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第四章 案例分析 

本研究乃針對個案公司台北研發部門的相關成本費用為研究範圍，期望透過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實施，對於醫療器材相關產業之研發費用能有效釐清，並作

為個案公司其他部門推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參考。所以，如下從案例之背景與

現況、原有的費用分擔程序與作業基礎成本制之建立等，三方面進行說明並分析。 

第一節    背景與現況 

對於本研究之案例，如下從個案公司的沿革、營業方針、組織結構、研發

部門詳加說明。 

一、公司沿革 

個案公司為一公開發行之上市櫃公司，成立於民國七十七年，成立時實際

資本額二百萬元，創立時以生產、銷售文具產品為主要業務，民國七十九年決定

跨足家用醫療器材產品，積極鎖定研發居家使用(Homecare)電子醫療產品，民國

八十一年研發成功，隨即進入臨床測試，民國八十三年以 510(K)的認證方式取得

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核准上市，該產品成為美國市場第二家獲准上市的生

產廠商(第一家為日本 OMRON  公司)。民國八十五年獲得歐盟醫療產品 CE 認證。

民國九十年將生產基地移往大陸華東地區，台北總公司保留研發(含認證)、業務、

財務、品保等部門。民國九十六年研發另ㄧ醫療院所使用臨床電子測量儀器成

功，以 510(K)的認證方式取得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核准上市。民國九十七年積極

研發治療性器材成功，現進行臨床驗證階段(民 97年 5 月)。 

二、營業方針與研發方向 

個案公司歷經市場激烈的競爭，經營團隊將以「精實再造、利潤優先」作

為營運策略，主要將著眼於各流程之全面改造調整與業務面做好客戶管理。(民

96年) 

因為研發工作是醫療器材業的價值鏈中最重要價值流程之一，而個案公司，

亦將發揮其核心競爭力繼續大力投入研發經費，也將持續並加速將研發成果商品

化。企業的經營唯有面對市場競爭，才能凸顯競爭力之所在，而個案公司亦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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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強化面對競爭的能力，不僅追求成長，更將以能提供精準可靠的產品及最佳的

服務，將專業醫療檢測器材融入家庭為職志。 

醫療器材的研發攸關人類生命福祉，而個案公司研發方向為電子醫療器材產

品為主，首重便利性、準確性與可靠性，期望提供使用者最佳的性能/價格比之

產品，能有效監測或早期發現慢性疾病的量測器材，以及慢性疾病所需的家用器

材，減低醫療費用支出。其次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指出，心血管疾病群（高膽

固醇、高血壓、動脈硬化等）及糖尿病均已成為前十大死因之一，因此結合數位

產業發展趨勢‐數位化、居家化、無線傳輸化、N合一化，個案公司未來產品開

發亦將朝此方向，積極耕耘。又因人口老化趨勢不可避免，因此發展遠距醫療所

需的終端產品，亦為個案公司的發展重點，希望透過異業參予或結盟方式能建立

完整遠距醫療體系。 

個案公司亦希望藉由擴大與醫療院所合作，開發出有需要且有市場性之新

產品，並經由工業局產業科專之申請引進臨床醫師參予研發工作，以利開發的工

作能符合使用者需求，避免開發完成後因應臨床需求而多次修正。並藉由工研院

等國內外相關單位之技術移轉或專利授權方式，縮短開發時程加快產品上市時

間，藉由擴大產品線增加經濟規模。 

對既有產品之功能持續加以改良精進，藉由增加新功能避免價格競爭導致

獲利衰退。並參考生產單位意見，於產品研發階段加入新的設計理念，擴大自動

化生產與檢驗的能力，保持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 

三、組織結構與主要市場分佈 

個案公司目前在台北總公司從業人員約為 100 人，在大陸華東生產基地約

為 1500 人。台北研發、業務、行政管理等各部門人員比例約為 5:3:2  其組織

架構如圖 4-1.1，台北研發部門細部組織架構如圖 4-1.2。大陸華東生產基地組

織架構如圖 4-1.3，大陸華東生產基地研發部門細部組織架構如圖 4-1.4。而個

案公司主要市場分佈如圖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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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個案公司台北總公司組織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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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個案公司台北總公司研發部門細部組織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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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個案公司大陸華東生產基地組織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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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個案公司大陸華東生產基地研發部門細部組織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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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個案公司市場分佈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提供 

四、研發部門工作與組成 

(一) 技術處長： 

負責與督導全公司研發工作。對外執行新產品開發之相關合作與規劃事

宜。台北總部研發單位課級以上人員之任免、考核、與工作方針之擬定，華東研

發單位部級以上人員之任免、考核、與工作方針之擬定。研發方向之擬定與新產

品標的之選擇。參與公司經營層級決策會議，並列席股東會與董事會報告。召集

開發規劃審查會議。研發部門預算之規劃與掌握。協助相關單位研發需求之工作

指派與審核。 

(二)  研發一部： 

負責新產品之外觀及機構設計與分析  (表單：產品外觀圖  RD‐4‐056)、3D/2D 

圖面製作(表單：2D機構圖 RD‐4‐057)、新開發產品之機構相關模具設計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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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新產品儀器治具相關開發問題解決、布類等設計開發工作。負責表單如下：

1.  產品外觀圖。  2. 2D機構圖。  3.  產品開發機構規格書。4.  電路板板框圖。

5.  爆炸圖。6.  機構材料清單。7.  產品上標示(Label)之設計。 

  (三)  研發二部： 

負責新產品之技術開發、管理新產品導入事宜及其它部門技術支援、電子

材料的測試與承認、LCD/PCB layout、軟體及電子電路設計。負責表單如下：1.  產

品開發電子規格書。2.程式撰寫紀錄單。3.軟體修改履歷表。4.軟體開發計畫流

程。5.軟體測試要點。6.使用者操作介面。7.LCD支援圖。8.學習代碼表。

9.Software/hardware verification。10.code review。11產品規格書。12.電路方塊

圖。13.PCB layout  圖。14.LCD layout  圖。15.電子材料清單。16.EN 60601‐1‐4  測

試報告。17.臨床測試報告。18.電子電路圖。 

(四)  研發三部： 

負責特定開發專案與產線規劃設置、關鍵零配件設計開發與產線規劃。負

責表單如下：1.  產品外觀圖。2. 2D機構圖。3.  產品開發機構規格書。4.  爆炸

圖。5.  機構材料清單。6.  產品規格書。7.電路方塊圖。8.PCB layout  圖。9.LCD layout

圖。10.電子材料清單。 

(五)  產品驗證部： 

負責產品軟體驗證、產品機構驗證、產品試產後,法規面測試與成品整合性

測試與驗證、EMC/客戶樣機、  測試與驗證、自製儀器設備驗證。負責表單如下：

1. EN 1060‐1/EN1060‐3  測試報告。2.EN60601‐1  測試報告。3.MDD  基本要求。4

整合性測試‐硬體&韌體驗證  5.整合性測試‐機構驗證。6.精準度校正程序

RD‐4‐014。7.EMC  測試。 

(六)  專案管理室： 

負責管控專案進度、產品資料維護、發行試產確認書、協助業務部門及跟

催各項專案進度。 

(七)  研發管理室： 

負責研發文件管理、專利搜尋申請及管理、E‐BOM建立、設計變更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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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管理及相關對外聯絡事宜、建立研發處之相關 ISO 及內部流程、蒐集新產

品、新開發技術之相關資訊。 

台北研發部門的組成分析如圖 4-1.6[1]～圖 4-1.6[4] 

 

圖 4-1.6[1] 個案公司研發人員年齡分佈圖(2008)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提供;本研究整理 

 

圖 4-1.6[2] 個案公司研發人員在職年資分佈圖(2008)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提供;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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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3] 個案公司研發人員在職學歷分佈圖(2008)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提供;本研究整理 

 

圖 4-1.6[4] 個案公司研發人員專長背景分佈圖(2008)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提供;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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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案公司研發部門台北及華東生產基地之分工: 

因本研究主要以台北總部研發管理流程為範圍，並未包含華東生產基地之

研發流程，因此以下說明兩地分工概況，便於流程分析。 

(ㄧ)  研發主程序 

個案公司台北與華東生產基地之研發工作，主要分工在於試產(Pilot Run)  程

序，試產程序前之所有程序皆由台北端負責主導，試產程序後由大陸華東生產基

地研發人員負責主導，台北端人員只扮演協助之角色。而此一試產程序則由兩地

研發人員協同完成。 

(二)  模具相關事項 

  外型及機構設計由台北負責，模具設計及製造由大陸華東負責。若於模具設

計及製造階段發生疑義時由台北負責協助處理，若非經台北相關單位主管同意，

大陸華東工程單位不得任意變更。 

(三)  業務相關支援 

個案公司研發內容包含相當比重之 OEM工作，且醫療相關產品於販售後，

任何有關品質之相關資訊收集與整理，皆為必要且攸關下一產品開發設計時之改

善重要參考依據，因此與業務部門或直接面對客戶之作業亦佔有相當比重，有關

客戶服務、客訴分析等有關事項皆由台北負責主導，但因生產而產生相關品質事

項經由台北分析確認後，由大陸華東負責驗證與批量確認。 

(四)   生產單位相關支援 

個案公司有關各產品，於『生產準備階段』時各生產單位所需之作業指導

書，皆由台北人員負責起草，華東生產基地工程單位協助各生產單位完成之。『生

產階段』所發生之任何工程設計疑義、工程設計變更、生產參數定義修正、非主

要零配件之承認作業，亦由華東生產基地工程單位負責，台北研發單位只負責主

要零配件之定義與承認作業。 

(五)   指揮體系 



65 
 

所有台北及華東有關研發與工程相關單位皆由「台北研發處主管」直接指

揮統轄，但派駐華東之工程相關單位其行政督導由「華東生產基地總經理」負責。

若遇緊急生產狀況時，華東研發工程最高主管可經華東生產基地總經理同意直接

緊急處置，並於 24小時內取得台北研發處主管追認其緊急處置之方式。 

華東研發工程所屬各「部」級單位實施雙軌管理，其工作內容與考績由「華

東研發工程主管」及台北相對應「部級主管」共同管理，遇有不同意見時由台北

研發處長負責協調。而人員任免之權責，華東「部」級單位主管由台北研發處長

負責，以下單位由「華東研發工程主管」負責之。 

第二節 原有研發費用的分攤程序 

案例公司原有的研發費用分攤，乃採實際成本制的計算方式，除了可以直

接歸屬於研發專案的相關成本及費用採直接歸屬至研發專案之成本外，其餘無法

直接歸屬之研發費用則採合理且有系統的方式分攤至各研發專案，其作業程序如

下： 

一、直接與間接成本之區分 

針對研發專案與非研發專案之支出均設定一惟一的編號，任何研發支出於

申請會計單位立帳時，均將該編號輸入 ERP系統中以便累計可直接歸屬研發專案

之成本。 

二、計算基礎‐人工與機器小時 

研發部門每位工程師級以上人員，均須詳實紀錄每日的工作內容及工時紀

錄於研發週報表中,而針對一定金額以上機器設備，亦須詳實紀載各研發專案所

使用的時數。 

三、新增資本支出的屬性之辨識 

(ㄧ)獨特性資本支出 

係指為某一研發專案特有的資本支出，而無法為研發部門共用者。 

(二)共用性資本支出 



66 
 

即非特有專案使用而可供各個專案共用的資本支出，例如因為研發管制需

求，而須採購專供研發部門使用之電腦主機，則該資本支出即為共用性質，所產

生的相關折舊費用也須由所有研發專案共同分攤。 

四、分擔基礎‐會計科目 

以會計報表之損益科目為基礎，針對每個會計科目分別區分用以分攤的基

礎，因研發工作主要與人力資源相關，故除了可直接歸屬特定專案的研發成本及

與機器開機動用時間相關的費用外，均採人工小時為基礎分攤計算各個研發專案

所須承擔的成本。 

五、現有會計制度之問題 

基於上述說明可得知，其現有會計制度問題如下: 

･ 新增資本支出分攤不公平 

新增資本之折舊分攤除可明確歸屬單一專案外，若有二個以上專案共

用則視為共用性資本支出，因此造成分攤不公平現象。 

･間接人事費用分攤不公平 

行政支援單位的人事成本僅依所有專案平均分攤，無法實際得知真正

應分攤之金額多寡。 

･固定資產等折舊費用分攤不均 

依個案公司現有會計制度其實驗室、辦公室、會議室及倉儲空間亦以

所有專案平均分攤，因此造成分攤不公平現象。 

･其他支出費用分攤不均 

例如水電、差旅、快遞等雜項支出無法依專案使用程度分攤。 

･成本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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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個案公司某一開發案成果可能會使不同產品有不同程度的受益，因此若無

法分攤至產品別，將造成產品開發費用的誤導，產生決策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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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作業基礎成本制之建立 

基於保密原則，本章節以下所有有關個案公司之人員、金額等數字經過合

理之轉換，且轉換原則為轉換後依然保有足供分析之比例原則。 

案例對作業基礎成本制之建立，乃分成規劃階段、資料蒐集階段與分析設

計階段進行，故如下依序說明: 

一、規劃階段 

案例於規劃階段，根據 Turney (1991) 所述，而依序進行目標設定、描述

有助達成目標之事項、設定範疇、確立時間表、編列預算，如下分項說明: 

(ㄧ)目標設定與描述 

為了能將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工作能有效進行，除了高階主管的全力

支持外，全體參與者的共識亦不可或缺，建立共識的方法之一就是將參與者目前

面臨的困境詳細描述，尋求有效解決方案並能說服參與者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能有立即可靠地效益，如此將收事半功倍效果，個案公司設定目標描述如下: 

 1.有效掌握各項產品研發費用 

因為醫療器材有量小多樣、研發不易、認證耗時等特性，故研發費用佔產

品成本比例比一般電子產品更高，若未能有效釐清各項產品在研發期間之費用，

可能發生各項產品研發費用交叉分攤現象，而導致獲利無法正確評估，所以希望

藉由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能有效掌握各項產品研發費用。 

 2.於可行性評估階段能預期產品之開發費用 

以往產品於研發可行性評估階段，僅能概估機器設備及人力的投入金額，

未能有效地掌握該開發專案耗用公司其他資源的費用，因此對客戶委託設計開發

生產的產品造成開發費用報價上的困擾，無法有效說服客戶，因此希望能建立具

有前瞻性的系統。 

3.轉撥計價之研發費用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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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生產基地外移中國華東地區，業務相關活動由台北總公司負責，其國

外訂單一律由台北接單後再下訂單至中國華東生產基地，造成中國與台灣兩地稅

務機關對銷售產品的單價認定產生衝突，往往形成公司經營困擾，更甚者導至兩

地稅務機關對銷售單價懷疑，而有被指控逃漏稅之風險，所以建立一套有可性度

的研發費用分析模型，期望有助於此問題之改善。 

4.有效瞭解 Design In 前資源排擠狀況有利於研發決策之進行 

一個或多個新開發專案導入前，因同期間尚有許多開發專案在執行，若在

評估階段無法得知資源排擠狀況，輕則造成該開發專案延宕無法有效進行貽誤先

機，重則造成多項開發專案全面停擺，尤其在高成本的資源更為明顯。若未能在 

Design In 前能有效分析資源排擠與閒置狀況，將會導致無法預期的決策錯誤，

因此希望藉由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的導入能得知，當新開發案需增補各類資源時，

對整體研發成本影響性及預期現金流量之評估，支援決策之進行。 

(二) 設定範疇 

個案公司為首次建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但其最終目的是能推展至全公司

各個部門與中國華東生產基地，鑒於全面實施必須投入大量時間與精力，且對目

前已有資訊是否足夠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並無充分把握，故經過經營階層充分

考量後，並對各部門主管與主要人員訪談、問卷調查後，發現研發部門乃據具有

如下特性，故選擇研發部門作為此次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的單位(問卷調查題目

參見附錄表 APP-2.1 及 APP-2.2，問卷調查結果統計為附件圖 APP-2.1)。 

1.需求性 

從問卷中發現研發部門認為需要變革共識極高，研發部門主管對目前會計

部門提供各式會計報表，不能符合管理所需困擾不已，急需一套能符合需要並能

建立客觀衡量績效標準之管理會計制度，來計算、衡量、預估研發費用，並能有

效得知各研發單位對資源使用的效率。 

2.執行意願(配合度、使命感) 

經個案公司執行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基礎教育前，及基礎教育後二次問卷調

查，發現研發部門配合意願最高，且該部門主管及多數員工經溝通及說明後相信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能符合需要，願意完全支持此次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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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性 

依據訪談結果，本次選定的研發部門其經常性支出約佔全公司(僅計算台北

總公司以下資料同)35%，生財器具(研發用儀器設備)支出約佔 75%，而該部門人

員比例約佔 35%，成本標的具有持續性及未來性，因此對於該個案公司選定研發

部門將此次建構並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之經驗，傳承其經驗與方法至他部門或中

國生產基地具有可信賴性與符合代表性需求。 

(2)歷史資料充足性 

研發及生產醫療產品之品質規範極為嚴格，因此各先進國家皆要求於研發

階段必須保留所有的設計資料與儀器設備使用狀況之記錄，且必須保留重要研發

日誌甚至是研發草稿備查，基於上述理由，若要追蹤既有或已開發完畢結案之各

開發專案資源使用資料尚屬可行。 

(3)影響性 

對於首次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所需要之人力與物力皆非少數，因此必須

衡量執行部門對於日常工作影響程度，經訪談評估分析後，若經由協調會計部門

支援若干人力後，研發部門人力尚能以加班方式於期限內完成此一工作，不會對

既有研發工作產生過多排擠效應。且依問卷調查後發現該部門對新工具使用抗拒

感最小，而物力部分該個案公司最高管理階層亦允諾將全力支援。 

(4)學習性 

經分析 ABC 基礎教育前及基礎教育後二次問卷調查結果，個案公司研發部

門對接受新觀念與學習成果與學習態度最佳，此原因可能來自於於工程人員的背

景與工作內容，對新事物的接受度較高，並視此工作為學習機會樂於接受挑戰。 

因研發部門組織包含台灣與中國，為避免工作過於繁複，此次將只針對台

北總部實施。依 Turney(1991)[Common Cens]第 12 章設定範疇的內容，個案公

司此次建構並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主要範疇內容如表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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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個案公司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主要範疇 

實施部門  研發部門 

部門範圍  台北總公司 

成本標的選擇方向  產品線 A、B依機種別區分，其餘依產品線區分。

選擇作業的範圍  試產作業(含)前之所有研發流程。 

會計期間選擇 
此次導入會計週期選定為 96會計年度，但往後將

以季為單一週期。 

回溯管理或預算管理 
先以回溯式建構 96會計年度資料，但模型設計須

能符合預算管理所需。 

固定期間或整個生命周期 
此次研究先以固定期間，但模型架構設計須能符

合產品之全生命周期為目標。 

概念性運作或是持續運作 
此次研究先以概念性運作，衡量是否適合全公司

導入，並以持續運作為目的。 

指導委員會成員:處級以上主管，每月定期開會一

次，負責監督規劃與實行，並通過所有預算。 

專案經理:由個案公司實施部門研發處處長擔任。

組織架構運作  專案成員:研發處同仁全員參與、財會部門、IT部

門、稽核室等支援人員(支援期間脫離原單位節

制，由專案經理負責)。並組成流程分析改善小組、

資料收集小組、動因分析小組。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訪談；本研究整理 

(三) 建置組織 

個案公司為因應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建立臨時性跨部門組織如圖 4-3.1

所示，組成成員與工作內容如下: 

1.指導委員會 

由處級以上主管組成，每月定期集會一次，負責監督規劃與實行。通過執

行此專案之所有預算，執行單位之選定，範疇之釐清與定義並提供此一專案所需

公司層級之各項支援。 

2.專案經理 

由個案公司實施部門研發處處長擔任。負責此專案日常工作指揮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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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小組之間協調整合，協助處理其他部門應提供之各項資料與支援，召集公

司層級指導委員會定期會議並提出進度報告與待議事項，預算與進度表之提出。 

3.幕僚單位 

由會計單位、資訊單位及執行部門共同組成，人選由專案經理提出經指導

委員會通過，主要工作為承專案經理之命協助處理各項工作，並負責每周工作小

組層級之專案會議召開與進行，並參與小組工作會議，並將重要事項紀錄並報告

專案經理。 

非執行單位(非研發部門)之支援人員，支援期間脫離原單位之節制，由專

案負責人負責工作指派與監督，統一指揮權避免藉故延宕工作。 

4.流程分析改善小組 

小組工作人員由專案經理負責於執行部門內選任之，研發各單位(課級)皆

須有代表參加。主要工作為檢討目前研發部門內所有工作流程與定義，並執行

IDEF0 流程圖之繪製，協助完成流程改造事項。 

5.資料收集分析小組 

小組工作人員由專案經理負責於執行部門內選任之，研發各單位(課級)皆

須有代表參加。主要工作為釐清作業基礎成本制所需各項基礎資料，執行計時工

作並加以分析、整理內容，對持續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所需日常性資料加以規劃並

判斷是否執行自動化工作。 

6.動因分析小組 

小組工作人員由專案經理負責於執行部門內選任之並加入會計單位、資訊

單位及稽核室等相關支援人員。主要工作為釐清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資源動因與

作業動因。 

7.文書作業小組 

小組工作人員由專案經理負責於執行部門內選任之，主要負責專案期間各

項資料之收集與彙整與計算，包含日報週報之跟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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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委員會

專案負責人

流程分析
改善小組

資料收集
分析小組

動因分析
小組

文書作業
小組

幕僚單位

 
 

圖 4-3.1 個案公司建構及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之組織架構 

 (四) 確立時間表 

經個案公司高階管理幹部商討後，預估與整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建置與導

入以七個月為目標，主要時程如圖 4-3.2 所示。試別碼 1～3為前期作業階段此

階段包含目標設定、範疇設定。試別碼 4～9為模型設計階段。試別碼 10～11 為

產出階段。試別碼 12～15 為分析檢討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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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專案時程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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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編列預算 

預算編列分為內部成本與外部成本，預估費用與實際支出如表 4-3.2 所示。

內容說明如下: 

1.人事成本: 

人事成本不含處級以上主管人員之費用，預估導入階段為 7個月。其中包

含全職會計部門、資訊部門、稽核室支援人力各一名，借調期為 6個月。其餘為

研發部門投入之人力。 

2.說明會費用 

包含一次導入前說明會，一次試算結果說明會，一次成果發表會之餐點、

飲料等及其他雜項支出。 

3.其他資源與預備金 

包含紙張、文具用品、水電支出、會議、場地費用、誤餐費、儲存設備(硬

碟、光碟)等其他雜項支出。 

4.講師費用 

預估講師授課 12 小時分為 4個場次，一次為 IDEF0 模型建構與使用，其餘

三次為作業基礎成本制相關課程。 

5.講義與參考書籍費用 

此費用為配合外聘導師授課所需講議之影印費用與參考書籍費用。 

6.顧問費用 

此費用為外聘顧問協助分析產出之結果，並協助提供外部參考意見，此費

用因顧問為個案公司研發主管之友人，故只收取交通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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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個案公司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預算與實際支出表(新台幣元) 

成本別  項目  預算  實際 

人事成本  420,000  376,500

說明會費用  10,000  8,800內部成本 

其他資源預備金  100,000  65,100

外聘講師費用  35,000  30,000

講義與參考書籍費用  10,000  12,000外部成本 

顧問費用  10,000  10,000

總計    585,000  502,400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二、資料蒐集階段 

案例於資料蒐集階段，依序進行現行作業之分解、現行支出之擷取與重組、

資源動因之確認，如下分項說明: 

(一) 現行作業之分解 

對於現行作業之分解除由使用者提供現有流程、SOP、工作說明書等資料

外，並經由訪談與實地觀察後，案例乃採取 IDEF0 工具進行分解，而分解前之流

程表現例如圖 4-3.3[1]、圖 4-3.3[2]，從圖中可以發現並未對資源利用狀況有

任何描述，且對輸出與輸入的描述並不完善，並因未具有階層觀念，不易讓使用

者充分瞭解上下作業隸屬關係。而採行 IDEF 工具進行分解後如圖 4-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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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1]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前之流程表現方式[1]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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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2]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前之流程表現方式[2]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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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1]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之流程表現方式[1](A-0)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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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2]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之階層分解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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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3]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之流程表現方式(A0)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圖 4-3.4[4]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之流程表現方式(A02)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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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5]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之流程表現方式(A021)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圖 4-3.4[6]個案公司使用 IDEF0 工具之流程表現方式[6](A0211)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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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源建立(現行支出之擷取與重組) 

對現行支出之擷取，乃先對列於總分類帳的相關成本加以結合或拆解，其

程序如圖 4-3.5，而找出案例的資源資料，如表 4-3.3 所示: 

 

擷取會計科目資料
IDEF0 Mechanism

依性質與動因合併科目

依追溯或分攤分解科目

依成本標的再分解

 

圖 4-3.5 資源建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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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個案公司資源手冊 

項次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1  處長級人事成本 

2  經理級人事成本 

3  課長級人事成本 

4  初級工程師人事成本 

5  技術員級人事成本 

6 

薪資、福利、保險、伙食 

助理級人事成本 

7  水電費用  水電費用 

8  折舊費用  資訊設備 

9  辦公場地 

10  會議室 A 

11 

折舊費用 

會議室 B 

12  實驗室 A 

13  實驗室 B 

14 

折舊費用 

實驗室 C 

15  折舊費用  倉儲空間 

16  通用性儀器設備 

17  儀器設備 A 

18  儀器設備 B 

19  儀器設備 C 

20  儀器設備 D 

21 

折舊費用/儀器設備 

儀器設備 E 

22  交際費用  交際費用 

23  專利維護申請費用  專利維護申請費用 

24  認證費用  認證費用 

25  差旅費用  差旅費用 

26  通訊費用  通訊費用 

27  辦公場地/ 固定資產  休閒設施 

28  文具費用 

29  書報費用 
文具書報費用 

30  勞務費  勞務費 

31  委外設計費用  委外設計費用 

32  材料費用  材料費用 

33  臨床測試費用 

34 
測試費用 

EMC 測試費 

35  雜項支出  雜項支出 

36  快遞費用  快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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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現行支出重組，乃先將同性質（相似因子）的部分合併，以減少資

源數便於往後模型建立，但建立時的關聯性與關聯因子需詳加記載，作為往後分

析與修正模型之用。另外，在合併過程中應注意合併後對整體目的影響性不可過

大，以個案公司為例整體差異數不可大於 10%，以免影響其正確性。其進行如圖

4-3.6 所示。 

圖 4-3.6 案例現行支出重組圖 

1. 將資源動因為職工人數之部分合併於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伙食）項

下 

首先將依人工數為動因的項目合併後分攤加入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

伙食）項下。例如原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伙食）資源如表 4-3.4。其它

與人工數相關的資源內容如表 4-3.5。將依人數動因的五項資源加總除以 40 後

得出每人分攤 NT$10,125 元。再將此金額依人數加入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

伙食）2項下，得出表 4-3.6。 

表內通訊費用依個案公司資料指出此費用僅包含辦公場所電話、網路、傳

真等費用，出差時之通訊費用併入差旅費用內，因經個案公司試算後各人員之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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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金額通訊費用差異不大，故併入此資源項下。 

交際費用為同仁固定期間之聯誼聚餐等支出，且絕對金額不大，為簡化作

業故併入此資源項下。 

文具書報、雜項支出及休閒設施等費用亦因絕對金額不大，且與人員數有

一定程度關聯，經回溯 96 會計年度資料，各人員之使用絕對金額差異不大，為

簡化作業故併入此資源項下。 

 

表 4-3.4 個案公司資源重組表（1）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人數  會計年度金額 

處長級  1  NT$1,800,000 

經理級  3  NT$3,200,000 

課長級  4  NT$3,760,000 

工程師  12  NT$7,560,000 

技術員級  12  NT$5,300,000 

薪資、福利 

保險、伙食 

助理級  8  NT$1,800,000 

 

表 4-3.5 個案公司資源重組表（2）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人數  會計年度金額 

文具費用 

書報費用 
文具書報費用  40  NT$32,500 

雜項支出  雜項支出  40  NT$93,800 

折舊  休閒設施  40  NT$83,000 

交際費用  交際費用  40  NT$68,700 

通訊費用  通訊費用  40  NT$127,000 

 

表 4-3.6 個案公司資源重組表（3）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人數  會計年度金額 

處長級  1  NT$1,810,125 

經理級  3  NT$3,230,375 

課長級  4  NT$3,800,500 

工程師  12  NT$7,681,500 

技術員級  12  NT$5,421,500 

薪資、福利、保

險、伙食、文具書

報、雜項支出、休

閒設施、通訊費、

交際費 
助理級  8  NT$1,8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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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辦公場地折舊併入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伙食）項下 

因辦公場地大小是依職位高低而不同，且每位員工皆有屬於自己的辦公場

地，故可將此項資源支出依職等高低加權後併入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伙

食）項下，依實際比例計算後如表 4-3.7，合併至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

伙食）項下，如表 4-3.8 所示。 

 

表 4-3.7 個案公司辦公場地折舊資源重組表（1）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坪數比

例 
人數 

會計年度金額 

處長級  5  1  NT$60,185 

經理級  3  3  NT$108,333 

課長級  2  4  NT$96,296 

工程師  1  12  NT$144,445 

技術員級  1  12  NT$144,445 

折舊 /辦公場地 

金額(NT$650,000) 

助理級  1  8  NT$96,296 

 

表 4-3.8 個案公司辦公場地折舊資源重組表（2）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人數  會計年度金額 

處長級  1  NT$1,870,310 

經理級  3  NT$3,338,708 

課長級  4  NT$3,896,796 

工程師  12  NT$7,825,945 

技術員級  12  NT$5,565,945 

薪資、福利、保

險、伙食、文具書

報、雜項支出、休

閒設施、通訊費、

交際費、辦公場地 
助理級  8  NT$1,977,296 

3. 將水電費用併入各等級之薪資（福利、保險、伙食）及各場所折舊項下 

個案公司水電費用之分攤，因有大型倉儲空間，若僅依各場所坪數大小作

為資源動因將會有分攤不均現象，經歷史資料分析試算後採用坪數與人員各 50%

之複數動因，基於上述分析將水電費用 50%依各場所坪數大小分攤之，分攤比重

與金額如表 4-3.9。 

表 4-3.9 個案公司水電費用資源重組表（1）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坪數比例 分配後金額 

辦公場地 145/316 NT$96,361水電費用(50%) 

金額(NT$210,000) 會議室 A 8/316 NT$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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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 B 5/316 NT$3,323

實驗室 A 18/316 NT$11,962

實驗室 B 20/316 NT$13,291

實驗室 C 60/316 NT$39,873

倉儲空間 60/316 NT$39,873

其次將水電費用依其於 50%費用依人員數併入各等級薪資（福利、保險、伙

食）項下，如表 4-3.10 所示(每人分攤 210000/4=5250)。因辦公場地已於上一

程序分配至各等級薪資（福利、保險、伙食）資源，因此需將辦公場地之水電費

(NT$96,361)再依表 4-3.9 中各等級人員辦公坪數比例再分配至各等級薪資（福

利、保險、伙食）資源項下，結果如表表 4-3.11 所示。 

表 4-3.10 個案公司水電費用資源重組表（2）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人數比例 會計年度金額 

處長級  1/40 NT$1,875,560 

經理級  3/40 NT$3,354,458 

課長級  4/40 NT$3,917,796 

工程師  12/40 NT$7,888,945 

技術員級  12/40 NT$5,628,945 

薪資、福利、保

險、伙食、文具書

報、雜項支出、休

閒設施、通訊費、

交際費、辦公場

地、水電費用(50%)  助理級  8/40 NT$2,019,296 

表 4-3.11 個案公司水電費用資源重組表（3） 

原會計科目內容  資源  坪數比例 會計年度金額 

處長級  5/54 NT$1,884,482 

經理級  9/54 NT$3,370,518 

課長級  8/54 NT$3,932,071 

工程師  12/54 NT$7,910,359 

技術員級  12/54 NT$5,650,358 

薪資、福利、保

險、伙食、文具書

報、雜項支出、休

閒設施、通訊費、

交際費、辦公場

地、水電費用(50%)  助理級  8/54 NT$2,033,571 

4. 合併實驗室資源 

分析個案公司實驗室資源後發現個案公司共有 3間實驗室，且都是自購廠

房因此原會計科目皆為折舊項下，雖坪數大小與使用目的有些許差異，但因實驗

室內儀器設備皆已獨立選定為他項資源，及依個案公司 96 會計年度資料顯示其

年度折舊各約為 NT$80,690、NT$89,655、NT$268,965 元(數字經過合理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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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試算後若將實驗室 A及實驗室 B合併計算，其誤差影響性不大因此將此 2項資

源合併成為實驗室資源集 A，因實驗室 C金額差異數較大故不與合併，依舊獨立

存在，96 會計年度合併實驗室 A及實驗室 B後金額為 NT$170,340 元，將 50%水

電分攤加入後如表 4-3.12 所示。 

 

表 4-3.12 個案公司實驗室資源重組表 

原會計 

科目內容 

原資源 

名稱 

提列折舊金額 

(加計 50%水電分攤) 
合併後名稱  合併後金額

實驗室 A 
NT$80,690

+ NT$11,962

實驗室 B 
NT$89,655

+ NT$13,291

實驗室 

資源集 A 
NT$195,598

折舊‐實驗室 

實驗室 C 
NT$268,965

+ NT$39,873
實驗室 C  NT$308,838

 

5. 合併會議室資源 

經分析個案公司會計報表研發部門所擁有 2間會議室，其年度折舊金額各

為 NT$35,862、NT$22,414(合計 NT$58,276)，佔整個研發部費用低於 1/1,000

差異數不大，故合併視為單一會議室資源項下，經合併後如表 4-3.13 所示。 

表 4-3.13 個案公司會議室資源重組表 

原會計 

科目內容 
原資源名稱 

提列折舊金額 

(加計 50%水電分攤)

合併後 

名稱 
合併後金額 

會議室 A 
NT$35,862 

+NT$5,316
折舊-會議室 

會議室 B 
NT$22,414

+ NT$3,323

會議室 NT$66,915

6. 分解產品別層級的支出 

因個案公司產品區分過多，因此將合併多項產品為ㄧ成本標的，(請詳見『建

立成本標的』ㄧ節中說明)，首先將產品別層級的費用支出單獨記錄並排除於資

源項目，直到整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計算完畢後再依產品別加入，如表 4-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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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 分解產品別層級的支出 

資源別 金額產品別 產品別 應分攤金額 

A1 125,033

A4 125,033外型專利 375,100

A7 125,034

A1 12,538
認證費用 27,753

B3 15,215

經過上述六步驟合併後個案公司資源總表如表 4-3.15 所示。 

表 4-3.15 個案公司資源總表 

資源名稱/類別 金額 

處長級 1,884,482

經理級 3,370,518

課長級 3,932,071

工程師 7,910,359

技術員級 5,650,358

薪資福利等相關

合併資源(下簡稱

薪資福利資源) 

助理級 2,033,571

資訊設備 54,300

會議室 66,915

實驗室資源集 A 195,598
實驗室 

實驗室 C 308,838

倉儲空間 308,839

通用性儀器設備 180,722

儀器設備 A 276,000

儀器設備 B 724,270

儀器設備 C 72,000

儀器設備 D 321,800

儀器設備 

儀器設備 E 1,630,000

差旅費 678,000

勞務費 3,100,000

委外設計費 300,000

認證費用 538,700

專利維護申請 350,000

臨床測試費用 3,450,000

EMC 測試費 2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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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費用 182,500

交通/快遞費用 73,000

 

(三) 建立作業字典(作業中心與作業) 

個案公司參考 IDEF0 模型流程圖後將具有重要成本關鍵作業取出如表

4-3.16 所示，篩選方式為與個案公司作業執行單位主管及財會單位主管訪談後

並參考相應會計資料後選取。 

 

表 4-3.16 個案公司作業字典 

作業中心 作業名稱 作業類型 

 1 可行性評估作業 評估 

 2 支援其他部門作業 支援 

 3 專利評估申請作業 智財 

 4 技術移轉作業 基礎研究 

5 軟體設計作業 

6 外觀設計作業 

7 機構設計作業 

8 模具設計作業 

9 電路設計作業 

10 PCB 設計作業 

設計作業 

11 LCD 設計作業 

設計 

12 機構測試作業 

13 軟體驗證測試作業 
內部測試 

作業 
14 整合性測試作業 

15 EMC 測試作業 外部測試 

作業 16 臨床測試作業 

測試 

 17 樣品製作作業 

 18 Try Run 作業 

 19 Pilot Run 審查作業 

試產 

 20 設計變更作業 設計變更 

 21 專案管理作業 

 22 E-BOM/P-BOM 作業 

 23 SOP 撰寫作業 

 24 認證申請作業 

後勤文書 

 25 重要零配件設計 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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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確立資源動因 

依文獻資料資源動因應以盡量追溯為原則，因個案公司已執行經濟部工業

局業界科專計劃，且醫療器材業需符合各國相關法規，其相關動因量資料相對完

備，例如實驗室使用記錄、工時記錄、儀器使用記錄等因此本此導入作業基礎成

本制，動因盡量以直接追溯為原則，基於上述原則資源動因如表 4-3.17。 

 

表 4-3.17 個案公司資源動因 

資源名稱  資源動因  選用說明 

處長級  人小時數 

經理級  人小時數 

課長級  人小時數 

工程師  人小時數 

技術員級  人小時數 

助理級  人小時數 

因人事類資源佔總資源金額比重超過 50%，因

此為關鍵性資源，為求準確性故依時數百分比

為動因。分攤方式為： 

(該作業時數百分比/總作業時數百分比)×資源

金額 

資訊設備  電腦數  (該作業電腦數/總電腦數)  ×資源金額 

會議室  使用次數  (該作業使用次數/總使用次數)  ×資源金額 

實驗室資源集 A  小時數  (該作業時數/總使用時數)  ×資源金額 

實驗室 C  小時數  (該作業時數/總使用時數)  ×資源金額 

倉儲空間  坪數  (該作業倉儲坪數/總倉儲坪數)  ×資源金額 

通用性儀器設備  小時數  (該作業時數/總使用時數)  ×資源金額 

儀器設備 A  次數 

因該項設備每單次使用時間皆為固定，故依次

數為動因，分攤方式為： 

(該作業次數/總使用次數)  ×資源金額 

儀器設備 B  小時數  (該作業時數/總使用時數)  ×資源金額 

儀器設備 C  使用比例 

該項設備年代較為久遠，未能設置使用記錄故

依訪談分析依各主管認可比例分攤，分攤方式

為： 

該作業所佔百分比×資源金額 

儀器設備 D  小時數  (該作業時數/總使用時數)  ×資源金額 

儀器設備 E  小時數  (該作業時數/總使用時數)  ×資源金額 

差旅費  估計比例 

因各次出差不一定只為單一作業，故無法直接

追溯，經回溯歷史資料並訪談後依各主管認可

比例分攤，分攤方式為： 

該作業所佔百分比×資源金額 

勞務費  直接追溯  (該作業費用/總費用)  ×資源金額 

委外設計費  直接追溯  (該作業費用/總費用)  ×資源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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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費用  直接追溯  (該作業費用/總費用)  ×資源金額 

專利維護申請  直接追溯  (該作業費用/總費用)  ×資源金額 

臨床測試費用  直接追溯  直接追溯至作業 

EMC 測試費  直接追溯  直接追溯至作業 

材料費用  直接追溯  直接追溯至作業 

技術移轉權利金  直接追溯  直接追溯至作業 

快遞費用  直接追溯  直接追溯至作業 

 

 

三、分析設計階段 

對於分析設計階段，依序進行建立成本標的、建立作業動因與實際結果輸

出，如下分項說明: 

 (一) 建立成本標的 

個案公司目前共有兩項成熟產品線、一項剛上市新產品及多個開發中的開

發案，本次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成本標的選定以兩項成熟產品線在 96 會計

年度有動用研發資源的產品別、一項剛上市新產品及一個接近完成的開發案為成

本標的。 

而兩項成熟產品線以 OEM、ODM 業務為主，約佔公司整體營業額 93%(資料來

源:個案公司提供)。因為避免各國經銷商因相同外型或功能造成彼此惡性競爭，

故個案公司採用不同外觀、功能、LCD 作為產品機種的區分。因此造成產品機種

過多，依個案公司資料顯示第一項產品線目前共有 36 個機種，第二項產品線目

前共有 42 個機種，第三項產品線目前只有 1個機種。如果本次導入作業基礎成

本制度就以現有機種作為成本標的，因尚未電腦化將造成資料量過於龐大，而失

去效率，因此必須尋求縮減成本標的有效作法，且不能造成成本計算誤差過大。

經公司層級指導委員會開會通過以 80%的成本正確率，為此次建構作業基礎成本

制度模行之最低差異容許目標值。 

基於上述結論，經工作小組層級開會討論並經過試算後，決定將兩項成熟

產品線之機種各自進行合併重新組合，並以盡量減化產品而達到 80%的成本正確

率要求為底線。個案公司原兩項成熟產品線分類方式如圖 4-3.7 所示，主要以外

觀、軟體設計及 LCD 等不同所組合而成，作為機種之分類。第一步作法經試算後

發現，LCD 設計作業最複雜與最簡單的設計耗用資源量差距不大，實際金額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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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20,000 元，而最高與最低差距 10%，且並未對其他作業造成影響，故先

將此分類方式取消，合併後如圖 4-3.8 所示。 

經分析後發現外型不同而影響的作業，包含兩個主要的作業項目一為外型

設計作業，另一個為機構設計作業。而外型設計作業對不同外形設計的資源耗用

量差距極小幾乎可以忽略，而機構設計作業則因外型不同而有些許差異，經整理

3年歷史資料並以 A4 圖紙數當成作業動因，試算後其最高差異實際金額約為新

台幣 100,000 元，差異比例約為 25%，經衡量整體研發費用約為 4千萬因此其差

異影響數可忽略不計，故亦將此分類方式取消，合併後如圖 4-3.9 所示，A1、A2、

B1(B2、C1、C2)、A3(B3、C3)。 

而分類項目之一的軟體設計部份，其作業主要為軟體設計作業經試算後約

有 300%(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提供)高低差距，且因軟體版本不同對後續作業如軟

體驗證、臨床測試、認證作業等在費用上皆有極大影響，因此保留此項產品分類

方式。 

最終個案公司此次導入作業成本制度之成本標的如圖 4-3.10 所示。其中產

品線三為一新產品即將上市之新產品，而開發中產品已進行至臨床測試作業，因

上述成本標的包含成熟產品、已開發完成將上市、及開發中產品已具代表性，為

避免首次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度過於複雜，故其他開發中產品未列入此次模型設

計範圍。 

當完成合併後需注意的是若有直接歸屬到產品別的資源支出，應該於 2階

段分攤後，將該資源直接加入該產品別，例如我們合併計算外形不同的類別，但

新式樣專利支出應直接加到該產品別內。其產品間合併的關係圖如圖 4-3.11 所

示。 

 



93 
 

圖 4.3.7 個案公司原產品線分類方式示意圖 

 

圖 4.3-8 個案公司取消 LCD 分類方式後產品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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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個案公司取消 LCD 及外型分類方式後產品別示意圖 

圖 4.3-10 個案公司最終成本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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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A

產品B 產品C

產品D 產品E

產品F產品G

產品H 產品I

產品集A

產品集B

產品集C

產品群A

圖 4.3-11 個案公司產品間合併關係圖 

 

(二)建立作業動因 

作業動因的選定攸關作業基礎成本制度模型設計的成功與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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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直接追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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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圖

4-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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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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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A 作業B

成本標的A 成本標的B

A2 A1 A1 A1A3 A3

A1:直接追溯    A2:依使用比例    A3:依使用次數

直接追溯 使用比例 直接追溯 使用次數

複數作業動因分攤例

A2

成本庫
$1000

次成本庫
$800

次成本庫
$200

成本庫
$5000

次成本庫
$3500

次成本庫
$1500

圖 4-3.12 複數作業動因分攤例 

例如下： 

個案公司於 96 會計年度，軟體設計作業總支出為 NT$4,763,323 元。其中

記錄可追溯至產品群 (產品別、產品集)金額合計 NT$4,408,441 元，其中(1)主

要實際執行人員，人事支出金額以研發人員開發記錄簿記載，依工時比例換算至

各產品。(2)勞務費、委外設計費、差旅費亦有記錄記載可追溯至產品群 (產品

別、產品集)。無明確工時記錄之次要為人事支出金額、儀器設備折舊、會議室

使用等合計 NT$354,882 元。經計算可直接追溯至產品與非直接追溯至產品金額

比例約為 92%：8%。依個案公司提供資料顯示，若以資料收集觀點，收集主要支

出部分(92%的部份)所需成本與將非直接追溯至產品部分改為執行記錄並追溯

(8%的部份)至產品，所增加的成本約為 1：8，由此可發現不符效益。因此採用

將重要支出直接追溯，次要且繁複的其他支出依正相關之程式大小為動因，可符

合效率與準確性雙重要求，避免為求效率而訂定模糊不清的作業動因，造成執行

作業基礎成本制度後有導入之實，卻無顯著效果的狀況發生。整體作業動因如表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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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 個案公司作業動因動因表 

作業名稱  作業動因  選用說明 

1可行性評

估作業 

1會議次數 

2報告總頁數 

本項作業大致分為幹部評估及報告內容撰寫，

幹部評估耗用資源金額較高且皆以會議形式執

行作業，而工程師(含)以下層級作業以報告內

容撰寫為主，基於上述理由將作業動因分為 2

項。工程師(含)以下層級以下之費用(薪資福利

資源)以報告總頁數為動因，其餘費用以會議次

數為動因。簡易式可行性評估作業為一單位量,

非簡易式為二單位量。分攤方式: 

1.會議次數:(該成本標的會議次數/總會議次

數)×  (可行性評估作業成本庫‐本作業成本庫

內工程師薪資福利‐本作業成本庫內技術員薪

資福利‐本作業成本庫內助理薪資福利) 

2.報告總頁數:  該成本標的報告總頁數/總報告

總頁數)×  (可行性評估作業成本庫總金額‐可行

性評估作業成本庫內會議次數金額) 

2支援其他

部門作業 

1直接歸屬 

2依比例 

依支援其他部門之目的區分，若能歸屬至產品

別則直接分配，屬整體性配合他部門運作則依

產品群均攤。EX:會議,教育訓練協助參展等。 

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依比例:((1/產品群數目)  ×1/該產品群之產品

集總數×  (支援其他部門作業成本庫總金額‐支

援其他部門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餘數部分由 D產品吸收) 

3專利評估

申請作業 

1 直接歸屬(產品

別) 

2次數 

專利評估作業包含專利(商標)申請、維護年費

及工作層級之工作費用，而個案公司申請之專

利(商標)可分為單一產品別使用、產品集別使

用、產品群使用、全產品使用(圖 4‐3.12)，因各

項專利(商標)可清楚區分故採直接追溯，而工

作層級費用則依申請次數分攤(全產品使用之

次數則依產品群別平均分攤，本次共有 4產品

群別故每一次作業各產品群別分攤 0.25次)。分

攤方式: 

1. 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 次數: (該成本標的次數/總次數)×  (專利評

估申請作業成本庫總金額‐專利評估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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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餘數部分由 D產品吸收) 

4技術移轉

作業 

1直接歸屬 

2參與人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承接公司外部單位研發成

果，因此直接發生之權利金依成本標的直接追

溯，其餘費用則依實際參與人次數分攤。 

分攤方式: 

1. 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  參與人次數: (該成本標的參與人次數/總參

與人次數)×  (技術移轉作業成本庫總金額‐技術

移轉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5軟體設計

作業 

1直接歸屬 

2 Kbyte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醫療器材內控制晶片單元

之韌體(Firmware)設計撰寫工作，其主要費用支

出為人事成本與儀器設備折舊，且金額比例甚

高，且個案公司已建立其費用紀錄，因此追溯

方式採用直接歸屬為主。其中包含勞務(非特定

產品別)、委外設計(特定產品別)費用、差旅費

及經理級、課長級、工程師級、技術員層級薪

資福利及儀器設備折舊，其餘費用(處長、助理

層級薪資福利等)，因主要內容為審核各項輸出

資料(處長)與單位內測試及說明撰寫與流程繪

製(助理層級)，與程式大小關聯性極高，且費

用比例較低因此依程式 Kbyte  比例分攤。 

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 Kbyte數: (該成本標的 Kbyte數/總 Kbyte數)×

(軟體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軟體設計作業成

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6外觀設計

作業 

1直接歸屬 

2設計圖張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各成本標的外型設計工

作，其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本與儀器設備折

舊，個案公司已建立其費用紀錄因此經理級、

課長級、工程師級、技術員層級薪資福利，分

攤方式採用直接歸屬為主。其餘費用(處長、助

理層級薪資福利、儀器設備折舊等)，主要內容

為審核各設計草圖(處長)、說明撰寫與儀器設

備使用等與設計圖張數關聯性極高，且費用比

例較低因此依程式設計圖張數比例分攤。 

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99 
 

2.設計圖張數: (該成本標的設計圖張數/總設計

圖張數)×  (外觀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外觀設

計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7機構設計

作業 

1直接歸屬 

2 A4設計圖張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接續定案後各成本標的外

型設計之結構設計工作，其主要費用支出為人

事成本與儀器設備折舊，個案公司已建立其費

用紀錄因此經理級、課長級、工程師級、技術

員層級薪資福利，分攤方式採用直接歸屬為

主。其餘費用(處長、助理層級薪資福利、儀器

設備折舊等)，主要內容為審核各機構設計圖

(處長)、說明撰寫(助理層級)與儀器設備使用等

與設計圖張數關聯性極高，但因各設計圖尺寸

大小不同故以 A4大小為一計算單位比例分攤。

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設計圖張數: (該成本標的設計圖張數/總設計

圖張數)×  (外觀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外觀設

計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8模具設計

作業 
模具套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接續機構設計作業將各模

具組立圖設計繪製後交模具製作部門執行開模

作業，其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本與儀器設備

折舊等，本作業與模具套數成完全正相關之因

果關係，故以模具套數比例分攤。分攤方式: 

模具套數: (該成本標的模具套數/總模具套數)× 

(模具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9電路設計

作業 

1直接歸屬 

2設計圖張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依據設計輸入的要求完成

電子電路的設計，其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本

與儀器設備折舊，個案公司已建立其費用紀錄

因此經理級、課長級、工程師級、技術員層級

薪資福利及儀器設備折舊等，分攤方式採用直

接歸屬為主。其餘費用(處長、助理層級薪資福

利等)，主要內容為審核各設計圖與驗證是否符

合設計輸入的要求(處長)、說明撰寫(助理層級)

等與設計圖張數關聯性極高故依設計圖張數比

例分攤。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設計圖張數: (該成本標的設計圖張數/總設計

圖張數)×  (電路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電路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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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作業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額) 

10  PCB 設

計作業 
零件點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接續電路設計作業將各

電路設計圖設計繪製成印刷電路板後，交印刷

電路板廠商執行 PCB產製作業。其主要費用支

出為人事成本與儀器設備折舊等，本作業與零

件點數成正相關之關係，故以零件點數比例分

攤。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本、儀器設備折舊

實驗室費用等。分攤方式: 

總零件點數: (該成本標的零件點數/總零件點

數)×  (PCB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11  LCD 設

計作業 
設計圖張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接續外形設計作業將顯示

屏的圖案完稿及內部電路設計完成後，交 LCD

廠商執行 LCD產製作業。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

成本、儀器設備折舊實驗室費用等，本作業與

設計圖張數成正相關之關係。因此以設計圖張

數為動因。分攤方式: 

設計圖張數: (該成本標的設計圖張數/總設計

圖張數)×  (LCD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12 機構測

試作業 
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正式模具完成後輸出之

各部件是否符合需求與規範，並對整體組裝後

進行外觀完整性測試。主要測試項目為環境影

響性、各部件搭配性，落地測試等。主要費用

支出為人事成本、儀器設備折舊實驗室費用

等，本作業與測試次數成正相關之關係。因此

以設計圖張數為動因。分攤方式: 

次數: (該成本標的機構測試次數/總機構測試

次數)×  (機構測試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13 軟體驗

證作業 
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軟體設計作業完成後，

進行跨單位功能性驗證與檢查，是否符合設計

輸入與需求、規範等。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

本、儀器設備折舊實驗室費用等。分攤方式: 

次數: (該成本標的軟體驗證次數/總軟體驗證

次數)×  (軟體驗證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14 整合性

測試作業 
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跨單位執行產品全功能

驗證與檢查，是否符合設計輸入與需求、規範、

法規等。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本、儀器設備

折舊實驗室費用等。分攤方式: 

次數: (該成本標的整合性測試次數/總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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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次數)×  (整合性測試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15  EMC 測

試作業 
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電磁相容性(EMC)測試，

是否符合設計輸入與需求、規範、法規等。主

要執行者為外部機構，內部只執行初步測試與

文書作業，主要費用支出為人事成本、儀器設

備折舊實驗室費用等。分攤方式: 

次數: (該成本標的整合性測試次數/總整合性

測試次數)×  (整合性測試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16 臨床測

試作業 

直接歸屬 

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執行各國法規所規範之人

體測試作業，主要費用為支付醫療院所之測試

費用與人事作業費用，分攤方式採用直接歸屬

為主，內容有臨床測試費用、差旅費用、交通/

快遞費用等採用直接歸屬。其餘各項費用依次

數比例分攤。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次數: (該成本標的臨床測試作業次數/總臨床

測試作業次數)×  (臨床測試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臨床測試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總金額) 

17 樣品製

作作業 

1直接歸屬 

2批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先期樣品製作，主要費用

為支付材料費用與人事作業費用，分攤方式採

用直接歸屬與批次數。採直接歸屬為材料費

用、交通/快遞費用等。其餘各項費用則與每次

執行作業有正相關因果關係，因此採用批次數

比例分攤。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批次數: (該成本標的樣品製作作業批次數/總

樣品製作作業批次數次數)×  (樣品製作作業成

本庫總金額‐樣品製作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

金額) 

18  Try  Run

作業 

1直接歸屬 

2批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工程樣品製作，主要費用

為支付材料費用與人事作業費用，分攤方式採

用直接歸屬與批次數。採直接歸屬為材料費用

等。其餘各項費用則與每次執行作業有正相關

特性，例如實驗室與儀器設備資源等皆為批次

性費用，因此採用批次數比例分攤。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批次數:(該成本標的 Try Run作業批次數/總

Try Run作業批次數次數)×(Try Run製作作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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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庫總金額‐Try Run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金

額) 

19 試產審

查作業 

1直接歸屬 

2批次數 

本項作業內容為技術移交(Design transfer)生產

基地後，所執行試量產作業後之審查作業，主

要費用為支付材料費用與人事作業費用，分攤

方式採用直接歸屬與批次數。採直接歸屬為材

料費用等。其餘各項費用則與每次執行作業有

正相關特性，例如實驗室與儀器設備資源等皆

為批次性費用，因此採用批次數比例分攤。 

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批次數:(該成本標的試產審查作業批次數/總

試產審查作業批次數次數)×(  試產審查作業成

本庫總金額‐試產審查作業成本庫內直接歸屬

金額) 

20 設計變

更作業 
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執行試產作業後，各項有

關研發部門負責事項之修正、變更作業，其各

項支出費用與作業內容之簡易或複雜度較無關

連，只要執行此作業皆需依照設計變更作業規

範進行全部驗證與測試，因此分攤方式採用依

次數比例分攤。分攤方式: 

次數:(該成本標的設計變更作業次數/總設計變

更次數)×  (設計變更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21 專案管

理作業 

依產品數平均分

攤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執行各項開發專案進度規

劃、追蹤與各項開發會議之召開與會議紀錄之

撰寫，因此工作內容耗用資源與產品別數量成

正相關，因此分攤方式採用依產品別數量平均

分攤。分攤方式: 

產品數:(1/總產品數)×  (專案管理作業成本庫總

金額) 

22 

E/P‐BOM 

作業 

建檔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執行各項開發專案材料表

之審查與建檔工作，因此工作內容耗用資源量

與產品別數量成正相關，因此分攤方式採用依

建檔次數分攤。分攤方式: 

建檔次數:(該成本標的建檔次數/總建檔次數)× 

(專案管理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23  SOP 撰

寫作業 
工作站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各項開發案，最終生產線

上各工作佔之標準作業指導書(SOP)審查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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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工作，因此工作內容耗用資源量與產品別數

量成正相關，因此分攤方式採用依產品別數量

平均分攤。分攤方式: 

產品數: (該成本標的工作站數/總工作站數)× 

(SOP撰寫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24  認證申

請作業 

1 直接歸屬(產品

別) 

2次數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個產品依各國規範，實施

輸入認證作業。，而個案公司認證申請作業可

分為單一產品別使用、產品集別使用、產品群

使用、全產品使用(圖 4‐3.11)，因各項認證費用

可清楚區分故採直接追溯，而工作層級費用則

依申請次數分攤(全產品使用之次數則依產品

群別平均分攤，本次共有 4產品群別故每一次

作業各產品群別分攤 0.25次)。分攤方式: 

1.直接歸屬:直接追溯至成本標的 

2.次數: (該成本標的次數/總次數)×  (認證申請

作業成本庫總金額‐認證申請作業成本庫內直

接歸屬金額) 

(餘數部分由 D產品吸收) 

25  重要零

配件設計

作業 

使用比例 

本項作業主要內容為各項產品別專用零配件開

發作業，分攤方式為依各產品別使用比例分攤。

分攤方式: 

依使用比例: (該成本標的使用比例)×  (重要零

配件設計作業成本庫總金額)   

 

(三)、實際輸出結果 

表 4-3.19 為個案公司資源動因量(部份例)，表 4-3.20 為個案公司資源分

攤至各作業金額(部份例)，表 4-3.21[1]、4-3.21[2] 為個案公司作業動因量一

覽表，表 4-3.22[1] 、表 4-3.22[2] 個案公司作業分成本標的金額表。其餘輸

出結果詳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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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 個案公司資源動因量(部份例) 

 

資源名稱  動因  1可行性評估  7機構設計  14整合性測試  24  認證申請 

處長級  工時比例  15.00% 1.00% 3.00%  1.00%

經理級  工時比例  12.00% 9.00% 2.00%  0.50%

課長級  工時比例  6.00% 2.50% 6.50%  2.00%

工程師  工時比例  2.50% 4.50% 5.00%  1.00%

技術員級  工時比例  1.00% 2.00% 9.00%  2.00%

助理級  工時比例  1.00% 2.00% 7.00%  0.50%

資訊設備  電腦數  1.00 4.00 1.00  0.50

會議室  次數(2Hrs)  28 6 10  24

實驗室 A  使用時數  180 1 210  0

實驗室 C  使用時數  30 20 70  0

倉儲空間  坪數  3 8 8  0

通用儀器設備  使用比例  0.00% 2.00% 42.00%  0.00%

儀器設備 A  使用次數  0 16 0  0

儀器設備 B  使用時數  0 36 0  0

儀器設備 C  使用比例  0% 7% 10%  0%

儀器設備 D  使用時數  0 65 160  0

儀器設備 E  使用時數  0 24 8  0

差旅費  估計比例  15% 0% 0%  0%

勞務費  直接追溯  250,000 0 0  0

委外設計費  直接追溯  0 165,000 0  0

認證費用  直接追溯  0 0 0  538,700

專利維護申請  直接追溯  0 0 0  0

臨床測試費用  直接追溯  0 0 0  0

EMC測試費  直接追溯  0 0 0  0

材料費用  直接追溯  0 0 0  0

交通/快遞費  直接追溯  3,750 3,700 0  1,600

技術權利金  直接追溯  0 0 0  0

 



105 
 

 

表 4-3.20 個案公司資源分攤至作業金額(部份例) 

 
資源名稱  動因  1可行性評估  7機構設計  14整合性測試  24  認證申請 

處長級  工時比例  282,672.30 18,844.82 56,534.46  18,844.82

經理級  工時比例  404,462.16 303,346.62 67,410.36  16,852.59

課長級  工時比例  235,924.26 98,301.78 255,584.62  78,641.42

工程師  工時比例  197,758.98 355,966.16 395,517.95  79,103.59

技術員級  工時比例  56,503.58 113,007.16 508,532.22  113,007.16

助理級  工時比例  20,335.71 40,671.42 142,349.97  10,167.86

資訊設備  電腦數  2,088.46 8,353.85 2,088.46  1,044.23

會議室  次數(2Hrs)  4,117.85 882.40 1,470.66  3,529.58

實驗室 A  使用時數  28,121.12 156.23 32,807.97  0.00

實驗室 C  使用時數  15,314.28 10,209.52 35,733.32  0.00

倉儲空間  坪數  10,410.30 27,760.81 27,760.81  0.00

通用儀器設備  使用比例  0.00 3,614.44 75,903.24  0.00

儀器設備 A  使用次數  0.00 8,921.21 0.00  0.00

儀器設備 B  使用時數  0.00 110,015.70 0.00  0.00

儀器設備 C  使用比例  0.00 5,040.00 7,200.00  0.00

儀器設備 D  使用時數  0.00 10,781.96 26,540.21  0.00

儀器設備 E  使用時數  0.00 192,709.36 64,236.45  0.00

差旅費  估計比例  101,700.00 0.00 0.00  0.00

勞務費  直接追溯  250,000.00 0.00 0.00  0.00

委外設計費  直接追溯  0.00 165,000.00 0.00  0.00

認證費用  直接追溯  0.00 0.00 0.00  538,700.00

專利維護申請  直接追溯  0.00 0.00 0.00  0.00

臨床測試費用  直接追溯  0.00 0.00 0.00  0.00

EMC測試費  直接追溯  0.00 0.00 0.00  0.00

材料費用  直接追溯  0.00 0.00 0.00  0.00

交通/快遞費  直接追溯  3,750.00 3,700.00 0.00  1,600.00

技術權利金  直接分攤  0.00 0.00 0.00  0.00

小計    1,613,159.00 1,477,283.42 1,699,670.70  861,4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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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1] 個案公司作業動因量一覽表[1] 

    產品群 A 

作業名稱  動因  A‐A1(1)  A‐B1(4)  A‐A2(1)  A‐A3(3) 

會議次數  0 8 0  6
1可行性評估 

總頁數  0 62 0  46

直接歸屬  $9,955 $9,955 $39,824  $29,867
2支援部門 

依比例  0.027 0.108 0.027  0.108

直接歸屬  $0 $130,000 $0  $65,000
3專利評估 

次數  0.027 2.108 0.027  1.081

直接歸屬  $0 $0 $0  $0
4技術移轉 

人次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0 $0  $0
5軟體設計 

Kbyte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0 $0  $0
6外觀設計 

設計圖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110,293 $0  $0
7機構設計 

設計圖數  0 8 0  0

8模具設計  模具套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13,965 $0  $18,730
9電路設計 

設計圖數  0 1 0  1

10 PCB設計  零件點數  0 478 0  322

11 LCD設計  設計圖數  0 4 0  3

12機構測試  次數  0 4 0  3

13軟體驗證  次數  0 0 0  0

14整合測試  次數  0 5 2  4

15 EMC測試  次數  0 4 0  3

直接歸屬  $0 $0 $0  $0
16臨床測試 

次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2,349 $12,780 $0  $7,890
17樣品製作 

批次量  1 1 0  1

直接歸屬  $0 $18,720 $0  $0
18 Try Run 

批次數  0 1 0  0

直接歸屬  $0 $23,870 $0  $0
19試產審查 

批次數  0 1 0  0

20設計變更  次數  0 0 0  1

21專案管理  平均分攤  0 1 0  1

22 E‐/P‐BOM  平均分攤  0 1 0  1

23 SOP撰寫  工作站數  0 84 0  6

直接歸屬  $65,430 $176,320 $3,780  $3,780
24  認證申請 

次數  0.027 2.108 0.027  0.081

25零件設計  使用比例  0.00 0.15 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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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2] 個案公司作業動因量一覽表[2] 

    產品群 B  

作業名稱  動因  B‐A1(1)  B‐B2(3)  B‐C2(1)  C‐A1(1)  D(1) 

會議次數  0  9  3  7    32 
1可行性評估 

總頁數  0  78  31  87    145 

直接歸屬  $87,500  $87,500  $87,500  $245,000    $532,000 
2支援部門 

依比例  0.050  0.150  0.050  0.250    0.230 

直接歸屬  $0 $0 $92,500 $126,500  $268,000
3專利評估 

次數  0.050  0.150  1.050  1.250    2.257 

直接歸屬  $0  $0  $0  $1,200,00 $3,660,00
4技術移轉 

人次數  0  0  0  6    25 

直接歸屬  $0  $1,823,60 $323,420  $2,136,41 $125,000 
5軟體設計 

Kbyte數  0  24  8  8    8 

直接歸屬  $0  $112,592  $185,490  $144,240    $462,917 
6外觀設計 

設計圖數  0  2  3  2    6 

直接歸屬  $0  $218,845  $62,485  $207,614    $271,385 
7機構設計 

設計圖數  0  36  12  23    36 

8模具設計  模具套數  0  18  8  16    27 

直接歸屬  $0  $97,214  $0  $286,104    $728,543 
9電路設計 

設計圖數  0  1  0  3    7 

10 PCB設計  零件點數  0  318  126  164    212 

11 LCD設計  設計圖數  0  1  1  1    1 

12機構測試  次數  0  5  1  1    3 

13軟體驗證  次數  0  7  3  3    5 

14整合測試  次數  0  8  2  3    6 

15 EMC測試  次數  0  3  1  1    1 

直接歸屬  $0  $1,265,70 $267,000  $1,453,20 $558,060 
16臨床測試 

次數  0  2  1  2    1 

直接歸屬  $3,500  $45,840  $18,500  $23,810    $160,331 
17樣品製作 

批次量  1  2  1  1    2 

直接歸屬  $0  $19,375  $8,347  $16,758    $0 
18 Try Run 

批次數  0  1  1  1    0 

直接歸屬  $0  $28,730  $0  $71,400    $0 
19試產審查 

批次數  0  1  0  0    0 

20設計變更  次數  0  2  1  1    3 

21專案管理  平均分攤  0  3  1  1    1 

22 E‐/P‐BOM    平均分攤  0  3  1  1    1 

23 SOP撰寫  工作站數  0  69  21  46    0 

直接歸屬  $3,780  $176,320  $32,706  $72,804    $3,780 
24  認證申請 

次數  0.050  3.150  1.050  1.250    2.257 

25零件設計  使用比例  0.00  0.08  0.15  0.27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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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1] 個案公司作業分攤成本標的金額表[1] 

    產品群 A

作業名稱  動因  A‐A1(1)  A‐B1(4)  A‐A2(1)  A‐A3(3) 

會議次數  $0  $164,746  $0    $123,559 
1可行性評估 

總頁數  $0  $37,918  $0    $28,133 

直接歸屬  $9,955  $9,955  $39,824    $29,867 
2支援部門 

依比例  $25,772  $103,088  $25,772    $103,088 

直接歸屬  $0  $130,000  $0    $65,000 
3專利評估 

次數  $779  $60,827  $779    $31,193

直接歸屬  $0  $0  $0    $0 
4技術移轉 

人次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0  $0    $0 
5軟體設計 

Kbyte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0  $0    $0 
6外觀設計 

設計圖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110,293  $0    $0 
7機構設計 

設計圖數  $0  $42,203  $0    $0 

8模具設計  模具套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0  $13,965  $0    $18,730 
9電路設計 

設計圖數  $0  $11,981  $0    $11,981 

10 PCB設計  零件點數  $0  $114,141  $0    $76,890 

11 LCD設計  設計圖數  $0  $38,150  $0    $28,613 

12機構測試  次數  $0  $436,081  $0    $327,061 

13軟體驗證  次數  $0  $0  $0    $0 

14整合測試  次數  $0  $283,278  $113,311    $226,623 

15 EMC測試  次數  $0  $478,259  $0    $358,694 

直接歸屬  $0  $0  $0    $0 
16臨床測試 

次數  $0  $0  $0    $0 

直接歸屬  $2,349  $12,780  $0    $7,890 
17樣品製作 

批次量  $170,288  $170,288  $0    $170,288 

直接歸屬  $0  $18,720  $0    $0 
18 Try Run 

批次數  $0  $297,579  $0    $0 

直接歸屬  $0  $23,870  $0    $0 
19試產審查 

批次數  $0  $895,460  $0    $0 

20設計變更  次數  $0  $0  $0    $137,458 

21專案管理  平均分攤  $0  $145,800  $0    $145,800 

22 E‐/P‐BOM    平均分攤  $0  $109,156  $0    $109,156 

23 SOP撰寫  工作站數  $0  $111,122  $0    $7,937 

直接歸屬  $65,430  $176,320  $3,780    $3,780 
24  認證申請 

次數  $872  $68,044  $872    $2,615 

25零件設計  使用比例  $0  $145,407  $0    $96,938 

小計    $275,445  $4,209,432  $184,338    $2,11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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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2] 個案公司作業分攤成本標的金額表[2] 

    產品群 B  

作業名稱  動因  B‐A1(1)  B‐B2(3)  B‐C2(1)  C‐A1(1)  D(1) 

會議次數  $0  $185,339  $61,780  $144,153    $658,984 
1可行性評估 

總頁數  $0  $47,703  $18,959  $53,207    $88,679 

直接歸屬  $87,500  $87,500  $87,500  $245,000    $532,000 
2支援部門 

依比例  $47,726  $143,177  $47,726  $238,629    $219,539 

直接歸屬  $0  $0  $92,500  $126,500    $268,000 
3專利評估 

次數  $1,443  $4,328  $30,298  $36,069    $65,126

直接歸屬  $0  $0  $0  $1,200,00 $3,660,00
4技術移轉 

人次數  $0  $0  $0  $67,846    $282,691 

直接歸屬  $0  $1,823,60 $323,420  $2,136,41 $125,000 
5軟體設計 

Kbyte數  $0  $177,441  $59,147  $59,147    $59,147 

直接歸屬  $0  $112,592  $185,490  $144,240    $462,917 
6外觀設計 

設計圖數  $0  $68,826  $103,240  $68,826    $206,479 

直接歸屬  $0  $218,845  $62,485  $207,614    $271,385 
7機構設計 

設計圖數  $0  $189,911  $63,304  $121,332    $189,911 

8模具設計  模具套數  $0  $185,402  $82,401  $164,802    $278,103 

直接歸屬  $0  $97,214  $0  $286,104    $728,543 
9電路設計 

設計圖數  $0  $11,981  $0  $35,943    $83,867 

10 PCB設計  零件點數  $0  $75,935  $30,087  $39,161    $50,623 

11 LCD設計  設計圖數  $0  $9,538  $9,538  $9,538    $9,538 

12機構測試  次數  $0  $545,101  $109,020  $109,020    $327,061 

13軟體驗證  次數  $0  $724,765  $310,614  $310,614    $517,689 

14整合測試  次數  $0  $453,246  $113,311  $169,967    $339,934 

15 EMC測試  次數  $0  $358,694  $119,565  $119,565    $119,565 

直接歸屬  $0  $1,265,70 $267,000  $1,453,20 $558,060 
16臨床測試 

次數  $0  $314,743  $157,372  $314,743    $157,372 

直接歸屬  $3,500  $45,840  $18,500  $23,810    $160,331 
17樣品製作 

批次量  $170,288  $340,577  $170,288  $170,288    $340,577 

直接歸屬  $0  $19,375  $8,347  $16,758    $0 
18 Try Run 

批次數  $0  $297,579  $297,579  $297,579    $0 

直接歸屬  $0  $28,730  $0  $71,400    $0 
19試產審查 

批次數  $0  $895,460  $0  $0    $0 

20設計變更  次數  $0  $274,915  $137,458  $137,458    $412,373 

21專案管理  平均分攤  $0  $437,401  $145,800  $145,800    $145,800 

22 E‐/P‐BOM    平均分攤  $0  $327,467  $109,156  $109,156    $109,156 

23 SOP撰寫  工作站數  $0  $91,278  $27,780  $60,852    $0 

直接歸屬  $3,780  $176,320  $32,706  $72,804    $3,780 
24認證申請 

次數  $1,614  $101,679  $33,893  $40,349    $72,854 

25零件設計  使用比例  $0  $77,550  $145,407  $261,733    $242,345 

小計    $315,851  $10,215,763  $3,461,670  $9,269,621  $11,747,428 

 



110 
 

四、研發管理流程作業基礎成本之分析 

(ㄧ)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產品別之結果 

1. 依產品標的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結果如下表 4-3.23[1]所示: 

表 4-3.23[1] 依產品標的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計算結果[1] 

產品群 成本標的 包含成品別數目 金額 

A-A1 1 275,445

A-B1 4 4,209,432

A-A2 1 184,338
產品群 A 

A-A3 3 2,111,293

B-A1 1 315,851

B-B2 3 1,0215,763產品群 B 

B-C2 1 3,461,670

產品群 C C-A1 1 9,269,621

產品群 D D 1 11,747,428

小計   41,790,841

2. 依產品別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結果 

將各成本標的所含的產品別分解，還原計算後結果如表 4-3.23[2] 

表 4-3.23[2] 依產品標的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計算結果[2] 

產品群 成本標的 產品別 金額 

A-A1 A1 275,445

A2 1,052,358

A3 1,052,358

A4 1,052,358
A-B1 

A5 1,052,358

A-A2 A6 184,338

A7 703,764

A8 703,764

產品群 A 

A-A3 

A9 703,765

B-A1 B1 315,851

B2 3,405,254

產品群 B 

B-B2 

B3 3,40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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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3,405,255

B-C2 B5 3,461,670

產品群 C C-A1 C1 9,269,621

產品群 D D D1 11,747,428

  小計 41,790,841

 3. 將依產品別層級之費用還原 

依本章第一節內『資料蒐集階段』中的『資源建立』所述，已將部份產品

別層級支出(外型專利費用、產品別輸入國之認證費用)分離出作業基礎成本制度

的資源內容，因此應將該費用支歸入回產品別。 

･ 外型專利費用:依相同外型之產品別平均分攤。 

･ 產品別輸入國之認證費用:此項費用產生為直接該產品別之輸入國認證

費用，依不同國家需不同認證費用，故依會計資料將相對應的費用支出直

接計入該產品別。結果如表 4-3.23[3] 

表 4-3.23[3] 依產品標的之作業基礎成本制度計算結果[3] 

產品群 成本標的 產品別 金額 

A-A1 A1 413,016
A2 1,052,358
A3 1,052,358
A4 1,177,391

A-B1 

A5 1,052,358
A-A2 A6 184,338

A7 828,798
A8 703,764

產品群 A 

A-A3 

A9 703,765
B-A1 B1 315,851

B2 3,405,254
B3 3,420,469B-B2 

B4 3,405,255

產品群 B 

B-C2 B5 3,461,670
產品群 C C-A1 C1 9,269,621
產品群 D D D1 11,747,428

  小計 42,19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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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行成本制度與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比較 

因現行成本制度只計算至各產品群的研發成本，故以相同比較基礎加以分

析，計算方式如下: 

差異金額=現行成本制度金額-作業基礎成本制金額  若為正數表示現行成本

計算高估。 

差異  %=差異金額  /  作業基礎成本制金額*100 

結果如表 4-3.24 所示: 

表 4-3.24 現行成本制度與作業基礎成本制度之比較表 

產品群  現行成本制度  作業基礎成本制  差異金額  差異  % 

產品群A  8,004,811 7,168,146 836,665  11.67%

產品群B  11,407,506 14,008,499 ‐2,600,993  ‐18.57%

產品群C  10,758,557 9,269,621 1,488,936  16.06%

產品群D  12,022,819 1,1747,428 275,391  2.34%

由上表可看出個案公司使用不同的成本制度計算研發管理之費用，結果呈

現顯著差異，差異數從 16.06% 至 -18.57%，產品群 D 差異數最小，分析原因有

二點，其ㄧ是:該產品群只有ㄧ個產品所以金額計算差異較小，其二是:產品群 D

之開發專案因申請工業局業界科專，所以主要工程師與儀器設備購買使用皆備有

詳細記錄，所以現行成本制度分攤計算金額較為正確。 

其餘各產品群因以下原因造成分攤不均現象 

･ 儀器設備之折舊分攤除可明確規屬單一專案外，若有二個以上專案共用

則視為共用性資本支出，因此造成分攤不公平現象。 

･ 行政支援單位的人事成本僅依所有專案平均分攤，無法實際得知真正應

分攤之金額多寡。 

･ 依個案公司現有成本計算其實驗室、辦公室、會議室及倉儲空間亦以所

有專案平均分攤，因此造成分攤不公平現象。 

･ 人事成本、水電、差旅、快遞等雜項支出無法依專案使用程度分攤，而

人事成本卻佔總研發管理支出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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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行成本制度無法將研發費用分攤至產品別，僅以粗略估計的方式將造

成產品開發費用的誤導，產生決策上困擾。 

(三) 個案公司各類型別作業費用分析 

將各作業費用彙整至各類型別後如表 4-3.25 所示，從表中可發現基礎研

究、設計階段、測試階段等實際研發工作約佔總費用 66%，比例尚符合個案公司

預期。且表中亦清楚呈現驗證測試的費用支出約為 27%，也符合醫療器材產品特

性。 

表 4-3.25 個案公司作業中心成本彙整表 

作業類別 金額 百分比 

評估階段 $1,613,159 3.823% 

支援作業 $2,083,617 4.938% 

智財作業 $1,287,942 3.052% 

基礎研究 $6,179,916 14.647% 

設計階段 $10,095,968 23.928% 

測試階段 $11,459,227 27.159% 

試產階段 $5,146,322 12.197% 

設計變更 $1,099,660 2.606% 

後勤文書 $3,227,863 7.650% 

小計 $42,193,694 100% 

(四)   個案公司流程構面成本動因分析 

導入作業基礎成本制後分析流程構面的成本動因為關鍵目的之一，從分析

成本動因亦可與績效連結，減少不必要的內部失敗成本，可讓設計人員清楚得知

每次驗證的費用，若失敗所產生的實際單位成本，並能將資源更有效配置。 

因為 D產品群目前只有一項產品，為簡化分析以 D產品為例分析，如圖

4-3.13 所示，為產品 D流程構面費用合計圖，從圖中可明確得知各作業相互之

間的關聯，若將部分設計、測試階段作業之成本分析展開成本動因如圖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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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性分析
$747,663

專利評估申請 $333,123

技術移轉 $3,942,691

軟體設計
$184,147

外觀設計
$669,396

機構設計
$461,296

模具設計
$278,103

LCD設計
 $9,538

電子電路設計
$812,410

PCB設計
$50,623

機構驗證測試
$327,061(3次)

軟體驗證測試
$517,689(5次)

整合驗證測試
$339,934(6次)

EMC測試
$119,565

臨床測試
$558,060
(Pre-Test)

TRY RUN
$0

PILOT RUN
$0

後勤支援
$331,590

設計變更
$412,373(3次)

 
圖 4-3.13 個案公司產品 D流程構面費用合計圖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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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個案公司設計、測試階段作業成本動因例 

資料來源:個案公司;本研究整理分析 

依圖 4-3.14 所示，機構驗證測試每單次成本為$109,020 元，軟體驗證測試

每單次成本為$103,537 元，此兩項作業皆為高成本作業，依正常作業程序應為

單次測試，但個案公司卻各分別重覆測試 2次(機構驗證測試)、4次(軟體驗證

測試)，若將原始資料加入分析，發現電子電路設計成本亦含有軟體驗證失敗重

新設計之成本，依此分析建議個案公司於績效考量時可加重內部失敗的控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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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是否設計人員不足(可依工時資料加以分析)，或是應加強設計人員素質，並

且應建立更好的回饋機制，將每次設計缺失讓所有相關設計人員充分瞭解，避免

相同錯誤於不同人員重複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