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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方法 

3.1 系統發展研究方法 

根據 Blake 學者的定義：研究就是一種直接針對要探究的主題進行有

系統與密集的探討以求得該主題更完整的科學知識。我們可以瞭解研究除

了要有主題外，還有有探討的方法即研究方法。更嚴謹的說，在研究專案

進行中所探究的主題對象即稱為研究領域，而研究方法即是在一個研究領

域裡用來引領研究工作進行之流程、方法與工具之結合。而研究領域與研

究方法之關連則可從圖  3 一窺端倪 (Nunamaker, Chen, & Purdin, 

1990-91)。 

學術研究的框架圖大致分兩區塊，一塊是知識主體用以支援研究流程

之進行，其包含研究領域之知識與研究方法之知識，另一塊就是研究流程，

主要進行研究領域的瞭解，提問有意義的研究問題及運用有效的研究方法

來解決問題。隨後研究流程產生的研究結果則貢獻至知識主體以擴展該領

域的知識。在這裡要注意的是研究方法是跟著研究領域的，也就是在某一

研究領域適用的研究方法並非適用於另一個研究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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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術研究的框架(Nunamaker et al., 1990-91) 

在瞭解研究領域與研究方法的關係後，由於本研究主體為資訊系統發

展，我們接下來將從資訊技術之研究出發，探討設計科學等相關背景理論，

進而引述出資訊技術研究之框架，而這也是本研究所採用的資訊系統發展

研究方法之大框架。 

資訊技術研究主要圍繞在人為的現象中，又可細分為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及設計科學(design science)。關於兩者研究活動，自然科學通常包

含兩種活動：發現(discovery)即理論化就是產生或提出科學論斷的過程，

及證明(justification)就是要累積確認事例以證明，目標在瞭解並解釋現象。

設計科學通常包含兩種活動：建造(build)及評估(evaluate)，目的在發展方

法去完成人們所訂的目標。自然科學與設計科學的主要活動雖然不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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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至少有三種緊密的互動關係： 

1. 設計科學產生人造的現象，這提供自然科學一個研究的源頭。 

2. 設計科學產生人造物可幫助瞭解自然現象。 

3. 設計科學可以提供大量測試的能力來檢驗自然科學所提出的主

張。 

對於資訊技術所關注的研究方式可分為兩類，一種是描述性

(descriptive)的研究，另一種是規範性(prescriptive)研究。描述性研究主要在

瞭解資訊技術的本質，這符合自然科學的定義是為一種知識產生的活動。

規範性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改善資訊技術的效能，這符合設計科學的定義是

為一種知識運用的活動。 

March 和 Smith (1995)這兩位學者則提出一個比較適合資訊技術研究

的架構如表 3，這個架構包含研究產出及研究活動是依據設計科學與自然

科學之間的互動所設計。他們並認為資訊技術的研究必須包含工具(utility)

及理論(theory)。工具即是設計科學；理論即是自然科學(March & Smith, 

1995)。 

此框架中所提的研究產出有： 

 構件(Constructs)：構成一概念體系用以描述此領域內研究問題，

並指明其解決辦法。 

 模型(Model)：構件間關係的命題或陳述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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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Method)：基於一組基本構件及解空間上，用來執行一項任

務的一組步驟（演算法、準則）。 

 實例 (instantiation)：在某特定環境中將人造物具現，即把構件、

模型與方法操作化。 

研究活動則可分為屬設計科學的建造及評估和屬自然科學的理論化

及驗證，活動說明分述如下： 

 建造(Build)：針對某特定目的製造人造物的流程。 

 評估(Evaluate)：測定某人造物執行有多好的流程。 

 理論化(Theorize)：建立解釋某些事情如何及為何發生的理論。 

 驗證(Justify)：理論的證明，收集支援或反駁此理論的科學證據。 

表 3 資訊技術研究框架表(March & Smith, 1995) 

  研究活動 

  建造 評估 理論化 驗證 

研究產出 

構件     

模型     

方法     

實例     

為了能更清楚瞭解 March 及 Smith 所提之框架中四種研究產出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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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針對建造活動以設計人事資料庫課題為例，我們可得到在建造活

動應有人事資料中的個體與關係為其構件產出、針對人事資料繪製的 E-R

圖為其模型產出、有關個體間關連定義繪製準則及資料正規化法為方法產

出及最後依據某個環境建立的實體資料庫為實例產出。 

Nunamaker 等人針對資訊系統的研究方法提出多元方法論，他們認為

這種統合式的法門在技術創新及組織接收度同等重要的資訊系統研究領

域是極為必要的。此資訊系統研究的多元方法論包含四個研究策略，其關

係如圖 4，他們分別是(Wand & Weber, 1990)： 

 理論建構：包含新想法與觀念的發展及概念框架、新方法或模型

的建構，此策略通常來說是比較關心一般性的系統行為而且分析

嚴謹。所得結果可用來提研究假說、指導實驗設計及實施系統觀

察。 

 實驗：包含實驗室實驗、田野實驗以及電腦模擬。此策略之設計

通常是來自理論的指導及系統發展的促成。 

 觀察：所涵蓋的研究方法有個案研究、田野研究及抽樣調查。它

通常可以幫助研究人員去形成特定的研究假說以便透過實驗來檢

定或達成一般化以協助下次的調查。 

 系統發展：這是一種以「展示驗證」(proof-by-demonstration)的研

究策略，其包括了五個階段：概念設計、建構系統架構、建立雛

形、產品發展及技術轉移。在系統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限

制可以用來修正衍生此應用系統的基礎理論及觀念。而且它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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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他研究方法得以順利進行。 

 

圖 4 資訊系統研究的多元方法論(Wand & Weber, 1990) 

提出多元方法論後Nunamaker等人將系統發展整合在資訊系統研究的

環節中，並認為系統發展研究方法與其他研究方法是相輔相成的，因而整

合了多重領域。他們也說明系統發展研究方法在資訊系統研究所佔的地位，

將系統發展視為核心的研究方法並且當作資訊系統研究領域的技術觀點

和社會觀點的連接橋樑。而這也是把過去許多資訊系統研究上總是忽視的

系統發展研究方法給予學術上的確定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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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Burstein 及 Gregor 兩位學者於 1999 年將 Nunamaker 等人所提的

多元方法論結合 Avison 及 Fitzgerald 兩位學者所整理的資訊系統研究關注

範疇，如圖 5，得到一對應圖，如圖 6，使得當進行資訊系統某範疇的研

究時經由這樣的對應能指引我們多種研究方法的使用參考，亦即例如當研

究所關注的是範疇丁或範疇戊時可以採用觀察裡的個案探討或調查等研

究方法，來執行此範疇關注之議題。 

 

圖 5 資訊系統研究的關注範疇(Burstein & Grego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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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資訊系統研究的關注範疇關係對應 

在找到系統發展研究的定位後，我們接著來瞭解系統發展研究方法之

歸類，Nunamaker 等人在介紹系統發展研究方法時，特別對其歸類做了下

面的說明(Nunamaker et al., 1990-91)： 

 應用性(Applied)：因系統發展是應用知識來解決立即面對的問

題。 

 工程性(Engineering)：系統發展著重在設計的藝術及「讓事情可行」

的精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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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性(Developmental)：系統發展牽扯到搜尋(也許是直接建構或

合成)能產生更好行動的指令。 

 闡述性(Formulative)：因系統發展研究是為達成辨識問題始能進行

更精確的調查、發展假說及對問題領域深入熟悉。 

根據先前 Nunamaker 等人對系統發展研究方法的說明後，Morrison 及

George兩位學者整理繪得系統發展研究方法論架構圖，如圖 7所示。首先，

研究者識別出研究問題及相關的研究題目，接著就進行軟體雛形的建立，

其流程包含發展概念、確認需求、發展架構及方法、分析與設計、建置等，

而後進行評估，評估所得之結果可用來建議雛形概念、需求、架構、設計

和建置考量等的修正，雛形建立與評估這兩項活動是反覆執行直到系統完

備。 

最後的結果將滿足研究目標，在學術理論上，能達成新理論的發展、

確證或反駁現有舊理論或開發新領域的知識；而在實務方面則是提供可用

的雛形系統及系統相關詳細規格以供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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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系統發展研究方法論(Morrison & George, 1995) 

接下來我們將探討系統發展研究方法是要如何進行的，根據

Nunamaker 等人的建議系統發展研究流程分為五大活動，分別是：建構概

念框架 (Construct a Conceptual Framework)、發展系統架構 (Develop a 

System Architecture)、分析及設計系統(Analyze & Design the System)、建造

系統雛形(Build the Prototype System)、觀察及評估系統(Observe & Evaluate 

the System)，我們將系統發展研究流程圖繪製如圖 8，圖中我們將發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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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架構、分析及設計系統、建造系統雛形這三個活動合為一個發展資訊系

統，其與建構概念框架皆屬於設計科學中的建造活動，而評估活動即是流

程中的觀察及評估系統。 

 

圖 8 系統發展研究流程圖 

有關系統發展研究流程中各程序及其相關研究議題整理如表 4，以作

為瞭解每一個程序執行時所要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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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資訊系統發展過程研究議題 

系統發展研究程序 研究議題 

建構概念框架 

 陳述一個有意義的研究問題。 
 調查系統的功能性需求。 
 解析系統的建置程序。 
 為此新方法與想法研究相關學科。 

發展系統架構 

 發展一個具擴展性、模組性的單一

架構設計。 
 定義系統各組件的功能及組件間關

係。 

分析與設計系統 

 設計資料庫/知識庫架構(schema)及
流程以實行系統功能。 

 發展所有可行方案並選出一個解決

方案。 

建造系統雛形 

 從系統建造流程裡學習相關觀念、

框架及設計。 
 深入理解系統的問題與複雜度。 

觀察及評估系統 

 透過個案及田野調查觀察系統。 
 以實驗室實驗或田野實驗評估系

統。 
 基於系統使用情形的觀察與實驗來

發展新理論/模型。 
 彙整這研究過程中所習得的經驗。 

在建立打造好一個人工產物後，要如何客觀地評判該項設計科學研究

的好壞或說貢獻度與價值，即是設計科學中評估活動所要進行的重點。通

常一份研究的評量要抓緊貢獻度、研究結果及如何使人相信您的研究結果

來進行，針對系統發展的研究，Nunamaker 等人則於 1990 年提出在資訊系

統領域使用系統發展研究方法需符合五項準則 (Nunamaker et al., 

19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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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是欲透過系統建造來探討資訊系統領域的重要現象。 

2. 研究所得結果於該領域具顯著貢獻。 

3. 所建造之系統能依據研究目標及需求進行驗證。 

4. 針對資訊系統研究問題新系統能比現有系統提供更佳的解決方

案。 

5. 在建造系統過程中所得之經驗及設計技術可一般化套用在未來相

關研究上。 

這五項準則提供了一個很好的評判方向，但較為籠統，為了讓評估能

更清楚明確，於 1999 年 Burstein 及 Gregor 兩位學者將 Nunamaker 等人之

準則歸納提出五項準則面向，並依此五個面向提出系統發展研究的相關問

項藉以抽絲剝繭進行價值的評判，這五個面向及其問項如下(Burstein & 

Gregor, 1999)： 

1. 重要性(Significance)：主要是檢視研究主題是否為一般公眾感興趣

的題目，在理論上、政策上或實務上是重要的議題；若從實務觀

點來看所建構的新系統或用的新方法是否提供系統發展上較佳解

決方案即改善已知方法。 

2. 內部效度(Internal validity)：在實驗研究方法上，內部效度通常指

構件間因果關係的確證，其所強調的是顯要性(apparency)、真確

性(verisimilitude)、可信賴性(authenticity)、真實性(plausibility)、

適當性(adequacy)。在系統發展研究上，內部效度則套用在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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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系統本身的檢驗上及對所提出的方法其學術價值之驗

證。 

3. 外部效度(External validity)：即指概化程度(generalizability)，在系

統發展研究中，所謂概化指的是有依據某些根本理論為基礎或在

多重個案間具適用性。 

4. 客觀性/適合性(Objectivity / Conformability)：不可諱言的不管我們

如何避免研究偏誤(bias)依然存在，客觀性主要就是儘量做到研究

的中立性。 

5. 信度/可靠性/可稽性(Reliability / Dependability / Auditability)：所指

的就是在不同時間、不同研究者及不同方法下結果還能保持一致

性及合理的穩定性。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設計科學領域之研究，因為設計科學為一技術導向之學科

其宗旨在於創造有用事物服務人群。而本研究中包含應用程式框架及實體

資訊系統之發展具有實際產出故可視為設計科學之一種。綜合上一節各家

學者之看法並加入了多重觀點本體論發展之特性，研究流程繪製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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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以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之系統發展研究方法 

為便於說明我們將整個研究流程區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起始階段、

抽象階段、實體階段、評估階段及發表階段。各階段之工作項目與產出詳

述如下： 

1. 起始階段：本階段包含了對研究範圍進行界定及確認研究相關課

題的工作，由於本研究方法與系統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在起始階

段也如同是一個系統發展的開端，故而對於與專案管理相關之初

步規劃也在本階段工作內容中，包含研究計畫書的擬定、時程安

排、資源的取得規劃等皆屬本階段工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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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抽象階段：緊接著起始階段的即是屬於設計科學研究建造活動的

抽象階段，本階段主要在發展系統的抽象概念並確認使用者需求

後，從而制訂靜態結構本體論、動態行為本體論以及資訊技術本

體論等抽象產出。為能早期確認相關技術的可行性，在此階段將

進行系統架構及軟體部署架構的抽象規劃，進而有系統架構書之

產出。 

對需求的全面掌握也是在本階段的工作項目，藉由問卷/公聽

會/田野調查等方式紀錄蒐集需求後，經過分析針對需求間上下游

關係定義縱向追溯表及有共用資訊互連溝通關係的橫向追溯表，

以達到具清晰性、表達性、完整性、一致性、能被個別界定、能

被適當的實行、能被驗證及可追溯性的需求訂定準則。從而透過

需求內容進行資源及成本評估。 

在開始對組織結構和系統的功能等資料進行分析前，通常我

們會依據靜態結構本體論建立方法，列舉出領域中重要詞彙，產

生系統辭典清單，而且在完成領域模型(Domain Model)前，還需

從業務流程的動態角度切入，將系統相關的服務或功能與實際業

務流程運行中的人、事、物串連起來，以協助我們瞭解新建系統

將來會跟哪些外部參與者如使用者或系統有互動關係也可用於制

訂抽象使用者介面之相關設計原則。 

緊接著我們也將產生所謂的動態行為本體論從抽象層次來幫

助我們瞭解所關心的業務其具體處理過程，便於發現和處理系統

需求調查工作中的錯誤和疏漏，修改或刪除原系統的不合理部分，

而能在新系統基礎上優化業務處理流程。所以在動態行為本體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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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中，應只包含如同 UML 中活動圖及抽象循序圖等對流程之

抽象描述，對每個資訊系統的作業活動應只說明該作業的目的或

結果，而不應過度地描述其細節，這些細節則應留在實體階段的

實體循序圖中說明。 

如前所述，本研究是以應用程式框架為資訊技術本體論的產

出，一般皆以模組圖來呈現，由於採用的是灰箱應用程式框架，

其中包含部分實體模組，因此資訊技術本體論之分析設計工作跨

越抽象階段與實體階段。 

3. 實體階段：當研究進入實體階段時，即將抽象階段分析設計出的

本體論進行具像實體化以建立可執行之系統。 

這階段工作內容包括像是將抽象階段設計的領域模型，由資

料庫管理員依實際要使用的資料庫將領域模型轉化成資料庫個體

關係模型（E-R Model），領域模型與資料庫個體關係模型之間的

差異在領域模型缺少資料庫所特有的主要鍵值，外來鍵值等，另

一個不同點是領域模型所標示的關連性，在實際資料庫中其關聯

性則有時需要重新被設計，例如：用第三資料表或是兩個資料表

合成一個領域模型的方式來呈現，此外索引鍵的建立等，這些都

是資料庫管理員所要就緒的工作。 

此外在抽象階段所設計出的抽象循序圖，在實體階段就要實

際設計出呈現邏輯(Presentation Logics)元件、商業邏輯元件，資料

存取元件等，再根據應用程式框架中所定義的各模組關係，並參

考畫面呈現規格，逐一的將前一階段的抽象設計轉化客製為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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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運作環境下，系統的使用者操作介面，程式介面與資料庫存取

介面。 

在實體階段的發展同時開發人員還需要撰寫測試規格，其目

的在於可當做系統整合測試時的評估依據，我們將根據每一個使

用者案例，針對輸入的條件，商業規則運算的需求，輸出的樣式

規格一一詳列可能發生問題的地方，提供給後續評估階段測試人

員在測試程式時為依據。隨後則進行實際程式的撰寫工作，由於

每位程式設計師的程式撰寫風格多少會有所差異，所以需要配置

資深程式設計師依據「程式撰寫規格書」來逐一檢查程式撰寫風

格與邏輯演算最佳化，確保程式品質優良穩定，並嚴格要求程式

設計師所撰寫的程式滿足單元化測試的目的，降低整合測試時除

錯的困難度。 

4. 評估階段：此階段亦等同於設計科學之評估活動，我們將針對系

統實例進行評估回饋至抽象階段形成迴圈直至系統完備符合原先

訂定之研究目的。在評估階段，系統測試將是一項工作重點，在

實體階段中的測試規格將與依不同測試環境進行的系統整體測試

策略擬訂出測試計劃書，之後遵循測試計畫書開始由業務單位從

需求面進行系統功能測試的驗證工作，根據測試規格來進行各子

系統功能的測試。而且測試人員則詳細紀錄測試軟體的輸出入功

能與商業邏輯規則是否符合系統所制訂的規格，撰寫成測試報告，

此步驟經多次反覆後，以確實達到系統品質要求及需求之滿足。 

5. 發表階段：即是將研究之學術貢獻及實務貢獻與大眾分享並期能

更進一步的精鍊改進。學術貢獻一般即以學術論文發表為主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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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實務貢獻則以能否實際運行為使用者帶來效益做判定，因

此一旦新系統開發與測試完成之後，它必須加以安裝並且能正式

上線使用。軟體開發完成後是要交付業務單位供使用者使用，所

以需要相關系統說明文件產出對業務單位使用者進行系統操作的

教育訓練工作，讓使用者能夠快速熟悉系統功能，完成業務工作。 

綜觀前述，茲彙整本節所提以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之五階段系統發展

研究方法其各階段之工作內容與產出項目於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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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以多重觀點本體論驅策之系統發展研究方法 

各階段工作內容與產出(來源：本研究) 

研究階段 工作內容 產出項目 

起始階段 
 界定研究範圍進行 
 確認研究相關課題 
 起始研究專案 

 研究計畫書 
 研究時程規劃表 

抽象階段 

 建立系統的抽象概念 
 確認與分析使用者需求

 制訂靜態結構本體論 
 制訂動態行為本體論 
 制訂資訊技術本體論抽

象層 

 系統架構書 
 訪談紀錄 
 需求垂直/水平追溯表 
 需求評估紀錄 
 系統辭典清單 
 系統分析報告書，如：

活動圖、領域模型圖、

畫面呈現原則、抽象循

序圖、模組圖。 

實體階段 

 系統的實體設計 
 系統開發 
 實際程式的撰寫工作 
 單元測試 

 資料庫個體關係文件 
 資料庫表格明細清單 
 系統設計報告書，如：

類別圖、元件規格清

單、實體循序圖、報表

設計。 
 測試規格 
 程式碼 
 問題清單(單元測試報

告、程式修改紀錄) 

評估階段 
 擬定測試計劃 
 進行系統測試評估 

 測試計劃書 
 測試報告書 

發表階段 
 發表學術貢獻 
 系統安裝運行 
 製作系統相關手冊 

 學術論文 
 教育訓練計劃書 
 使用者操作手冊 
 系統維護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