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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科技採用的研究 

科技採用(technology adoption)的問題，一直是資訊管理領域一個重要的議
題。在資訊管理的研究範圍中，「採用」一詞，因為最早出現於科技創新擴散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DOI)的研究中，所以「採用」一開始亦被視為科技在組
織中創新擴散的一個階段(Cooper and Zmud, 1990; Rogers, 1995; Fichman, 2000; 
Zhu et al., 2006a)。根據早期 Cooper and Zmud(1990)所提出的科技擴散模型而
言，科技的擴散過程可以區分為數個階段來看待，包括：起始推動(initiation)、
採用(adoption)、調適(adaptation)、接受(acceptance)、慣例化(routinization)、擴散
(infusion)等階段。但是，對於一項科技究竟能否進入組織而言，當中的「採用」
則為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因為在 Cooper and Zmud(1990)的定義中，所謂的「採
用」是一個決定組織是否要對科技投注心力的關鍵點。故當組織決定採用一個科

技時，實際上除了代表組織決定要使用這個科技外，更重要的意涵是，表示組織

在評估相關情況之後，為了該項科技的採用，組織願意付出其相對應投資，及其

往後隨之而來的種種代價(Cooper and Zmud, 1990; Fichman, 2000)。 

從科技若被組織採用，則組織需要付出龐大的代價來看，要讓組織採用一項

科技並非一項易事。因此，這也是為什麼在科技創新的研究中，科技採用會受到

特別關注的原因。而由於科技可否被採用的問題，對組織可能影響甚巨，所以在

科技採用的研究中，有許多的研究都在於討論及分析：(1).究竟為什麼組織會願
意採用一項科技；(2).那些正面因素(facilitators)與負面因素(inhibitors)會影響組織
採用科技的意願(intention)、決策(decision)，以及採用的行為(behavior)等。除此
之外，由於組織採用科技不易，所以研究者也有興趣知道，當組織採用科技的情

況下：(1).究竟科技的採用能為組織帶來那些的效益及影響；(2).科技的採用究竟
要如何進行，才能為組織帶來效益；(3).究竟存在著那些(正面與負面)因素會影響
科技採用的效益。最後，科技的採用並無法保證一定都可順遂，所以研究者還想

知道：(1).對於一項科技而言，為什麼科技的採用會發生困難呢？(2).究竟有什麼
樣的原因會造成科技採用的失敗呢？進而這些相關議題的探討，即構成了現有科

技採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除上述研究議題的分野外，科技採用在研究上還有「層次(level)」的區別，
包括：組織層次(organizational level)和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Venkatesh, 
2006)。以 Cooper and Zmud(1990)提出的科技擴散模型來看，其雖然呈現的是「組
織」採用科技的過程，但「採用」的意義，除了「決定使用(decide to use)」外，
也包括「實際使用(actual use)」的概念。然而，就科技的「決定使用」與「實際
使用」來說，當組織採用某一科技時，雖然科技的決定採用，是組織層次的問題，

但科技的「實際使用」，卻有「組織使用(organizational use)」與「個人使用(individual 



 5

use)」兩種方面。換言之，在組織所採用的科技中，根據科技原始被設計的目的
不同，有一些科技的目的可能僅在於支援組織活動的運作，但有一些科技的目

的，除了被用以支援組織活動的運作外，也會被用以支援個人性的工作任務。因

此，在研究上，當研究者想要去理解科技採用的問題時，根據其所觀察的科技型

態，以及其所選擇的分析對象，有些研究會強調從個人層次的立場切入，有些研

究則強調從組織層次的立場切入(Venkatesh, 2006)。也因此，科技採用的研究，
既有屬於宏觀(macro)的組織層次問題，也有屬於微觀(micro)的個人層次問題。 

然而，雖然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中，科技採用已有其定義，同時研究上研究者

也各自從不同的層次切入進行研究。但是，現有的研究對科技採用的理解，卻也

有很大的限制。首先，第一個顯見的限制是，「採用」漸漸被視為是科技採用的

終點(end-state)。在過去的研究中，如前面所指出的，因為組織採用科技的不易，
有一類的研究會去分析為什麼組織會願意「採用」一項科技，而那些的因素又會

影響科技「採用」的意願、決策與行為等。所以在這類型研究的分析中，「採用」

本身逐漸變成一個採用科技的結果。特別以量化研究而言，因為量化研究架構多

採取變數模式(variable model)，所以為要能夠測量什麼樣的變數，會去影響採
用，或者了解某些變數和採用之間的相關性，「採用」多會以應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的型態，存在於研究架構或模式之中。如此一來，「採用」在概念上，逐
漸變成是一個定點的狀態或結果。 

其次，科技的「採用」也逐漸被視為一定會衍生出科技採用的「效益」。在

研究上，許多研究者認為，組織之所以願意對科技進行投資，主要理由乃是組織

期望科技的採用能夠為組織或個人造成影響，而在實際情況下，組織最期望知曉

科技所帶來的影響，則是組織績效(performance)或生產力(productivity)可否因科
技採用而藉此提昇。故在研究中，科技採用和組織效益的關係，自然會被研究者

給連接起來。但是，科技的採用究竟是否真的能夠為組織帶來效益，本身即是一

個需要被爭論的問題。然而，在現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卻傾向採取科技採用對於

組織或個人，應該是正向影響(也就是存在著效益)的假設，而去從事研究。所以，
在研究中常見的情況是，即使科技採用的後果還未釐清(科技是否真能為組織帶
來效益？)，但卻已經去分析科技所帶來的效益提昇，並測量科技效益的高低。 

再者，目前科技採用的研究，也僅把研究分析重點放在「科技採用之前」上。

對於大部份的研究而言，其不僅是將科技採用中的「採用」視為終點，而去研究

「採用」的前因(antecedent)。事實上，更明確的來說，現有的研究多半是屬於科
技於「採用之前(pre-adoption)」時點的研究，當中僅有少數研究涉及到科技於「採
用之後(post-adoption)」的分析。這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研究中，研究者所掌
握影響科技採用的因素，或研究者提出影響科技採用的原因等，基本上很大的一

個目的，在於協助組織順利進入科技採用的狀態。所以，對科技採用的理解，很

自然的，所聚焦的重點，就會局限從科技採用之前的條件，對科技採用來進行認

識，而沒有去考慮到科技採用之後，組織採用科技的狀態，當然也沒有再去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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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採用之後，究竟組織還會面臨到什麼樣的科技採用問題。 

對於科技採用的研究分析，如果將「採用」視為是一個定點的狀態。在研究

上就會限制研究者僅關注於分析科技採用之前的條件，來了解科技採用的問題。

因此，在近期的研究中，為突破這個限制，研究者已經開始從以下兩個方面，重

新思考組織的科技採用現象。 

 

一、 科技採用是一個「過程」 

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待科技的採用，主要是將「採用」視為是一種「過程

(process/sequence)」。在以往的科技創新擴散研究中，雖然研究者也探討採用的問
題，並且也有過程的概念，可是創新擴散的研究，主要強調的是科技「創新的過

程(process of innovation)」，而非「採用」的過程(Cooper and Zmud, 1990; Rogers, 
1995)。故「採用」在組織科技創新的過程中，只是一個階段。 

然而，從過程的角度來了解採用，研究者所看到的採用則是一種「持續性的

活動(sequence of activities)」，包括：科技的使用是持續的(Karahanna et al., 1999; 
Bhattacherjee, 2001; Bhattacherjee and Premkumar, 2004)、科技的接受是持續的
(Griffith, 1999; Jasperson et al., 2005)、科技與採用者(組織與個人)之間的互動也是
持續的(Orlikowski, 1996)。換言之，研究者認為，從過程的角度而言，科技的採
用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現象，而採用的狀態更不會一直維持在同一種狀態下。對

於一項科技的採用而言，採用是具有時間效應的。在採用的過程中，採用者的採

用/使用行為會流動，採用者對科技的認知會改變，科技與組織的互動會持續不
斷，而科技的採用結果亦是逐漸浮現(emergence)的。因此，對於科技採用的理解，
在採用被視為過程的角度下，過去研究所理解的，事實上只了解到整個採用過程

的那個最剛開始的階段(initial status)(Karahanna et al., 1999; Bhattacherjee, 2001; 
Jasperson et al., 2005)，而不是整個採用過程的全貌。當然，科技採用因為是一個
過程，所以剛開始的採用，會影響到隨後的採用，但是剛開始的採用，和隨後的

採用，其結果與反應也可能朝向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更重要的是，科技採用的

結果，包括科技對組織的影響，以及科技與組織互動等，更是無法在一開始的採

用即顯露出來。因此，在研究上，從採用是過程的角度來看，現有研究對採用的

認識與理解，其實還十分有限。故在近期的科技採用研究中，研究者即建議必須

拉長對科技採用的時間觀察範圍，或從後採用(post-adoption)的立場(也就是站在
科技已被實際使用的立場)，以更進一步理解與認識科技的採用問題。 

 

二、 科技採用並不只是採用科技 

為要突破研究的限制，在科技採用研究中，另一個思考的方向是對科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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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重新認識，也就是思考科技採用究竟採用的是什麼？以往的研究中，科技

一開始只被當做是黑箱(black-box)來看待(Latour, 1987)。早期研究對於科技的認
識，大多是在科技的功能(functional)層次或技術(technical)層次，所以組織採用科
技的意義，就是組織去使用科技擁有的功能或技術，來協助組織活動的運作。進

而分析科技採用問題的重點，在科技的面向上，也就落在科技的功能與技術層

次。接著，在中期，研究者則開始進一步從科技所擁有的能力(capability)(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 Zigurs and Buckland, 1998; Dennis et al., 2001)，來了解科技
採用的問題。此時，研究者認為所謂科技的採用，實際上是以科技所擁有的能力，

例如：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capability)、資訊處理能力(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bility)和流程能力(process capability)等，來支援組織活動或個人工作任務的
運作。是故，研究分析的焦點，也隨之移轉到科技的能力上。 

從能力的角度，來了解科技的採用，在概念上，雖然已經突破科技是黑箱的

限制。但是從能力的角度，來分析科技的採用，這本身所採取的是科技決定論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觀點。因為，在科技決定論的思維下，研究者認為：
科技的特性(characteristic/feature)或能力(capability)，是決定科技能否被採用，以
及能否獲得效益的關鍵(Davis, 1989; Orlikowski, 1992; Markus, 1994; Orlikowski, 
1996)。所以，如果一項科技對於組織而言，它的功能豐富、資訊處理的能力夠
強，那麼該項科技不但會被認為將被組織採用，而且還會被認為將能夠為組織帶

來效益。只是，很明顯的，若從科技的能力來認識科技的本質，並將科技的採用

視為是科技能力的採用，此一想法仍然脫離不掉本論文在前述所指出的，科技採

用研究中，那些已經存在的限制。 

為要真正進一步認識科技的採用，在近期的研究中，研究者認為，應該要檢

視科技之中到底內嵌/內含(embed)了什麼樣的東西(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Griffith, 1999; Orlikowski, 2000)。因為，對於科技採用而言，組織(例如：組織的
運作)很大一部份會受到所採用科技的影響，而產生各種層面的改變。而科技之
所以能夠對組織產生影響，研究者認為，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科技所內嵌或預設的

東西，隨著科技使用的過程(或者說科技與組織互動的過程)，被帶到了組織之
中，促成組織發生改變(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Orlikowski, 2000)。換言之，對
於科技採用所造成的組織改變而言，研究者認為科技本身(例如：資訊系統)或許
並不是造成組織改變的原因。在科技使用的表面底下，因為使用或互動過程中，

所被引領出來的科技內嵌預設，才是讓組織產生改變的關鍵。因此，研究者有興

趣知道，究竟科技所內嵌的預設是什麼，而這樣的預設又如何造成組織的改變。 

為此，在這樣的概念下，有些研究者認為科技所內嵌的東西，可以用結構

(structure)、知識(knowledge)、實務(practice)等的概念，來予以認識(Barley, 1986; 
Orlikowski, 1992;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Orlikowski, 2000; Soh and Sia, 2004; 
Boudreau and Robey, 2005; Vaast and Walsham, 2005; Orlikowski, 2006)。有關這部
份的深入探討，本論文將在下面的章節中，再做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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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技採用的困難 

作為科技採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分支，研究者對於科技採用困難

的分析與探討，事實上也反應了如上述本論文所指出的研究變遷。在此，本節將

對科技採用困難之文獻進行回顧。 

在科技採用研究中，對於採用困難的認識，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切入方式。

但一般而言，研究者所謂的「採用困難」是指：科技採用上出現困難(difficulty)、
障礙(barrier)或採用失敗(failure)的現象(Lyytinen and Hirschheim, 1987; Kumar et 
al., 1998; Larsen and Myers, 1999; Markus et al., 2000; Heeks, 2002)。而採用困難的
具體情況，包括：(1).科技採用發生難以使用或無法使用的情況；(2).科技雖被使
用，但實際上根本毫無效益、效益低落，甚至造成負面效益的情況(也就是科技
可有可無的情況)；(3).無論科技有沒有效益，但卻出現科技對於採用者(包括組織
或個人)根本不適用的情況(也就是科技採用雖欲帶來改變，但卻不為採用者所接
納的情況)。此外，採用困難現象的發生，由現有的研究可知，其可能在採用一
開始就出現，或在採用初期階段出現，也可能在採用中期或後期階段才出現。因

此，在研究上，要釐清科技採用發生困難的原因，其實有它的複雜性存在。 

現有研究對於科技採用困難的理解，在研究內容上，可區分為四個軸線，包

括：因素式/條件式(factors/conditions)研究、情境(contextural)觀點研究、過程
(process)觀點研究，以及科技內嵌(technology embeddedness)觀點研究等四類。 

 

一、 因素式/條件式研究 

因素式/條件式的研究，主要是透過了解構成科技採用要件或關鍵因素的方
式，來反應出造成科技採用發生困難的原因。而這類的研究，多奠基於技術創新

(Rogers, 1995)或組織創新(Wolfe, 1994)的觀點，並且依據技術-組織-環境的架構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TOE framework)(Tornatzky and 
Klein, 1982; Meyer and Goes, 1988; Chau and Tam, 1997; Zhu et al., 2003; Zhu and 
Kraemer, 2005; Hsu et al., 2006; Zhu et al., 2006b)，來分析科技採用之困難。同時，
這類研究也多以量化研究為主。 

具體來說，這類的研究認為：影響組織採用科技的因素，或科技採用的關鍵

成功因素，大致可以區分為：技術面、組織面與環境面等三個構面。而科技採用

困難的出現，即在於科技採用上，因為技術面、組織面或環境面的條件缺乏所導

致(Kumar and Crook, 1999; Thong, 2001; Teo et al., 2006; Zhu et al., 2006a)。首先，
從技術面來說，很多科技是因為科技本身的技術太過複雜(complexity)、相容性
(compatibility)太低，或缺乏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的原因，而造成科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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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例如：早期 Tornatzky and Klein(1982)、Leonard-Barton(1988)、Meyer and 
Goes(1988)、Moore and Benbasat(1991)等人的研究，都指出技術條件的問題，會
造成採用者對科技的排斥。 

其次，固然技術本身不佳是造成科技無法被採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很多研

究也發現，組織本身條件的不足，也是造成科技採用困難的重要構面。這些因素

包括：組織的大小、組織技術部門的規模、高階管理者的支持、技術的專業能力、

教育訓練、技術經驗、組織人員背景等(Damanpour, 1991; Grover, 1993; Swanson, 
1994; Fichman and Kemerer, 1997)。換言之，研究者認為對於科技接收者的組織
來說，如果組織體質不佳或組織的準備度(readiness)不夠，根本無法將科技納入
組織中，並將其用以支援組織的活動。 

最後，第三個構面是環境構面。研究者認為，除了科技的技術本身、組織條

件外，組織的外部環境也會影響科技的採用(Rogers, 1995)。舉例來說，在跨組織
系統的採用研究中，研究者就發現環境的競爭壓力，會促使企業採用跨組織系統

來與合作夥伴進行交易(Premkumar et al., 1994; Iacovou et al., 1995; Chwelos et al., 
2001)。同樣的，在一些高競爭的產業中，研究也指出，處於高度競爭的企業相
較於一般企業，比較願意對具潛力科技來做投資，利用科技來尋求創造競爭優勢

的機會(Tornatzky and Fleischer, 1990)。另外，一些研究還顯示，當組織的環境面
的條件，如法令、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較為優良時，也會對企業採用科技有正面的

影響(Farhoomand et al., 2000; Markus and Soh, 2002; Zhu and Kraemer, 2005)。 

 
表 2-1：科技採用困難之因素式/條件式研究整理 

影響構面 影響科技採用的因素/條件 研究文獻 

l 技術複雜性(complexity) Meyer and Goes(1988), Chau and Tam(1997), 

Fichman(2001) 

l 技術成熟度(maturity) Grover (1993), Fichman(2001) 

l 技術相容性(compatibility) Meyer and Goes(1988), Fichman(2001), Teo and 

Pian(2003), Zhu et al.(2006b) 

技術面 

l 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 Iacovou et al. (1995), Chau and Tam(1997), Kuan 

and Chau(2001), Fichman(2001), Hsu et al.(2006), 

Zhu et al.(2006b) 

l 組織大小(organizational size) Meyer and Goes(1988), Zhu et al.(2003), Zhu and 

Kraemer(2005); Hsu et al.(2006), Zhu et al.(2006b) 

l 組織技術部門的規模(IT 
department scale) 

Zhu et al.(2003), Hsu et al.(2006) 

l 高階管理者的支持(top 
management support) 

Grover (1993); Premkumar and Ramamurthy 

(1995); Iacovou et al. (1995), Kuan and 

Chau(2001), Thong(2001), Teo and Pian(2003) 

組織面 

l 組織的資訊基礎建設

(organizational IT infrastructure) 
Grover (1993); Premkumar and Ramamurthy 

(1995), Iacovou et al. (1995); Chwelos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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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組織的投資(financial investment) Iacovou et al. (1995), Thong(2001), Chwelos et al. 

(2001); Kuan and Chau(2001); Zhu and 

Kraemer(2005) 

l 技術的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experience) 

Meyer and Goes(1988), Kuan and Chau(2001), 

Fichman(2001), Zhu et al.(2003), Zhu and 

Kraemer(2005); Zhu et al.(2006b) 

 

l 教育訓練(education) Meyer and Goes(1988), Fichman(2001) 

l 環境競爭壓力(competitive 
pressure) 

Iacovou et al. (1995), Chau and Tam(1997), Kuan 

and Chau(2001), Chwelos et al. (2001); Zhu et 

al.(2003), Zhu and Kraemer(2005); Hsu et 

al.(2006), Zhu et al.(2006b) 

l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T 
infrastructure) 

Meyer and Goes(1988), Farhoomand et al.(2000), 

Markus and Soh(2002) 

環境面 

l 法規制度(regulation of law) Farhoomand et al.(2000), Markus and Soh(2002), 

Zhu and Kraemer(2005); Hsu et al.(2006) 

 

因素式/條件式的這類研究，如技術-組織-環境的架構，雖然建立出一個基本
框架，並透過量化的分析策略，用以檢視組織是否因為條件的缺乏而構成科技的

採用困難。但很明顯的，這類研究視科技採用為一定點，並且是以時間切片式

(snapshot)的方式，來分析組織在某一時點下所持有的各項條件，及其科技採用
的狀態。其對於科技採用困難的了解，僅在於顯露出組織採用科技所可能出現的

障礙，而達成暫時性的科技採用目的。然而，這對於科技採用困難的理解，卻十

分有限。原因不外乎：科技採用不是一個定點的狀態，而科技採用的各項條件，

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換言之，即使組織能夠達到這些條件的要求(即必要條件
的要求)，但仍不能夠避免組織發生科技採用的困難。因此，因素式/條件式的研
究分析，由於是透過科技採用必要條件的缺乏，藉此呈現出組織採用科技的困

難，所以一開始就不是從科技採用之所以會發生困難的根本，來對採用困難進行

認識。是故，在理解科技採用困難的問題上，許多研究者(Fichman, 2000; Robey et 
al., 2002; Hsiao, 2003)皆建議，必須和其他的觀點進行互補。 

 

二、 情境觀點研究 

情境觀點的研究，主要採取社會文化觀點(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來
分析科技採用當中，有關科技和組織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之間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問題(Kumar et al., 1998; Avgerou, 2001; 
Crowston and Myers, 2004)。 

情境觀點的研究強調：科技採用其實是一種科技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的
現象(Pettigrew, 1987; Avgerou, 2002)。所謂的採用是指：採用者(組織或個人)由科
技發展者的手上取得科技，然後重新讓該科技在自己的組織中運作起來。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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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科技發展者會根據自己所處社會文化情境的預設，來建立

科技支援組織活動的方式，並且無形之中，科技發展者也認為其在科技之中所建

立的組織活動方式，應該是放諸四海皆準的(context free)。然而，另一方面，當
科技要移轉到一個組織時，採用者(組織或個人)卻也有他們各自所處的社會文化
情境與氛圍，這些情境(如社會關係或信任)與氛圍(climate)(如規範或價值觀)可能
有形或無形地環繞在採用者的周圍，影響組織或組織成員執行企業活動時的信念

(beliefs)(Granovetter, 1985; Kedia and Bhagat, 1988)。因此，當組織要採用科技時，
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因為科技發展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如在西方情境下所發
展的科技)，不見得和採用者(組織或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相同(如東方的華
人組織情境)。故此時，就會導致由科技發展者在科技之中所建立的活動方式，
在價值觀(value)或信念(beliefs)上，和採用者(組織或個人)之間產生衝突。進而，
採用者(組織或個人)做為一個活動的行動者(actor)，可能並不願意按照科技所規
範的活動方式來從事其活動，而造成科技採用的困難。 

情境觀點的研究，在本質上不同於因素式/條件式的科技採用研究，專注於
了解科技採用的各項條件，其關注科技採用問題的焦點是「情境(context)」，強調
情境對行動者(也就是採用者)的意義，故在近期對於重新理解科技採用的困難，
帶來相當重要的啟發。例如：在 Kumar et al.(1998)中小企業跨組織系統的採用研
究中，他們所分析的是，義大利 Prato地區的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結果發現，
該地區有高度社會關係與信任的情境特性，中小企業交易活動的價值觀，所看重

的是人際之間的信任(trust)，其認為交易活動發生，是一個人際交往的過程，必
須講求承諾、重視信譽，同時要有個人的親身參與，及面對面的直接溝通，以維

繫人際間的良好關係。在這樣的情境下，跨組織系統所提供的活動方式，卻是一

套以電子市集(electronic market)為基礎的交易程序，強調用價格來決定交易活動
的發生。最後的採用結果是，雖然跨組織系統的使用，可以讓交易更有效率，並

增加這些中小企業的商業利益，但是這個系統的活動方式，由於違背了義大利人

交易活動的價值觀，根本就無法被中小企業所接納。 

另外，Barrett(1999)的研究也指出，英國倫敦的保險市場(London Insurance 
Market)中有高度的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保險從業員視保險交易是和客
戶間的生命契約。客戶一保險，等於和保險從業員間建立了一個長期的生命關

係。保險從業員具有很強的義務感(obligation)，有隨時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準備。
這種熱切為客戶服務的信念，來自於社會文化的價值，也來自於倫敦保險產業的

行業規範，使得保險從業員在從事行業活動時，具有高度榮譽感，重視與客戶的

關係。而保險交易系統的使用，在資訊流通下，雖然具有高度的市場效率，使得

保險公司與客戶之間的合約更容易被撮合，可以取代保險從業員的角色，但是熱

忱的服務態度、社會文化的價值，和歷史傳統帶來的榮譽感，卻和資訊系統的運

作顯得格格不入，以致於科技的採用，同樣沒辦法被倫敦保險業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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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程觀點研究 

過程觀點的研究，是組織研究中，一個從「過程」著手，以了解組織為什麼

及如何發生組織變革或轉型的重要研究族群(Pettigrew, 1990; Pettigrew, 1992; Van 
de Ven and Poole, 1995; Langley, 1999)。而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中，視科技採用是一
種組織變革或轉型「過程」的立場出發，這樣的觀點也被應用於理解科技採用為

什麼及如何發生困難的問題上。在此一小節中，本論文舉出在科技採用研究中，

常被論及的兩類過程研究，包括：科技調適(technology adaptation)研究和中斷式
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研究，來說明過程研究觀點的重點。 

科技調適的研究，是一種從根本上即認為科技採用是一個科技、組織及採用

者必須相互調適的研究論點。基本上，科技調適論不認為組織能夠找到一個完全

符合需求的科技。對任何一項科技的採用，組織只是找到一個差不多可以符合需

求的科技，然後就決定採用(Leonard-Barton, 1988; Type and Orlikowski, 1994; 
Majchrzak et al., 2000; Mitchell and Zmud, 2006)。 

對此，科技調適論和前述的情境觀點，有類似的解釋。其認為，從現實面來

看，一項科技的設計，設計者(designer)大多會根據其自身所處的情境，以及其自
身對於組織活動應如何運作的預設，來發展科技，並期望組織能夠付諸實行。特

別如企業資訊系統而言，系統設計者期望透過科技的解決方案，來幫助企業改善

組織活動的方式，所以在系統中，設計者就會把其認為可行的解決方案，落實成

為系統的功能、特性或架構。但事實上，所謂系統設計者眼中的解決方案，也不

過是設計者根據某一群組織共同的需求，所發展出的企業活動選項或功能組合。

當中並不會只針對一家特定的組織，考慮其特有的組織情境、條件與作業內容

等，據此建立資訊系統。故平心而論，當一個組織在決定採用科技時，是在找一

個比較貼近需求，並評估可能有效益的科技，然後採用之。為此，在採用之後，

對於組織而言，科技就需有一個調適(adaptation)的過程，經過一邊採用科技、一
邊調整科技項目及其相對應的組織流程，逐漸拉近科技與組織兩者間的距離。因

而，從科技調適的角度來看，科技採用發生不順利(也就是採用困難)是必然的，
組織很少有機會可以在一開始，就找到一個完全符合需求的科技(Leonard-Barton, 
1988; Type and Orlikowski, 1994; Majchrzak et al., 2000)。 

舉例來說：在 Type and Orlikowski(1994)的研究中，其分析了一個 CASE tools
採用的過程。她們發現當該 CASE tools被三個組織採用之後，分別有一波波的
科技調整過程。調整的原因，包括此一 CASE tools和採用的組織本有很大的落
差，如 CASE tools的功能與內含的應用(application)不是組織想要的情況，或者
是 CASE tools的介面與操作方式，並不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與作業行為，甚至於
CASE tools支援的活動方式，和組織成員實際進行專案活動的方式有不相符的情
況。故對於這三個組織而言，當科技採用後，面對這些問題時，都有一個調整與

改善 CASE tools的行為，使 CASE tools能夠繼續被採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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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科技調適的論點，一方面提出科技採用為什麼會發生困難的原因，另一

方面也指出組織的科技採用過程，其實也是一個組織逐步解決科技採用困難的過

程。但是，這並不代表科技調適論就認為組織透過科技調適的過程，就可解決採

用的困難。因為，科技調適的研究者(Type and Orlikowski, 1994; Majchrzak et al., 
2000)也發現到，科技的調適是有時機性(timing)的，如果調適的時機錯誤，或沒
有掌握科技調適的節奏，即使進行了調適的工作，科技與組織之間的落差依然無

法消除，而科技的採用也會呈現出一種沒有效益，並且積累的問題也無法解決的

局面，最後科技一樣會面臨被淘汰的結果。因此，科技調適研究的目的，並不是

在提供組織解決採用困難的途徑，而是在於呈現出科技採用的困難是一個常態，

並且說明組織的科技採用是一種透過調適，而和採用困難共存的過程。 

另一個對於理解科技採用困難，而常被論及的過程研究是中斷式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中斷式均衡是一個從生態學(ecology)出發，思考為什麼
科技的採用會由興轉衰的研究觀點。其認為：科技採用之所以會由成功採用轉為

採用發生困難，是因為在過程中出現了突如其來的重大改變，而造成科技採用的

問題(Tushman et al., 1986; Gersick, 1991)。換言之，中斷式均衡認為科技的採用
或創新，長期下來會進入到一個相對均衡的狀態(Christensen, 1997)。例如：在採
用一項科技後，當組織的使用者，逐漸習慣使用該項科技來支援其作業活動時，

即使該項科技仍舊存在小問題，但因為使用者已經習慣並接受了科技(包括科技
的缺陷)，那麼科技採用就會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在這種均衡的狀態中，
因為組織已經安逸於現有科技提供的服務，且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也已經逐漸被固

定，所以科技的採用會持續下去。但在此時，如果出現了一個急遽、根本且力量

強大的變化。這種相對均衡的狀態，仍然會被打破。 

舉例來說，在 Robey and Newman(1996)的研究中，他們追蹤一家公司 15年
採用物料管理系統(materials management system)的歷程。因為在 15年中，這家
公司的科技採用，不斷出現一個起起伏伏的波動，科技的採用每到一段時間，就

會由原先被採用接受的狀態，迅速轉為採用失敗。所以在這 15年內，這家公司
更換過好幾個不同的物料管理系統。究其原因後，Robey and Newman(1996)發現
造成該公司科技採用之所以會由穩定走向失敗，主要在於該公司的資訊主管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被更換所導致。因為當一位新的資訊主管上任接手資訊
部門時，就會立即推翻前一任資訊主管的政策，並且重新翻修現有的資訊系統，

以建立自己的功蹟並彰顯改革的決心。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它的結果就是 15年
下來，陸續出現幾次在系統穩定採用的情況下，但卻又面臨採用失敗的現象。 

透過中斷式均衡的觀點，來理解科技的採用困難，和科技調適的研究觀點是

有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中斷式均衡的觀點並不是從「微觀」的採用過程，去了

解組織某一科技採用的困難或失敗，而是傾向從組織科技採用的編年史(chronicle)
方式，來了解組織於科技採用過程中所發生的「歷史事件(history event)」，對於
科技採用所造成的影響。因而，它是屬於一種「宏觀」的過程分析，研究者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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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組織長期科技採用過程(前後可能涉及好幾種科技的採用)的追蹤，來找出科
技採用之所以會發生困難或失敗的共同原因。是故，這種研究觀點對於科技採用

的分析，需要長時間且持續的觀察與追蹤。 

 

四、 科技內嵌觀點研究 

科技內嵌觀點是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觀點，但本論文的立論基礎將擴展現存

的科技內嵌觀點，並於下個章節中說明。故在此一小節中，本論文僅先根據現存

已有的科技內嵌觀點，說明其對於科技採用困難的理解。 

如本論文前述所提及，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中，為要進一步認識科技的採用問

題，研究者認為，應該要檢視科技之中到底內嵌/內含(embed)了什麼樣的東西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Griffith, 1999; Orlikowski, 2000)。而在概念上，研究者
從不同角度切入，所看到的科技內嵌本質，可分為「結構(structure)」及「知識
(knowledge)」兩種主要看法。 

首先，科技內嵌「結構」的看法，是由科技之結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 of 
technology)的研究者所提出(Barley, 1986; Orlikowski, 1992;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Orlikowski and Yates, 1994; Orlikowski et al., 1995)。他們認為，所謂科技的
建構，包括科技的被建構(也就是科技的發展)，以及科技對採用者/組織的影響(也
就是科技的採用)，整體而言，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structuration)的歷程(Giddens, 
1984; Orlikowski, 1992)。在科技整體社會建構的過程中，一開始，科技的發展者
或設計者受到其所處社會的影響，會有意無意地將某些他們所處社會的結構

(structure)，植入他們所發展的科技內，轉化為科技所內嵌的結構。這些科技結
構的具體呈現(structural properties)，包括規則(rule)(如資訊系統的作業程序)與資
源(resource)(如資訊系統的資料庫或軟硬體設備)(Giddens, 1984; Orlikowski, 1992;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接著，當科技被採用之後，科技的結構透過科技被鋪
設在組織的過程中，原本科技發展者所處社會的結構，又會重新在採用者的組織

中被再製(reproduction)出來，對採用科技的組織與個人產生影響，對採用者的行
為與採用者所處的組織/社會，進行社會的建構。 

然而，問題在於，採用科技的組織與個人，處在自我的社會之中，行為受到

其所處社會的影響，也會隨之產生一套自我組織與個人運作的結構。因此，科技

的結構(事實上就是某些被科技發展者所植入科技的社會結構)，並不一定能夠影
響(或改變)採用科技的組織與個人。進而，科技之結構理論的研究者(DeSanctis 
and Poole, 1994)即認為，科技要能夠真正被採用，科技的結構就應該要是能夠影
響採用者(組織與個人)的結構。但是科技的結構，是科技發展者在他們所處社會
中，根據他們社會的結構特性所建立的，對於採用者而言，這並不是由採用者自

己所形成的，所以科技的結構不見得能夠與採用者所擁有的結構結合在一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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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義上，科技的採用就會發生困難。 

其次，科技內嵌「知識」的看法，則是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及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研究者(Lee and Lee, 2000; Schultze and Boland, 
2000; Huber, 2001; Alavi and Leidner, 2001; Hsiao et al., 2006; Orlikowski, 2006)所
提出。知識管理和組織學習的研究者認為，科技之所以內嵌知識，在意義上，可

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科技是知識的載體。對於許多先進資訊科技(如
知識管理系統、工作流程系統、智慧型代理人等)而言，這些科技存在的目的，
本在於儲存(storage)、傳遞(transmit)、整合(integration)或提煉(extractions)組織已
有的知識(Alavi and Leidner, 2001)。因此，知識作為客觀存在的個體，科技所內
含的東西，知識即為其重要的一部份。第二個層次是，科技本身也提供了屬於科

技技術面的知識。對於支援組織活動的創新科技而言，很多科技在技術上都是極

為新穎的，所以如果要採用這些科技，採用者(組織與個人)必須透過接觸科技，
去親自學習這些科技的技術面內涵(Fichman, 2000; Purvis et al., 2001)。因此，科
技的技術本身，亦提供了採用者可學習的技術知識。第三個層次，科技除了技術

層面的提昇外，很多科技本身即是一套組織活動的運作系統，其可能涉及到組織

活動中作業面與管理面的革新，甚至科技提供的運作模式亦是前所未有的，故當

採用者採用科技時，必須向科技來學習組織活動應該要如何運作的知識(Swanson, 
1994; Lee and Lee, 2000)。 

從科技內嵌知識的角度出發，採用科技事實上會被視為是一個學習知識的過

程。故為此，知識管理和組織學習的研究者即認為，科技採用可能會遭遇到知識

移轉或學習的困難(Huber, 2001)：第一，採用者(組織與個人)將會出現知識可否
被吸收(assimilation)的問題。因為科技所內含的知識，可能和採用者所擁有的先
前知識(antecedents knowledge)有一段距離，所以採用者可能會面臨知識的不連續
性。而對於採用者(組織或個人)而言，由於不見得有相對應的學習機制(learning 
mechanisms)或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存在，對於科技知識的學習也就不容
易，可能一拖就是好幾年。 

第二，科技如果內嵌的知識，是屬於組織活動運作知識。那麼這些活動知識，

並不單純可以隨著科技的採用，而能夠直接移植到組織中。因為其背後可能又會

涉及到另一連串相關的知識與技能，而只有等到這些相關的基本知識與技術都培

養後，採用者(組織與個人)才能夠將科技的知識學習起來(Howard-Grenville and 
Carlile, 2006)。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科技採用的一開始其實是不成功的。 

第三，科技的知識，對採用者可能根本不具有實質的意義。例如：在 Lee and 
Lee(2000)和 Hsiao et al.(2006)的研究中，他們分別分析 ERP系統和 KM系統的採
用個案，結果都發現系統的採用困難，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系統所內含的運作流

程或知識結構，在知識的型態(type of knowledge)上，和組織知識是截然不同的。
Lee and Lee (2000)和 Hsiao et al.(2006)的研究特別指出：一般而言，ERP系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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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系統等所內含的知識，比較傾向是外顯(explicit)、可形式化、系統化的知識。
但相反的，組織運作上所需要的知識，則可能屬於比較內隱(tacit)、依附於個人、
情境式的知識，並且知識還可能存在於人際互動中，例如：組織成員彼此進行溝

通，尋找出解決方案的知識(Hsiao et al., 2006)。在此情況下，雖然系統可以被採
用，但因為系統所內含的外顯性知識，和組織內隱性知識之間具有型態上的差

異，故科技的知識即使可以被學習起來，但卻根本無法符合採用者活動所需，因

而科技的採用也就面臨困難。 

 

五、 文獻總結 

透過上述對於科技採用困難四個研究軸線的探討可知，相較於因素式/條件
式研究，傾向從「科技本身」(視科技是功能與技術的人造物)的採用條件，來分
析科技的採用困難。情境觀點研究、過程觀點研究，和科技內嵌觀點研究等三者，

顯然是從「科技的本質」或「科技採用的意義」著手，來了解科技的採用困難。

為此，情境觀點研究、過程觀點研究，和科技內嵌觀點研究，比較能夠去說明為

什麼許多科技即使具有很完整的功能及技術，而組織又具備了相關的採用(必要)
條件，但科技採用之後，組織還是面臨採用困難的原因。 

此外，透過上述的探討也呈現出，在現有科技採用研究上，量化研究因採取

變數模式(variable model)所存在的限制。對於科技採用的理解上，量化研究的變
數模式雖然可以去分析影響組織為什麼會採用某一項科技的各項因素(也就是科
技採用決策的因素)，但是量化研究的變數模式卻很難去呈現出為什麼科技會發
生採用困難的原因。因為在本質上，變數模式的目的是去呈現出一個變數是不是

受到另一個變數的影響，但變數模式卻不容易說明，在一段時間順序的過程中，

現象是如何產生變化的，以及現象產生變化的始末與原由(Mohr, 1982; Langley, 
1999)。是故，除了因素式/條件式研究以外，情境觀點研究、過程觀點研究，和
科技內嵌觀點研究大多採取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方式，來了解組織發
生科技採用困難的原因。 

最後，情境觀點研究、過程觀點研究，和科技內嵌觀點研究在本論文上述的

探討中，雖被區分為不同的研究軸線，但其實它們研究脈絡的發展並不是獨立存

在的。只是這三個研究軸線，強調的重點各有不同：情境觀點研究強調了解「情

境」，過程觀點研究強調分析「過程」，而科技內嵌觀點研究則強調認識「科技內

嵌本質」。然而，由本論文的探討卻可知，情境觀點研究和過程觀點研究，有一

些相類似的看法，而情境觀點研究也有過程的概念在其中。至於科技內嵌觀點的

研究，除了有過程分析的背景外，其從科技內嵌結構或知識，來了解造成科技採

用困難的原因，其實也和情境有很大的關聯。故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上，情境觀點

研究、過程觀點研究，和科技內嵌觀點這三者是彼此互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