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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先從創新傳佈理論五個創新事務科技特質為起點，定義便利商店訂閱繳

款付費工具是否可算一個「創新」事務。隨後再以決策階段所觀察的重點，比較

Rogers創新傳佈理論科技特質因子是否有不足之處。本章除了陳述相關理論，以

及過去相關研究與文獻外，並納入過去國內外對於組織接受創新事物的相關研

究。最後，依據文獻探討，整理出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與整體架構圖。 

第一節  創新傳佈理論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從經典創新傳佈過程的研究中，學者們很早就總結出，創新在特定社會系統

中的擴散呈現所謂 S曲線形的擴散模式 (Rogers，1995a)，但由於擴散過程受到太

多邊際條件(conditioning factors)的影響，對擴散過程的精確描述無論從理論上還是

從經驗資料上都非常困難。 

   
 U  
 

累 積 擴 散 程 度  
（ S 曲 線 ）  
 
 
 
                       擴 散 速 率  
                         （ 常 態 分 布 ）  
 
 
                                 時 間 t   

圖三：創新傳佈的 S形曲線 

人們不斷嘗試尋找理想的函數方程去從理論上精確描述這一 S 形的擴散過

程，但大多停留在對 S曲線以及對擴散理論中的重要概念「臨界數量(critical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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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性探討上。對擴散過程的「動態精確描述  (dynamic exact specification)」，包

括「定義、分析與預測」，常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們所避開。 

Rogers (1995)探討「創新」（innovation）的擴散過程與擴散過程受到那些因

素的影響。他認為「創新傳佈」是指一項「新事物」透過特定的傳播管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s)，逐漸為某些特定族群成員所了解與採用的過程。所謂「創

新」或「新事物」(innovation)是指相對於某一個人或某一特定族群的一種新的想

法(ideas)、做法(methods)、或是新發明(inventions)等，例如：自動提款機、電子銀

行、全自動洗衣機剛被發明而引進時，總是有一批人會率先採用，而後才逐漸散

佈給更多人使用等。這個過程即為「創新傳播」的過程，也是「擴散」(diffusion)

作用的應用。 

便利商店付費方式是否符合 Roger所提的創新物，或是克里斯汀生所提的「創

新科技導入物」，兩者之間是否也有差異何在？ 

從商品化角度來看，只要對市場而言是「相對創新」的服務、貢獻或是處理

流程，也可被視為一種創新(Hoyer，1997)。但在克里斯汀生眼中，創新還分為維

持性創新與創新科技導入，如果只是相對創新，這種相對很多只是維持性創新的

一部分，稱不上創新科技導入。如果觀察便利商店繳款訂閱模式，是一種對雜誌

或讀者的新型付費流程、概念與方法，而且不需要客戶加入會員、免持客戶曝光

個人資料、到四處普及的超商都能繳費訂閱等等。這些創新均符合克里斯汀生定

義之「創新科技導入並不是生產更好的產品給既有顧客，而是破壞既有市場，推

出更簡單、更便利、更便宜的產品給要求不高的新顧客」。(克里斯汀生，2001) 

新科技於產生之後，如果不在一定期限內為某些個人或組織所採用，此一新

科技常常因而消聲匿跡（Rogers, 1995）。檢閱現存許多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大部

份有關新科技採用之研究仍是以 Rogers的創新傳佈為主要的理論架構，雖然有許

多新的理論模式之建立，但這些理論模式其實還是植基於 Rogers 的創新傳佈理

論。但創新傳佈理論對於哪些組織適合創新科技導入、新市場的創新科技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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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階市場的創新科技導入等仍缺乏理論探討。 

根據傳播學者 Rogers提出創新傳佈理論，主要研究新事物（包含新發明、新

知識及創新觀念）在社會體系中的傳散情形。Rogers認為，新事物在社會體系中

會經過知曉、說服、決定、施行及確定五個階段（轉引自翁秀琪，1998）。有關

創新決策過程因素方面，Rogers亦提出「認知屬性理論」(Rogers, 1996) 認為創新

的可能採用者在決定是否採用該「創新」時，是根據該個人對此一「創新」屬性

之認知而決定的。而克里斯汀生則深入說明，企業是否該挑選誰去經營創新事業？

現有組織哪個事業最能有效幫助企業以獨特的構想，建立成功的成長事業？哪些

部門最不是合執行創新事務，應該在何時建立幫助新事業茁壯的自主性組織、何

時最不適合考慮成立這類組織，以及如何牌養組織創新能力等均有著墨，對創新

傳佈義理有更深入討論。 

根據 Roger (1995) 說法，相對利益指使用新事物後的利益程度、相容性指新

事物與人們的既存價值或先前經驗一致的程度、複雜度指對新事物的可理解程

度、可試用性指新事物在採用之前被驗證及試用的機會，至於可觀察性則指在試

用之後是否明顯感受到帶來的利益。因此，一項新事物若能讓接受者獲利愈多，

與過去經驗愈趨一致，愈容易使用而且愈能被試用觀察，被接納的可能性就愈大。 

相對利益性指新產品優於原有競爭產品的程度，相對於現有產品，新產品若

在人們使用後得利愈多，被採用的可能性就會愈高，發展速度也會愈快( Batz, 

1999)。因此，若組織認知到創新模式具備更佳的相對利益優勢，則其相對產品促

銷優勢愈強，愈具擴散效果 (McDade, 2002)。 

所謂相對利益，對組織而言其實是潛在思考「獲利」扣除「風險」的因子所

做出的評估。換言之，對企業組織而言，相對利益就是將組織得益減掉所需的直

接成本與間接成本，包括各種可能發顯都會列入考量 (Batz, 1999)。 

相容性指新事物與採用者先前價值、需求以及經驗一致的程度。對組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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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認為創新模式與他們目前需求、價值觀、操作經驗即先前採用經驗相容程度，

例如組織採用相關科技的經驗以及運用的程度，往往會影響組織對於新科技事物

的態度。原則上，組織原本相關事物運用程度越高，那麼對於接收創新模式的意

願也就越高(Williams, 1998)。 

學者曾針對過往的創新傳佈研究做過統計，益發現相容性是最常被驗證具有

顯著影響力或預測利的新事物特質。同樣的，在研究組織採用創新模式時也肯定

相容性是影響組織採用新事物的重要變項，例如 Mehrten 在研究美國中小企業建

置網站的意願研究發現，組織已經電腦化或採用 IT設備投資越多的企業，建置網

站的意願就愈高(Mehrtens, 2001)。 

近期的研究將相容性的概念更由外而內延伸，指出比較處於科技導向

(Technology- Intensive)市場環境中的企業，比較願意採用新的電子銷售系統，因為

創新以及科技的概念已經是市場中的基本概念，因此這類產業的成員，對於創新

概念的相容性較高，也比較願意採用新的事物(Min, 2003)。 

所謂複雜度是指使用者了解其使用新事物的相對困難程度。從成本角度來

看，一旦新事物的難度愈高，那麼要運用到新事物所需要的職前訓練時間就愈久。

從使用的角度看，難度高的產品遇到一般使用者往往難以發揮其真正效果與能

力，甚至風險會因此被過度評估(Overestimate)。因此，原則上，愈難使用的產品，

擴散速度愈慢 (Lederer, 2000)。 

以科技產品為例，目前許多職場上，真正有能力使用資訊科技的人可能只有

10%，但偏偏許多新科技都不是為剩下的 90%員工所設計，這就是組織中推行新

科技事物不易的原因。新事物在組織中的擴散進程會因為其使用的相對難度較

高，導致效果也會打折扣；其主要原因就是愈複雜的新事物對於使用者的相關使

用知識要求也愈高，而且對於使用者相容性的考驗也愈大 (Gallivan, 2001)。 

Lederer(1999)在研究企業組織採用新事物的研究時發現，容易使用程度(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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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se)的確能有效預測組織是否同意採用新事物，具有顯著的解釋力。當組織感知

道複雜度愈高，擇期使用之意願愈低。顯然，創新傳佈理論對於新事物特質部分，

運用在各種創新產品與創新模式依然有其解釋力。 

可試用性對於組織採用新事物也具有相當重要地位，他是指新產品在有限的

基礎尚可試驗的範圍，如除了購買之外，如果也能利用租賃或是先測試使用等方

式，讓組織測試其效果，有助於提昇採用率。因此試驗範圍愈大，新產品越易擴

散 (Dunphy, 1995)。 

可觀察性是指新產品有型或無形的利益是否易被人關查獲描述的程度，或者

是可以被潛在使用者揣摩並易於將自身優點展現出來的可能性。學者通常將此部

份劃分為可見性 (Visibility)與結果可展示性 (Result Demonstrability)兩種內涵

(Lowry, 2002)。前者是指新事物的可見度，後者是指施行新事物的後果可見度；

基本上，愈有顯而易見的效果的創新事物，愈容易在社會體系中傳播 (Dunphy, 

1995)。 

由於創新傳佈理論之 S 形曲線和臨界數量是我們分析任何創新傳佈發展過程

的基本工具。根據創新傳佈理論，一種創新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的擴散，只有使用

者達到系統總人口的某一比例後，整個擴散過程才可以自續 (self-sustaining) 下去 

(Rogers，1995)，這一比例(有時也用其絕對數量，即已採用者的數量)，就是臨界

數量。通常，當一種創新剛剛開始在系統中擴散時，人們對它的接受程度比較低，

因此一開始擴散過程比較緩慢：而當採用者比例一旦達到臨界數量，擴散過程就

會加快，出現起飛 (Rogers，1995)，以致系統中大部分最終會採用創新的人都在

這一階段採用該創新。然後，擴散過程再次慢下來，系統對創新的採用逐漸達到

飽和點 (saturation point)，整個擴散過程於是呈現 S形曲線的模式。 

顯然，判斷創新傳佈的階段，對臨界數量的界定是關鍵所在。就創新技術的

擴散而言，Rogers(1995) 曾經對 BITNET 的擴散情況進行了跟蹤研究，不僅證實

了其擴散過程遵循 S形，而且指出 1982當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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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NET之後，BITNET的擴散達到了其臨界數量點，此後，「每 6個月接入者的

數量就倍數成長」(Rogers，1995)。然而他沒有給出具體的臨界數量值，即採用者

百分比。 

Rogers (1995) 認為臨界數量通常在系統的創新採用者比例達到 10%至 20%時

來臨，因為一旦達到這一比例，擴散過程通常就會自續下去，至於具體是多少，

似乎要視創新本身的特點、社會系統所處的諸多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而定，難有

定值。此外，正如(Boer，2001) 所指出的，並非所有創新都可以最終達至完全擴

散，即被系統中所有人所採用的狀態。很多創新在系統中的擴散，其飽和點並非

在 100%，而是在採用者人數達到「系統總人數的 70%或 80%甚至更低時」。飽和

點時的採用者比例就是通常所說的「市場容量 (potential market)」。 

但過去相關研究並沒有單位真正確切衡量整體市場容量到底有多大，或是具

體到採用新型傳播科技的擴散散飽和點是多少、到達創新傳佈的 S 轉折點速度差

異、不同的創新特質如何量化反應其突破 S轉折點的可能….，這些充滿吊詭的問

題，都鮮少見到解答。 

而本研究將就創新金流技術工具在雜誌業，甚至內容產業媒體的擴散，對以

上述及的問題，包括擴散過程的描述 (S 曲線)、臨界數量和飽和點的界定，進行

較深入的探討。如果內容產業同意採用「創新」原則進行策略佈局，是否更能快

速達到 S 轉折點。並在此基礎上，希望對雜誌業採用新型訂閱模式的擴散過程進

行概括和描述，與其今後發展作出預測。 

過去創新傳佈理論焦點集中在新科技／技術討論，然而，新科技的傳佈過程

是否就能等同於創新的商務模式觀念的傳佈，則是值得釐清的問題。新科技所帶

來的影響往往是立即可見的，創新的商務模式觀念則較具潛在的影響性；新科技

的汰換可以在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下隨即更新，但若是破壞性創新商務模式則不

是那麼容易被改變，因此，若將兩者混為一談，則可能模糊了不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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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諸以上疑點，本研究將同時援引 Rogers(1995)理論架構，從創新傳佈觀察

雜誌業創新採用動機及採用行為之間的關係，而理解這個關係的關鍵在於不同類

別雜誌之採用動機彼此間逐漸浮現的關連性。所以本研究第一個面向即是以相對

利益、相容性、複雜度，與可觀察性、可試用性作為參考變數，進行動機認知調

查。 

第二節  組織決策階段採用創新技術相關文獻研究 

由於以往傳播新科技應用研究旨在界定 (identify)不同媒體環境下(如在報章

雜誌、電子媒體、網路媒體等)對媒體閱聽人採用數位技術 (或其中的某些功能) 的

決策具有影響力的各種因素 (factors)，以及不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relative 

importance)。反倒是對於系統或企業組織層面 (aggregate level) 的擴散研究卻寥若

晨星。正如 Rogers (1995)自己所承認，「有關創新擴散的社會科學研究主要以個體

作為研究物件，而單單進行這一層次的研究是不很令人滿意的……」。 

過去研究者常引用 Roger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理論來協助解釋

企業採用與實施新興技術的現象。所謂組織創新指的是，在經濟組織中導入及實

施新的、改善後的產品或生產程序技術。部分研究者採取廣義的組織創新定義，

主張組織創新的內涵不僅包含設備、方法、工具等人造設施(artifact)，也包含應用

這些設施來解決企業問題的相關知識體系(Rogers，1995)。 

本研究則針對組織決策階段，相關採用行為進行探討。其一，從組織內部創

新行為觀察，本研究雜誌業採用行為所牽涉到所謂的組織創新內部關連性，涉及

組織學習、經驗累增(選用程度)與技術知識(作業程度)的過程。從組織學習觀點所

做的創新研究，顯示創新的早期採用者可能具有：(1)頻繁地吸收來自外界的技術

資訊或知識；以及(2)能有效在組織內傳播並且有多樣化的技術人才來應用這些知

識等特質 (Lowry，2002)。  

組織決策階段對於系統層面的創新擴散研究，是否與創新擴散過程複雜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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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值得探討。由於傳統的組織創新理論均假定技術的形式、用途與使用技術的

組織情境，是可以事先客觀論定的。但是雜的技術導入組織之後，往往還是需要

反覆不斷的測試、修改及調整，使用技術的組織情境也隨之逐漸定型 (Boer，

2001)。此與雜誌業接觸付費工具之訂閱模式時，組織選用創新學習的範疇往往先

從外圍經銷商或非核心的訂閱推廣業務測試著手類似，在這個過程中，組織累積

了許多經驗知識(know-how)，這些經驗知識並不能輕易地從他處模仿、移轉或複

製。 

透過組織選用不同的創新產品範疇，要求組織成員學習經驗知識與賦予組織

某種程度的學習能力，如果新興科技的變遷速率及方向超過組織學習之應變能力

所能負荷之程度時，組織學習累積的結果也可能反過來形成組織導入該科技的阻

礙。因此本研究針對組織內部關聯性以「選用程度」來代表衡量組織拋開知識障

礙(knowledge barrier)(Jackson，2000)所選擇的採用創新技術範疇。 

而組織創新中所累積的知識技術可以組織資訊系統整合成熟度來觀察，以本

研究雜誌業者對於新興付費工具所累積的知識技術，組織在上述情境下，如何透

過內部關聯性，引進新技術並將其與企業內部在不同時點所採用的技術創新整合

以產生綜效的可能性 (Ravichandran，2000)。對於雜誌業者認知付費工具作為訂閱

新機制時，都將考量是否能與現有雜誌發行體系，或是資訊系統整合，產生綜合

效果。 

由於技術快速變遷，企業並不容易判斷其所考慮採用的新興技術，最終是否

能與外界演進中的主流技術或與其內部的技術累積有效地整合 (Dewan，1998)。

但是組織若能持續導入屬於同一技術系統的一組創新，自然比較容易陸續加以整

合，知識障礙程度自然比較小。因此本研究針對組織內部關聯性以「作業程度」

來代表衡量組織導入創新技術與現有資訊系統整合，產生綜合效果的程度。 

對於組織決策階段，本研究透過「選用程度」與「作業程度」兩類變項，來

了解雜誌組織內部對於這些新興科技的採用意願與行為是否具有高度的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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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組織創新過程中影響知識障礙程度或組織學習效率的因素之一(Bessen，

2002)。在技術快速變遷情境下，績優的雜誌業者通常因持續引進創新之需要而累

積許多技術資源，因此決策者為擴大運用技術的整體績效，較傾向能同時滿足組

織的內、外部組織創新關連性需求的創新。 

新型付費機制技術及其商業應用與傳統成熟穩定發展的技術是截然不同的，

它是「處於萌芽階段但未來的商業應用正在轉型起飛並快速演變」的新興先導

(pacing)技術，未來有可能成為影響商業營運的關鍵技術 (Gallivan，2001)。它的

改變速度與幅度非常的可觀，採用的企業很可能必須不斷地投資、導入及實施陸

續問世的許多相關科技產品。這種特性很可能會在採用組織內，引發大量且頻繁

的組織學習需求與活動。 

組織內部關聯性對於這項創新技術，在許多外圍機構或行銷活動的推動下，

導入新型付費機制似乎成為一種流行，特別是許多電子商務網站，幾乎都讓消費

者自行下載便利商店條碼去繳費。部分雜誌業為了把握未來可能出現的龐大商

機，可能進行先期投資並執行小幅度的先導計畫；部分雜誌業者可能只是因為同

業已經採用，於是跟著採用。然而，還是有雜誌業者也可能因為未做好廣泛實施

的準備，或因為其所導入的相關技術產品與應用並未如預期般產生效益，因而中

斷或放棄創新的實施。 

其二，組織決策階段可從組織外部創新行為觀察，本研究雜誌業採用行為所

牽涉到的所謂組織創新外部關連性，指的是雜誌業者欲採用的創新與產業中的不

同的系統化技術或主流技術(dominant design)整合的可能性(Frambach，2002)，其

可包括委外程度、授權程度與行銷需求補償程度等差異。因為創新技術的快速變

遷所可能帶來的營運機會和失敗風險的提高，或是為了競爭需要或其他因素，透

過委外合作技術供應商不但會積極改善自己的產品，更可能相互合作，陸續將彼

此的產品整合成系統化技術以提供客戶應用上更佳的效益；同時，不同的合作族

群則相互競爭技術整合的領導標準 (Ravichandra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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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選擇的創新若成為主流技術，因可透過委外服務與眾多使用者交換技術

經驗與資訊、供應商眾多且提供較好的服務、技術資訊容易蒐集等因素，導入創

新時所面臨的知識障礙或許會更為緩和；反之，組織選擇的技術若從市場消失，

組織很可能成為技術的孤兒。因此本研究針對組織外部關聯性之「委外程度」來

代表衡量組織透過與技術來源供應商合作，導入創新技術提升技術選用效益的採

用程度。 

許多不同領域的實徵研究均顯示，組織的外部學習機會愈高，創新傾向也愈

強烈 (Gallivan，2001)。可是，為了降低知識障礙並與主流技術或同一技術系統保

持較高程度的關連性，大多數潛在採用者可能會從為其所信賴的外界資訊管道蒐

集技術資訊，並觀察、學習其他組織導入創新後之經驗，藉以判斷最佳採用時機

與對象 (Mehrtens，2001)。此與雜誌業者觀察其他競爭業者是否採用便利商店付

費機制，或是學習如此採用便利商店付費機制促進其與便利商店的整合行銷，以

及金流與資訊流系統整合，產生高度意願動機，也影響其實際採用行為。 

組織陸陸續續導入創新的結果，很可能會限制它當前甚至未來選擇創新的自

由。在選擇創新對象時，組織很可能傾向於具有高度內部關連性的技術。這是因

為組織涉入一個比較陌生的技術領域時，不一定能精確預估或掌握創新成功的機

會 (Williams，1998)。由於學習新的技術知識既耗時又昂貴，也不太可能濃縮或

加速 (Hokey, 2003)，在環境快速變遷之情境下，這些因素或許會導致組織錯失潛

在的商業機會。因此，在經濟誘因的考量下，組織有可能持續在熟悉的領域中尋

求創新的機會。 

若干研究者曾強調過組織內技術移轉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Bessen，2002)，他

們主張創新的過程涉及組織成員共同參與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與用中學

(learning by using)活動，在這個過程中，相關參與的組織成員的經驗、技能與創新

的知識逐步融合成新的知識，並且在組織內廣為散播。與創新相關的技術知識在

組織內的分佈結構，對做中學或用中學的效率及效果具有關鍵性影響 (Le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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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如果雜誌發行部門或資訊部門管理者等成員普遍擁有與創新相關的科學技

術知識或經驗，他們可能擁有共同或類似的技術經驗，可以使用相同的專業詞彙

或語言，順暢地描述、討論或交換與創新有關的知識、經驗或技巧（不論來自企

業內、外），因此創新知識經由組織內部溝通網絡傳播、移轉的效果可能也比較好。 

雜誌業者若能持續導入一組相關連的創新，則其成員較容易累增該組關連性

技術的相關知識；這些知識會逐漸融入組織協調合作及專業分工等組織化原則

(organizing principle)中，並影響組織結構與資訊處理機制的設計 (Lowry，2002)。

因此組織雖然不斷的專業分工，部門間或個人間仍有共同的知識做為彼此溝通協

調的共通語言。這種技術知識累積與分佈的過程，將使個人學習與內部技術移轉

的機制，朝向有益於採用關連創新的方向調整。 

相反的，雜誌組織內若缺乏共同的知識或溝通基礎，技術變遷或多樣化的結果

可能導致過度專業分工(specialization)與部門間互相隔閡的現象。然而組織的技術

知識也不宜過於同質，具備多樣化且互為相關的技術累積之組織，較有可能陸續

採用並整合一組互為相關的創新。在快速變遷的不確定環境中，企業面對持續演

進的新興技術，必須在不同時間點分別採用不同的創新，因此仍有必要對已具潛

力的新興技術進行投資，藉以累積相關的技術。 

新的技術導入過程，組織不同層級成員對於新技術產品授權採用，組織正式

化推動要求組織成員認識了解新型專業技能或知識，要求成員探索並發現應用新

技術解決問題的創意或方法(Frambach，2002)。因此，組織授權要求程度愈高，對

於促進組織創新學習技術知識與個人累積經驗效果也愈好，同時問題解決的效果

也愈好。換言之，技術知識的學習是一個經過經驗嘗試(try and error)持續累積的過

程。因此本研究藉由組織外部關聯性之「授權程度」來代表衡量組織成員對外部

主流專業技能與知識累積，透過組織協調與專業分工所採用的程度。 

當雜誌業者準備普及實施透過網站進行訂閱機制，或是以網站加強雜誌內容

曝光與相關商業應用時，雜誌員工勢必因為新技術可帶來補償效益，陸續學習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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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穎的技術產品的使用及操作，並適應組織結構或文化的改變。例如便利商店

繳款單這種新型訂閱機制，很可能改變雜誌業者與讀者間的互動方式，並衍生出

新的雜誌業人員技能需求。組織在這個逐步轉型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著某種

程度的知識障礙現象 (Frambach，2002)。欲克服上述障礙，實務專家主張組織必

須有特別行銷補償誘因，推動相關的組織學習活動，藉以縮短學習曲線並儘快擴

大新型付費工具的付費創新模式應用。 

由於技術供應商的競爭需要或其他因素，不同產業異業合作或不同時空問世

的新興技術都有可能逐漸整合以產生綜效(synergy)，同時產業中可能會陸續出現

多種整合標準；因此組織為滿足不同時期、不同單位或不同需求而陸續採用的技

術，不一定能彼此互相整合 (Gallivan，2001)。因此本研究藉由組織外部關聯性之

「補償程度」來代表衡量組織對外部主流創新技術，透過組織異業合作與產生行

銷綜合效益採用的程度。 

由於每個組織的創新歷史都不相同，其各自累積的技術以及經由組織學習所

獲得的知識與經驗也不相同；然而組織在某技術領域的學習能力，卻很可能與其

在該領域累積之知識及經驗有相互促進累增的關係 (Frambach，2002)。在這種情

境下，雜誌業者是否能持續投資可互相整合的技術，或是技術知識、經驗是否能

夠持續累增，將攸關企業運用技術的整體績效。 

過去的創新研究比較關注組織成本效益等理性因素的探討，可是這些研究大

多未注意到新興技術的技術關連特徵 (William，1998)，研究者多半相信組織先前

的創新行為，不會對爾後的創新採用決策造成影響，同時他們也忽略了技術累積

可能會對組織的創新採用與實施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Jackson，2000)。 

本研究第二個面向即針對組織決策階段採用行為進行研究，從外部關聯性之

「委外程度」、「授權程度」、「補償程度」，以及內部關聯性之「作業程度」、

「選用程度」等，進行衡量組織創新採用行為之程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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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三個面則是從組織決策階段創新技術擴散觀點出發，在納入組織採

用意願與採用行為交互觀察後，探討傳統創新理論對組織採用便利商店訂閱機制

的解釋能力。    

在雜誌組織特質中，通常雜誌規模訂閱量大小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創

新擴散指標，並是最常被測試的雜誌組織特質變項。通常組織創新研究都是以公

司大小作為一個判斷組織總體創新能量的指標，因為組織的規模反映整體資源、

多餘資源等特質的狀況。特別從早期的文獻理論中是以組織雇員人數來決定組織

大小，時至晚近，亦有研究者將公司資本額、營業額甚至組織分公司據點分散的

數目都可作為組織大小的定義標準。 

過去 Rogers認為組織規模越大，這個組織創新性也會愈高，也曾有文獻指出

組織規模越大，對於創新科技投資的意願也愈高(Dewan，1998)。然而如何定義雜

誌組織的規模對本研究創新模式採用意願是否有直接影響，則必須有更多元的指

標。尤其本研究對象以雜誌業型態無法與企業組織直接類比，例如以代理國外雜

誌品牌在台發行的公司，或是集團化雜誌聯名經營等，其雜誌組織大小並無法直

接與雜誌訂閱量或雜誌決策模式直接相關，所以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假設在雜誌

屬性變項中，以不同類型雜誌、雜誌發行訂戶量、發行數等來規範雜誌組織大小

之區別。 

  從組織特質觀察，訂閱量愈大的組織，因其相對也擁有較多資源，其往往要

求更多對創新模式發展的掌控權，以避免創新模式帶來的風險。大型雜誌往往人

力、現金、硬體設施也較週全，對於接受這些需要耗費大量資本的創新較有經驗，

對於接受創新科技化服務的可能較高。特別是大型雜誌往往對於創新模式授權之

官僚層級較繁瑣，雜誌內部與外部組織對同一件創新事物的態度也會不同。 

同時，往往大型雜誌必須要提早利用新科技以維持在市場上的寡占或獨占的

地位，所以大型雜誌原則上會有比較高的創新性，願意多元嘗試接受創新模式(金

惟純，2005)。職業棒球雜誌社指出，不同雜誌對於採用創新服務要求的補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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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不同，往往提供創新模式的補償誘因愈多，雜誌採用創新服務的機會愈大。 

發行規模大小差異的雜誌，往往反而容易因為科層制度的累贅或者市場的整

體狀況，而降低了對外界創新反應的速度。但也有學者提出了倒 U字型曲線的見

解。有學者認為，組織大小與創新意願的關係，應該呈現非線性走向，也就是門

檻的概念，在組織到達特定規模之前，組織正在成長，充滿生應力，因此組織大

小與創新意願應該成正比，但是過了規模的特定門檻後，便會因組織過於龐大而

遲鈍，昧於創新(Ravichandran，2000)。 

同樣的，Kim(2002)也對組織特性進行研究，他主要是關注組織的規模是否會

影響其接受新事物進行研究，研究者過數種不同的方式定義組織規模，首先是企

業在市場上的佔有率(Tenure)、其次是產品線的多樣化與地理上企業據點分部的範

圍。由於該研究的主題是探討企業採用電子付費轉帳(electronic billing)系統的意

願，因此採用企業「申請使用電子付費的客戶數量」當作判別企業大小的指標。

此一研究模式，足可作為本研究雜誌採用雜誌訂閱量作為判別雜誌大小的參考指

標。所以從掌控、資訊、授權、選用、補償等不同採用行為來觀察，不同雜誌會

考量其自身在市場上的地位，自然會影響其接受新事物的速度。通常市場佔有率

高的雜誌越願意採用新科技，以便繼續保持優勢。而規模小的雜誌對於便利商店

營銷據點如此眾多，從其補償程度來看對於接受創新模式的意願也可能會有顯著

差異。據此，本研究根據這五種採用行為面向，深入觀察雜誌發行佔有率(Size)差

異的雜誌，接受付費創新模式是否會有直接相關。 

過去的文獻中諸多都有強調企業組織大小對組織接受創新事物有顯著的關

聯。McDate則在研究商業組織採用高科技產品的研究中，對於這些變項則有不同

的詮釋與發現(McDate，2002)。首先，McDate在研究中肯定新事物特質對於組織

是否採用新事物有顯著的預測力，而組織的大小也與組織是否願意採用新事物有

正面的關聯。接著有趣的是，當探討組織大小與創新性之間的關聯時，他認為應

該是呈現倒 U字型的曲線，也就是說，在組織到達一個特定大小之前，其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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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大小成正比，但過了那一個門檻後，隨著組織日漸龐大，組織的創新性卻隨

之下降。McDate透過文獻推測，可能是組織過於龐大之後，因為過於官僚化，而

降低其對外界的新事物反應速度。此一倒 U字型現象，將是本研究非常值得探究

實證的重點。 

本研究標的在於探討雜誌業者接受創新模式的意願與決策，因此如果從雜誌

業接受新事物的整體過程來定義本研究的範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階段就是雜誌

業者處在議題設定階段與決策階段時會採取的行為，也就是前置作業階段，探討

的是雜誌業者接受新事物與否的決策階段，而非雜誌決策階層如何在組織內擴散

新事物，或是新事物在雜誌業中擴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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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綜合比較 Rogers 理論觀點，本研究將從影響創新事物擴散的因素當中，不論

是對於組織或是個人而言，尋找能夠動態觀測創新事物本身的關鍵特質，以歸納

其可行的操作型定義。 

假設一︰創新傳佈理論之科技特質因子，對採用便利商店付費方式具檢測力。 

本研究第一面向即先以創新傳佈之認知屬性–「相對利益」、「相容性」、「複

雜性」、「可觀察性」進行科技特質評估，分析其對於創新科技導入決策採用或

不採用者是否具備顯著差異。 

假設二︰科技導入之評估因子，對採用便利商店付費方式具檢測力。 

本研究第二個面向，以決策階段科技導入之評估因子為核心論點，檢驗組織

面臨機會時，組織是否能以「委外程度」、「作業程度」、「選用程度」、「授

權程度」與「補償程度」，爭取新市場或低階市場客戶，佔有新崛起市場。 

假設三︰創新傳佈科技特質因子與決策階段科技導入因子之間具有關聯性。 

本研究第三個面向，比較「創新傳佈科技特質評估」與「決策階段科技導入

因子」的相互關係，是否具備線性相關。本假設試圖了解影響雜誌組織採用便利

商店付費方式之兩類中介變項，彼此是否具備關聯關聯性。 

假設四︰雜誌組織特質，對採用便利商店付費方式具檢測力。 

本研究第四個面向則依照不同雜誌組織類型，觀察採用創新科技的業者其組

織特質與決策採用關聯性比較分析。本假設將驗證市場新進入者是否有不對稱動

機，能有持續動力跨越鴻溝，將早期市場推進新主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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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研究架構如圖四：  

 

 

 

                                       

                    

                

　              

                                      

 

 

 

 

圖四︰雜誌業採用便利商店付費方式之整體研究架構 

科技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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