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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實務契合度做為一個研究觀點，目的是希望從分析科技內嵌實務，與採用者

實務及其背後社會/組織系統等之間的不契合，來理解科技採用的問題。而透過
此一觀點，在本論文中，作者採取詮釋性質化研究(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的研究策略(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 Walsham, 2006)，所想要深入
了解的是一家筆記型電腦的代工大廠，當其供應鏈系統採用之後，所發生的採用

困難現象。故在本章中，作者將說明本論文採取詮釋性質化研究的理由、詮釋性

質化研究的預設、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原則，以及本論文整個研究實施的過程。 

 

第一節 採取詮釋性質化研究的理由 

一般而言，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研究者從事科學研究所採取的方法，大概

可以區分為量化與質化兩類(Creswell, 1994; Denzin and Lincoln, 1994; Neuman, 
1997)。其中，量化研究採取類似於自然科學(nature science)的研究方式，強調建
立假說或變數模型，來測量客觀的事實，並使用統計分析的方法，對大量或具代

表性的樣本加以分析，以驗證或測試某一理論。同時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也被

要求要保持價值中立，除對於資料收集要沒有偏誤(bias)外，研究者更不能有情
境的考量，或涉入到研究場所裡面。雖然量化研究此種客觀、步驟式，將社會現

象化約為變數關係，並加以測量的作法，目前仍是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模式，但

很多研究者都對社會科學，究竟能否完全採行此種類似於自然科學的研究作法，

提出他們的質疑。特別是人類具有自由意志，很多人類的行為或活動，不見得能

夠被規律化，或用通則式的理論來予以解釋。為此，當量化研究無法給予社會現

象合理解釋的情況下，質化研究就成為不同於量化研究模式的另一種選擇。 

不過，即使質化研究是另一種研究的選擇，但質化研究卻沒有如量化研究已

有一套統一、眾所認可的研究模式，可供大部份的研究者遵循。例如：在資訊管

理的領域中，研究者從事質化/個案研究的作法，就至少有實證性(positivist)、批
判性(critical)與詮釋性(interpretive)等三類(Benbasat et al., 1987; Eisenhardt, 1989; 
Lee, 1989; Lee, 1991; Walsham, 1993; Yin, 1994; 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首先，實證性質化研究的作法，基本上仍非常類似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
(Lee, 1989)，其研究模式仍然強調必須依據理論來建立命題(propositions)，並採
取一種自然控制(nature control)的方式(類似於準實驗設計的作法)，來進行整個研
究的觀察與推論(Lee, 1989; Yin, 1994)。更重要的是，其認為個案研究同樣具有驗
證或測試理論的目的，透過單一關鍵性個案(critical case)的研究，實證性的個案
研究也同樣具有檢測理論或修正理論的能力(Lee, 1989; Yin, 1994)。 

而批判性與詮釋性質化研究的目的與作法，則完全採取和自然科學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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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作法。其中，批判性質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對社會現況進行批判，使

那些對人們造成限制與箝制的力量(如一些虛假的意識形態)能夠現形，讓人們可
以脫離這些力量的束縛而重獲自由(Alvesson and Wilmott, 1992)。為此，批判性質
化研究的進行，研究者往往必須要深入到研究現場當中，透過和被研究者的互動

與對話，不斷對被研究者的現狀進行認識，從中尋找出那些宰制被研究者的條件

與力量，並促使被研究者能夠從那些限制與箝制中，自我解放出來(Alvesson and 
Wilmott, 1992)。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批判性質化研究往往有很大的挑戰。一
方面來自於，被研究者並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被無形的力量所束縛。換言之，

到底有沒有這種力量，或這種力量究竟是什麼，被研究者其實並不知道，所以這

必須仰賴研究者本身敏銳的觀察力。另一方面，批判性質化研究的目的是行動導

向的(action-oriented)，如果研究最終不能喚醒被研究者的真實意識，促使被研究
者自我解放，那麼就沒有批判性研究的意義，其研究結果和一般研究也就一樣。

因此，在資訊管理的領域中，批判性質化研究的數量極為有限。 

至於，本論文所採行的詮釋性質化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對社會現象與事物

進行理解。其認為社會現象或事物是被建構出來的，例如：社會所流通的知識、

語言、行為、集體意識、社會規範與價值、工具與科技等，全都是社會建構下的

產物(Walsham, 1993; 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所以，要了解社會
現象與事物的本質，就必須了解人們對於社會現象及事物所賦予的意義。對於詮

釋性質化研究而言，其研究的作法，和批判性質化研究一樣，並沒有既定的步驟，

而僅有研究的原則(principles)(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主要原因
是，詮釋學(Hermeneutic)的傳統認為，研究者並不能透過「方法」而找到真理，
因為方法並不能保證可以獲得真理(Gadamer, 1975)。所謂的詮釋性研究，是研究
者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採取一些研究的手段，然後對特定的研究現象，所作出的

一種解釋(也就是理解(understanding))。而理解更是一種循環漸進的過程，隨著研
究者對現象與事物認識的程度越多或加深，研究者所獲得的理解也就會更為全面

與透徹。因此，在研究進行上，詮釋性質化研究雖有其原則，但這些原則的意義，

在於幫助研究者進入到詮釋性研究的思考中，而不在於提供一個讓研究者必須得

遵守的研究步驟。在下述，本論文會更詳細說明本論文所採行的詮釋性研究原則。 

對於本論文而言，本論文的目的在於理解科技採用的困難。而理解科技採用

的困難，當然也可以採取量化研究的方式來進行，但是如本論文在文獻探討中所

述，對於目前科技採用的研究而言，量化研究雖有利於分析影響組織為什麼會採

用科技的各項因素，可是對於理解組織為什麼發生科技採用的困難，若採取量化

研究通則式的架構，從採用條件(conditions of adoption)不足或缺乏的角度，來進
行研究的分析，其實並不能深入解釋科技採用的困難。為此，採取質化研究的作

法即成為本論文分析科技採用困難問題的選擇。 

而在資訊管理的領域中，雖然質化研究的作法，可區分實證性、批判性與詮

釋性等三類，並且三者的地位，也沒有高低之別(Klein and Myers, 1999)。但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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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性質化研究的特性，採取的是自然控制的方式，其研究作法除了和量化研究相

近外，研究的主要目的亦在於檢測理論或修正理論，而不在深入理解複雜的社會

現象。以分析科技採用困難的研究例子而言，若依據實證性質化研究的做法，研

究者一開始便會依據某一個理論提出命題，同時基於理論條件的需求，研究者更

需尋找合適並願意配合控制的組織，來進行研究，以使最後的研究結果，可以有

效驗證或測試理論。然而，這樣的做法，因為目的並不在理解科技採用困難的現

象，所以研究的結果首重在證明理論的有效性，而不在於強調對科技採用困難的

現象，提供更豐富且深入的認識。 

至於，批判性的質化研究，其研究過程雖然和詮釋性質化研究有類似之處，

但批判性質化研究的研究對象，往往是人(群)，特別是那些看似受到某些虛假意
識所宰制的人。除此之外，批判性質化研究的最終目的，亦在於促使人們自我解

放。所以理解那些對人們造成限制或束縛的力量，充其量只是過程，而不是批判

性質化研究最終所要的研究結果。因此，批判性質化研究的作法，無論研究形態

上或研究目的上，都不適合用來研究科技採用困難的現象。是故，這也是為什麼

在資管領域的三種質化研究中，本論文最終選擇使用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原因。 

 

第二節 詮釋性質化研究的預設 

在說明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原則，以及本論文的研究實施之前，本論文必須先

說明詮釋性質化研究所持有的本體論與認識論預設。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一向有其哲學基礎(philosophical basis)，這是因為每
一種研究方法代表某一種取向(approach)，而每一種取向都有它背後一套的哲學
假定與原則(Denzin and Lincoln, 1994; Neuman, 1997)。只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普遍
以量化方法為主流的情況下，量化方法的哲學假定與原則，已成為研究者不言可

喻的共識，所以不同的量化研究者彼此之間，不會去深究其背後的哲學基礎。但

對於質化研究而言，如前面所述，其和量化研究原本不同，而不同型態的質化研

究之間，其研究取向亦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這是為什麼質化研究者，必須去釐

清其從事質化研究所持有之預設的原因。 

在哲學基礎上，以量化研究和本論文所採取的詮釋性質化研究而言，其間的

差異，並不是在於量化研究使用量化的資料，而詮釋性質化研究使用質化資料的

差異，或是量化研究和詮釋性質化研究有不同的研究過程、資料收集或資料分析

方法(即方法論)。其差異的根本來源，主要來自於每一種研究取向都有其所堅持
的本體論(ontology)與認識論(epistemology)預設(Lincoln and Guba, 1994; 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 

所謂的本體論，其關心的問題是：「實在(reality)」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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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認識的對象，其本體存在的形式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以量化研究而言，其偏

向於自然科學所擁有的本體論，是一種素樸的實在論(naive realism)。素樸的實在
論認為，可以透過人類感官(或藉由工具)所感知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實在。因此，
對於量化研究而言，由於社會現象是可以被感知的，故研究者才有對社會現象加

以研究及分析的必要性。相較之，詮釋性質化研究源自於詮釋學(Hermeneutic)，
詮釋性質化研究的本體論，立基於相對主義(Relativism)之上(Lincoln and Guba, 
1994)。其認為實在是被建構(constructed)出來的。所謂的世界或社會，不會只有
一種圖像或樣貌，而是會因著人們所處的歷史、地域、文化、情境、生活經驗等

的不同，使得不同的人(們)，對於所謂的世界或社會，賦予不同的意義與內涵。
因此，和量化研究在本體論上，強調獨立於人類之外的「外部的實在(external 
reality)」相較，詮釋性質化研究強調的本體論是「內部的實在(internal reality)」
和「主觀的實在(subjective )」。也就是，實在是由人們主觀所建立及賦予意義，
並存在於人們意識之中的(Archer, 1988; Walsham, 1995)。 

至於所謂的認識論(或稱知識論)，其關心的問題是：「知識本質(nature of 
knowledge)」的問題，包括知者與被知者的關係，以及知者如何去認識被知者的
問題。以量化研究而言，其本體論的基礎是素樸實在論。所以很自然的，量化研

究中，其知者和被知者的關係，即研究者與社會現象的關係，是一種主/客分離
的二元關係(Lincoln and Guba, 1994; Neuman, 1997)。也就是說，社會現象作為一
種獨立於人之外的存在，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研究者作為一個具有認識能力的

主體，想要去認識社會現象這個客觀存在的對象，這當中研究者與社會現象之間

的關係，就是主體與客體彼此獨立存在的二元關係。量化研究這種主客對立的認

識論預設，是具有其意義的。因為在主客對立及分離的情況下，社會現象的事實

被認為不會受到研究者所影響，所以研究者才有可能以一種既定的工具或方法，

去獲得對於社會現象的認識與了解。 

但相較於量化研究，詮釋性質化研究的認識論，並不是主客對立的二元關

係，而是一個知者與被知者之間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關係(Lincoln and Guba, 
1994; Klein and Myers, 1999)。這是由於詮釋性質化研究的本體論，採取的是內部
的實在和主觀的實在。故所謂的實在，其存在於被研究者的意識之中，進而研究

者如果想要了解被研究者的實在(如被研究者眼中的社會)，那麼就必須與被研究
者進行互動，透過互動過程中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藉以達到了解被研究者其

所建構的實在。也因此，對於詮釋性質化研究而言，認識的過程，就是一種理解

的過程(Gadamer, 1976; Klein and Myers, 1999)。在理解的過程中，研究者會帶著
自己的意識(也就是觀點或角度)進入到被研究者那裡，透過不同意識之間的衝
突，當研究者一方面擺脫自己意識，而一方面又逐漸掌握到被研究者意識的同

時，研究者將能夠對被研究者的實在有所理解。 

透過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到詮釋性質化研究所持有的本體論與認識論預設，

以及詮釋性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所存在的根本差異。更重要的是，從本體論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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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的預設出發，更可以說明在量化研究採取主客對立的關係下，為什麼量化研

究認為，研究者可以透過一套既定的研究步驟(如調查研究或實驗設計)，即能夠
有效地分析社會現象，而詮釋性質化研究立基於互為主體的關係下，為什麼詮釋

性質化研究卻認為，對於社會現象的研究是一種「理解」，其需要進入到研究現

場中，與被研究者進行持續互動，而沒有一套固定的研究模式可以遵循。 

 

第三節 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原則 

詮釋性質化研究因其理解的特質，所以研究上，不會有固定的研究模式可以

遵循。但在資訊管理領域的研究上，Klein and Myers(1999)為了協助研究者掌握
詮釋研究的精神，兩位學者歸納出詮釋性質化研究的七項原則。為此，Klein and 
Myers(1999)的七項原則，亦成為作者從事本論文研究的準則。下述本節將根據
這七項原則，說明本論文研究進行的要點與邏輯。 

 

原則一：詮釋循環(hermeneutics circle)的原則 

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研究者從事詮釋性質化研究時，所應掌握的首
要原則，是詮釋學當中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s circle)原則。而所謂的詮釋循環
是指，對於一個研究現象，研究者必須有部份(parts)和整體(whole)之間的交互理
解。其認為理解(understanding)是一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在理解一個現象的持續
過程中，研究者一開始會對一些局部的現象先有所了解，而這些局部的了解會構

成對整體的了解，而等到研究者有一些整體的了解後，又會加強研究者對局部的

認識，如此不停的反覆下去，不斷增進理解的深度。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
這樣的看法，目的在於告訴研究者從事研究時，必須對情境(context)加以了解，
同時也還必須對於研究現象中的不同參與者(participants)進行了解，如此才能對
研究現象有真正的認識。 

在本論文中，根據詮釋循環的原則，作者強調對於本論文所研究的組織必須

有詮釋循環的了解。舉例來說，在本論文了解該組織「採購實務活動」的過程中，

作者首先了解的是，該組織採購活動的整個輪廓。接著，根據所了解的採購活動

輪廓，作者則再將該組織的採購活動區分為幾個重要環結，各自尋找相關的人員

及部門進行採訪，以了解每一個部份活動的細節內容。而當每一部份採購活動的

細節一有更多認識時，作者即進行整體採購活動的拼湊，回頭提昇對於整體採購

活動的了解。再者，在了解及掌握這些採購活動的細節內容之後，作者再去詢問

這些採購活動為何會如此進行的原因，以及這些活動為什麼必須如此存在的理

由。故藉由整體到部份，部份再到整體的循環過程中，作者逐漸提昇對該組織的

「採購實務活動」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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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情境(contextualization)的原則 

情境的原則來自於 Gadamer(1976)對於文學作品詮釋的看法。Gadamer(1976)
認為，讀者對於一部文學作品的了解之所以會有理解上的困難，那是因為讀者和

作者所處的歷史時空背景截然不同所致，並且這種歷史時空背景的差異，更是無

可避免的。所以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不要期望去消除這種差異，而是要接受這

種差異。因為由這種差異中，可以呈現出歷史時空背景對於一部文學作品所帶來

的意義。而 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對詮釋性質化研究而言，研究者也要努
力呈現出情境的意義。換言之，Klein and Myers(1999)建議，對於研究者而言，
他們必須接受其所研究的現象，很可能有其獨特情境的事實，並且應努力去觀察

研究現象的情境，將研究現象所擁有的情境內涵，呈現在研究作品之中，而不要

企圖去掩蓋情境所具有的意義。 

在本論文中，根據情境的原則，事實上作者主張必須對情境進行分析，也就

是在前述本論文的概念架構中，作者指出對於採用者的實務而言，其有深受社會

/組織系統影響的層面，進而要了解採用者的實務，亦必須了解其背後的社會/組
織系統。除此之外，在本論文後續的「研究結果與分析」中，作者也會呈現出對

於本論文所研究的組織而言，其社會/組織系統的具體內涵究竟是什麼，而這個
社會/組織系統，對於該組織的科技採用又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存在。 

 

原則三：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互動(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subjects)的原則 

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研究者從事詮釋性質化研究時，資料的收集和
量化研究是不同的。研究者不能期望，資料就像石頭在地上一樣，等著研究者去

撿。相反的，詮釋性質化研究其研究資料的獲得，很大一部份需要由研究者與被

研究者之間的互動中才能產生出來。Klein and Myers(1999)認為，對於詮釋性質
化研究而言，所謂的被研究者，他們的角色和研究者是對等的。因為研究者做為

一個觀察者進入到研究現場當中，充其量他所看到的東西，也不過僅限於研究者

當下所選擇的視角而已，所以很多時候研究者不見得能對研究現象有充分的認

識，但藉由和被研究者的互動過程中，與被研究者的對談及交流，可以從被研究

者的口中，來得知他們是如何來看待他們所面對的研究現象，進而可以幫助研究

者窺見研究現象其他層面的樣貌。 

根據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互動的原則，本論文強調必須從多重管道和被研究者

進行互動與交流。本論文的具體作法是，作者和該被研究之組織人員的互動，除

了正式的採訪外，還包括與該組織人員的私下餐會、半正式的會議，以及一些近

身觀察的活動。因為正式採訪雖是最有效收集受訪者意見的作法，但透過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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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卻可以聽到一些隱藏在受訪者心中的聲音。 

 

原則四：抽象與概化(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的原則 

事實上，詮釋性質化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建立理論或發展理論，同時也不

主張研究者從詮釋性質化研究中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可以如量化研究一樣具有高

度的外部推論能力(即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Walsham, 1995)。其中原因，可
以從本論文前述所指出詮釋性質化研究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中得知，或者從前面的

原則一至原則三中也可以看到。 

然而詮釋性質化研究卻同樣強調理論對研究的意義，以及將研究結果轉化為

研究意涵的重要性。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詮釋性質化研究在研究的進行
中，必須有一個合適的理論角度(也可能是觀點)，來引導整個研究的進行。這個
理論或觀點就如同是一個偵測器(sensitizing device)或顯微鏡的透鏡(lens)一樣。詮
釋性質化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建立這個理論，然後驗證它。而是在於透過這個理

論的協助，來理解研究的現象。就像是利用顯微鏡的透鏡，去看到肉眼所看不到

的細菌一樣。其次，詮釋性質化研究也強調必須將研究結果轉化為研究意涵(可
以是一般性的研究意涵或特殊性的研究意涵)，因為如此一來，藉由詮釋性質化
研究，人們所獲得的幫助，除了對於研究現象的理解與認識外，更能夠獲得屬於

概念層面的知識。 

根據抽象與概化的原則，本論文同樣強調必須採取一個適合的觀點，來協助

整個論文研究對於科技採用困難的理解，故這也是本論文以「實務契合度」作為

研究觀點的原因。而實務契合度的意義在於，它就如同是一個透鏡，一方面看的

是科技內嵌的實務特性，另一方面看的是採用者本身的實務以及其背後的社會/
組織系統，而從這兩方面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契合與衝突，可以協助本論文理解科

技採用困難的原因。此外，在研究意涵上，本論文也強調必須提供屬於概念層面

的知識，故在後面「研究討論」的章節中，作者也將會根據本論文的研究結果，

再進行有關概念層次研究意涵的探討。 

 

原則五：辯證推理(dialogical reasoning)的原則 

辯證推理的原則是指，詮釋性質化研究在進行時，研究者必須不斷與自己對

話、與理論對話、與資料對話(Klein and Myers, 1999)。一般而言，研究者在開始
詮釋性質化研究時，會有一個預先的理解(pre-understanding/pre-conceptions)，來
引導研究者最初的研究設計，包括資料收集、觀察與被研究者的互動等。然而，

在一段時間過後，研究者經由更多資料的收集、觀察與被研究者的互動後，而比

較充分認識到研究現象後，有可能會發現，其原先的理解可能是有誤的或需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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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進而又根據著目前所掌握的認識與了解，再次去進行資料的收集、觀察與

被研究者的互動。因此，Klein and Myers(1999)即指出，在詮釋性質化研究中，
研究者為要能夠對研究現象有深入的理解，將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在理論上、資料

上與自己內心對話的挑戰。 

而如上述辯證推理原則中所指出的，事實上在作者進行整個論文研究的一開

始時，作者也並非直接清楚明白可以實務契合度的觀點切入，去進行科技採用困

難的理解。更清楚的說，實務契合度觀點本身是一個理解科技後採用階段，發生

採用困難的觀點。但在本論文研究的一開始，作者並不確定所研究之組織，其發

生科技採用困難的詳細情況，故作者首先所了解(包括最初的資料收集、觀察與
採訪)的是，該組織導入其供應鏈系統的過程與事件。進而才從中明白到該組織，
並不是因為供應鏈系統導入中遭遇障礙，而使科技採用出現問題。接著，當作者

了解該組織之供應鏈系統的採用困難，是屬於科技採用後的問題時，作者所採取

的觀點，也並非立即以實務契合度的觀點去切入進行研究。如同本論文在文獻探

討中所提出的其他觀點，包括情境觀點與過程觀點等，其實都是本論文曾經試圖

採取的研究角度。但是，也因為這些觀點無法有效理解該組織的科技採用現象，

所以本論文最後採取了科技內嵌的研究觀點。然而，在科技內嵌的研究觀點中，

如同文獻探討中所述，同樣亦有不同的看法，包括科技有內嵌結構、知識，以及

實務的看法。故當本論文確實掌握到該組織的科技採用困難現象，並且確定可以

科技內嵌實務的角度切入研究時，為要建立實務契合度的概念架構，同樣在理論

上也有一番的辯證活動。因此，就如同 Klein and Myers(1999)所指出的辯證推理
原則，詮釋性質化研究確實需要一個持續不斷在理論觀點、研究現象與研究問題

的反覆辯證中，才能夠獲得一個比較合適且具體的理論觀點，並真正對研究現象

有深入的理解。 

 

原則六：多重詮釋(multiple interpretations)的原則 

多重詮釋的原則是一個資料收集的原則。也就是說，詮釋性質化研究的本體

論認為，社會現象的發生是由許多參與者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所以在了解一個研

究現象時，需要了解不同參與者對這個研究現象的看法與意見。換言之，對於詮

釋性質化研究，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研究者在了解一個研究現象的時候，
必須要採多重資料收集的方式，來收集與研究現象相關的資料。因為一種資料來

源代表一種詮釋的角度，而不同參與者表達他們的看法，也代表著從不同角度的

看待這個被研究的現象。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詮釋性質化研究，強調要有多重來源

的資料收集，以及較多採訪數量的原因。 

根據多重詮釋的原則，在本論文中，作者同樣積極了解不同參與者對於科技

採用困難的看法與意見。具體來說，在本論文中，作者接觸了和該組織之供應鏈

系統有關的各級人員，包括不同層面的系統使用者，以及該組織中負責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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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維護的人員。同時，因為整個系統的運作是為支援採購活動，故作者也盡可能

對於執行採購活動的人員(非系統採用者)進行詢問，以了解他們對該組織之供應
鏈系統運作的看法。此外，在資料收集上，除了採訪外，本論文也進行實地觀察

與隨行(shadow)，並且收集各項相關的書面文件資料。詳細的作法，作者還會在
第四節中繼續說明。 

 

原則七：懷疑(suspicion)的原則 

懷疑的原則來自於 Ricoeur(1976)對詮釋研究分析的看法。其認為社會當中所
存在的普遍意識，很可能是虛假的。故此一原則和批判性研究是類似的。換言之，

詮釋性研究亦認為，社會當中充滿許多虛假的意識或控制的力量，人們可能被這

些意識或力量控制，而無法表達出真實的意見。對於詮釋性質化研究而言，Klein 
and Myers(1999)指出，此一原則在於告訴研究者，即使研究者採行多重詮釋的原
則，但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仍要隨時保持清醒，因為受訪者提供的意見，很可

能都是虛假的，所以不能盡信眾人之言。研究者除了本身要有批判性的思考外，

在與受訪者對談時，更要小心不要被受訪者所蒙蔽，而落入到謊言的陷阱中。 

根據懷疑的原則，在本論文中，作者的具體作法有以下三個部份。第一，作

者雖然採訪受訪者，以了解他們的意見與看法，但作者所收集的意見和看法，強

調在於「證據(evidence)」的層次，也就是每當受訪者表達他們的意見時，都要
請他們說出具體的事件(event)、活動(action)或過程(process)，而不讓受訪者僅表
達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意見和看法。其次，作者對於一個部門或一個活動任務人

員的採訪都不會只有一位，作者會請受訪者再介紹他們的同事進行受訪，或是在

安排採訪時，即針對同一部門同時選擇該部門的不同人員，進行個別的採訪。第

三，在資料收集上，本論文更採交互驗證(triangulation)的作法。例如：對於每一
部份採購實務活動的了解，作者都同時參照訪談資料、觀察記錄與書面文件資

料，來了解其活動的內涵與執行活動的原因。 

 

第四節 詮釋性質化研究的實施 

透過上述七項原則的說明，可以清楚呈現本論文做為一個詮釋性質化研究所

強調的研究要點與思維邏輯。事實上，詮釋性質化研究的根本，在於研究者必須

能夠以一個理論或觀點的角度，來理解複雜的研究現象，進而對研究現象提供更

為豐富的認識。故在下述，作者將更進一步指出，本論文是如何透過實務契合度

的觀點，來理解一家筆記型電腦的代工大廠，其供應鏈系統採用之後，所發生的

採用困難。以下作者將依序說明研究對象、資料收集方式與資料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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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Research Site) 

本論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 NoteCom(化名)。該公司是筆記型電腦的專業設計
與代工製造大廠，自 1994年開始即開始從事筆記型電腦的設計與代工製造，並
長期作為 Acer、IBM、HPQ、Dell、Apple、Toshiba等國際品牌電腦的 ODM/OEM
夥伴。在筆記型電腦的製造上，該公司和超過 700家以上的零組件供應商，有生
產和採購的合作關係。為滿足客戶需求，NoteCom在 1997年時，已經使用 EDI
系統，和部份的中大型供應商之間進行訂單資料交換。2001年時，為要進一步
提昇採購作業的效率，並期望以自動化的方式全面與各類型供應商之間進行採購

合作，該公司重新導入新一代的供應鏈系統-SupplyLink(化名)，作為和供應商夥
伴之間的電子採購平台。 

SupplyLink是一套具有功能客製化的電子採購系統，其主要涉及了採購活動
中的：(1). 預測通知作業(材料需求預測的發送、查詢)，(2).訂單溝通作業(下訂
單、訂單回覆、訂單修改、訂單內容協商)，(3).送貨控制作業(供應商出貨通知、
收貨驗收、庫存資訊)等三大部份。 

由於 NoteCom原本的採購活動，主要是由半人工、配合 EDI系統的混合方
式來進行。所以在該公司面對眾多供應商採購對象的情況下，其原本的採購活

動，需動用到龐大人力來維持整個作業的順暢。同時，在半人工的狀態下，該公

司原本採購活動的各個環節之間，也沒有被正確的連結起來。再者，原本的採購

活動還有許多多餘、被重複處理的作業，但另一方面卻又因為舊有採購流程具有

缺漏，而容易造成採購資訊傳遞的錯誤。因此，SupplyLink系統的導入，對於
NoteCom而言，該公司除了有採用先進電子採購系統的用意外，更有將其鬆散
的採購作業流程，重新設計與翻新的目的。故為此，在系統的導入與建置上，當

專案開始後，NoteCom的資訊部門、採購部門與外部軟體系統廠商，即共同組
成一個系統建置團隊，先從事其採購流程的合理化工作(於 2000/7~2000/12)。該
公司的系統建置團隊，首先根據採購人員人工執行採購活動的作業內容，釐清了

NoteCom原本採購活動的作業模式(也就是 As-Is的採購流程)。接著，當現況分
析完成後，系統建置團隊則以 SupplyLink所提供的採購作業流程為藍本，去除
原本採購活動重複、多餘與無效率的部份，再規劃出新的採購流程(也就是 To-Be
的採購流程)。而後，才開始進入近八個月(2001/1~2001/8)時間的系統建置。 

而在 SupplyLink系統的建置中，NoteCom曾經遭遇到三個難題：第一，供
應商資訊能力的問題。NoteCom的供應商超過 80%以上，屬於中小型企業。這
些供應商多數沒有足夠資訊系統的能力，即使 SupplyLink系統屬於Web介面，
系統設備需求與操作並不困難。但在系統導入時，NoteCom仍需協助供應商提
昇一定程度的資訊能力後，才能讓供應商使用 SupplyLink系統。 

第二，系統整合問題。SupplyLink系統上線後必須與 NoteCom的 ERP系統
進行連結，使生產預測、採購需求、訂單、備料、產能規劃、生產排程等活動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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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起來。而資料轉換曾是該公司資訊部門非常苦惱的問題。因為，配合生產預測

直至生產排程活動的串聯，原本 ERP系統的資料庫，必須設計新的資料模式，
以配合 SupplyLink系統的資訊需求。同時 ERP系統與 SupplyLink系統亦要建立
一溝通介面，使兩者之間做同步的資料交換，才能讓後端的 ERP資料，呈現在
採購端與供應商端的系統上。 

第三，採購作業模式的改變。SupplyLink系統改變了採購人員與供應商之
間的溝通方式與流程。以往 NoteCom的採購人員，是透過 E-mail、傳真與電話
等人工的方式，與供應商的人員進行訂單的確認與追蹤，所以採購人員會和供應

商的人員直接溝通，並保持密切連繫。但 SupplyLink系統的採用，除了要求採
購人員改採系統作為中介，與供應商做溝通外，還伴隨著採購流程的改善。因此，

在系統導入時，採購人員與供應商一開始，除了無法適應以系統方式，來進行採

購內容的協商外，很多新舊採購流程之間的轉換問題，也造成了系統上線時的許

多意外狀況。 

在 SupplyLink系統的建置過程中，雖然 NoteCom面臨到上述三方面的困難
(分別是合作面、技術面、流程面)，但對 NoteCom而言，電子採購系統的建置，
不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藉由過去導入 EDI系統的經驗累積，NoteCom的資
訊部門和軟體系統廠商，採取一種逐步小範圍系統上線的方式，並配合對供應商

的教育訓練、資料轉換系統的架設，以及新舊採購流程整合等措施。上述的三方

困難，最終並沒有阻礙 SupplyLink系統，做為新一代的電子採購系統。 

 

系統開始
建置

系統建置
完畢、開
始上線

專案開始
推動

考慮再建
置新系統

宣告將進行
系統的更換

1999年
12月

2001
年1月

2001
年8月

2005年
10月

2006年
4月

本論文開始
進入研究現

場

2004年
3月

採購作業
合理化

2000
年7月

2002
年

2004
年

系統採用期

 
圖 4-1：NoteCom公司 SupplyLink系統導入及採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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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系統開始上線使用後(2002~2004年)，NoteCom的資訊部門和軟體
系統廠商，仍舊持續地進行 SupplyLink系統的調整工作，包括：(1).持續追蹤使
用者的使用狀況，並根據使用者意見，進行系統介面的修改。(2).針對供應商不
同的出貨作業，提供不同的出貨單據與庫存資訊查詢。(3).根據訂單的急迫性，
區分訂單的種類，以解決臨時訂單與日常訂單容易出現資訊混亂的問題。 

儘管 NoteCom努力克服了系統導入的障礙，並在系統採用的期間，不斷針
對使用者需求，以及系統缺失，進行系統的調整工作，甚至在系統採用的全盛期，

NoteCom有 90%以上的供應商，都使用該系統進行採購工作。而根據該公司對
系統所做的效益評估結果：(1).在系統採用後，供應商對該公司的材料達交作業
提昇了 37%的效率，並降低庫存週轉率 44%。(2).利用該系統與供應商之間的資
訊交換，節省 20%的採購人力成本，並降低 96%的訂單錯誤問題。但即使如此，
可惜的是，在 SupplyLink系統上線使用 4年後(2002~2006年)，該系統仍然因為
供應商持續的抗拒與排斥，而於 2006年起正式被迫更換。 

 

二、 資料收集(Data Collection) 

對於 NoteCom公司的供應鏈系統採用問題，本研究的資料收集過程共分為
兩個階段：初期階段(2004/3~2004/9)與正式資料收集階段(2005/1~2006/3)。如下
表 4-1所示。 

在初期階段(2004/3~2004/9)中，進入研究現場的一開始(2004/3)時，事實上，
由 NoteCom的資訊部門主管所告知，作者僅知道 SupplyLink系統有使用上的問
題，但並不知道造成該系統存有採用問題的確切原因是什麼。就當時狀況而言，

SupplyLink是一個雖具效益，但被供應商反應使用不順利的系統。故在初期資料
收集的階段中，作者即抱著了解概況的動機進入研究田野，詢問 NoteCom公司
的資訊部門人員與採購部門人員，包括：(1).SupplyLink 系統的導入與建置過
程(2001/1~2001/8)、(2).系統採用過程(2002~2004 年)，以及(3).系統採用後的
效益狀況(2002~2004 年)。而經過初期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後，作者發現：第一，
NoteCom公司在導入 SupplyLink系統上，已經有對其採購流程與採購作業內
容，做了相當程度的現況分析，所以該公司並非盲目就快速導入 SupplyLink
系統，做為其採購作業的平台。第二，雖然 SupplyLink系統的導入與建置曾
經遭遇到一些障礙，但這些障礙都已被克服，所以這些障礙並沒有引起系

統功能或運作的缺陷，而禍延到系統的採用上。第三，SupplyLink系統建
置後，其實留有一段調適期(2001/8~2001/12)。同時，從系統上線使用到 2004
年，NoteCom的資訊部門與軟體系統廠商，仍持續不斷地根據使用者需求，進
行系統功能的修正與微調，所以 SupplyLink系統出現使用不順利的原因，也不
是因為系統缺乏調適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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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資料收集過程與資料收集重點 

階段 資料收集時間 資料收集方法 資料收集重點 

初期階

段 

2004/3~2004/9 l 採訪：NoteCom公司之資訊部門人員

與採購部門人員。 

l 取得書面文件：SupplyLink 系統建置

與導入結案報告、SupplyLink 系統

採用之效益狀況報告。 

l SupplyLink 系統的導

入與建置過程

(2001/1~2001/8)。 

l SupplyLink 系統採用

過程(2002~2004 年)。 

l SupplyLink 系統採用

後的效益狀況

(2002~2004 年)。  

正式階

段 

2005/1~2006/3 l 採訪：NoteCom公司之資訊部門、研

發部門、採購部門、物流業者、供應

商夥伴等的人員。 

l 實地觀察：透過隨行(shadow)的方

式，了解 NoteCom公司採購人員實際

的作業內容。 

l 取得書面文件：SupplyLink 系統之教

育訓練手冊、NoteCom採購活動之標

準作業流程、NoteCom公司

2002~2005年報、筆記型電腦之產業

分析報告。 

l 其他方式：參與正式會議、私下餐

會、半正式會議。 

l NoteCom之供應商夥伴

的初步了解。 

l SupplyLink 系統所內

嵌的運作實務特性。 

l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

實際的採購實務活動。 

l NoteCom與供應商之

間，採購實務活動進行

的原因、存在的理由。 

l NoteCom的採購人員與

供應商人員，系統使用

的實際情況與系統使用

的問題。 

 

接著，在正式資料收集的階段(2005/1~2006/3)中，由於作者了解到 NoteCom
的供應商多為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的組織行為和價值觀，不見得可以被系統自

動化的活動方式所限制。是故，在正式資料收集的一開始，作者即直接對一些

NoteCom的供應商做初步的了解。但是，從中卻發現，NoteCom的供應商雖然
多是中小企業，但這些中小企業是高科技製造業的廠商，而非傳統產業中，具高

度人際關係及信任導向的中小企業，所以對於這些供應商而言，它們願意接受有

效率、可以降低成本的系統作業方式，來協助它們的日常作業。因此，這些供應

商不會因為系統採自動化作業的簡單理由，而排斥系統。 

雖然透過和供應商的初步接觸，已經排除供應商會因為組織行為和價值觀的

情境問題，而影響供應商對 SupplyLink系統的採用接受。但另一方面，由這些
接觸中卻也透露出，SupplyLink系統和這些供應商的採購實務活動之間，似乎
存有衝突與不契合之處。故循著此一線索，在正式的資料收集階段中，作者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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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的重點，放在科技內嵌的實務特性與採用者實務活動之間的不契合上。 

為要深入了解 SupplyLink系統所擁有的實務，以及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
實際的採購實務活動，透過實務契合度觀點的引導，作者在 2005/1~2006/3這段
時間中，共採訪了包括 NoteCom的資訊部門、研發部門、採購部門，以及 NoteCom
的供應商夥伴和物流業者。總共 54次的採訪(正式與非正式)，如下表 4-2所示。
在正式採訪上，每一次正式採訪大約是 1小時到 1.5小時左右，在採訪的時候，
作者除了當場記錄採訪的重點外，也都進行錄音，並將採訪錄音轉為逐字稿，以

利後續的資料分析。而非正式採訪的部份，則是作者根據正式採訪的資料，再做

一些電話確認與後續詢問的部份，每次約 30分鐘左右。除正式與非正式採訪外，
每當作者和相關部門的人員，有一些會面(如會議與餐會)時，作者也會視情況詢
問一些相關問題。 

 
表 4-2：採訪次數總計 

採訪次數 資訊部門 研發部門 採購部門 供應商夥伴 物流業者 Total 

正式採訪 7 4 10 12 4 37 
非正式採訪 5 2 2 5 3 17 

Total 12 6 12 17 7 54 
 

在採訪上，根據實務契合度的觀點，為要了解：(1).SupplyLink系統所擁有
的實務、(2).NoteCom與供應商的採購實務活動，以及(3).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
採購實務活動的背後原因(即實務活動背後之社會/組織系統原因)。作者將採訪的
問題重點分為以下四個部份： 

l 第一部份，作者詢問 NoteCom的資訊部門人員，包括：(1). SupplyLink
系統支援採購活動的目的與功能範圍，(2). SupplyLink系統處理採購活
動的邏輯與理念，(3).SupplyLink系統所實際提供的運作實務。 

l 第二部份，作者詢問 NoteCom的研發部門、採購部門，以及 NoteCom
的供應商夥伴和物流業者等，來了解整個採購活動，從產品開發、材料

採購規劃，到材料採購執行、生產製造等，在各階段中所涉及的實務活

動內涵(有關 How的問題)。例如：作者詢問採購人員：「你們向供應商
進行材料採購時，會包括那些活動？」，「對於某個活動你們是怎麼做

的？和供應商之間，會進行什麼樣的互動？」。 

l 第三部份，根據第二部份所得知的具體採購實務活動，作者再詢問上述

NoteCom各部門，以及 NoteCom供應商夥伴和物流業者等，執行這些
採購實務活動的原因、背景，以及主要考量點(有關Why的問題)。例如：
作者詢問 NoteCom的採購人員：「為什麼你們要和供應商溝通這個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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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這個 XX項目的重要性是什麼？」，又例如：作者詢問 NoteCom
的供應商夥伴：「你們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供應材料給 NoteCom？
是不是 NoteCom對你們有一些要求？NoteCom提出的要求是什麼？為
什麼 NoteCom會有這樣的要求？」 

l 第四部份，作者詳細詢問 SupplyLink系統的使用者(包括 NoteCom端
及供應商端的人員)，有關系統實際的使用情況與使用問題，藉以了解
SupplyLink系統與採購實務之間的不契合。例如：作者詢問供應商的
接單人員：「你們使用 SupplyLink系統進行材料供應的過程是怎麼樣
的？」，「具體來說，你們怎麼使用系統來處理這個 XX作業呢？」，「使
用 SupplyLink系統來處理 XX作業時，實際遇到的問題有那些？」 

除了採訪外，在整個資料收集過程中，本研究共收集了以下的重要文件資

料：(1).NoteCom建置與導入 SupplyLink系統的結案報告。這份報告說明了系
統推動之前的規劃分析、NoteCom建置系統時的資訊基礎建設、以及系統建置
與導入的整個過程。(2).SupplyLink系統採用後的效益/成本報告。這份報告
說明了 NoteCom採用系統後的效益記錄，以及由採用者所反應的一些使用
問題。(3).SupplyLink 系統的教育訓練手冊。該手冊詳盡說明包括：系統的架構
與功能，系統支援採購活動的作業流程範圍，以及採購人員與供應商各自操作該

系統進行採購作業的方式。(4).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採購活動的標準作業流程
(Standard of Operation, SOP)。該文件以流程圖的方式，說明了其採購作業中的所
有主要活動，以及和供應商互動之間交換的採購資訊項目。(5).NoteCom組織與
產業環境的相關報告。例如：在 NoteCom的年報(2002~2005年)中指出，該公司
的組織結構設計、各部門的任務分工。而筆記型電腦的產業報告(2002~2005年)
中，則說明了筆記型電腦在這幾年的產品發展、零組件材料的種類與型態、產業

規模(各廠商的年出貨量)，以及產業中生產代工的合作關係。 

最後，為要加深了解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採購活動的實務，除了一般性
的觀察活動外，作者也透過隨行(shadow)的方式，實際跟著兩位負責不同材料的
採購人員，記錄他們一天之內的採購工作。從隨行中，作者看到採購人員的基本

工作有兩類：一是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根據來自銷售部門的客戶需求，處理與

供應商之間的採購訂單(下訂單、訂單修改、訂單協商等)。二是追料的工作。下
單之後，包括客戶端與生產部門會有許多因素影響訂單的需求，所以採購人員會

隨時依據需求的變化，不斷和供應商進行聯繫，以確定材料的供應順暢無虞。而

透過隨行的實際觀察後，作者也看到，根據不同的材料的差異，採購人員的採購

作業內容，以及和供應商、生產部門、物流業者等的溝通內容會有所不同。藉由

這樣實際觀察，有助於作者理解 SupplyLink如何因為實務不契合而出現問題。 

 

三、 資料分析(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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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資料收集的步驟，作者在整個研究中，共取得包括來自採訪、書面

文件、實際觀察與其他方式等四方面的資料，如上表 4-1所示。而本研究的資料
分析目的是為要理解：對於 NoteCom的供應鏈系統而言，系統所內嵌的運作實
務，究竟如何存在著不契合的問題？為此，作者資料分析的重點，即在此之上。 

要回答上述的問題，根據實務契合度的觀點，作者將資料分析的單元(unit of 
analysis)設定在採購實務(procurement practices)上，為實務基礎(practice-based)的
分析。本研究具體的資料分析項目，共包括：(1).SupplyLink系統運作的採購實
務；(2).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的採購實務；(3).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採購實
務背後的條件與原因。同時，本研究採取歸納式(inductive)的內容分析技術(Strauss 
and Corbin, 1990; Yin, 1994; Walsham, 1995)，以主題類目(categorization)的方式，
將所有轉為文字內容的資料，進行條列、抽取、歸類、重組的處理。而本研究的

資料分析架構，可如下表 4-3所示。 

 
表 4-3：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架構 

資料分析的項目 資料分析所要獲得的資料內容 

系統的目的與

功能、特性 

由 SupplyLink 系統提供給系統採用者，進行採購作業的功能項

目，以及該系統所具有的電子化採購特性。 

SupplyLink系

統與其系統的

運作實務 系統內嵌的採

購實務 

SupplyLink 系統實際提供給 NoteCom與其供應商夥伴，進行採購

活動的電子化作業內容。 

採購活動的標

準作業流程 

由 NoteCom公司所定義其採購人員與供應商進行採購活動的標準

作業流程。 

採購活動的輪

廓 

NoteCom從產品開發、材料採購規劃、材料採購執行，直至量產

製造各階段採購活動的輪廓。 

NoteCom與供

應商之間實際

的採購實務 

採購活動的具

體項目與內容 

NoteCom的採購人員與供應商之間，實際從事採購活動之具體作

業內容與項目。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採購

活動的條件原因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採購活動背後的條件與原因，包括文化

(cultural)層次、社會(social)層次、產業(industrial)層次、組織

(organizational)層次、產品技術(product technology)層次。 

 

在資料分析上，基本的步驟是，作者對於每一件所取得的資料(採訪逐字稿、
訪談筆記、書面文件、觀察記錄等)，都會給予一個號碼，並在基本的內容檢視
後，對於每一件資料，根據資料的內容，先給予一至多項的主題關鍵字。例如：

在一次的採訪逐字稿中，其內容可能涉及「採購實務活動」中的「材料採購執行」，

而材料採購執行中，又可能有不同的活動項目，所以對於這一件採訪逐字稿，就

必須給予「採購實務活動」、「材料採購執行」，以及「XX活動項目」等的主題
關鍵字。之後，根據上表 4-3的資料分析架構，從本研究取得的各項資料中(採
訪逐字稿、訪談筆記、書面文件、觀察記錄等)，作者則再進行以下三方面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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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料分析，以獲得本研究所要的資料內容。 

第一，對於 SupplyLink系統與其系統內嵌採購實務的分析，本研究主要是
從相關資料中，先來釐清 SupplyLink系統的功能與特性。接著，對於 SupplyLink
系統所內嵌的採購實務，作者則根據負責 SupplyLink建置的人員，以及負責
SupplyLink教育訓練的人員，他們所描述有關 SupplyLink系統如何實際支援
採購活動的訪談內容，來逐項條列出包括：系統所認定採購活動運作的步驟

(steps)、系統支援採購活動所設定的規則(rules)、系統進行採購活動所執行的作
業項目(operational items)等，來歸納出系統實際運作的內涵。 

第二，對於採購實務活動的分析，作者強調的是，必須了解「實際」的採購

作法。為此，作者除了檢視 NoteCom採購活動的標準作業流程外，更重要的是，
必須知道採購人員和供應商面對採購任務時的真正作業內容。所以，本研究的分

析是從採購人員端和供應商端實際的工作活動出發，以了解採購人員和供應商，

他們進行採購作業時，實際的工作內涵。分析的步驟是，由對採購人員和供應商

的採訪資料中，先建立一個採購活動的輪廓。在採購活動的輪廓中，採購活動是

由兩個階段(量產前採購、量產後採購)所組成的，並且這兩個階段都各有關鍵的
活動項目。接著，透過這個架構，一方面進行採購人員和供應商的採訪，另一方

面再把每次採訪所得到的資料，根據這個採購活動的輪廓，進行資料的重新歸納

與整理。因此，在整個採購活動的資料分析中，對於每一次採購活動的訪談資料，

作者都反覆檢視當中的文字資料，並根據各活動項目的概念(concept)，從訪談文
字中尋找相關的作業描述，將其抽取出來，據此來形成各個活動項目的資料集合

(data set)。之後，當各個活動的資料集合完成後，再對每一個資料集合中的所有
資料，進行重新的整合與拼湊，以建立每一部份採購活動具有意義的文字描述。 

第三，對於採購實務活動背後的條件與原因分析，雖然分析步驟也採取類似

上述的歸納作法，但條件與原因的分析，必須要有一個框架，以避免資料處理的

發散或失焦。一般來說，學者會將實務活動背後的社會、組織或制度條件，區分

為不同的層次。例如：文化(cultural)層次、社會(social)層次、產業(industrial)層
次、組織(organizational)層次，以及產品技術(product technology)層次等(Orlikowski, 
1992; Kostova, 1999; Avgerou, 2001)，藉此來釐清不同層次之條件或原因，對實務
活動所造成的影響。是故，當本研究在分析採購實務背後的條件與原因時，也是

採取這樣的方式。具體的作法是，作者從與 NoteCom採購人員的採訪資料(為什
麼採購活動要如何執行的訪談內容)與書面文件資料中，逐一條列出 NoteCom採
購活動執行的原因，並且釐清每一段重要的採購活動背後究竟由那些條件所構

成，之後再根據不同層次所具有的概念，來做原因與條件的歸納。進而當歸納完

成後，本研究可以找出影響採購實務活動背後的社會/組織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