: 

A.作業屬於同一層級：例如單位作業層級或是批次作業層級。 

B.相同的作業動因：例如將使用人工小時、使用次數、產出數等相同

動因相結合。 

C.相同的目的：例如將所有採購相關作業(分析計算訂單作業、請購作

業、採購作業、請款作業等)合併為採購作業。 

(3)把不重要的項目結合 

例如將資源使用比例低於 3%之作業依作業動因或其他相應的方式合

併，以避免系統混亂。 

(4)明確且一致的描述作業 

在系統內相似的作業內容盡量使用相同的詞彙，且應有ㄧ個動詞加上

ㄧ個名詞來描述作業，並盡量使用簡短、明確、易懂的方式來描述作業。 

2. 重整總分類帳 

財務會計部門的分類帳資料可以提供作為資源項目的基礎，但因為目的之

不同(該資料是為政府部門所需或是揭露給投資大眾之用)無法將會計科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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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當成資源項目，因此依 Turney 的看法可以依循下列三個原則來處理總分類

帳： 

(1)合併相關科目 

分類帳包含過多的科目，不利於將資源分配至作業，因此解決的方式

為，將相關科目結合以利後續處理，所謂相關科目意指，在於共享一個目

的並用相同的方式歸屬至各項作業，例如將薪資福利保險個人固定使用辦

公空間等合併成ㄧ項名為人事成本的資源，如此便能減少系統設計的複雜

度。  

(2)將科目分解至依部門層級 

相關科目合併後，再將科目依部門別合併，因為部門層級是大部份作

業的中心，而作業來源亦是部門工作的分解或結合。例如軟體設計作業，

我門可以依設計部門完成該作業所需投入的百分比做為人事成本的資源動

因。 

(3)調整未能反應實際需要的科目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是為管理為目的，因此不須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所以調整一些未能反應現實狀況的科目，對整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而

言是有意義的。例如可以依據實際消耗狀況計算折舊，而不須依照時間做

為折舊基礎，也可以保留研發費用至ㄧ個保留科目，等到將來產品量產時

再予分配至產品。 

3. 建立作業中心 

作業中心是各子項作業的匯集處，作業中心為系統裡的作業資訊提供ㄧ個

現成的架構，並依此作業中心產出相關結果。 

(1)將各項作業併入部門性作業中心 

依部門別來建立作業架構是最為簡單地方式，因為部門作業中心可與

企業組織圖裡的部門層級相呼應，因此計算分配時較為清楚、簡易。 

(2)利用作業屬性依需要建立作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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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不同的需要，可能必須有不同的結果呈現，因此將作業的屬性

依目的與需求的不同標記在作業項目上，將有助於不同目的之結果呈現，

例如將作業依預防性作業、實驗性作業、內部失敗性再作業等等，依相關

的作業性質相結合，如此便能符合不同資訊需求的經理人分析作業成本制

度產出之報告，以利決策之進行。 

(3)利用階層式作業中心建立作業層級資訊 

階層式作業中心就是作業中心內還包含其他子項的作業中心，例如：

採購作業中心包含有，分析計算訂單作業、請購作業、採購作業、請款作

業等。測試作業中心包含有，軟體測試作業、機構測試作業、EMC 測試作業、

整合性測試作業等等。其階層化的目的在於，讓資訊使用者依目的不同，

能容易聚焦在不同的深度與廣度。 

4. 建立資源動因 

資源動因是將作業使用資源的狀況加以描述，並依適當之方法歸屬資源至

作業，將資源成本歸屬分配至作業，通常需要ㄧ個以上的步驟，每個步驟皆有ㄧ

個資源動因。資源成本歸屬分配流程的起點是分類帳的會計科目，接下來依序將

成本往下或向兩側移動，ㄧ直到將資源分配至作業為止。其規則如下: 

(1)將支援性作業的成本歸屬到主要作業 

在細部作業中可能包含許多支援性質的次作業，例如：助理行政作業，

其目的是為了協助其他主要作業的完成，且無法對成本標的有實質上的貢

獻。在研發部門的例子中如研發行政助理作業，是為了協助工程師的軟體

開發與外型設計等設計作業，其工作內容可能是協助工程師工時報表的填

寫，因此較佳的方式是將此助理行政支援作業依支援比例歸屬於各項設計

作業中。 

(2)盡可能追溯成本 

除非已無法繼續追溯(tracing)成本，否則不應輕易將資源歸屬至作

業，唯有無法直接追溯成本才使用分攤(allocation)的方式，依 Turney 的

看法除非有以下 3種情況否則應繼續追蹤成本: 

A.該項資源由許多作業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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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無法實際衡量或衡量成本過高 

C.該類資源之金額所佔整體比例過低 

(3)依常識判斷歸屬方式 

若無法直接追溯成本來源，則必須依賴某種分配方式，而此分配方式

可依歷史資料或是經驗判斷，例如以使用坪數來分配辦公室折舊費用。 

(4)區分勞動成本與非勞動成本 

勞動成本是指和人們進行工作有關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含員工薪

資、福利、保險等。非勞動成本指的是和上述無關的其他資源成本。區分

主要目的是將非勞動成本例如出差、娛樂、訓練等相關費用盡量以直接追

溯的方式進行歸屬，但需要衡量為了直接追溯成本而增加資訊收集的成本

是否值得。 

5. 判斷作業屬性 

判斷作業屬性是將作業依有意義的各項資訊加以標記在作業上，便於後續

報表呈現時，可以依使用資訊者的需要加以分類。 

(1)屬性必須由模型的目標決定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模型會因為使用目的之不同，而有些許差異。不

同目的需要不同的報告輸出，而標記屬性有助於這類報告的編製。例如: 作

業基礎成本制度的目的是分析客戶對企業的獲利貢獻度，則若各項作業有

客戶的標記將有助於資料的計算與整合。 

(2)讓使用者能自行定義屬性 

應將部分屬性保留給使用者自行定義，例如有無附加價值的判斷，牽

涉到的是敏感性極高的議題，由於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模型設計規劃者無

法加以判斷。只要是事先無法明確得知的屬性，應留給使用者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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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作業動因 

作業動因是記錄成本標的對各項作業的需求(使用)程度，因此必須謹慎選

擇作業動因，才能確保計算後各成本標的之結果是正確的。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與

傳統成本會計之最大差異，除了『作業』觀點的增加外，就是既有成本制度以產

出數平均分配間接成本為主，而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以最佳的分配因子作為分配的

依據，其目的在求成本標的使用資源的正確分析與計算。 

(1)選擇能配合作業類型的作業動因 

作業動因應該配合作業的型態，找出關連性最高的作業需求因子，例

如單位動因或是批次動因等。以 SMT(表面黏著自動銲接技術)製程而言，每

次更換生產產品時皆需有程式置換、機器調校、Pilot Run、首件檢驗等相

關程序，稱為『SMT 量產前置作業』，此作業與 PCB 的大小與零件置放難易

度較無關連，每次作業時間幾乎一致，因此該項作業應以批次量為動因，

而不能以人工工時為動因。 

(2)選擇與資源使用有極高關連性的動因 

ㄧ項動因的選擇是否正確，必須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如果每次該

項作業(製程)時間，不會因不同產品或內容而有所差別則適合採用次數為

動因例如上述之『SMT 量產前置作業』。反之若該作業會因為產品或內容之

不同而有差異，則必須以所消耗工時為動因，例如軟體設計作業會因設計

內容之難易度而有極大的工時差異，此時就必須以工時為動因。 

(3)盡量減少動因數 

資料收集(衡量)的成本會與選擇的動因有密切關聯，因應不同的作業

與成本標的之間的關連應該有不同的動因選擇，但是過多的動因將導致資

料收集(衡量)的成本的增加，與資料計算分析的困擾，當然動因的多寡與

系統精確度要求及系統大小有關，ㄧ般而言只要有 20 到 30 個動因就已足

夠。 

(4)選擇有助於提升績效的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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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動因經常被反向使用來衡量績效高低，因此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

設計者，應該選擇能促進績效改善的動因。例如選擇零組件數量做為動因，

向工程師傳達零組件增多所造成成本增加的困擾，並以此為績效衡量的標

準，則工程師將會以控制零組件數量，當成第一要務，如此即能達成作業

基礎成本制度的設計者的期望。 

(5)選擇資料收集成本適中的動因 

不同的動因會衍生不同的資料收集(衡量)的成本。相較於『次數』與

『工時數』這兩項動因，前者之資料收集(衡量)成本應該會低於後者。但

選擇『次數』為動因時應衡量誤差程度是否能符合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的目標需求。 

(6)不要選擇需要使用新衡量方式的動因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在系統設計時，應盡量使用現有會計或是使用者既

有的資料來避免資料收集(衡量)成本的增加，系統設計之初應盡量檢視現

有環境內已存在的資料。如果最終還是無法獲得而被迫需採用新的資料收

集(衡量)方式，則必須將系統導入時間移後，等到新的資料收集(衡量)方

式已採集必須的資料量後，ㄧ並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或是初期先以估

計的方式來作為動因，並擬定ㄧ份『期望清單』，藉由此ㄧ清單來檢視那些

作業需要新的資料收集(衡量)方式，並於下ㄧ實施週期時採用。 

基於 Turney 的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模型設計程序，包含有較多細節之描述，

因此本研究將以 Turney 的設計程序為主，輔以(Kaplan & Cooper)決定成本標的

方法，作為本研究模型設計程序。 

第四節  作業流程分析之探討 

作業流程分析關係作業基礎成本制的效能，也是達成改善績效的重要方

法。藉由將程序作業的界定、顧客需求、價值分析、週期時間、成本、品質、

組織等問題的根源彼此連結起來，提供改善的方向與機會，並指出管理者企業

經營問題點所在。Paul Sharman 指出，作業流程分析可以得到許多屬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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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作業耗用的時間、作業是否具有價值、流程的品質水準、產出是否及時等。

分析工作最好由具經驗的人員，組成跨功能的小組來參與。因為許多組織的附

加知識都必須蒐集，不熟悉企業運作的人，常常導致事情的遺漏或過份簡單，

而無效率。但作業流程分析過於鎖碎往往是多餘的，能回應決策需求即可，切

記 80/20 法則 [Paul, 1994]。而本節將說明作業分析所得資訊與作業分析方

法或步驟。 

一、 作業分析所得資訊 

作業(activity)是企業利用其時間和資源來完成其企業目標的方法，是

消耗資源以產生產出的過程，共同目的之作業組成一項功能。企業流程是由具

關聯與交互作用的作業連結所構成的網路，經由這網路用以產生產出 

[Brimson, 1991]。Brimson 的作業組成元素架構，有助於對作業分析工作以

及作業資訊的了解 [Brimson, 1991]，如圖 2-4.1： 

 

作業流程

資源

成本動因

企業規劃

作業產出

副產品

主要交易

次要交易

事件

 
圖 2-4.1 作業組成元素 

資料來源：James A. Brimson, 「Activity Accounting: A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pproach」,John Wiley & Sons, 1991, P.50 [1] 

Brimson 認為進行作業流程分析工作可獲得如下重要資訊： 

1. 作業：企業所執行的作業名稱。 

2. 輸入及產出：啟動作業交易處理的輸入和作業的產出。 

3. 組織單位(成本中心) 

4. 企業流程 

5. 生產因素－直接材料 

－直接人工：人工時數、人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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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技術：機器機種、機器數量、生產力(機器時數)、生

產力單位、輸入/輸出描述、輸入來源與輸出目的、每單

位產能數量。 

－直接可追縱的製造費用 

－設備 

6. 時間：作業經過時間、過程時間 

7. 附加價值/無附加價值判斷 

8. 品質：輸入/產出、頻率、衡量單位、輸入來源與輸出目的、數量。 

Paul Sharman[1994]另提出下列關鍵問題，指出作業分析的重要資訊： 

1. 組織中有哪些人員？ 

2. 這些人員的關鍵作業是什麼？ 

3. 不同的內容作業耗用時間是否不同？這些內容是什麼？ 

4. 每個人處理各項作業的時間，佔其總時間的比例是多少？ 

5. 作業動因是什麼？ 

二、 作業分析方法或步驟 

本小節說明 Brimson、Turney、季延平等學者，所提出的作業流程分析

執行步驟。他們提供了不同的觀點和方式。 

(一) Brimson 的執行作業分析步驟 

Brimson 提出的執行作業分析有下列七個主要步驟 [Brimson, 1991]： 

1. 決定作業分析範圍 (Determine activity analysis scope) 

清楚的界定範圍，確保分析工作進行在正確的改善工程上。而

且，限制特定的作業流程範圍，可以使得資訊蒐集更有效率。 

2. 決定作業分析單位 (Determine activity analysis units) 

分析時必須將有相同且明顯目的之組織單位，劃分成個別的工

作群或部門。這些作業單位(Activity units)有時和組織單位相符，

有時是跨單位的。重新將組織單位劃分成適當的作業單位，有利於廣

泛有成本效益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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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義作業 (Define activities) 

審視每一作業單位中所有執行的作業，並蒐集各項作業的相關

資訊。有幾種主要方法：(1)歷史資料分析；(2)組織單位分析；(3)

企業流程分析；(4)企業功能分析；(5)工業工程研究；(6)作業確認

調整。 

4. 合理化作業 (Rationalize activities) 

作業必須適度地彙集和分解，當流程分析找到的新資訊流無法

被先前定義的作業計算時，作業必須再分解。若先前定義的作業之間

找不到任何資訊流，則作業應彙集起來。系統過於簡單，無法提供作

業成本習性詳細而適當的計算；過於複雜，將不易專注於關鍵決策因

素，使系統昂貴而沒有效益。 

5. 區分主次要作業 (Classify as primary or secondary) 

主要作業是指產出被組織單位的外部者使用，次要作業則是單

位內部支援主要作業的工作。區分作業的目的，在進行次要作業對主

要作業的成本分攤，和管理次要作業在主要作業中的比例。 

6. 製作作業圖 (Create activity map)  

作業圖表示功能、企業流程、和作業之間的關係，是分析作業

流程改善的第一步。作業會計圖(Activity accounting maps)描繪作

業並說明其耗用的成本結構。 

7. 終結並記錄作業 (Finalize and document activities) 

最後編製合成式的作業清單，提供組織架構、企業流程、和功

能分析的需求。 

(二) Turney 的作業分析準則 

作業分析瞭解工作為何執行、工作品質的績效標準，是消除浪費的關鍵，

並可以協助組織加強策略地位。就此價值分析與績效改善的目的，Turney 提

出四項分析準則 [Turne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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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界定不重要的作業 (Identify non-essential activities)  

具價值的作業有兩種類型：(1)對客戶是必要的；(2)對組織的

功能是必要的。其餘的作業都是不具價值的，是管理要消除的目標。 

2. 分析重要作業 (Analyse significant activities) 

一般企業有上百項作業，沒有時間和資源對全部的作業進行分

析。因此，著重在對客戶或企業運作具有重要性的作業上，改進這些

作業所得到的助益將會最大。 

3. 重要作業與最佳實務做比較 (Compare activities to the best 

practices) 

作業有價值並不表示有效率，應當和別家公司或組織中其他單

位中類似的作業做比較，此法稱為標竿管理(Benchmarking)。根據品

質、時間、彈性、和客戶滿意等因素評估，對照確認的最佳實務予以

評定。 

4. 檢視作業間的聯繫 (Examine the links between activities) 

許多作業在一工作鏈中運作以達成共同目標。妥善安排鏈中各

作業的聯繫關係，減少執行時間和重複工作。 

 (三) 季延平的企業程序分析步驟 

季延平認為，資訊系統的開發需要有整體的觀點，所設計的系統支援的

決策才不會產生對個別部門有利，卻對整體公司目標不利的情況。企業模型的

基本架構 [王存國等，民 85]，如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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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企業模型 

資料來源：王存國、季延平、范懿文，『決策支援系統』，(民 85.10) 

1. 活動模型： 

定義企業所實施的活動。目的在提供企業人員對組織所進行的活動一

個整體而有序的觀點，以瞭解其所從事的活動在企業中的角色，以及

制定決策時，受影響的活動，活動模型提供決策分析的基礎。活動模

型因觀點不同發展出功能模型和程序模型。 

(1) 功能模型 

傳統的活動模型係採用功能觀點，以組織圖作為企業的基本

模型。部門形成以功能式的分工和專業知識為基礎，每一功能描

述企業所做的某些事。功能觀點有一嚴重缺點，即各部門制定決

策時，常侷限於本身功能的觀點，只考慮部門內部，而未顧及其

他單位。 

(2) 程序模型 

程序觀點著重在工作本身，而非管理這項工作的組織結構

上。決策必須經由程序運作才能實現。只有採取和決策有關的程

序觀點，才能評估決策的成效。同時，因為對作業活動的了解，

為組織提供了管理方面更清楚的洞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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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模型： 

資料模型說明公司為運作其各個不同業務所需要的資訊，為企業

中資料結構和業務規則的詳細說明。資料模型包含了現實世界中實際

或抽象物件的代表、其特徵或屬性、以及其相互關係的一組圖表。使

我們能夠揭示組織中未被察覺的需求。 

建構企業活動模型(Activity modeling)中的程序模型，學者季延平提出

執行企業程序分析的五個步驟 [季延平，民 85]： 

1. 發展企業程序模型 

企業程序模型的目標在鑑別組織中的主要程序流，這些程序可

以進一步被分解成子程序和它們的支援活動。企業程序模型指出公司

的主要程序及彼此間的關係。 

2. 標明程序的產出 (產品和服務) 

選定一子程序作進一步的分析後，第一步是定義子程序的產

出。產出是子程序所產生的任何產品或服務，亦包括交易、資訊或程

序所產生的日常文書處理。 

3. 指明產品和服務的顧客 (包括內部和外部) 

不論是內部的或外部的顧客，都應同時作為子程序的產出被標

明出來。顧客的定義是非常重要的，它提供判斷活動的執行是否符合

顧客的需求的基礎。 

4. 標明在產出的創造程序中所執行的工作 

本步驟將活動記錄至可為公司提供有意義陳述的詳細層次，若

活動定義的太狹隘或太細節，會讓分析變得複雜而缺乏附加有用的資

訊。但是，活動定義太廣泛，將無法彰顯決策的影響。 

此外，在子程序中排定活動的順序。當有許多同時進行的活動

使用相同資源時，若欲使其成本得以共享，那麼定義出活動的序列便

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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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程序正確和完整最好的方法是利用群體會議，而非個別的

訪談。這個群體至少應該包括工作程序中每一個領域的代表。 

5. 標明程序的投入 

最後步驟是定義每個程序的投入，可以藉由歷史資料的收集，及

進行實際或面談員工的方式來決定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