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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型專案風險關鍵要因之研究 

The study of key risk factor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孫瑋佑 Wei-Yu Sun1 
李建宜 Jian-Yi Lee2 

摘要 

台灣主機板產業在全球市場中，佔有領先的地位，但隨著全球化，政治、科技、經濟

與社會不斷的變動，使得產業結構越來越複雜，目前企業運作方式大多採用專案方式來處

理。主機板產業特性為產品推進速度快、生命週期縮短，因此企業必須不斷研發以保持領

先。企業的合作夥伴更多、追求快速研發產品過程中，導致容易產生更多的風險，造成產

品開發失敗的危機增加。本研究目的，希望能夠找出研發專案過程中，可能產生之風險源，

協助企業能夠妥善管理該風險因子，降低風險源造成的衝擊，經由層級式分析法，觀察出

市場環境構面是最重要之構面(0.2829)。本研究結果可以有效的找出影響研發專案的重要

因子，提供管理者妥善管理研發流程。 

關鍵字：主機板產業、研發專案、風險、層級式分析法 

Abstract 

Taiwan motherboard industry i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but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constantly, lead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enterprises used the project to deal with problems now. 
Motherboar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re fast and life cycle short, so enterprises must continue to 
develop in order to stay ahead. Enterprises faced more risk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failures 
becaus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and collaborative with more partners. The study object 
is to find risk and decrease inferenc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We us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to observe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0.2829). The result 
can find major element that affect research project and provide the manager to manage al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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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影響，政治、科技、經濟與社會不斷的變動，導致企業會面臨到

很多不確定性、風險的問題，企業面臨如此快速變動的世界，如何即時的因應則成為一項

重要的議題。因此，目前企業運作方式大多使用專案的方式來處理，所謂的「專案」即是

具有特殊性，且須在一定期間的任務，並且由一群相互關聯的工作，所共同組合起來的任

務，而協助該任務達成某種成就目標。專案執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事件，導致專案目標無

法達成稱之為專案風險。企業必須要盡可能預防或降低風險所帶來的衝擊，如何妥善管理

專案的風險成為一重要議題。本研究先針對研發專案過程中所可能產生之風險源文獻進行

探討，彙整出風險影響因素，接著再與專家進行訪談、針對專家的意見進行問卷的修正，

設計出問卷再發放與參與研發專案之相關人員進行填寫。最後，本研究採用 AHP 方法來

篩選出研發型專案之重要風險源。透過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型架構，協助業界之研發團隊在

未來在執行研發專案時有所參考，以減少專案失敗的風險，降低專案之不確定性。 

貳、文獻探討 

一、專案管理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MI)對專案的基本定義是：「專案

是一個特殊且有一定期間的任務，由一群相互關聯的工作，所共同組合起來的任務，而該

任務可以達成某種成就目標」。Cleland and Ireland(2002)提及，專案就如同組織資源整合，

可以創造前所未有的某項事務，而該事物將協助組織策略的設計與建置上提供成效能力。

Jaselskis and Ashley(1991)表示專案是企業經營的核心，專案管理可以作為一種工具，來協

助企業達到成功的目的。熊培霖等(2006)則將專案與一般工作或作業進行比較，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一般管理與專案管理之差異 

 一般管理 專案管理 

執行條件 
在既定的系統、組織、程序、資源

及能力下運作。 
以及彈性的原則在臨時性的組織下

運作。 
特性 執行例行性、重複性與連續性管理。 具特殊性與時程、有限資源使用。 
敏感性 面對變動性環境與需求較不敏感。 必須做快速的反應。 

管理者思維 傾向狹隘與片面。 較為宏觀與多元。 

PMI 提出之「專案管理」是將管理知識、技術、工具與方法綜合運用到一個專案活動

上，期望能達到符合專案的需求。林榮泰(2007)專案管理是一個有效率又有效能將專案成

功完成的一個程序與方法，其中所關切的是如何將一項任務如期、如質、如預算的達成並

充分滿足需求目標。專案管理流程可分為專案起始、計畫、執行、控制與結案等五大過程，

說明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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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始過程(Initating Processes)：專案授權進行一個專案或進入另一個專案階段。 
2. 計畫過程(Planning Processes)：定義專案的目標，並選擇出最佳備選行動方案，

以達到專案的目標。 
3. 執行過程(Executing Processes)：結合人力與其他資源，共同去履行預定的計畫。 
4. 控制過程(Contrilling Processes)：透過規律性的監督、進度、績效評量來確認執

行專案中的變異，以確保可以達成專案所需的目標。 
5. 結案過程(Closing Processes)：一個專案或階段的結果，已被正式的接受，並完

整有序的結束。 

邱俊仁(2005)提及影響專案成功與否的因素眾多，專案進行中若有任何一個環節無法

配合，就會造成專案的失敗。本研究綜整國內外學者影響專案執行因素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影響專案執行因素 
年份 學者 影響專案因素 

1987 
Pinto and 

Slevin 

專案明確定義、明確的計畫與步驟、高階管理者支援、專案人員訓

練、專案內容溝通、掌握時效性、提供內部溝通與資訊提供、監控

與回饋機制、處理專案危機、風險或偏差、轉移給使用者。 

1990 Hubbard 
專案失敗的主素是人為問題。專案必須重視學習教訓、專案管理整

合、策略取得、測試與起動時程、工程設計與品質因素，皆會影響

專案是否失敗之關鍵。 

1994 張保隆 
高階主管支持、顧客參與與諮詢、專案用人、專案任務與目標、技

術面工作、顧客參與與協商為重點因素。 

1998 Lester 
高階主管支持、引人注目的新產品概念、團隊之間的溝通、專案管

理能盡量降低不確定性。 

2002 Kenny 
高階主管支持、專案團隊溝通與知識分享、團隊成員自制力、專案

明確目標、排程規劃與彈性策略、強調程序與學習、目標進度的掌

控、創新與解決問題能力。 

起始過程 計畫過程 

控制過程 執行過程 

結案過程 

圖 1五大過程群組之連結關係圖 

資料來源：熊培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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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Sanchez 

and Perez 

清楚目標、確實的排程、高階主管支持、充足資源、使用者支持、

清楚的溝通管道、有才能的員工、監控與回饋機制、計畫規範與控

制系統、風險管理、外帳系統、團隊建構/激勵、專案利害關係人/
擁護者支持相關經驗。 

2005 陳玉蕙 

專案任務明確、高階主管支持、專案排程/規劃、消費者諮詢、人事、

技術任務、消費者接受、監控與回饋、溝通與問題解決、領導人特

性、權力與政治關係、環境事件與急迫性的量表與定義、發展與定

義專案成功的關鍵因素衡量題項 

二、研發型專案風險管理 

Juttner(2005)提出「風險」表示可能會損失或危害結果的不確定性，要能明辨與衡量

可能的風險，以及這些風險對於經營上的影響是很複雜與困難的任務。Harland et al. (2003)
提及風險可以廣泛被定義為危險、危害、損失或任何知道可能發生後果的可能性，因此在

評估風險之前，主要有兩個問題要回答：第一：這件事情將來發生的可能性；第二：後果

和損失的重要性。進一步用數學公式表示，風險 R =事件發生可能性(Probability)乘上事件

對於企業嚴重性，也就是 R= Pn(Loss) * In(Loss)。 

Baloi and Price(2003)風險被定義成一個對專案發生不利事件的可能性，而且「風險」

對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意義，不同的觀點、意見與經驗而有所差異。專案風險定義上，

PMI(2008)指出專案風險是一種不確定的是間或狀況，當該事件或情況發生時，對專案的

目標將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一個風險具有起因與其發生的後果。 

 Chapman(2001)提出專案風險來源必須考量到環境、市場、供應商與專案的因素。由

此可觀察出，專案是否成功必須考量組織內外的因素，包含環境層面的法律、政治、通貨

膨脹與匯率改變、市場需求變更、價格波動、供應商組織完整性、技術產能、資金運用與

信用承諾能力，以及專案的組織、成本、品質、產能與設計能力，但是專案風險管理並非

找出所有的風險，而是找出主要危害專案的主要風險。 

李慧菁(2007)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時間與成本即是對研發產品專案開發過程中重要的

關鍵點，而且高階主管的支持亦會影響整個專案，因為高階管理者必須創造出專案成功的

必備條件。簡昕潔(2004)提及會造成專案之風險來源有以下三點： 

1. 團隊風險：團隊成員本身知識與經驗的缺乏，以及成員彼此之間的衝突。 
2. 組織環境風險：組織變革以及組織政策帶來組織環境的不穩定。 
3. 規劃控制風險：專案進度未詳細規劃定義並監控，以及對資源與時程的錯估。 

楊燿州(2003)執行科技研發過程中，除原有計畫的困難度與危險性外，部分原因是在

風險評估中未能落實風險管理，造成資源分配不平均，與未能及時將風險等級最高的工作

項目提高其處理優先度。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BETuZ/search?q=auc=%22%E9%99%B3%E7%8E%89%E8%95%9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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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泰(2007)研發型專案在成本、時間、品質與市場會面臨到之風險因子，整理如表

3 所示： 

表 3研發專案之風險源 

 構面 風險因子 說明 

風險 

成本 

設計材料成本 專案開發成本所使用到之設計材料成本。 
設計變更成本 專案開發過程發生設計變更所導致成本。 

客戶需求不確定成本 
因客戶端不確定性，所造成專案開發過程中所發

生之成本。 

時間 專案完成時間 
包括開發/評估時效、設變時效與人力資源對專案

時程之風險影響。 

品質 
技術能力掌握程度 

內部技術門檻，以及對客戶/產業製程需求及瞭

解，對專案開發品質之風險影響。 

產品功能完整性 
產品是否能滿足客戶規格，若功能不完整對品質

的風險影響。 

市場 競爭者專利/規模 
競爭者之專利與規模，對於爭取市場過程面臨之

潛在風險。 

三、主機板產業現況 

台灣主機板產業在全球市場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業者稱主機板為 PC 產業的航空

母艦，也因我國主機板長年累積的競爭優勢與生產規模，才有出貨量占有率已接近全球之

九成，隨著國際 PC 大廠委外訂單釋出比例持續增加強況下，台灣主機板產業整體產量呈

現成長趨勢，重要性有增無減，主機板對於晶片的大量需求，更鼓舞臺灣廠商積極投入研

發生產關鍵性零組件，帶動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 

未來全球 PC 市場發展動向競爭日益激烈，並且呈現大者恆大的趨勢，近期國內主機

板製造業生產、銷售及存貨值，如表 4 所示： 
表 4主機板製造業產銷存值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生

產 
值(百萬元) 52,051 39,019 48,477 50,947 50,990 
量(萬片) 22,084,413 19,431,281 23,397,554 24,467,430 24,585,956 

銷

售 
值(百萬元) 57,398 41,770 50,658 50,342 51,993 
量(萬片) 27,942,325 20,495,915 24,819,308 23,676,616 24,152,379 

存

貨 
值(百萬元) 1,778 2,517 1,897 3,032 3,405 
量(萬片) 743,008 818,056 467,512 405,015 395,115 

平均銷貨天數 20.81 19.81 16.39 17.42 22.72 
銷售平均單價(千元/片) 2.05 2.04 2.04 2.13 2.15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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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板的業務型態，主要可分為自有品牌（OBM）及委託代工製造(OEM/ODM)兩種，

採行 OBM 業務型態的廠商追求相對較高之毛利，目標客群主要為市場的消費大眾，在產

品設計方面較為強調研發時效性、創新性與產品品質的穩定性，所以品牌形象與產品訂為

成為消費者採購決策的關鍵因素，廠商主要把公司資源至於產品創新與品牌行銷上，以追

求更大的獲利空間。而以 OEM 業務型態為主的產商主要目的在擴大出貨量、爭取市占率，

目標顧客群為 PC 品牌大廠或是系統廠商，強代生產成本低廉、產品品質與產能的穩定性，

所以生產成本低與生產技術與產能穩定義是 PC 大廠下單的主要考量因素，該類的廠商主

要把公司資源至於生產技術提升與維持 PC 大廠關係上，以追求更大的市占率與營收成

廠。 

主機板產品必須隨中央處理器及晶片組的推陳出新而不斷更改，因此隨著個人電腦處

理資料日漸龐大，以及網路多媒體盛行，CPU 效能不斷提升，我國主機板廠商為提昇電

腦整體之功能，必須研發各種新世代主流晶片組規格之產品。以 CPU 創新而言，每三年

即有新世代規格出現，而在每一個世代中，每一年皆有新的晶片組出現，因此本產業廠商

需具有主機板即時研發與設計之能力，才能在技術變化高的主機板產業獲得競爭優勢。 

主機板為個人電腦之關鍵零組件，對電腦執行效率與穩定性影響甚大，加以產品必須

隨著 CPU 和 晶片組之發展、更替而重新設計，故於技術上具有較高之技術水準。對於以

代工業務為主之廠商而言，廠商為達到國際知名大廠之下單標準，無論於生產 技術、生

產成本及全球資源整合等皆須建置完善體系。因此主機板研發專案中，必須考量以下幾點

關鍵要因，才能提升產品成功機率，整理如表 5 所示： 

表 5主機板產業專案研發重要因素 

重要因素 說明 

創新的研發

能力 

主機板是以印刷電路板為主體，並將 CPU、晶片組、DRAM 等零組件插

在 PCB 上，其中 CPU 負責了邏輯判斷、運算資料處理之能力，而晶片

組則扮演著 CPU 與周邊設備或其他零組件溝通之橋樑，因此每一種新型

CPU 或晶片組之更替，主機板都必須重新設計，故主機板的生產與 CPU
和晶片組維持著密切之關聯。掌握產業標準或主流產品，且在 CPU 與晶

片組推出後的最短的期間內，推出採用新晶片或支援新 CPU 規格的主機

板，遂成為主機板廠商能否奪得先機之關鍵。 

穩定的品質 
主機板為個人電腦之關鍵性零組件，對電腦執行效率與穩定性影響甚

大，對主機板廠商而言，品質與生產良率為最主要之競爭因素 

良率 
產品良率主要影響生產成本的高低，當廠商生產良率較高時，生產成本

可壓低，提高廠商之獲利能力。 

研發人才與 
研發團隊 

研發人才與製程技術具有密切之關係，且本產業技術變化快速，因此即

便廠商具有先進之設備與製程技術，若無優秀之人才持續研發新產品技

術，則市場競爭力將逐漸降低。 

人員訓練 
主機板的生產製程為勞力密集的生產模式，因此，加強人員管理及訓練，

以降低學習曲線，進而增加產出及提高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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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整體出影響研發專案發展之風險源，並對 4 位於產業界具有

深厚經驗之專家學者進行問卷前測，修正內部要因與定義，最後彙整出 7 大構面與 28 像

要因，其細部要因定義如表 6 所示： 

表 6研發型專案之風險評估模型架構與定義 

 構面 風險源 定義 

研 

發 

專 

案 

風 

險 

評 

估 

模 

型 

組織層

面風險 

組織調整之不確定 
研發專案過程中組織或規模產生變動，對研發專案成效產生

影響 

產品組合不確定性 行銷與專案管理者對未來市場的需求與風險評估掌握度不足 

高階主管的認同與承諾不足 高階主管支持度，對於各項關鍵事項，關心度不強烈 

成本風

險 

設計變更導致成本增加 專案過程產品因功能變更，執行設計變動，導致成本增加 

議價能力不足 原物料取得不易，議價能力不足，無法有效抑制成本 

原物料/匯率/價格波動 原物料/匯率/價格波動，導致研發成本增加 

關鍵性技術與零件資源成本風險 關鍵的技術與零件掌控度不佳，導致成本增加 

時程風

險 

專案進度掌控不佳 專案經理對專案時程進度管控及風險掌控能力不佳 

各流程規劃完整度不足 各階段工作流程規劃完整性與應變能力不足 

掌控市場現況能力不足 因市場變化大，無法即時因應，導致專案延後 

研發技

術風險 

關鍵性技術能力不足 核心研發的技術能力不足，導致專案執行拖延 

專案獨特性且複雜度高 研發專案無獨特創新性及變革，導致專案失敗率增加 

協同研發設計整合力不足 研發團隊與各配合廠商協調整合度不足 

專利佈局不足 進入市場過程中，專利規模不足夠 

關鍵性料件取得困難 無法即時得到新料件資源或取得專利授權零件 

產品品

質風險 

品質成本過高 驗證完整度不夠或製程品質穩定度低，致產品品質風險增加 

無法滿足客戶品質要求 與客戶間對制定品質標準認定有落差，或無法滿足客戶要求 

產品故障率高 產品率有高故障風險，回修率高 

生產製程能力不足 製程中機器與測試設備及技術能力等，掌控能力不足 

人力資

源風險 

教育訓練不足 人員的專業技術訓練不足，導致專案失敗率增加 

人力資源管理不佳 人員與組織管理控管不佳，導致工作分配不均 

人員流動率高 人員調動或離職率高，導致專案進行困難 

人員工作效率差 所學無法發揮，無法滿足期望值，導致工作低落，效率差 

市場環

境風險 

對手削價競爭 產品進入成熟期，競爭對手利用削價競爭策略導致利潤降低 

市場成熟度不足 產品導入時機不對，消費者無意願購買 

早期市場出現仿冒 類似的競爭產品或替代產品推出，客源被瓜分 

錯估市場商機大 銷售需求減少，導致產品積壓，資金擱淺 

整體市場客源不明確 客源不清楚，需要投入大量時間來開發目標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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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級式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由 Saaty 在 l977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決

策方法，主要應用於不確定情況下具有多數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本研究所採用的 AHP
於問卷調查上，需要使用兩兩成對比較的問卷調查方式；而問卷內容是採用構面中兩兩因

素成對比較的評估模式，受訪者依據個人背景及經驗來衡量其各個問項的成對因素評估。 

本研究欲觀察研發專案風險源關鍵要因之 AHP 架構是透過文獻整理歸納而成，接續

並與 4 位專家進行要因前測分析，並依據專案訪談中所提之建議修正為本研究架構，共可

分成 7 大構面與 28 效要因。AHP 之資料分析的步驟，詳細說明如下： 

步驟一、建立評選要因層級結構關係  

假設有 N 位專家，針對評估準則有 n 個方案（A1,A2,A3,……An）的層級結構，進行

決策分析。綜合國內外各學者相關文獻之研究及專家訪談，本研究所建立研發專案風險關

鍵要因之層級結構；分為「組織」、「成本」、「時程」、「研發技術」、「產品品質」、

「人力資源」與「市場環境」七大構面，共 28 個決策因素。 

步驟二、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每位受訪者利用語意變數表達他對於兩個方案間相對重要性的評估值。而每位受訪著

利用語意變數表達他對於兩個方案間相對重要性的評估值，評比點根據學者 Saaty(1980)，
應要以九個評估指標來表示如表 7 所示： 

表 7層級分析法之評估尺度與定義說明 

AHP評估尺度代表定義 
評估尺度 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 兩比較方案的貢獻程度具有同等重要性(等強) 

3 稍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方案(稍強) 

5 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強) 

7 很重要 顯示十分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極強) 

9 絕對重要 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方案(絕強) 
2、4、6、8 相鄰兩尺度之中間  當需要折衷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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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以上資料建立矩陣運算如下： 
AnAA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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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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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n

n

n

n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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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a =1及 ijji aa /1= ；i,j=1, 2,…,n。 

在矩陣 A 中，以 W1,W2,…Wn 表示為 n 個要素 A1,A2,..AN 之數值量化的權重。若根

據專家意見所建構之矩陣 A 相當一致，其權重 iW 與判斷 ija 之間的關係可簡單的表示為

Wi /Wj=aij (fori,j=1,2,3,…,n)。 

步驟三：計算特徵值(Eigenvalue) 

欲求算 C.I.前需先求出 λ 值；因此運用上述所求出之權重 w，必須先求算一致性向量

（Consistency vector）用 ν 符號代表，以便求得 λ 值，其公式為： 

iν  =
i

n

j
ijj

W

aW∑
=1    I,j = 1,2,…n 

成對比較矩陣 A 乘上要素的權重向量 X 等於 nX，即(A-nI)X=0，此時 X 稱為特徵向

量。由於 ija 是專家進行成對比較時，主觀判斷所給予的評比，與真實的
j

i

W
W

值，一定有

某種程度的差異，故 AX=nX 便無法成立，Saaty 建議以 A 矩陣最大特徵值λ來取代 n。若

A 為一致性矩陣時，特徵向量 X 可由(4-3)式求得。 

 n

n

i
i∑

== 1
ν

λ    i=1,2,…n  

步驟四：一致性檢定  

當成對比較矩陣為正倒值矩陣時，要求決策者在成對比較時能達到前後一致的情況是

很不容易的。若前後不一致情形太嚴重，則研究結果將會與實際情形相差甚大，導致錯誤

決策。所以必須利用一致性檢定求得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 C.I.)與(Consistence 
ratio,C.R.)過濾這些信息，來確保計算結果真實反應實際情況。  

一般研究上，若一致性指標 C.I.=0，表示前後判斷完全一致；C.I.>0.1，表示前判斷有

(3-1) 

(3-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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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不連貫；Saaty(1980)建議 C.I. ≤ 0.1，則表示前後雖不完全一致，但為可接受之誤差。

C.R. ≤ 0.1 即表示一致性程度符合要求；而 C.R. > 0.1 即表示一致性程度不符合要求，表

示受訪者之談答前後不一致，在此狀況之下訪談者必須重新定義或說明清楚問卷問項以改

善問題的不一致性。階層數 N 與其相對之隨機指標 R.I.值對照表如表 8 所示。 

表 8 實驗數據對照表 

階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N/A N/A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資料來源：Saaty(1980)  
其一致性指標之定義公式如下：  

1
..

−

−
=

n
n

IC
λ

 

..
......

IR
ICRC =  

n：層級因素個數， maxλ ：評估者所建立比較矩陣之特徵值。 

 其中，R.I.為一隨機指標，是隨機產生配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指標，當 C.I.<=0.1 時，

則表示決策者前後判斷具有一致性。 

肆、實證分析 

一、問卷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填寫對象主要為研發部門之員工或主管，總計本研究問卷共發送 62 份

問卷，回收 55 份，扣除掉 4 份填答不完整與不正確之問卷，有效問卷為 51 份，回收率

82%。服務年資分析方面，1 年以下有 9 份，1 至 3 年共有 14 份、3 至 5 年共有 13 份、5
至 10 年共有 11 份、10 年以上共有 4 份，其百分比如圖 2 所示： 

 
圖 2問卷服務年資圖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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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Saaty(2001)建議的幾何平均數來進行 51 份問卷的整合，檢定的結果必須

滿足一致性指標小於 0.1 才符合可接受篇務範圍內。本研究依據的層級分析法步驟，首先

將(1)問卷成對比較後，(2)建立成對比較矩陣，(3)計算出特徵值，(4)檢定層級的一致性，

最後再計算出各評估項目之權重，藉由權重之重要性程度來重新篩選適合本研究的指標，

用以建立修正後的構面指標。 

二、各構面指標之特徵值與一致性檢定 

爲探討本研究之問卷問項是否達到一致性要求，以及各項構面指標之間的權重，在進

行成對比較矩陣之後可利用求得之特徵值與特徵向量，爾後進行一致性檢定。本研究之構

面指標求求得之最大特徵值如表 9 所示： 

表 9 層級構面最大特徵值 

層級 構面 最大特徵值(λmax) 

第1層 研發型專案風險關鍵要因 7.5942  

第2層 

組織層面風險 3.1051  

成本風險 4.1360  

時程風險 3.0822  

研發技術風險 5.2725  

產品品質風險 4.1282  

人力資源風險 4.2439  

市場環境風險 5.2988  

層級分析法(AHP)主要利用一致性指標 C.I.(Consistency index，C.I.)及一致性比率

C.R.(Consistence Ratio，C.R.)來衡量判別出問卷的一致性程度。一致性乃是指決策者在評

估過程中所做的判斷是否合理，有無顯著之前後矛盾。由表 10 中可得知，本研究之各構

面指標其一致性程度相當理想(C.R.值皆小於 0.1；C.I.值小於 0.1)，符合一般研究需求，亦

表示本研究問卷設計與受訪者填答過程並無矛盾不一致之處，符合一致性檢定之要求。 

表 10 一致性檢定數值表 
層級 構面 C.I. R.I. C.R. 

第一層 研發型專案風險關鍵要因 0.0990 1.32 0.0750 

第二層 

組織層面風險 0.0526 0.58 0.0906 

成本風險 0.0453 0.9 0.0504 

時程風險 0.0411 0.58 0.0709 

研發技術風險 0.0681 1.12 0.0608 

產品品質風險 0.0427 0.9 0.0475 

人力資源風險 0.0813 0.9 0.0903 

市場環境風險 0.0747 1.12 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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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性構面分析 

研發型專案風險源之關鍵要因，可以觀察七個主要構面的權重排序，市場環境是最重

要之構面(0.2829)、產品品質(0.2250)、人力資源(0.1596)、研發技術(0.1480)、時程(0.0847)、
成本(0.0631)與組織層面(0.0367)，如圖 3 所示： 

 

由圖 3 可以觀察出，研發型專案風險之評估指標構面中，其市場環境因素是最為重要

的構面(0.2829)，造成主因為主機板產業進行研發時，其市場的掌握度是很重要的，如何

掌握住市場是的需求，才能研發出正確之商品，否則若不重視市場環境狀況，研發出不被

市場所接受之產品，造成最終產品下架、不被客戶買單，導致研發過程所有投入全部白費，

因此研發單位對於市場環境、競爭者的狀況其重要程度是最高的。其次重要之構面為產品

品質風險(0.2250)，產品研發完成後，再進入生產製造時，必須妥善控管產品之品質，如

果製程穩定度低、無法檢驗出不符合之產品、或者產品進入市場後卻發生問題，即造成客

戶退貨、產品回收耗費、公司信譽傷害、品牌價值降低，所造成之後續後果是更加嚴重。

因此研發型專案極度重視產品品質是否能妥善管理，以降低後需之風險。 

排名第三為人力資源(0.1596)，造成主要因素為，研發過程中即會產生大量的溝通，

研發單位與業務、生產、品管、測試等不同單位要進行溝通協調，而且研發過程彼此是環

環相扣，某一部門產生問題，可能會引發出更多的問題點，因此研發型專案中，必須要能

夠果善管理參與之人力，給與教育訓練，以減少溝通所產生之問題。整體構面中，風險權

重構面較輕微組織層面風險，造成主是否開始執行專案時，組織即開會討論專案的可行性

分析、商業案由，確定該專案是有執行的必要，或者市場環境的確有該需求，因此若專案

確定成立後，組織皆會給予高度的支持，所以在此構面下，其重要程度則較其他構面相對

而言較低。 

四、整體之主要要因評估串聯指標之分析 

研發型專案風險關鍵要因之第二層之層級評估架構，各因素之權重排列如表11所示。

整體之要因評估串聯指標權重分析如下： 

圖 3整體之主要構面權重值之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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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整體之要因評估指標權重 

構面 指標因素 相對權重 排序 

組織 
(0.0367) 

組織調整之不確定 0.0043 28 
產品組合不確定性 0.0096 26 

高階主管的認同與承諾不足 0.0228 17 

成本 
(0.0631) 

設計變更導致成本增加 0.0071 27 
議價能力不足 0.0099 25 

原物料/匯率/價格波動 0.0160 21 
關鍵性技術與零件資源成本風險 0.0302 13 

時程 
(0.0847) 

專案進度掌控不佳 0.0121 24 
各流程規劃完整度不足 0.0280 15 
掌控市場現況能力不足 0.0445 8 

研發技術 
(0.1480) 

關鍵性技術能力不足 0.0129 23 
專案獨特性且複雜度高 0.0177 20 
協同研發設計整合力不足 0.0294 14 

專利佈局不足 0.0335 11 
關鍵性料件取得困難 0.0547 6 

產品品質 
(0.2250) 

品質成本過高 0.0206 18 
無法滿足客戶品質要求 0.0385 10 

產品故障率高 0.0770 4 
生產製程能力不足 0.0889 2 

人力資源 
(0.1596) 

教育訓練不足 0.0142 22 
人力資源管理不佳 0.0278 16 
人員流動率高 0.0501 7 
人員工作效率差 0.0675 5 

市場環境 
(0.2829) 

對手削價競爭 0.0200 19 
市場成熟度不足 0.0322 12 

早期市場出現仿冒 0.0385 9 
錯估市場商機大 0.0864 3 

整體市場客源不明確 0.1058 1 

本研究由表 10 可以觀察出研發型專案風險評估指標中，其重要性程度最高為整體市

場客源不明確之風險指標是最為重要的(0.1058)，可觀察目前市場需求多變、客製化要求

增加，因此在進行研發專案時，必須要掌握住目標客群，依據目標客群的需求來進行研發

是最重要之要因，才能提高市場對於產品的接受程度。其次為產品品質構面下之生產製程

能力不足(0.0889)，造成主因為再進行研發時，研發部門較無法掌握住其他產品品質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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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做好品質控管，而減少產品大量生產而產生的問題點，而且若生產製程能力不足，

則無法滿足交貨要求，亦須賠償客戶，產生更大損失。 

排名第三為市場環境構面下之錯估市場商機大(0.0864)，造成主因為目前市場環境多

變，如果主機板產業在進行研發時，而錯估市場上真正需求，則研發出不符合市場需求的

產品，而導致銷售量低、資金擱淺以及產品存貨堆積。排名第四重要之要因是產品品質構

面下之產品故障率高(0.0770)，在研發專案時，如果當中有一環節出問題，則產生產品故

障，產品故障則造成回修率增加、逆物流回收成本、公司商譽等問題，因此該項要因是在

研發專案過程中，特別注意之問題點。排名第五為人力資源構面下之人員工作效率差

(0.0675)，造成主因為在進行研發專案時，必須要與多個部門同時進行溝通，依據不同部

門對於該專案的看法、研製、生產製造、測驗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進行討論，因此人員

之間的互動溝通、工作效率則是一大關鍵，否則工作效率低無法及時推出新的產品，則造

成市佔率被其他企業搶佔。 

五、信效度分析 

信度是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能使研究結果具穩定性與一致性，本研究參考 Saaty(2001)
所建議，針對回收問卷進行一致性指標之檢定，檢定結果皆滿足 C.I.小於 0.1 之條件時，

具有足夠的信度。效度是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否能正確衡量出研究找所欲了解的特質，本

研究採用內容效度來進行分析，基本上內容效度是衡量研究工具的內容所反應出切合研究

主題的程度，反應問卷本身的內容廣度與適切度。因此，本研究在設計問卷過程，首先透

過蒐集國內外學者之相關文獻資料，蒐集完成後並進行問卷的前測，透過 4 位在主機板產

業具有深厚經驗的專家意見並加以歸內整理，同時考量分析網路程序法的理論與應用範圍，

最後綜整出七大構面與28項指標，使研發型專案風險指標能夠清楚表達並且有效的衡量，

嚴謹的決策過程可使得本研究之問卷滿足內容效度。 

伍、結論 

專案執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事件，導致專案目標無法達成稱之為專案風險。企業必須

要盡可能預防或降低風險所帶來的衝擊，如何妥善管理專案的風險成為一重要議題，因此

本研究提出研發型專案風險評估模型，以改善研發型專案在研發過程中可能產生之風險。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出研發型專案風險評估指標、研究方法與概念，最後建構出研發型專

案風險評估模型，提供主機板業者在進行研發專案時，可以掌握住研發過程中可能會產生

之風險源，而提早進行因應的策略，以降低研發失敗的機率。 

參考文獻 

李慧菁(民 96)，「資訊科技產業產品研發專案關鍵成功因素」，大同大學士業經營學系碩士
論文。 

林榮泰(民 96)，「應用模糊決策數分析於研發型專案風險之評估」，成功大學製造工程學系

碩士論文。 



2011 第 14 屆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 

- 252 - 

邱俊仁(民 94)，「專案管理應用於新產品開發之研究」，交通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2005 年。 

張保隆、鄭毅萍(民 85)，「專案管理與環境特性因素對專案執行的影響」，科技管理學刊，

第一卷，第一期，頁 161-177。 

陳玉蕙，「影響專案成功因素之探討」，真理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楊燿州(民 92)，「模糊理論應用於科技研發風險管理之研究-以飛行器發動機為例」，逢甲
大學工業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熊培霖、范淼、黃哲明、周詳東與陸正平(民 95)，「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 專案

管理入門寶典」，鴻博國際專案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簡昕潔(民 93)，「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開發專案風險之研究」，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
文。 

Baloi, D. and Price, A. D. F. (2003), “Modeling global risk factors affecting construction cost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Vol. 21, No. 4, 
pp.261–269. 

Cleland, D. I. and Ireland L. R. (2002), "Project Management Strateg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4th edition, McGraw-Hill, Singapore. 

Chapman, R. J. (2001), “The controlling influences on effective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desig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Kidlington, Vol. 19, No 3, pp. 147-157. 

Hubbard, D. G. (1990), “Successful Utility Project Management from Lessons Learned,”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6, No. 3, pp. 19-23. 

Harland, C., Brenchley, R. and Walker, H. (2003), “Risk in supply networks,”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Vol.9, No. 2, pp. 51-62. 

Jaselskis, E. J. and Ashley, D. B. (1991),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Resource 
for Achieving Succes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Vol. 
117, No. 2, pp. 321-340. 

Juttner, U. (2005),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from a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16, No. 1, pp.120-141.  

Kenny, J. (2002),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 18, No. 3, pp.359-376. 

Lester, D. H. (1998),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41, No. 1, pp. 36-43. 

Pinto, J. K. and Slevin, D. P. (1987) “Critical Factors in Successfu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 34, No. 1, pp. 22-27. 

PMI, (2008), 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4nd ed. 
Sanchez, A. M. and Perez, M. P. (2004), “Early Warning Signals for R&D Projects: An 

Empirical Study,”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5, No. 1, pp.11-23. 
Saaty, T. L. (1980),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Planning, Priority Setting, Resource 

Allo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Satty, T. L. (1977), “A Scaling Method for Priorities i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3, pp. 234-28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BETuZ/search?q=auc=%22%E9%99%B3%E7%8E%89%E8%95%9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BETuZ/search?q=sc=%22%E7%9C%9F%E7%90%86%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BETuZ/search?q=dp=%22%E7%AE%A1%E7%90%86%E7%A7%91%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7oV7./record?r1=7&h1=0
http://cedb.asce.org/cgi/WWWdisplay.cgi?168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