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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為探索性的個案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架構，乃以醫療器材業研發

管理流程的作業流程與作業動因之分析為基本研究因子、再深入進行其作業

基礎成本制之建立為研究主軸，最後並針對個案公司研發流程作業基礎成本

制建立與公司策略之匯流為研究延伸。而研究方法，主要採行文獻探討與個

案研究。期以合理的研究架構與方法，完成此研究。如下分別詳細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經由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可以了解醫療器材業及其價值鏈的運作情形、

作業流程分析的進行與作業基礎成本制的基礎與觀念等。其中，從文獻所得

資料，可以了解作業流程分析與作業基礎成本制對醫療器材企業營運良瓠的

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依據相關理論，而建立如圖 3-1.1 的研究架構圖，據

以探討個案公司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本。 

公司策略
行銷面
研發面

成本計算
制度選擇
制度執行

產業環境
競爭程度
研發比重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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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行的研究方法，分別從研究方式、研究工具、個案進行階段與步

驟、資料分析等四方面說明： 

一、研究方式、對象與資料搜集分析 

（一）研究方式 

本研究乃採行「探索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與「個案式研究」（Case 

Study）為主的研究方式。 

1.採行「探索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之說明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乃探討個案公司研發管理流程建立作業基礎成本制

度時，各種相關議題與注意事項，期以了解個案公司研發管理流程如何建立

作業基礎成本制及相關的考量。不過，由於國內醫療器材業公司，一方面家

數甚少，且公開其運作者更少；二方面目前國內對於研發管理流程建立作業

基礎成本制方面的探討，仍屬起步階段，其成果並未明顯呈現，故而不適合

進行精細的驗證性研究。 

所以，本研究依據台灣大學楊國樞教授等的見解，乃採行「探索性研究」

（Exploratory Study）【楊國樞等，民 80】，試從實際情況的探討，發掘事件真

相，並深入研究其中發生的資訊策略之課題，以利研究的進行。 

2.採行「個案式研究」（Case Study）之說明 

本研究的進行，將分析醫療器材業及其研發管理流程、作業流程及作業

基礎成本制等相關文獻與研究，以了解其參考價值，並加以引援為本研究之

理論基礎。然而，因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由於一方面此類機構在國內的家

數甚少，因而參考資料較為有限。二方面，此研究主題的產生，乃是全球競

爭現實環境下，自然演變下的研究議題。 

因此，本研究根據台灣大學吳琮璠教授【民 81】的見解：個案研究適合

研究當前較新的、未曾有許多人研究，或較無堅強理論的研究議題，且是自

然現實環境演變下的研究問題－故而採行個案研究為主，相關業者訪談與文

獻整理為輔的研究方法,以利研究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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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我國目前醫療器材業經營成效較佳者，而選

擇這家公司作為本研究的個案公司，尚具有如下三點的考量： 

1.投入時間的洽當性 

首先，綜觀個案公司，雖未進行作業基礎成本制，但是為掌控研發管理

成本，已於研發流程記錄其各項重要成本，故投入研究的時間十分適當。因

為本個案公司，一方面成立時間雖已多年，但對於有關作業基礎成本制的議

題尚屬起步階段，則此時進行研究，較可吸引高層、中階與基層人員的投入

興趣。二方面個案公司於研發流程已具有實際資料，可供研發流程進行作業

基礎成本制的比較，亦較具有未來延伸與觸及的議題。所以，此時投入研究，

較能真確地了解個案公司人員的實際想法。因此，此時投入本個案公司的研

究時間上，十分恰當。 

2.研究資訊的客觀性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個案公司所表達與呈現的資訊，十分

具有真實性。因為本個案公司於研發管理流程，一方面並未建立作業基礎成

本制，則資料上較無先入為主的觀念。二方面並未成立相關單位，則較有容

納各家討論意見的空間。三方面進行作業基礎成本制之流程與動因分析工具

未固定，則人員的意見呈述較符合現況所需。所以，以本個案公司進行研究，

較能有效而廣泛地收集相關的意見與資料，而可配合個案公司推行作業基礎

成本制的進展。故而此個案公司的資訊，具有充分客觀性。 

3.協助態度的熱誠性 

最後一點，也是促成本研究較易切入核心的重要原因，即是此個案公司

的高層決策者、相關主管與營運同仁，皆感作業基礎成本制的研究，對該公

司的目前營運與未來發展的重要性(參考附錄二)。因此，對於本研究的進行,

非常支持。故而進行研究時，不僅獲得其非常開誠佈公與熱情親切的協助態

度。並且，在資料的收集與訪談的進行，也獲得充分且深入的資料，而不致

受限於表面的虛象。所以，較能促使本研究順利探討到問題的核心。因此，

個案公司協助研究的態度上，十分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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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蒐集方式 

本研究對於各種資料的蒐集，可分為三種方式： 

1.相關資料的整理 

為能詳實地了解個案公司台北總部研發管理作業基礎成本及相關議題的

狀況，本研究第一種資料的蒐集方式，乃針對如下三種資料：一為來自公司

內部的文獻，二則取於期刊雜誌等的報導，三是選自目前報章雜誌的評論等

的資料進行蒐集，再系統化地分析與匯整。 

2.訪談有關主管 

其次，為能更清楚瞭解個案公司，台北總部研發管理作業基礎成本的整

體面與個體面目前與未來情形，這方面的資料蒐集，不僅與個案公司的高層

決策者與中階主管，進行多次的訪談。並且，也特別前去訪談主要的負責責

推行台北分部作業基礎成本的主管，以促使資料蒐集的完整。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進行研究的工具，計有深入訪談與企業流程模型建立兩種。而其

使用情形，如下分別說明： 

（一）深入訪談 

對於此研究工具的使用，主要是訪談問題的建構，繼而按此訪談問題而

逐項分析。 

1.訪談問題的建構 

主要分成流程、動因與作業基礎成本制三方面設計。 

(1) 流程面： 

包含哪些活動、如何完成這些活動、完成活動所需人力（部門內或

部門外）、物力、系統等資源及其所需時間等。 

(2) 動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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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運作基礎、進行結構、涉及資源、運行週期、考評要點等特

質，對提出的作業動因之意見等。 

(3) 作業基礎成本制面： 

作業基礎成本制之制度設計方向、人員績效連結、產品成本影響、

制度未來發展等意見。 

2.訪談問題的分析 

接著，將受訪者對訪談問題的回答，陸續依問題、類別、項目等，而進

行資料的整理、歸納、說明等的文字分析工作。 

（二）企業流程模型建立 

對於個案公司台北分部之研發管理流程之分解，本研究採用可將複雜體

制或業務，清楚地以結構化模型表示的Integration DEFinition for Function 

modeling（簡稱 IDEF），從事建立模型，以幫助研究分析。如下先對此工具簡

單說明，繼而說明如何運用。 

1.工具介紹 

IDEF 分析工具源自於 SofTech 公司的 SADT(Structured Analysis and 

Design Technique)方法論。在 1990 初期 IDEF Users Ｇroup 與美國國家標

準與技術學會(Nation Institutes of Standards and Ｔechnology,NIST)合

作，建立了 IDEF0 及 IDEF1X 的標準，而後經美國空軍加以改良，並取其功能

模式(Function Model)發展而成。美國政府已於 1994 年將此工具公告為聯邦

資訊處理標準，並且已有眾多國際組織所接受，如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際

貨幣基金等。經由學術界與工業界地推廣與衍生，IDEF 方法論已經形成一個

完整的族群。 

IDEF0 是以結構化與圖形化的方法，將企業流程功能及與功能有關的物

件與資訊表達出來。其組成文件，可分成兩部分：圖形結構（Graphic 

Structures）與說明文字（Annotation Text），其呈現情形（該呈現，亦可

稱為 ICOM），如圖 3-2.1 所示。而此呈現模式的優點，乃可成功地應用於混合

體制的案例上，可以把人員､軟體（程序制度）､硬體（設備）､結果間複雜

的關係，清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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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作業

C：限制／控制條件(Control)

如作業參數、決策控制法則等

M：資源／機制(Mechanism)

如系統、設備、人員等

O：輸出(Output)

如成品、資訊(報表)

I：輸入(Input)

如原物料、原始資料等

 

圖 3-2.1：IDEF 圖形結構圖 

資料來源：陳正泰『作業基礎成本制資料架構之建立』，(1999) 

 

表 3-2.1：IDEF 圖形結構圖說明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說          明 

Activity Boxes 
活動方塊

(作業) 

代表系統活動、工作或功能。每個活動方塊必須

命名及編號，編號號碼必須在方塊之右下角。 

Ｉ(Input) 輸入 代表會被功能使用或轉變的事物 

Ｃ(Control) 控制 表示會使功能受到限制的事物。 

Ｏ(Output) 輸出 代表經過功能轉變後的結果 

Ｍ(Mechanism) 機制 代表功能經由何種方式被執行完成 

資料來源：陳正泰『作業基礎成本制資料架構之建立』，(1999) 

2.使用說明 

本工具的使用，一般分析方式大都採用從上而下、模組化、階層化及結構

化的方式進行。亦即本工具乃根據從上而下分解的性質，將流程分解成由許多功

能活動及資訊關係所成的階層化、結構化的功能模型。如圖 3-2.2 所示。 

另外，並透過圖形與文字的描述，表達企業模型內各活動與活動間的關係

與交換資料，實體物品的流動方向。而 IDEF 的第 0 層，是所有模型的最頂層，

表現整個企業模型的範圍。如圖 3-2.3。由於 IDEF0 由上而下的分解方式，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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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系統得以使用一分層系統化節點加以表達，如圖 3-2.4 來表達整個系統的概

觀，使 IDEF0 能讓管理者與作業者能更清楚明瞭。 

 
圖 3-2.2 IDEF0 階層分解圖 

資料來源：Marca,David A. and Clement L.MacGowan，『IDEF/SADT Business 

Process and Enterprise Modeling』, (1998) 

NODE: T ITLE: NUMBER:進口部作業 
A-0

0

進口部作業

進口合約

短卸證明

開發客戶需求

舊客戶名單

國外指派進口需求

進口艙單

更正說明書C/A

貨主報關需求

貨主更正切結書

EDI艙單資料

溢卸證明

急櫃申請書

STARNET
進口部

永久申請書成本 船期

 

圖 3-2.3： IDEF0 圖第０層範例圖 

資料來源：陳正泰『作業基礎成本制資料架構之建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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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IDEF0 Node Tree 

資料來源：Marca,David A. and Clement L.MacGowan，『IDEF/SADT Business 

Process and Enterprise Modeling』, (1998) 

 

3.IDEF0 的設計基本原則 

(1)除最上層 A-0 圖外，所有圖面至少要有三項作業，但不可多於六項。 

(2)每ㄧ作業至少有ㄧ輸入項、有ㄧ控制項、與一輸出項資訊，但任項目資

訊應盡量控制於六項內。 

(3)模型中每一圖面必須符合所定義的範圍(Context)、目的(Purpose)與觀

點(Viewpoint)。 

4.本研究對 IDEF 的運用 

本研究對於此研究工具的運用，主要是按上述的訪談問題，再將其訪談與

訪後的分析結果，按個案公司整體營運與研發個體主要作業的過程，將其流程有

系統地呈現，並把涉及的相關議題一併呈現，進而作為本研究相關說明與分析之

依據，以及後續結論與建議提出的重要根源，並希望藉此工具之應用試圖找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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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或重複作業流程及效率不彰的資源，提供個案公司參考。並以此結果當成作業

基礎成本制度實施過程中之作業字典及成本動因之基礎。繪製 IDEF0 流程程序如

圖 3-2.5 所示。 

 

圖 3-2.5 個案公司研發管理流程 IDEF0 之建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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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進行階段與步驟 

本研究的進行，乃從民國九十七年一月起至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完成，全

程約為六個月。其進行過程與步驟，說明如下： 

（一）個案研究的進行 

本研究對於個案公司研究的進行，可分為四個階段。並且為避免受訪者

感到壓力，研究者僅帶筆與訪談問題，並未錄音，盡量以聊天的方式進行。 

第一階段，首先向個案公司之高階決策者進行訪談，以了解公司營運發

展的整體觀念與運籌方向、對研發管理流程成本現況的整體評論與策略方

向、對研發管理流程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的未來預期與規劃重點、對研發管

理流程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產生的效益與引導的願景等大方向的訪談。 

第二階段，乃針對個案公司之中階幹部進行訪談，以了解公司相關部門

執行面的想法，如公司營運發展對研發管理流程成本主軸的處理、處理其成

本的困難等。對公司研發管理流程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的發展重點、推行的

困難處等。對公司研發管理流程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的需求或期望、效益提

供、發展重點、執行方式等的訪談。 

第三階段，則將前面兩個階段所收集與分析後的資訊整理，再請個案公

司之高階決策者、中階主管過目指正，並與之加以討論，請其再補充與說明。

並針對個案公司研發管理流程目前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所面臨的狀況，加以

建議，以作為個案公司未來的改進與調整方向。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進行步驟，如圖 3-2.6 所示。 

首先，先與指導教授確認研究方向。其次，在指導教授的指點，文獻探

討的佐證以及個案公司的初訪後，經過不斷的修正後，而定出研究架構。再

者，開始深入訪談，進而將所得的各種資料，分別分析出個案公司的整體面

資料，並以 IDEF0工具呈現分析後的個體面資料。最後，針對上述分析後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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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而提出本研究的結論，及對個案公司與研究上的相關建議，以完成本研

究。 

IDEF0模型建立

個案描述

修正

修正

確定研究方向

訂定研究架構

作業基礎成本制之
相關文獻研究

進行個案公司初訪

個案公司資料收集

個案公司深度訪談

提出研究結論 提出研究建議

醫療器材產業相關
文獻及產業現況

作業流程分析之
相關文獻研究

進行文獻探討

發展建立ABC制度模型

 

圖 3-2.6：研究步驟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