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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貢獻 

「科技的在採用之後，為什麼會面臨採用困難？」是以往科技採用研究中，

較少被論及的問題。因為大家普遍認為，科技導入到組織後，一旦被採用，科技

的採用即屬成功，理應克服所有採用困難，而進入到充滿效益的康莊大道。所以

縱使研究上會關心科技後採用階段的狀況，但卻鮮少去正視科技採用之後，仍然

會有採用困難的事實。故本論文之目的，即在於嘗試理解科技採用之後，發生採

用困難的本質與原因。 

具體來說，本論文的貢獻可分為理論與實務兩方面。在理論貢獻上：第一，

本研究採取的實務契合度觀點，主要用以分析科技內嵌實務和採用者實務之間的

不契合，雖然此一觀點源自於實務論(practice theory)(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並且科技內嵌實務的概念，也已被之前的研究者所論及(Orlikowski, 1992; 
Schultze and Boland, 2000; Orlikowski, 2000; Schultze and Orlikowski, 2004)。但
是，從科技實務可能和採用者實務之間，具有衝突性的觀念出發，並且以一個具

有深厚理論基礎的方式，來理解科技的採用困難。這樣的研究內容與討論，在現

有的研究中，仍然相當的缺乏。故本論文做為一詮釋性質化研究，在運用實務契

合度來理解科技採用困難的過程中，其實也嘗試把實務契合度的內涵做了釐清。

換言之，本論文是詮釋性質化研究，雖然詮釋性質化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建立理

論或發展理論，不過為要理解研究現象，詮釋性質化研究仍需要透過理論或觀點

的角度，來對研究現象進行分析。而詮釋性質化研究所採取的理論或觀點，通常

會藉用既有理論或觀點，但是也不排除由既有理論或觀點，再進一步衍生出新的

研究角度(如 Pettigrew(1987)、Orlikowski(2000)、Avgerou and McGrath(2007)等人
的作法)，故在使用理論的理解現象的過程中，也會帶有發展理論的目的，居於
詮釋性質化研究當中(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因此，對本研究來
說，在進行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同時，釐清實務契合度的內涵，並建立出實務契合

度的概念架構，這是本研究在理論上的第一個貢獻。 

第二，透過作者對 NoteCom公司所進行的質化研究，以及該公司採用供應
鏈系統所做的研究分析，本論文還根據了最後的研究結果，分別提供各項的研究

意涵(包括「理想實務採用」、「科技創新」、「科技後採用」、「科技內嵌本質」)。
而這些研究意涵的討論，作者之主要目的，在於將本研究的比較具象(concrete)
的研究分析結果，轉為抽象(abstract)的概念，來與現有的研究進行對話。而這也
正是詮釋性質化研究中，研究者為要呈現研究結果所非常重視的部份(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故由本論文前述在「研究討論」章節中，所提供的
各項研究意涵可見，本研究將可以增進科技採用研究、供應鏈系統管理、組織科

技創新、科技內嵌意義等各方面的認識。為此，作者將對個案公司所做的質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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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轉為概念層次的研究意涵，這即是本研究在理論上的第二個貢獻。 

第三，在科技採用的研究中，以往研究所鎖定的分析層次，主要在於個人層

次與組織層次上(Venkatesh, 2006)。雖然此兩種層次的分析，分別在於處理科技
採用上的微觀問題與宏觀問題。但是，很多時候一項科技的採用，因其現象的複

雜度較高，並不見得能將其清楚區分為是微觀層次的問題，或是宏觀層次的問

題。為此，本研究所採取的實務契合度分析，根據社會學理論中，實務被構成的

意義做為出發點(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以「實務」為分析單元(unit of 
analysis)，而去理解科技採用的問題。在分析的概念上，實則融合了微觀層次的
分析視野，以及宏觀層次的分析視野(Orlikowski, 2000; Schultze and Orlikowski, 
2004; Kellogg et al., 2006)。這樣的作法，相較於以往的科技採用研究，能夠克服
因為單一層次分析，對於現象理解所產生的局限。進而，從研究分析的角度來看，

本研究所採取的分析策略，無疑提供了往後研究者進一步處理科技採用問題時的

參考。此也即為本研究在理論上的第三個貢獻。 

除上述理論貢獻外，本研究在實務上，更有以下的貢獻：第一，對於本研究

所分析的 NoteCom公司而言，由本研究可知，該公司從系統開始推動、建置直
至採用的整個過程中，皆投入了相當大的資源於 SupplyLink系統之上，但雖如
此，SupplyLink系統的採用結果卻不盡理想。因此，就 NoteCom公司的角度，
該公司其實非常期望了解為什麼其系統發生採用困難的原因。故透過本研究對於

其採用問題的研究分析，從其採購實務的內涵，及其形成採購實務背後的環境系

統著手，來讓該公司看到其 SupplyLink系統所具有的限制與不契合。相信如此
一來，這將能夠讓該公司更清楚認識到採用資訊系統的複雜性，並且有助於引導

該公司未來重新建置新採購系統的方向。 

第二，對於其他也積極採用資訊系統的公司而言，很多公司在整個資訊系統

採用的過程中，往往比較重視系統的剛開始導入至採用的階段，可是當系統採用

後，對於系統的關注力也就隨之降低。因此在實務上，許多公司可能在建置或推

動資訊科技或資訊系統的專案中，投入了極大的心力，可是卻相對沒有注意到，

科技採用之後的情況。透過本研究對於個案公司供應鏈系統採用過程的了解，及

其供應鏈系統因實務不契合，而發生採用困難的呈現，可以提醒實務界，在科技

採用的過程中，並非解決完科技導入或採用時的困難，即可一勞永逸。科技在採

用之後，隨著科技實際支援採用者活動的過程中，當科技的實務要去替換到組織

或採用者實務的同時，這可能才是引發科技採用出現困難的開端。 

第三，對於科技的設計與發展而言，很多科技的目的在於提供組織或採用者

一套標準的作業實務，但在科技的設計與發展中，科技的設計者或發展者卻往往

會從自身的角度，來規範組織活動的內容與作業方式。然而，對於採用者的組織

活動來說，實務活動的進行必然有其活動的背景、原因或條件。同時，每一個組

織的活動內容或方式，也不可能如此地相近，僅用一套的標準而可以來予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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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是故，透過本研究的分析，最後可以提醒實務界的是：在科技的設計與發展

中，應該把企業活動的環境條件，納入到科技的設計內，而不要讓科技所內含的

作業實務，完全脫離採用者所處的環境系統。相信如此一來，這將可以有助於避

免科技雖然可以被組織採用，但卻無法「實用」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整體而言，本論文透過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形式，雖然已努力去理解科技採用

之後，造成科技發生採用困難的本質與原因。但在研究上，仍有以下的幾項限制： 

第一，實務契合度的觀點分析，主要用以了解科技內嵌實務和採用者實務之

間的不契合，以及實務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對於實務形成的影響。然而，要確
實掌握社會/組織系統對於實務形成所構成的影響，本身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
情。因為如同作者採用實務契合度觀點主張的，行動者所處的社會/組織系統，
可能有非常多個面向(Orlikowski, 1992; Kostova, 1999)，而其實務的形成更是在漫
長過程中，行動者受到社會/組織系統各個層面的影響所逐漸建構出來的。因此
要確實掌握構成行動者實務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條件原因，其實有它的困難存
在。而在本研究中，由作者所提出各項採購實務背後的條件原因，雖然已是經由

多重資料分析的手段，所歸納出來比較具體且明確的條件原因，但無可誨言的，

仍有許多的條件原因，無法透過研究的資料收集或資料分析手段來取得。特別

是，行動者從事實務的方式，有些是受到個人及組織的慣性所影響(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而這些慣性的背後原因，連行動者自己都無法清楚言明或給予
交代。為此，這也就造成本研究了解實務背後之條件原因的限制。 

第二，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單一個案公司，故無論在產業別、公司型態及地

區等上，事實上都有限定性。進而，本論文所獲到的研究結果，特別是對於該公

司發生科技採用困難所做的分析，從量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可能會被質疑是否具

有概化(generalize)到其他不同性質之公司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能力。為
此，面對這樣的質疑，雖然本論文分析的個案公司只有一家，但是在該個案公司

中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作者都非常明確地將其抽象到概念的層次上，以呈現出由

個案研究中所獲得的理論意涵。同時，透過個案研究的發現，作者亦強調著能夠

與過去相關研究進行對話，以達到一個和過去研究相互補充的境地。故由本論文

這樣的作法，雖然或許並不能提供如量化研究一般，非常充足的外部效度，但仍

可使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概化能力，而可作為日後研究者從事相關

研究的參考。 

第三，本論文採取詮釋性的質化研究法(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methods)。一
般而言，質化研究或個案研究很容易被人質疑其研究分析的結果過於主觀(特別
詮釋性的質化研究強調「詮釋」)，而沒有如量化研究以數字資料來支持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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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結果。針對此一研究限制，本論文認為質化研究確實有其主觀的部份，特別

在於研究者選擇一個研究觀點與角度，做為其研究分析的切入點時，很大一部份

是受其研究背景、訓練、經驗，以及其對於研究現象的體認所影響。不過，很重

要的是，研究者進行詮釋性質化研究時，對嚴謹度的要求和量化研究是不分軒致

的，其原則包括(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1).資料收集時必須有多
重資料來源，(2).需對資料進行的交互比對及驗證，(3).採訪時強調由受訪者提供
「證據」而非「意見」，(4).必須依據理論或觀點的指引進行資料分析，(5).以辯
證式的推理，不斷逼近真相，(6).強調對於研究現象情境及過程的了解。因此，
以本論文所採取詮釋性質化研究而言，雖然有其主觀詮釋的成份，但研究過程的

嚴謹度應是足夠的。 

第四，詮釋性質化研究的本質是在「說明」而非「證明」，所以詮釋性質化

研究對於現象的理解，由於不是要去證明現象的發生必定如此，因此也會被人質

疑其是否能夠完全排除其他看法，而提出一個具高度說服力的解釋。對此，在本

研究中，作者所採取的實務契合度觀點，同樣也有這個限制存在。換言之，本研

究雖然以實務契合度做為研究角度，來理解並說明NoteCom公司採用 SupplyLink
系統的困難，是因為實務的不契合所導致。但是，一件現象之所以會發生，其構

成現象發生的原因往往有很多。例如：以本研究而言，SupplyLink系統發生採用
困難，是否也有可能是 NoteCom在其系統導入的過程中，因為未做到詳盡的系
統分析(system analysis)或落差分析(gap analysis)的原故，而使得 NoteCom公司選
擇不合適的系統所導致呢？面於這樣的質疑與挑戰，以此為例，雖然本研究有對

NoteCom導入 SupplyLink系統的過程進行說明，但作者仍然不能完全排除這些
可能性。因為從詮釋性質化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者其實是透過一個觀點或理論

角度的協助，去詮釋、理解或說明複雜現象發生的原因。而觀點或理論之所以有

價值，是因為它們能夠幫助研究者去解讀現象(見人所未見)。但相反的，每一種
觀點或理論都因為有其特定的立場，故也就有它們的局限性。詮釋性研究不會去

排除其他的解釋，更不可能去限制現象發生的範圍。因此，這也就造成詮釋性研

究對於研究現象的理解，將不會被窮盡。 

第五，最後一個限制是，有關於質性研究分析的方式。一般來說，質性研究

的分析可區分為三類(Mitchell, 1983)：第一種是「說明式」的個案描述，也就是
把現象發生的內涵進行描述，以從中呈現某些理論的概念。第二種是「情境式」

的描述，也就是把某一現象的發生及其情境做雙重的描述與分析，來了解現象如

何/為什麼會因為情境的特殊性，而導致現象的發生。第三種則是「過程式」的
個案描述，也就是長期追蹤個案的歷程、事件與現象發生的狀況，來了解其間的

連鎖關係。具體而言，在本研究中，作者所採取的分析方式，雖有一小部份涉及

到「過程式」描述，但研究分析上所真正使用的技巧，仍然是屬於「情境式」的

手法。故也因為如此，所以在本研究中，作者並無法兼顧屬於過程式的個案描述，

其所嚴格要求對於現象發生的過程追蹤。然而，這樣的限制確實也挑戰了本研究



 90

的分析結果，因為雖然實務不契合的現象分析，可以如同本研究一樣，採取屬於

「情境式」的分析途徑，不過平心而論，實務的形成也的確有屬於時間/過程因
素所影響的範圍(即實務會隨著時間移動而產生變化)。因此，從過程式的分析，
來對實務不契合現象進行理解，其實也符合實務契合度分析的目的。基於這樣的

原故，在本研究中，由於作者未納入這樣的分析手段，自然也就造成本研究在研

究結果上的一個重要限制。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雖在於理解並分析科技採用之後的採用困難問題。但對

於科技的後採用階段而言，除了採用困難的問題之外，仍有很多值得研究者深入

探討的研究議題。故最後，針對科技的後採用階段研究，本論文提供三點後續研

究的建議： 

第一，在科技採用之研究中，長期以來，在採用者的個人分析層次上，有一

部份的議題，一直側重於分析採用者的科技採用行為。例如：研究者認為在科技

採用上，科技採用的結果之所以會有差異存在，是因為採用者採用科技的行為是

不同的。以往的研究認為，導致科技採用行為的因素，大部份和採用者個人的條

件有關，如性別、年紀、經驗與使用意願等(Venkatesh et al., 2003)。然而，在近
期的研究中卻主張，除了個人條件的影響外，採用者之所以會有不同的採用行

為，也和採用者對科技的心理感受有很大的關係，包括採用者對科技的認知

(cognition)、信念(belief)與釋義(sensemaking)等(Orlikowski and Gash, 1994; Griffith, 
1999; Jasperson et al., 2005)。同時，研究者還主張，這種對科技的心理感受，並
非是固定不變的。在科技採用之後，由科技與採用者之間的互動中，採用者有可

能會衍生出對科技新的認知與釋義，從而產生出非預期的採用結果。而這樣的看

法，目前已經有概念完整研究架構，如 Jasperson et al.(2005)所提出的模式。因此，
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考慮進行此方面的實證性研究。因為對於採用者為何會

有不同的採用行為而言，由科技和採用者之間的互動，而改變或造就採用者的心

理認知與釋義，顯然相較於以往研究，更進一步揭開採用者與科技之間的關係，

故有助於認識後採用階段的科技採用內涵。 

第二，在現階段的科技採用研究中，對於科技採用的時間性分析，是另一個

受到研究者所重視的研究方向。幾個研究主題，如科技前採用與後採用階段之比

較研究(Parthasarathy and Bhattacherjee, 1998; Karahanna et al., 1999)，科技調適研
究(Leonard-Barton, 1988; Type and Orlikowski, 1994; Majchrzak et al., 2000)，以及
科技與組織的結構變遷(structuration)之研究(Barley, 1986; Orlikowski and Yates, 
1994; Orlikowski et al., 1995; Yates et al., 1999; Kellogg et al., 2006)等，都強調從時
間連續的觀點，來觀察科技採用的現象。這和以往研究以時間切片方式，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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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定點的科技採用現象，在研究意義上與研究效果上是截然不同的。舉例來

說，在科技調適的研究中，如果只定點收集某個時間點的資料，在資料之中將無

法觀察到組織有科技調適的活動。同樣的，以科技與組織的結構變遷研究而言，

結構性的變遷本身是一種科技採用過程的產物，它必須從一個連續的時間中，才

能夠看到結構為什麼形成，以及它所顯現的形貌。為此，本論文也建議後續的研

究者，可以從事有關科技採用的時間性研究，來嘗試從科技採用的過程中，發掘

出一些可能早已存在，但卻沒有被看見的東西。 

第三，最後一個本論文所建議的研究方向，是有關於資訊科技採用的持續性

(IT/IS continuance)問題。所謂的採用持續性，相較於本論文所探討的採用困難問
題，是指資訊科技或系統為什麼會被持續使用的研究議題。在現今的研究中，以

Bhattacherjee(2001)或 Bhattacherjee and Premkumar(2004)等人的研究而言，他們
對於資訊系統採用持續性的研究，主要是從使用者(user)的角度出發，來分析造
成使用者採用科技的持續性因素。但同時的，一些研究者也發現，很多造成科技

持續採用或無法持續採用的因素，和組織情境的變化，以及組織活動的改變有

關，如早期 Orlikowski(1996)的研究，或近期 Sabherwal et al.(2001)的研究。而在
最近的研究中，更有學者(Hargrave and Van De Ven, 2006; Markus et al., 2006)認
為，科技採用的持續與不持續，和群體所造成的制度變遷有很密切的關聯。是故，

由其多樣性的研究結果來看，足以顯見科技採用的持續性問題，在目前仍處於一

個急待研究者進行探索的階段。基於這樣的理由，作者最後建議研究者，也可朝

此一議題邁進，來釐清造成科技採用持續與不持續的本質與原因。相信這將可以

為科技後採用階段的研究，帶來很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