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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觀點：實務契合度 

實務契合度(practices fit)是本論文所採行的研究觀點。而實務契合度的觀點
本身也是從認識「科技內嵌本質」的立場出發，來理解組織的科技採用困難。然

而，實務契合度觀點進一步認為，科技內嵌的東西除了「結構」及「知識」外，

還有「實務」的內涵居於其中，只是這樣的概念在過去的研究中，一直沒有被清

楚地表達出來。為此，在本章中，作者將先引用社會學理論中，學者對於實務與

結構關係的探討。其次，再陳述資訊管理領域中，研究者所提出：科技為何會內

嵌實務，以及科技內嵌實務與採用者實務之間為何會具有衝突的看法。最後，本

論文再從中建立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 

 

第一節 實務與結構之間的關係 

在定義上，所謂的「實務」(也可翻譯成實作、實行或實踐)是指：行動者實
際所進行的活動(people actually do)。因此，在社會學上，所謂人具有社會實踐的
能力(也就是能動性)，是指個人或群體做為行動者(agent/actor)，具有實際進行社
會活動的能力(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此外，實務做為行動者所實際進
行的活動，研究者還認為實務具有一些重要的特性：(1).實務是具反覆性(repeated)
的，也就是實務會維持著一種稍許差異的重複進行(Giddens, 1984)。(2).實務是具
有意向性(intentional)的，也就是實務是具目的性的活動。在從事活動時，行動者
是具有意識的(Turner, 1998)。(3).實務是具有準則的(principled)，也就是行動者的
實務會依循著某些原則來進行(Turner, 1998)。(4).實務是具內隱性(tacit)的，也就
是行動者在進行實務活動時，雖然知道他們自身的行動狀態，但卻不見得可以言

明(Giddens, 1984; Lave, 1988)。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雖然人做為行動主體，而具有社會實踐的能力(也就
是具有實際進行活動的能力)，但人身處於社會之中，所謂要去實行或從事社會
實踐，卻也和做為客體的外在社會脫離不了關係。亦如上所述，實務是一種具有

反覆性、意向性、依循準則，且是內隱性的活動。因而行動者實務的形成與內涵，

有一部份是受到行動者自我所驅使(如行動者自我的創意或技巧)，但有一部份亦
是受到外在社會所影響。故在社會學中，研究者認為實務或社會實踐，和社會結

構之間具有密切關連。 

其中，結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研究者，如 Giddens(1984)就認為：結
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是社會實踐的一體兩面。所謂的社會實踐(也就是實
務)，包括了屬於結構的一方，也包括了屬於行動的一方。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
有屬於行動者(agent)為追求本體的安全感與信任感，所採取的行動(這是為什麼
各個行動者之間的行動，會存有差異的部份)，同時社會實踐也有屬於由社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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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所限制(constrain)與給予能動(enabling)的部份(這是為什麼各個行動者之間的
行動，會有相類似的部份)。 

更清楚的說，在結構理論研究者的看法中，如 Giddens(1984)的理論認為，
所謂行動者的實踐(實務)能力，是指行動者具有改變外在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轉
換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但另一方面，行動者在發揮其實踐能力的時
候，這樣的能力必須要有所憑藉，需要動用到資源(resource)，並遵循某些規則
(rule)，才能促成轉換的發生。所以行動者的實踐，另外一個層面上會受到結構
的影響。而所謂的結構(structure)，就是指那些在行動者實踐的過程中，行動者
所遵循的規則與使用到的與資源(Giddens, 1984)。 

因此，在 Giddens(1984)的概念下，雖然行動者有社會實踐(實務)能力，但這
並不是指社會實踐(實務)只落在行動者行動的一方。而是指，行動者有社會實踐
(實務)能力，但是社會實踐也是一種「維持著稍許差異的重複進行」。所以，社
會實踐(實務)會以一種例行性或慣例化的形式，隱藏在結構之中(也就是行動者進
行活動時所遵循的規則)。對此，Giddens(1984)即認為，這就是結構具有二元性
(duality of structure)的特色。換言之，在結構具二元性的狀態下，一方面行動者
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會受到結構的限制與能動所影響。但另一方面，則因為結

構的形成，本身是行動者在反複的社會實踐中，所遺留下來的活動記憶(或活動
痕跡)。故結構的存在其實所要表達的是一種社會實踐的「虛擬秩序」，而它的內
涵，更會在行動者持續的社會實踐中，透過社會實踐一再地被強化、重組或改變。

因此，從結構理論的角度來說，社會實踐(實務)雖是行動者實際所進行的活動，
但是社會實踐(實務)的原則，卻存在於結構(也就是反複社會實踐後所遺留下來的
痕跡)之中，同時反過來說，結構雖然規範了行動者的社會實踐，但結構也不斷
地因為社會實踐，而獲得重塑與改變。 

從 Giddens(1984)結構理論的角度，來看實務與結構的關係。事實上，這是
因為 Giddens(1984)的結構理論，很大一部份都在探討實務的問題，所以可以藉
此了解實務與結構之間的關係。除 Giddens(1984)的結構理論外，另一個可以用
來了解實務與結構之關係的理論觀點，是 Bourdieu(1977)的再製理論(reproduction 
theory)。這個理論則是從實務的基礎，去解釋實務與結構之間的關係。 

在 Bourdieu(1977)的再製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生存心態(habitus)」
(habitus也可翻譯成慣常)。所謂的生存心態，依據 Bourdieu(1977)所言是指：一
套促使行動者以某種方式從事行動和反應的稟性(disposition)系統，是人們知覺
(perceptual)與鑑賞(evaluative)的基模(schemes)，而行動者的一切行動均以此為基
礎。而 Bourdieu(1977)認為，這種生存心態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無意識
地內化了社會結構的影響，所造成的結果。意即生存心態是人們受到社會化之影

響下所形成的產物。在 Bourdieu(1977)的概念中，生存心態所以重要，乃是它做
為社會結構與實際行動(也就是實務)之間的橋樑。生存心態一方面是行動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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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的原則；另一方面，生存心態是由社會結構所形塑出的。然而，Bourdieu(1977)
同時強調：行動者的生存心態雖是由社會結構所塑造，但是生存心態並非完全受

到社會結構所控制。生存心態有其開放性的特質，經由行動者的自我覺醒，行動

者將可以改變其生存心態的內涵。 

因此，在這樣的概念下，生存心態是由社會結構所塑造的，而行動者的實務

又是以生存心態做為其進行實務的原則。故在社會結構―生存心態―實務的關係

下，行動者的實務其實即反應出了社會結構中主要的要素，而行動者也在實務的

過程中再製了社會原有的結構。但同時，行動者因為有其創造性的本質，所以行

動者並不會如機器一般，完全遵從固有的生存心態原則，來從事其實務活動。進

而，在行動者從事實務的過程中，也會不斷地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呈現出各種些

微不同的作法，以達成其目的。是故，在行動者進行實務的過程中，社會結構一

方面雖被再製，但另一方面其實也不斷被改變當中。換言之，在 Bourdieu(1977)
的再製理論中，行動者之實務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行動者透過實務

的過程，機械化地進行社會結構的再製而已。Bourdieu(1977)認為，以遊戲(game)
做為行動者進行實務為例，行動者在遊戲當中，不只做為一個行動者，也是一個

創造者，生存心態所提供給行動者的遊戲原則，並不只是規範，也會讓行動者衍

生出無數的策略並實行之，以適應各種可能的情境。而最後，這些由行動者所實

行的策略，又會遺留下來成為往後遊戲進行的範例(也就是社會結構的一部份)。 

總結來看，和 Giddens(1984)的結構理論相較，Bourdieu(1977)的再製理論是
從理解實務的基礎，來解釋實務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所以和 Giddens強調結構二
元性的概念相比，Bourdieu強調的是，究竟行動者從事實務的來源與本質是什
麼。為此，Bourdieu提出了生存心態的看法，做為行動者從事實務的根基。然而，
雖然 Bourdieu(1977)和 Giddens(1984)是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去解釋實務與結
構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們所獲得對於實務與結構之間關係的理解與認識，顯然

是非常相近的。基本上，他們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1). 行動者深受結構所影響； 
(2). 結構給予行動者從事實務的原則(即實務在結構之中)； 
(3). 透過行動者的實務，可以體現出結構的存在(即結構在實務之中)； 
(4). 行動者雖深受結構所影響，但行動者經由實務的過程，仍可以重組或改

變結構的內涵。 

不過縱使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已經非常深入地解釋結構與實務
之間的關係，但是因為他們理論的目的及出發點，本是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社

會結構與社會實務的關係。因此，很自然的，他們並沒有在他們的理論中，持續

討論到有關科技採用中，所存在的科技結構與實務問題。但是，也由於 Giddens
和 Bourdieu的理論，對於結構與實務之間關係的解釋(即上述作者所歸納的四點
看法)，已經提供了一些概念思考的輪廓，故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中，一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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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借用 Giddens和 Bourdieu兩位學者的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嘗
試去解釋科技結構與實務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科技的結構與實務 

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中，以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的理論作為基礎，
對於科技結構與實務之間關係的解釋與討論，大概可以分為以下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承襲科技內嵌結構的觀點，如 Barley(1986)、Barley(1990)、
DeSanctis and Poole(1994)等人的研究。這種看法認為，科技本身是內嵌結構的，
而科技的結構會在組織採用科技的過程中，持續影響包括組織本身，以及組織行

動者的實務。至於結構的來源，如前面文獻探討中所述，這種看法認為是科技設

計者在發展科技的過程中，將其所處的社會結構(包括資源與規則)，有意或無意
地植入到科技之中所形成的。進而，在科技之中的結構，當科技被採用後，採用

科技之組織型態及行動者的實務，就會受到這些科技的結構所影響。換言之，這

種看法是一種「科技結構影響行動者實務」的看法，如下圖 3-1左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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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科技結構與實務之影響與互動看法 

 

而在這第一種的看法中，其主要承續了 Giddens(1984)結構理論中，有關社
會結構對於行動者實務給予「限制」與「能動」的概念，認為科技在內嵌結構的

狀態下，科技就如同是社會結構的一種具體化呈現(或者也可說，科技內嵌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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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中屬於比較具體化的部份)。因而，這使得科技具有類似於社會結構的特
性與作用力。所以，當行動者採用科技後，原本社會結構如何對於行動者的實務

給予限制與能動，科技藉由內嵌結構的作用，同樣也會對行動者的實務給予一樣

的限制與能動。 

然而，這種看法雖然認為科技有如社會結構一般，可以對行動者及其實務造

成影響與規範。可是這種看法並沒有再去理會 Giddens(1984)及 Bourdieu(1977)
所認為的，結構與實務之間所存在的另一層關係。也就是本論文前述所提及的：

行動者在實務中，會體現出結構的存在，以及行動者雖深受結構所影響，但行動

者經由實務的過程，會重組或改變結構的內涵。其次，這種看法也認為，結構和

實務是可以被分割的，結構是結構，實務是實務，科技可以只單獨內嵌結構，而

結構就如同是一個外在的客體，可以被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以一種類似元素的

方式，放到科技之中，然後再對採用科技之行動者的實務造成影響。是故，很顯

然的，上述第一種對於科技結構與實務之間關係的看法，除了只呈現科技結構與

實務之間的單向關係外，同時也沒有掌握到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理論
中所更加強調的，結構和實務之間那種不可分割的概念關係。 

接著，第二種看法，則屬於結構與實務互動的看法，如 Orlikowski(1992)、
Orlikowski and Yates(1994)、Orlikowski et al.(1995)、Orlikowski(2000)、Boudreau 
and Robey(2005)、Vaast and Walsham(2005)等人的研究。在第二種的「互動」看
法中，雖然其也認為科技內嵌結構，但是卻修正了科技所內嵌結構的概念。在意

義上，第二種看法認為科技所內嵌的結構，是行動者從事活動的基模(schemes)、
資源(resources)與規範(norms)。同時強調，採用科技之行動者透過實務與科技的
互動過程中，亦會浮現出新的結構(即新的活動基模、資源與規範)，如上圖 3-1
右所示(Orlikowski, 1992; Orlikowski, 2000)。 

而更清楚的說，這種看法認為，科技結構與實務之間的關係，可以區分為兩

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科技發展者或設計者確實會將結構內嵌於科技之中。可是，

科技發展者或設計者所內嵌於科技的結構，是一種「實務活動的基模、資源與規

範」，包括：採用者之實務活動應該如何進行的知識、完成此一實務活動所需要

的資源，以及進行此一實務活動所應該遵循的規則(Orlikowski, 1992; Orlikowski, 
2000)。所以在意義上，科技所內嵌的結構，本身真正代表的是採用者進行實務
活動的方式。其次，另一個方面所強調的是，科技雖然內嵌了結構，但是科技所

內嵌的結構，是一種已經被科技發展者或設計者所穩定、不可改變、固定的實務

活動方式。然而，從行動者的角度而言，其實務活動本是一種多變、動態，不停

游移且進行中的活動。所以，行動者的科技採用，不可能只遵從於科技之結構所

給予的具限制性的能動範圍，而來從事其實務活動。進而，在使用科技的狀態下，

於科技採用的過程中，行動者透過反覆不斷與科技的互動，行動者會逐漸產生出

異於科技所內嵌結構之外的新結構(即新的活動方式)(Orlikowski, 2000; Vaast and 
Walsham, 2005; Boudreau and Robe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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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第二種看法中，非常明顯和前面第一種看法存有很大的差異。首

先，很清楚的，Orlikowski(1992, 2000)所提出修正式科技內嵌結構的看法，其所
謂的內嵌結構，在意義上就是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所指出的那一種只
是被暫時冷凍下來的「實務」，而非異於行動者之外，作為客體獨立存在的「結

構」。其次，在第二種看法中，Orlikowski(1992, 2000)同意，科技的結構確實具
有給予行動者/採用者之實務限制與能動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科技的結構一
個很大的限制在於，它和社會結構畢竟不一樣，社會結構是社會實務一種暫時凝

結的狀態，所以社會結構具有實務的可塑性，可以透過行動者從事實務的過程中

而獲得調整與改變。但是，科技內嵌的結構受限於科技的實體特性，並不能進行

任意的調整與改變。因此，Orlikowski(1992, 2000)認為，從行動者採用科技的角
度，行動者就會在科技所內嵌的結構之外，產生出新的結構。而這也意味著，行

動者不願服從科技的結構所限制，並且科技所提供的結構，可能根本上不見得適

合於採用科技的行動者。 

整體來說，第二種科技結構與實務之間關係的看法，非常貼近 Giddens(1984)
和 Bourdieu(1977)所提出對於結構與實務之間關係的解釋。在第二種看法中，除
了修正以往科技內嵌結構的意義外，更提出行動者/採用者透過實務的過程，可
以在科技內嵌的結構之外，產生新結構的概念。然而，縱使如此，第二種看法仍

然有所限制：首先，Orlikowski(1992, 2000)的看法，其實假定的科技是一種具延
展性的科技(malleable technologies)，如 Groupware、workflow system、GDSS等。
這種科技除了有固有的支援目的外，還能夠讓採用者衍生出新的使用方式，所以

當採用科技的行動者，不願接受科技所內嵌的結構時，行動者本身透過採用過程

中與科技的互動，亦能產生出新的結構。 

其次，第二種看法還是忽略了行動者/採用者處在自我的組織中，也有一套
已經存在之結構與實務的事實。基本上，無論是第一種看法或第二種看法，它們

都假設採用科技之行動者的那一端，是不存在任何即有的結構與實務，而只等著

科技的採用後，接受或不接受科技所內嵌的結構或實務。但是，這樣的假設顯然

並不符合現實的情況。因為對於採用科技之行動者而言，他們處於他們自己的社

會或組織中，自然也有一套社會/組織結構與實務之間的關係運作著。而科技的
採用，只不過是在一段時間的範圍中，科技介入了行動者端的社會或組織，並對

行動者端即有的結構與實務關係造成影響或衝擊。所以，不能夠去假設採用科技

的行動者端，不存在任何的結構與實務。為此，最後的第三種看法，即在於突破

上述兩種看法的限制。 

從概念上而言，第三種看法可以稱其為「衝突」的看法。如 Schultze and 
Boland(2000)、Heeks(2002)、Soh and Sia(2004)、Schultze and Orlikowski(2004)等
人的研究。這是因為第三種看法所引用的概念基礎，除了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所提出結構與實務的基本概念關係外(如本論文於本章第一節中
所歸納的四點)，還包括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認為行動者之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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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會產生矛盾或衝突的看法。事實上，在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的
理論中，他們皆論及到，不同社會系統下的社會實踐，彼此之間可能是具有矛盾

與衝突的。原因在於，在一個社會系統中，所存在的社會結構，以及行動者所從

事的社會實踐，就如同於該社會所擁有的生活方式一樣，已經緊緊的與這個社會

扣連在一起。而由於各個社會系統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實踐，其發展的過程、方

向與路徑都不相同，故導致從不同的社會系統中，所形成出來的生活方式(也就
是結構與實務的內涵)，彼此之間具有很大的差異(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 

透過這樣的概念基礎，第三種看法即認為，在科技的採用過程中，科技所內

嵌的結構與實務，以及採用科技之行動者端所存在的結構與實務，就像是分屬於

不同社會系統中，所形成或擁有的生活方式一樣，其彼此之間可能也有很大的差

異性。一方面，存在於科技之中的結構與實務，其原始來源是，科技設計者或發

展者，在他們的社會系統中，做為行動者，處於他們自己社會的結構與實務循環

中，因為內化了他們自己社會的生活方式，以致於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會把他

們從事實務活動的方式及原則，放到科技之中，而成為科技所內嵌的特性。但另

一方面，做為採用科技之行動者端，也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結構與實務。而這套

結構與實務，相對應於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置入到科技的結構與實務，是採用

者本身，處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系統中，同樣做為行動者，經由長時間結構與實務

之間的互動循環，所建立下來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科技發展者與科技採用者，

各自分屬於不同社會系統的情況下，當透過科技採用的過程，而把科技內嵌的結

構/實務匯入到採用者所處的社會或組織時，這個原本不屬於採用者所處社會系
統的結構/實務，對於採用者而言，就會造成非常大的矛盾及衝突。 

從上述「衝突」的看法可知，和第二種「互動」的看法相較，第三種看法也

認為科技的結構與實務，可能不見得適合於採用科技的行動者。然而，在「互動」

的看法中，如 Orlikowski(1992, 2000)所強調的是，即使科技的結構與實務不適
合，但採用科技的行動者仍可以在科技內嵌的結構/實務外，重新衍生出新的結
構/實務。所以第二種「互動」的看法，如 Orlikowski(1992, 2000)的研究，並沒
有進一步去了解，造成科技內嵌結構/實務不適合科技採用者的原因。同時，也
因為 Orlikowski(1992, 2000)所假設的科技，如前面所述，是具有延展性(malleable)
的特殊科技，進而這類科技才被認為可以從採用過程中，衍生出新的結構/實務。
不過，科技具有高度延展性，並非一般科技的特性。因此，第三種「衝突」的看

法，透過更進一步引用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的理論，從不同社會系統
下，社會結構及社會實踐可能會有衝突或矛盾的概念作為切入點，顯然可以去解

釋為什麼科技所內嵌結構/實務會不適合科技採用者的原因，並且亦可用以分析
一般具明確目的的科技與資訊系統，而可以彌補第二種看法所存在的限制。 

故總結來說，經由本論文清楚陳述上面三種看法的概念內涵與理論脈絡後，

基於第一種看法對於科技內嵌結構僅為片面的認識，而第二種看法對於科技的採

用問題，亦具有解釋上的限制。為此，本論文將主要採取第三種「衝突」看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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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概念基礎，來建立「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 

 

第三節 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 

一、 實務契合度的預設 

本論文以實務契合度做為研究觀點，目的是要去理解科技的採用困難。但在

提出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之前，本論文以下先指出實務契合度觀點所持有的四

點預設： 

第一，在概念上，如上所述，實務契合度的思考是承襲：不同社會系統所形

成的結構/實務，可能會有衝突或矛盾的看法(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來
作為此一觀點的概念基礎。故實務契合度認為，以科技採用而言，科技所內嵌的

實務，和採用者行動所存在的實務，就如同是在不同的社會系統中，所被建立出

來的社會實踐一樣，因為社會實踐的內涵具有依存於社會系統的特性(Orlikowski, 
1992; Orlikowski, 2000; Schultze and Boland, 2000)，所以會造成不同社會系統下
的社會實踐(科技內嵌的實務，和採用者的實務)，彼此之間可能存有很大的差異。 

第二，在「實務」的意義上，無論是 Bourdieu(1977)的再製理論或 Giddens(1984)
的結構理論都認為，實務與結構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並且從概念上而言，結構

的形成本是在反複不斷的實務後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所以結構其實是實務的一種

暫時被凝結的狀態(Giddens, 1984)。只是在早期探討科技結構與實務關係的研究
(Barley, 1986; Barley, 1990;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中，研究者傾向只以「結構」
做為主要的分析概念，並強調科技結構對行動者/採用者實務的決定性，而忽略
所謂科技的內嵌結構，在意義上其實是科技內嵌一套規範行動者/採用者進行實
務活動的事實(Orlikowski, 2000; Schultze and Boland, 2000; Vaast and Walsham, 
2005)。為此，在本論文的實務契合度觀點中，雖然此一觀點主要是從科技內嵌
「實務」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科技之實務與採用者之實務的差異性，所導致的科

技採用困難。但本論文在實務契合度觀點中，對於科技內嵌「實務」概念的使用，

並不是要去把實務與結構的概念進行分離。只是相較於過去的研究，本論文一方

面選擇以實務這種具活動性的概念，來理解科技所擁有的特性；而另一方面，本

論文也期望能夠還原科技內嵌實務的事實。 

第三，在實務契合度中，所要分析的科技，是指一般具明確目的性的科技或

資訊系統。同時，這個科技或資訊系統也被預設，是透過採用的過程而進入到採

用者的社會或組織中。換言之，實務契合度雖然認為科技之實務與採用者實務活

動之間的衝突或矛盾，是造成科技發生採用困難的原因。但並非認為，所有被採

用的科技都會發生實務之間的衝突或矛盾。只是和 Orlikowski(1992, 2000)的研究
相較，本論文的實務契合度認為，對採用者而言，那些屬於外來科技及具明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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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的科技，比較容易發生實務不契合的問題。 

第四，實務契合度觀點還認為，科技之實務與採用者之實務間的不契合問

題，是一個科技採用以後才會見到的現象。也就是說，科技的實務雖然是科技設

計者或發展者，於科技發展的階段中，置入到科技之中的特性。但是科技的實務，

究竟如何對於採用者造成影響、與採用者產生互動，或是與採用者的實務之間存

在矛盾及衝突等，這些現象的發生，需等到科技採用之後才能夠見到(Orlikowski, 
1992;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Orlikowski, 2000; Schultze and Boland, 2000)。因
此，由於實務契合度本身所持有的理論概念，是承續以往科技結構與實務之間的

關係脈絡作為基礎，所以實務契合度也預設，科技採用上的實務不契合是一個科

技採用後才會見到的現象。 

 

二、 實務契合度概念架構的組成 

具體而言，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主要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去了解

科技與科技所內嵌的實務；第二部份則是了解採用者的實務及其背後的社會/組
織系統；最後，第三部份則去了解科技採用的不契合。如下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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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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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條件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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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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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Organizational System)

科技(Technology)

科技發展者所置入的實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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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into technology)

採用者的實務
(Recipient’s practices)

契合
(Fit)?

採用
(Adoption)

科技的實務

 
圖 3-2：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 

 
(一) 科技與科技所內嵌的實務 

實務契合度強調的是，分析科技實務與採用者實務之間的不契合。所以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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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架構中，實務契合度在第一部份要了解的是，科技與科技所內嵌的實務究竟是

什麼。但首先，實務契合度對科技的了解，仍必須掌握科技基本的目的(purpose)、
功能(function)與特性(feature)。科技的目的與功能，在概念上比較簡單，分別是
指科技所支援的活動項目，以及科技支援某一活動所擁有的軟硬體機能。例如：

對於一般性的企業資訊系統而言，科技的目的可能在於支援企業中如生產、財

務、銷售或人力資源等的活動。而科技的功能，以生產資訊系統而言，它所具有

的功能，可能包括如生產規劃與排程、原物料需求預測、產線管理、產品數量管

理等。事實上，科技的目的與功能，特別是實務契合度所要去分析的一般性科技，

其通常都會很明確。至於科技的特性則是指：在科技的目的下，這個科技所具有

的能力(capability)到底是什麼(DeSanctis and Poole, 1994; Griffith, 1999)。例如：對
於生產資訊系統而言，系統的特性或能力，可能包括如促成生產流程的整合(流
程整合能力)、生產資訊的快速回應(資訊處理能力)、彈性化的生產活動配置(溝
通協調能力)等。 

其次，對於某一項科技而言，實務契合度更要去了解的是，該項科技到底內

嵌了什麼樣的實務。在此，依循著以 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的理論為基
礎的探討(Orlikowski, 1992; Orlikowski, 2000; Schultze and Boland, 2000; Schultze 
and Orlikowski, 2004; Boudreau and Robey, 2005)，所謂科技內嵌的實務，在意義
上是指，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預設給採用者從事其實務活動的原則(principles)、
規則(rules)或基模(schemes)。例如：對於生產資訊系統而言，其系統中可能會有
一套如何處理生產活動的作業標準(standards)或程序(procedures)，而這些作業標
準或程序，有些可能僅提供原則，有些可能規範了作業進行的步驟，甚至有些可

能巨細靡遺地，在各個活動細部或環節上，告訴採用者(包括個人或組織)，必須
如何跟隨著系統的運作，進行活動的配合或系統的操作。故「實務」的意義，雖

然是指「行動者實際所進行的活動(people actually do)」，但因為科技的實務是由
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放到科技中，所被封存下來的「實務」。故根據實務所被抽

象化(abstract)的程度，就會有不同的型態。因此，Orlikowski(2000)進而指出，科
技內嵌的實務可能是一套活動的基模(schemes)，比較詳盡地提供活動應該如何進
行的知識；或是一套活動的規則(rules)，定義了活動進行所應該遵循的步驟或作
法；甚至是一套活動的原則(principles)，比較抽象地指出活動的組成方式或模式。 

 
(二) 採用者的實務及其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 

科技的實務雖然預設了採用者實務活動進行的內涵與方式，但另一方面，採

用者做為行動者，處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組織系統下，早也建立了一套屬於他們
自己的實務活動。因此，在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中，第二部份要去了解的是：

採用者的實務及其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 

所謂採用者的實務，在概念上是指，採用者做為行動者，在社會/組織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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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的實務活動。若以組織而言，組織行動者的實務活動可能以不同形式存在於

組織中，包括：組織或組織成員進行企業活動的知識(knowledge)、程序(procedures)
或慣例(routines)等(Kostova, 1999; Feldman and Pentland, 2003; Howard-Grenville, 
2005; Reay et al., 2006)。而在組織的情況下，由於組織行動者身處組織中，所以
行動者從事實務活動時，除了可能有組織要求的工作目標外，組織可能還會提供

執行這些企業活動的規範或步驟(如標準作業流程)。但另一方面，個別的組織行
動者從事企業活動的過程中，也會根據他們自身的條件(如個人的創造性、技巧
或習慣)、所擁有的組織資源，以及實際情況的變化等，產生出各自差異的活動
方式，來達成活動的目的(Vaast and Walsham, 2005)。因此，如同社會行動者從事
社會實踐一樣，組織行動者所進行的組織實務，在本質上，亦是一種具有反覆性、

意向性、依循準則，且內隱性的活動。 

至於採用者實務活動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在概念上則是指那些影響採用
者從事實務活動的條件或屬性(conditions or properties)。如 Orlikowski(1992)和
Kostova(1999)所指出的，包括：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產業生態
(industrial ecology)、社會文化(social culture)、企業策略(business strategy)、產品
技術(knowledge of technology)、政府法規(government regulation)、社會經濟條件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等等。 

實務契合度的觀點，要去了解採用者實務活動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的主要
原因是，Giddens(1984)和 Bourdieu(1977)認為，以行動者的社會實踐而言，行動
者最基本的實務活動是生產與溝通，但無論是生產勞動的方式，或是行動者溝通

所使用的語言，皆為社會化之下的產物。所以，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從底層基本

的社會實踐乃至複雜的社會實踐(如組織的實務活動)，和社會/組織系統之間，存
有非常綿密的關係。其間的關係，屬於一種部份(parts)和整體(whole)的關係―行
動者的實務活動，是整個社會/組織系統運作的一部份。進而行動者的實務活動
不但依存/鑲嵌於社會/組織系統中，更重要的是，這些社會/組織系統的條件深刻
影響到行動者實務活動的內涵(Orlikowski, 1992; Kostova, 1999; Orlikowski, 2000; 
Feldman and Pentland, 2003; Vaast and Walsham, 2005; Howard-Grenville, 2005)。因
此，對於實務契合度而言，要去分析科技實務與採用者實務之間的不契合，亦必

須去了解構成採用者之實務活動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 

 
(三) 科技採用的不契合 

從實務契合度的觀點而言，所謂科技的採用，實際上它的意義是：科技透過

一個採用的過程(process of adoption)，將科技所內嵌的實務(如組織實務)轉移到
採用者(如組織或組織成員)身上，而成為採用者實務活動的內涵，如上圖 3-2所
示。所以在採用的過程中，如果採用者本身也有一套實務活動的內涵，那麼科技

內嵌的實務隨著科技的採用，就會去替代採用者原有的實務活動。然而，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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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要去替代採用者原有實務活動的過程中，科技的實務是經由導入的方式，

轉移到採用者端，然後再要求採用者去採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科技內嵌的

實務，是由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所封存入科技之中的，而不是由採用者在其所處

的社會/組織系統中所建立出來的，故首先，科技內嵌的實務可能會和採用者原
有的實務活動之間有很大的衝突。特別是當科技如果隱含著一套所謂「理想實務

(idealized practices)」，而企圖要改變採用者之實務活動時，這種實務之間的衝突，
將更形明顯(Schultze and Orlikowski, 2004)。 

其次，科技內嵌的實務透過採用的過程，進入到採用者端的社會/組織系統
後，基於採用的目的，科技的實務將會被運作起來。可是，在行動者(也就是採
用者)的實務活動，與其所處的社會/組織系統，本是一個部份和整體的緊密關係
下，當科技內嵌的實務企圖取代行動者實務，而被運作起來後，科技的實務因為

不是根植於行動者所處的社會/組織系統，因此相較於行動者原本的實務，和行
動者所處的社會/組織系統，有一個部份和整體的緊密關係，科技的實務反而會
和採用者端的社會/組織環境，有著一種部份和整體的衝突。換言之，科技的實
務原本並不屬於採用者端所處的社會/組織系統，但經由採用的途徑，卻必須在
採用者端的社會/組織環境中被運作起來。進而，在科技的實務要被運作的情況
下，科技的實務做為一個和採用者端的社會/組織系統可能相互異質的實務活
動，就會和採用者端的社會/組織環境存在著明顯的衝突。 

故總結來說，一項科技的採用為什麼會發生困難，從本論文的實務契合度觀

點而言，其關注對象在於：科技的實務、行動者(採用者)的實務，以及構成行動
者之實務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上。其認為採用困難的發生原因來自於，科技採
用的過程中：第一，科技內嵌的實務可能和採用者原有的實務活動之間有很大的

衝突。第二，科技內嵌的實務亦可能和採用者端的社會/組織系統，存在著一種
部份和整體的衝突。進而，由這兩種衝突導致出科技的不適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