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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讀我
這是一段學習經驗，而不是一本參考書。我們刻意排除所有阻礙學習當前要點的東西—— 然

而我們沒有拿掉 PMP考試時可能會遇到的任何內容。第一次閱讀時，你必須從頭開始，因為
本書對讀者的知識背景做了一些假設。

本書章節順序按照 PMBOK Guide安排。

這麼做的理由是因為這很合理⋯PMP認證的焦點在於你對 PM BOK Guide的理解，包括輸入、
輸出、工具、以及所參考到的技術。對你來說，按照考試的編排方式來理解相關材料，是個

很好的主意。如果你正在將本書與 PMBOK Guide 交互參考，這樣的編排方式，應該更讓你
感到得心應手。

我們鼓勵你搭配 PMBOK Guide閱讀

本書談論 PM BOK Guide裡諸多觀念在實務上的應用，然而，對於該指南是如何談論這些材
料的方式，你也應該要有相當的瞭解。另外，還有一些出現在考試裡的資訊，並未包含在該

指南中，因此，本書絕非只是 PM BOK Guide的翻新版本。當然，該指南絕對是很棒的參考。
準備考試時，你應該交互參考這兩本書，這會幫助你對所有的用語具有更好的理解，並且確

保考試當天沒有什麼出乎意料之事。

活動不是選擇性的

練習與活動並非附加內容；它們是本書核心的一部分。有些可以幫助記憶，有些幫助理解，

而有些能幫助你應用所學。不要跳過練習。填字遊戲也是重要的—— 它們能幫助你的大腦抓

住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們能夠讓你的大腦在不同的環境中有機會思考那些字詞。

重複是刻意且必要的。

我們冀望 Head First 系列能夠讓你真正學到東西，希望你讀完本書之後，能夠記住所讀過的
內容，大部分參考用書並不是以此為目標。本書的重點放在學習，所以，某些重要內容會一

再出現，加深你的印象。

「動動腦」練習沒有答案。

對某些練習來說，並沒有正確的答案。相對於其他練習來說，「動動腦」所啟發的學習經驗

在於：讓你自行決定你的答案是否以及何時正確。在某些練習中，我們會提供暗示，指引你

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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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拿到 PMP認證，

我就要出人頭地了！

簡介1

為什麼要取得認證？

厭倦了一再面對相同的老問題嗎？如果已經進行過

許多專案，你知道會面臨著相同的問題，一次又一次。對於這

些問題，該是學習一些通用辦法的時候了。一大堆專案經理們

已經多年學習，P M P認證就是你將這些智慧運用在實務上的入

場券。準備好改變你管理專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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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好像很熟悉？

老闆要求的交付

日期。

專案完成的實
際時間。

Kate的老闆向客戶承諾一個她可能無法達成的交付日期。

然後，當專案進行到一半時，客戶要求一個大變更。

Kate

開始 完成一半

Kate 的預算。

Kate 計劃讓花費剛好符合預算。

$0.00

實際情況。

開始 完成一半

$0.00 –$14,760.53

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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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正當專案即將結束之際，有人發現廣告打錯字，有 10000 張
必須重印。

新注音選錯字讓專案
超出預算且客戶不爽。

然後 Kate 發現印刷設備已經被
另一個專案預約走了。

雖然知道其他人有可能需要使用印刷設備，但她也沒時間做出備案。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娛
樂性的系列，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

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歡樂！

專案將會延遲與超支，客戶

很不爽。

這麼緊的時間讓 Kate 無

從規劃風險。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
娛樂性的系列，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

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
生活更多感動與

歡樂！

岡琴大特價！

肛琴大特價！
肛琴大特價！岡琴大特價！

岡琴大特價！

岡琴大特價！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娛

樂性的系列，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

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歡樂！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
娛樂性的系列，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

娛樂性的系列，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歡樂！

岡琴大特價！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娛

樂性的系列，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

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
娛樂性的系列，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

娛樂性的系列，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除了擁有傳統肛琴的纖細且豐

潤的音色表現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生
活更多感動與

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與
網路連線功能，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
生活更多感動與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
生活更多感動與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
生活更多感動與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
生活更多感動與

使得肛琴更具娛樂性，賦予
生活更多感動與

歡樂！

岡琴大特價！岡琴大特價！

岡琴大特價！
可彈、可聽、可存檔，充滿娛

樂性的系列，

除了擁有傳統岡琴的纖細且
豐潤的音色表

現外，還搭載最新的數位科技
與網路連線功

能，使得岡琴更具娛樂性，賦
予生活更多感

動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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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不一定要這樣

輸入

所有專案都有錯字問題，但是有解決方法⋯有些人已經幫你研究

過了！有一群專家將所有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案寫入 PM BOK® 
Guide以便傳授給你。

由一群專家撰寫的
PMBOK® Guide將許
多專案經理的智慧
與經驗整合在一起。

...來自全球。

PMBOK® Guide 是專案經理

必須知道的標準，它幫助

你避免常見問題。

PMBOK® Guide 的內容包含
處理常見專案管理問題的
實務辦法。

PMBOK® Guide是救星

沒有一本書能集結

所有的專案管理知

識，因為它不停的變

化…所以這本書叫做

指南。

又稱為

專案管理

基本知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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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已經有答案
每個專案都會遇到相同類型的問題。但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案經理可

及早發現它們並快速的找出最佳解決方案。PM BOK® Guide 能幫助
你：

常見陷阱：最好要避開。

幫助你學習如何規劃與
避免專案的缺陷。

PMBOK® Guide 有評估任務並有

效安排進行次序的好辦法。 描述規劃與追蹤成本

的技術。

從過去遇到類似問題的專案中學習以避免再出現。

規劃與執行專案以避開常見陷阱。

學習全球專案經理們通用的專案管理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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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專案經理的條件

知識（knowledge）

如果你特別留心專案管理領域的發

展，就可以從每個人的成功與錯誤中

學到東西，以便將你的工作處理得更

好。

執行（performance）

知道需要做什麼並不夠——還必須交

付成果。這項特質全然關乎努力不懈

地將工作做好。

人際關係技巧（personal  ski l l）

因為你在管理人，必須注意什麼可以

激勵他們，什麼又會讓他們感到挫折，

專案經理的工作必須跟專案團隊產生

密切的關連，並且讓每個人走在正軌

上。

PM BOK® Guide有很多工具可幫助你更好的管理專案。但若未具有三項
專案經理的核心特質則這些都沒有意義。想要專案成功就必須注意這三

項。若想要做好專案經理的工作就必須具備這些條件。

核心任務

這表示你必須知道 PMBOK® 

Guide 裡的所有工具與技術，

還有使用它們的時機。

你和你的團隊必須努
力工作，交付成功的
專案。

身為 PM，你必須在專案的整個生命

週期中領導團隊，因此，想要成功

就必須精通人員的管理，即使他們並

未直接向你報告。

若將本書與 PMBOK® Guide 比較，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不在它的第一章。我們特別安排本

書的內容以讓你更容易學習。這表示有時候

我們的安排與 PMBOK® 不一樣，你會看到更
多的重複贅述甚至是 PMBOK® 沒有的額外內
容，這都是為了幫助你更快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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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這些特質勢必為專案帶來問題。想一想，下列失敗專案是何種專案經理成功特質被忽

視的結果？有時候，原因不只一個；挑出對你最合理的那一個吧。

專案提早被交付，但不具有客戶

要求的所有功能。副總先前建議

了一種新的需求收集技術，但專

案經理將它束之高閣，因為他從

來沒有聽過它。

專案延遲交付，因為專案團隊無

法達到公司的生產標準，團隊成

員總是遲到早退，不遵守午休時

間規定，專案經理似乎也不太重

視這個專案。

專案進度落後，因為團隊成員投

機取巧，不按規矩做事，導致工

作品質惡劣而必須回頭修正所有

錯誤。

專案經理認為符合專案期限高過

一切，故要求產品準時釋出，而

不管品質如何。專案團隊想要建

立高品質的產品， 並且在整個專
案過程中不斷跟專案經理發生爭

執，試圖改變他的心態， 最後，
產品如期交付，但團隊成員撒手

不管，拒絕負責該產品的維修支

援工作。

專案經理拒絕學習使用公司買給

專案團隊的排程軟體反而將專案

時程記在他的腦海裡以及白板上， 
在專案接近尾聲時， 赫然發現漏
掉一些重要工作， 而交付日期已
經過了兩個月。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專案團隊與專案本身有許多衝突，

以致無法相互合作。他們做了一

些傷害彼此的決策，到最後，什

麼東西也交付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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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解答

不重視這些特質勢必為專案帶來問題。想一想，下列失敗專案是何種專案經理成功特質被忽

視的結果？有時候，原因不只一個；挑出對你最合理的那一個吧。

知識
人際關係技巧

執行

執行

人際關係技巧
執行

這可能也是個知識
問題，因為PM未學
習排程軟體或範本

（template）。其中
差別沒有 100% 的
界限。

這可能也是個知識

問題，因為該 PM 

不夠瞭解利益關係

人的想法。

專案提早被交付，但不具有客戶

要求的所有功能。副總先前建議

了一種新的需求收集技術，但專

案經理將它束之高閣，因為他從

來沒有聽過它。

專案延遲交付，因為專案團隊無

法達到公司的生產標準，團隊成

員總是遲到早退，不遵守午休時

間規定，專案經理似乎也不太重

視這個專案。

專案進度落後，因為團隊成員投

機取巧，不按規矩做事，導致工

作品質惡劣而必須回頭修正所有

錯誤。

專案經理認為符合專案期限高過

一切，故要求產品準時釋出，而

不管品質如何。專案團隊想要建

立高品質的產品， 並且在整個專
案過程中不斷跟專案經理發生爭

執，試圖改變他的心態， 最後，
產品如期交付，但團隊成員撒手

不管，拒絕負責該產品的維修支

援工作。

專案經理拒絕學習使用公司買給

專案團隊的排程軟體反而將專案

時程記在他的腦海裡以及白板上， 
在專案接近尾聲時， 赫然發現漏
掉一些重要工作， 而交付日期已
經過了兩個月。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被忽視的特質：

專案團隊與專案本身有許多衝突，

以致無法相互合作。他們做了一

些傷害彼此的決策，到最後，什

麼東西也交付不出來。



目前位置 4  9

PMP 考試簡介

問：PMBOK® Guide為何能聲稱它
是專案管理的完整知識體系？

答：事實上，它根本未做此聲明。

這正是為何 PMBOK® Guide要叫作
“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的原因。它

是一本參考書，將專案經理們如何工

作的眾多資訊組織起來—— 但它本身
並未聲稱包含所有的資訊。相反地，

它提供你一個管理專案的架構，告訴

你需要知道哪些資訊。許多人驚訝地

發現，在 PMP考試裡有一大堆東西
並未在 PMBOK® Guide中明顯提到
（別擔心：我們會把它們納入本書中）。

對現代專案經理來說，有一堆關於風

險、時間、成本、或品質的資訊要知

道⋯隨著你的職涯與經驗累積，你被

期望學到關於這些知識領域的更多技

能，那就是為什麼你不能畫地自限，

只研究 PMBOK® Guide的內容，它
的目的只是作為一個指南，引導專案

經理深入工作上會用到的各個知識

領域。

問：如果我在工作上不完全遵照這些

東西，那又會怎樣呢？

答：PMBOK® Guide不一定要像食
譜那樣一步步地遵循，它是諸多專案

管理工具的集合，以及專案管理領域

中所使用的各個程序，而專案經理對

於專案的執行擁有許多審酌餘地，所

以你不應該立刻丟棄目前正在使用的

一切，而一味改用 PMBOK® Guide
裡所提到的每一項工具。然而，隨著

你持續研讀 PMP知識體系，你將發
現裡頭有些工具真的能夠解決工作上

的問題，當你發現這些工具能夠派上

用場時，你確實應該開始使用它們！

說真的，這是最好的學習方式。開始

運用研讀時所學到的新概念之後，你

可能會發覺專案進行得更順利。

問：聽說在 PMP 考試裡有一堆公式
要記，真的必須這麼做嗎？

答：是的，但並不是真的那麼糟。

這些公式幫助你瞭解專案的現況，所

以你能夠做出較好的決策。稍後當你

在本書中讀到它們時，你會把焦點放

在如何使用以及為什麼，一旦瞭解，

就不是強記一些無用的垃圾。這些公

式實際上是合理且符合直覺的，你會

發現它們在你的日常工作中是很有幫

助的。

問：認證考試不就是顧問們拿來跟客

戶多收費用的藉口嗎？

答：有些顧問跟客戶收取較多的費

用，就因為他們是有認證的，但這不

是取得 PMP認證的唯一理由。最好
的理由是因為它幫助你理解所有的專

案管理觀念，這些觀念會幫你把專案

做得更好。假如你學會這些工具，並

將它們應用到工作上，你會是一個更

稱職的專案經理。嗯⋯假如它最後也

能夠幫你賺更多錢，相信你也不會反

對吧！

此外，切記，取得 PMP認證對許多
合約工作來說係屬必要，特別是政府

的案子，而且在各種工作的職缺條件

中也越來越常見了，有些雇主甚至不

會面試沒有PMP認證的專案經理呢！

問：實踐 PMBOK® Guide 所提到
的一切似乎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這些

東西當中有多少真的適用於我？

答：這是個好問題。你可能會發現

PMBOK® Guide提到的某些文件不
是你習慣為專案撰寫或建立的，還有

一些規劃步驟是你以前從未採用過

的，那是因為 PMBOK® Guide只是
一個架構，而不是成功專案的步驟。

取得認證代表你對所有這些工具與技

術具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些東西通常

被專案經理用來規劃專案、追蹤記

錄、以及處理一路上會不斷出現的問

題。然而，這並不表示每次領導專案

都必須完全依照相同的步驟。

問：但是我們公司的專案時限總是非

常急迫，你實在不能夠期待我撰寫一

大堆專案文件，並且使用所有的公式。

答：你將從本書第 8章中學到的一
件有用事情就是：有時候，似乎得預

先做一堆工作的程序，最後它確實會

幫你省下大量時間。

假如你在兩小時的規劃會議中發現到

需要耗費兩週時間才能夠修復的問

題，那麼，你花在規劃上的兩個小時

實際上會幫你省下兩週的時間。考試

題目中的很多工具都是為了幫助你在

問題侵擾專案之前避開它們，總之，

預先做好所有這些工作，並且好好記

錄下來，真的能夠讓你的專案比不做

這些工作耗費更少的時間、更低的成

本。

PMBOK® Guide 只是個指南，理解它的內容後你最終會成為更好的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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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你的環境

知道公司的大方向
你的專案（project）是公司的重要工作，但你也必須知道它如何配合
公司的高層策略。這時候就需要計劃（program）與組合專案
（portfolio）。

組合專案（portfolio）

組合專案是一群依商業目標

組合的專案或計劃。例如建

設公司正要投資改建既有建

築物，另外還要設計一些新

的建築物，他們可能會將公

司的資源分成兩個獨立的組

合專案：新建案與改建案，

因為兩者具有相當不同的商

業目標。

計劃（program）

計劃是一群一起管理比較好

的相關專案。公司從經驗中

知道蓋摩天大樓與集合住

宅差很多，因此蓋集合住宅

必須有獨立的計劃。

專案（project）

專案是產出特定結果的工作且

是暫時的。專案有開始與結束。

蓋房子是一種典型的專案。專

案可以是計劃或組合專案的一

部分，但組合專案與計劃不是

專案的一部分。

組合專案包括計劃與

專案。
計劃是一群應該一起管

理的專案。

新建

改建

新建案：

集合住宅

專案有始有終且有特定

產出。

計劃中的專案通常有關聯。計

劃管理（program management）

便是聚焦在這些相互依存性

（interdependencies）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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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價值是

從桌椅到員

工與智慧財

產等組成公

司的所有事

物的組合。

專案有價值
想想你所做過的專案，當中的每一個對你的公司都有某種好處。你可能建造產品並將它販售

給客戶，直接換取金錢。你可能將一些耗時費力的工作自動化，讓別人的工作更容易完成。

無論你如何計算完成專案時所創造的利益，這項利益都是你的公司最初決定從事這項工作的

真正原因，它對於你所服務之公司的整體商業價值（business value）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有時候，你很容易就會花費很多時間處理專案議題，以致錯失當初設定的目標。在進行每一

項決策時，務必考慮到專案的真正價值。

組合專案（portfolio）

組合專案經理為公司正在從

事的專案、計畫、與運作進

行分案，讓它們達成一致的

商業目標。如此能夠確保各

個專案可充份利用時程、預

算、和資源的管理以達成公

司的目標。

計劃（program）

計劃經理專注於不同專案

彼此關聯處並協調相關活

動，確保工作盡可能以最直

接的方式完成。

專案（project）

專案經理讓團隊專注在專案

所提供的商業價值，透過持

續幫助每個團隊成員理解工

作如何影響專案價值，專案

經理確保團隊裡的每個人都

能夠做出最佳決策， 讓專
案保持正確方向。

新建

改建

新建案：

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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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goal header here生命週期

專案有生命週期（lifecycle）
PM BOK® Guide定義了幾種專案工作模式。這些模式稱為生命週期，而
對專案的生命週期的思考則決定了專案進行的方式。

預測（predictive）

在預測生命週期中，專案的時程，範圍、成本是預先定義

的。專案的早期階段決定了專案的其餘部分將如何執行，

專案團隊會盡最大努力執行計劃，並儘可能減少變更的影

響。預測生命週期全是關於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情，準備最

佳計劃，然後努力遵循它。

適應（adaptive）

適應生命週期全是關於變化。以自適應方式處理工作的團

隊不是計劃工作和製定計劃，而是重複執行所有專案活動

以交付對利益關係人有價值的專案部分。這些部分稱為增

量，大多數敏捷生命週期都是為了盡快為客戶提供有價值

的增量。由於生命週期反複且頻繁地執行，因此可以在不

中斷工作的情況下進行更改。每次迭代的產物都是回饋的

機會，每次迭代都提供了一種改變將要完成的工作範圍的

方法。

需求

設計

實作

檢驗

維護

適應（adaptive）

適應生命週期全是關於變化。以自適應方式處理工作的團

隊不是計劃工作和製定計劃，而是重複執行所有專案活動

以交付對利益關係人有價值的專案部分。這些部分稱為增

量，大多數敏捷生命週期都是為了盡快為客戶提供有價值

的增量。由於生命週期反複且頻繁地執行，因此可以在不

中斷工作的情況下進行更改。每次迭代的產物都是回饋的

機會，每次迭代都提供了一種改變將要完成的工作範圍的

方法。

  迭
代

 #
3  迭

代
 #

2  迭
代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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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incremental）

使用增量生命週期的團隊透過一系列迭代向利益關係人提供小、可用的工

作部分以獲得回饋。增量開發生命週期更接近適應生命週期，但不同之

處在於此處生成的增量不能被視為最終產品，而必須在最終迭代中組合

才能被認為是完整的。

迭代（iterative）

迭代生命週期比適應生命週期更接近預測生命週期。使用迭代方法時，團

隊仍然會嘗試預先計劃大部分工作，但在專案生命週期中使用重複循環來

確定對範圍，計劃、成本基準的可能更改。這些更改可以在整個專案的反

饋循環中進行。

混合（hybrid）

混合一詞描述了預測和適應方法的任何組合。專案經理通常在幫助團隊決定採

取哪種方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你可以按照此處定義的生命週期之一，或者

制定更適合你的組織的預測和適應實踐的新組合。

量身定制（tailoring）

你會在本書中看到有關量身定制生命週期的建議。每個組織都有獨

特的文化和一系列考慮因素，這些因素會影響專案計劃和執行的所

有方面。對於本書的每個主要章節，我們將嘗試在考慮你的專案使

用哪種方法時提出你可能自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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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點

專案、計劃、組合專案間有很多共通處
我們已經談論過在組合專案管理、計劃管理、和專案管理之間的差異，但是

它們之間也有許多類似的地方。

驗證過的專業程序

組合專案經理和計劃經理具有一組經過驗證的程序、工具、技術，這些東西

已經被用於管理很多成功的計劃和組合專案。就像 PMP，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針對組合專案管理提供 PfMP認證，並且針對計劃管
理提供 PgMP認證。

處理限制條件

組合專案經理必須在資源、預算、風險承受度等條件受到限制的環

境中排定工作順序，建構出讓組合專案獲得成功的環境。計劃經理

必須管理由相同資源池（resource pool）或相同預算所產生的一群
專案。專案經理通常具有預先定義好的時程表、資源限制、以及要

管理的範圍需求。三者都必須使用程序、工具、技術以幫助經理人

在他們的商業環境中平衡所有的限制條件。

商業價值

組合專案經理依公司的策略性目標排定工作順序。管理計劃全是關於追蹤記

錄資源以及影響專案群組的其他限制以使專案都能夠達成某種共同的利益。

另一方面，專案關係到管理達成某種結果的工作。組合專案的策略性目標、

計劃的共同利益、以及專案的結果為你的公司提高商業價值。

又稱為

專案管理

基本知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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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專案、計劃、專案全都使用核准書
起始、計劃、執行、監控、和結束專案時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會幫助你的計劃

和組合專案經理瞭解你的專案運作狀況並且讓它保持方向正確。遵循

PMBOK® Guide 裡的所有程序可確保你的專案所屬的計劃和組合專案經理
知道你的工作進展以及即將完成什麼。雖然，組合專案與計劃管理所使用的

文件有很多差異，但三者皆使用核准書（charter）來定義它們的目標。

核准書

組合專案、計劃、和專案全都使用核准

書來定義它們的目標並且啟動相關工作。

核准書列出任何已知的限制和目標，並

且賦予經理人啟動工作的權力。

我們將在第 4章中深入討論專案核准書。

 雖然核准書被使用在專案、計劃、組合專案，

但準備考試只需要專注於專案核准書。 稍
後我們會多花時間討論專案核准書。

組合專案核准書

組合專案核准書展示組合專

案打算完成的策略性利益，

它會列出包含在組合專案裡

頭的所有計劃和專案。

計劃核准書

計劃核准書定義計劃要達

成的共同利益以及它所包含

的專案清單。

專案核准書

專案核准書提供專案描述、

時程摘要、和商業論據

（business case），並指派
專案經理。

Fun FFununununun
輕鬆

新建

改建

新建案：

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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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計劃

Ranch Hand Games：組合專案核准書

組合專案描述：線上遊
戲組合專案

市場研究顯示，在新的
會計年度中，家機與電

腦遊戲的市場不會像線
上遊

戲的市場成長得那麼快
，Ranch Hand Games已經針對線上遊戲市場啟

動了一些計劃，企圖在
未來的 15 個月內增加 10%的市佔率。

以下是規劃中的計劃與
專案：

計劃：

• 線上遊戲廳計劃

• 線上遊戲銷售與行銷活動

• 伺服器升級計劃

• 網路商店計劃

專案：

• 瘋牛 II

• 紳士 Online

動了一些計劃，企圖在
未來的 15 個月內增加 10%的市佔率。

Ranch Hand Games：計劃核准書

專案說明：線上遊戲廳
計劃

這個計劃針對 80年代晚期與 90年代早期的遊戲廳遊戲進行
改寫，所有

的產品將同時在線上遊
戲市集中釋出以配合一

場大型商展。因為這些
遊

戲當中有許多共用程
式碼，因此必須統一

管理，好讓整個組態

（configuration ）更容易管理並且方便協調所
有開發活動。

專案：專案：

Ranch Hand Games ：專案核准書

專案說明：瘋牛 II

這是獲得空前成功的瘋
牛遊戲的續集，它將包

含線上遊戲部分，並

且屬於線上遊戲組合專
案的一部分。

專案需求：

• 每隊最多可有八位玩家同時上
線。

• 玩家之間可進行即時的文字和
語音通訊。

• 更快速、逼真的繪圖。

• 新角色與新場景。

專案里程碑摘要

完成需求收集   Mar 4

完成程式碼   Jun 1

釋出 Alpha版供內部測試  Jun 20

釋出 Beta版供外部測試  Aug 31

釋出正式版   Nov 15

組合專案經理會監控轄下所
有計劃與專案的執行以評估
組合專案的進展情況。

此計劃必須納入管理，
因為其中所有專案共用
程式碼。若每個專案獨
立管理，則所有的專案
團隊將會浪費很多時間
與彼此溝通協調。

組合專案包含
計劃與專案。

由專案的贊助者提

供核准書。第四章

會深入討論贊助者

與核准書。

你可以透過需求

是否達成與產品

的品質判斷專案

是否成功。

深入專案、計劃、組合專案

讓我們透過 Ranch Hand Games 軟體公司的核准書來探討
組合專案、計劃、與專案的差異以更深入的認識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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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你必須瞭解組合專案、計劃、與專案之間的差別。下列敘述分屬何者？

某顧問公司想要為每個顧問增加

諮商時間，因此展開一些遍行於

全公司的計劃，幫助顧問提升每

年的總生產力。

某大學想要為各系所建立管理網

站， 他們瞭解各系所的網站都會
被帶到同一個註冊與登錄頁面，

因而決定共同管理，以便節省時

間。

某大型公司想要改革內部各個人

資單位的作業方式 -從紙本作業
轉變成軟體系統。他們花了一些

時間尋找處理這項工作的最佳軟

體套件，並決定共同管理所有的

人資單位，因為他們必須讓同一

組人馬幫忙處理所有工作。

某公司想要建立更好的報表介面

（reporting interface）以便得到更
準確的年度目標資料。

某遊戲軟體公司想要提昇它的線

上遊戲市佔率因此展開一些行銷

與銷售方案、開發一些新遊戲、

重新改寫一些舊遊戲，以便吸引

更多線上遊戲玩家。

某建設公司同時投標幾個車庫專

案，最後有一個得標， 必須在一
個月的時程內及 5,000美元的預
算下完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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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解答

考試時你必須瞭解組合專案、計劃、與專案之間的差別。下列敘述分屬何者？

組合專案

專案

專案

計劃

計劃

組合專案

某顧問公司想要為每個顧問增加

諮商時間，因此展開一些遍行於

全公司的計劃，幫助顧問提升每

年的總生產力。

某大學想要為各系所建立管理網

站， 他們瞭解各系所的網站都會
被帶到同一個註冊與登錄頁面，

因而決定共同管理，以便節省時

間。

某大型公司想要改革內部各個人

資單位的作業方式—— 從紙本作
業轉變成軟體系統。他們花了一

些時間尋找處理這項工作的最佳

軟體套件，並決定共同管理所有

的人資單位，因為他們必須讓同

一組人馬幫忙處理所有工作。

某公司想要建立更好的報表介面

（reporting interface）以便得到更
準確的年度目標資料。

某遊戲軟體公司想要提昇它的線

上遊戲市佔率因此展開一些行銷

與銷售方案、開發一些新遊戲、

重新改寫一些舊遊戲，以便吸引

更多線上遊戲玩家。

某建設公司同時投標幾個車庫專

案，最後有一個得標， 必須在一
個月的時程內及 5,000美元的預
算下完成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