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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回顧之趨勢分析
(2000-2015)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Related Them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 Taiwan (2000-2015)

摘 要

本研究回顧自 2000-2015年國內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之文獻。總計針對有六份國內
與研究主題高度關聯的頂尖資管與電子商務期刊進行研究。在本研究篩選出的 82篇相
關論文中，根據理論、研究方法、分析單元與研究主題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國
內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之研究在理論採用、研究方法、與分析單元等面相上，都
受到科技接受模式研究典範的影響與限制，以個人層次的問卷調查研究佔極大多數，
欠缺多樣性。本研究透過國際期刊的趨勢比較，提供未來國內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後
續研究建議，呼籲國內研究者應著眼於科技的、制度性的與歷史的脈絡因素，來豐富
我們對科技創新之採納與導入的了解，同時建議未來研究需要有在個人、組織與產業
等不同層次進行多層次、相互連結的分析。

【關鍵字】 科技採納與導入、科技接受模式、科技創新、文獻回顧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S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for the period of 2000-
2015.More specifically the top six Taiwanese journals o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and e-commerce topics were examined. In total 82 articles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unit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topics. Our research found 
that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theory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in the Taiwanese IS journal. The individual level research, using survey method were 
appeared the most. We argued that the IS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in Taiwan 
in terms of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units of analysis are considerably affected and 
narrowed the scope by TAM, lacking of diversity and contextual concern. We further 
compare our finding with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IS scholarship, and offe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IS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cholars to publish multiple, 
complementary levels of analysis acros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ies. Macro 
level study considering the variety of IT innovations and the intersection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IS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user is also important.
【Keywords】 IS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T 

innovation,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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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訊科技創新、採納與導入的研究主題，在過去三十年資訊管理研究領域中，有

長足的發展與累積。資管學界最重要的國際資訊管理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CIS)自 1983年以來，便持續地將「科技的導入與使用 (IS 
Implementation and Use)」作為徵求論文的主要研究議題之一，這些論文的發表不但紀
錄了隨著時代的演進，資訊科技系統如何協助並改變個人工作與組織流程創新歷程，

也提供了不同的理論架構，協助管理者理解資訊系統導入的問題，以及其複雜的組織

情境脈絡因素。

在這些「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潮流中，奠基於認知心理學的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無疑是最廣為資訊管理學者接受的，在科技採納
與導入研究中，有相當高比例的研究都以此理論為基礎 (King and He, 2006; Schepers 
and Wetzels, 2007; Venkatesh, Davis, and Morris, 2007)。而在資訊管理協會期刊 (Journal 
of AIS) 2007年更出版專刊，專門討論科技接受模式的過去與未來發展 (Benbasat and 
Barki, 2007)。這些回顧無不肯定科技接受模式在形成常態化的研究典範，協助資訊管
理學者聚焦於研究資訊科技導入組織早期，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接受情境之各類型議

題。透過提出研究問題，導引研究者尋找個人與組織接受或拒絕科技創新的答案。

然而，近年來主流科技接受模式衍伸的相關研究已近飽和的狀態，許多研究者開

始檢討，受該模式影響的相關研究似乎只在作重覆性的研究，無法實質達到理論上的

突破（Venkatesh et al., 2007; Silva, 2007；洪新原、梁定澎與張嘉銘，2005）。許多研
究者開始質疑「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潮流中是否已經死去？此研究主題是否還能有

更多理論突破的可能性？近廿年來企業環境因網路科技與全球化風潮，深深影響了企

業組織管理運作的方式，在科技採納與導入的議題是否還僅止於組織內的導入？這些

研究議題正是激發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檢視我國的「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潮流過去十五年間的發

展，與其受到科技接受模式研究典範的影響。透過從國內主要資訊管理與組織期刊的

文獻回顧，我們想要回答兩個研究問題：（一）對於「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的探索，

我國資訊管理學界在過去的回應與累積為何？採用了哪些理論與方法？在哪些研究層

次上，探討了哪些研究主題？（二）國內對於「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的知識累積與

國際間相關主題的發展趨勢有何異同？國際間對此一主題累積的反思與知識資產，有

哪些可以值得國內未來相關研究發展借鏡的？為了回答上述的回題，本研究回顧了國

內六份頂尖資管與電子商務期刊中，在 2000-2015年間有關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總
計共 82篇論文。
本文組織的方式如下：第二節是文獻探討，我們嘗試從歷史角度回顧國際間的科

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趨勢與發展；第三節介紹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接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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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最後一部分則為本研究的結論，也對未來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

後續理論、研究方向、主題等方向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趨勢

在資訊管理領域中，以「科技的採納與導入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研究一直隨著資管學域的發展佔據重要的位置。從早期將
管理資訊系統視作為一種人機整合系統，以資訊協助組織例行的作業、管理與決策活

動 (Davis, 1986)；繼而延伸到科技導入組織時所面臨的抗拒與失敗的議題 (Markus, 
1983)；直到 90年代科技發展與使用、人的決策與組織設計三者之間的互動與影響，
漸成為研究的焦點 (Orlikowski, 1992)。此研究議題隨著科技發展，在不同時空背景下
研究重心雖有變異，但一直是推進資訊管理學門知識領域，帶動相關學術思潮與研究

的重要議題。

資管領域的資深學者為整合「科技的採納與導入」過去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已有

一系列的努力，Chin and Marcolin (2001) 對科技導入與傳散研究所做的文獻回顧；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7年也出版了一期特刊專門介紹
「科技的採納與導入」議題中最具影響力、也最常被引用的理論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與其相關的實證研究文獻回顧；資管學界最重要
的國際資訊管理會議 (ICIS)，則自 1983年以來，一直持續以「科技的採納與導入」為
主要研究議題，也帶動大量相關學術研究與論文發表。奠基這上述的研究成果之上，

本研究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回顧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與重要關鍵，歸納整理如下，作

為下一階段拓寬與深化相關研究議題方向之借鏡。

資管領域中，此研究主題自 70年代起開始逐漸蓬勃發展，至今已超過 40個年頭，
大致而言，歷經了三個不同階段。隨著不同時代的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新興問題，這些

沿革在不同階段就發展成新興的研究重點：從早期聚焦在「執行與實作的議題」

(1965-1980s)、中期集中在以「科技接受模式」為主流的研究與其他發展中的學術支流 
(1990-2000)、到晚近 2000年迄今則逐漸以更多元的創新研究為主軸，在分析單元與
研究方法上，都呈現出豐富與多元的面貌。

1960年代由於個人電腦興起，企業開始採用電腦快速精準的運作能力，來支援所
有例行活動，作為其重要的競爭價值。在這個時期，組織開始重視資訊科技可能帶來

的策略價值，例如運用資訊科技統計產品銷售量、或是建置會計資訊系統等。因此，

早期的科技採納與接受的研究 (1965-1980s) 主要關切的主題即是，企業如何運用資訊
科技進行創新與變革。由於當時有許多組織在導入資訊系統時，都遭遇到困難或是失

敗，主要的議題是組織導入資訊科技的方法。因此，在第一個階段的研究重心是在研

究「執行與實作的議題 (Implementation Problems)」，探索這些問題有哪些來源與特性，
以及應當要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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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執行與實作議題」研究潮流，主要是奠基於管理科學領域。早期

Churchman and Schainblatt (1965) 研究在組織環境執行其模型的難題；Swanson (1974) 
研究管理者對於資訊科技的解讀影響他們對管理資訊系統任意地運用；Lucas (1975, 
1978) 解釋資訊系統為何會失敗，以及對執行與實作模型的實證研究；Zmud and Cox 
(1979) 則提出一種執行與實作的途徑，提出一旦系統開始營運，就會產生實質的改變。
早期這一系列「執行與實作議題」的研究潮流，主要是以管理科學的角度，探討實作

的模型與步驟，在科技導入組織的過程中，既有模型何以不適用而失敗。這些從管理

科學探討「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為資訊管理領域研究注入了與組織相關、人的科

技使用與的執行的難題。自 80年代 ICIS每年一度科技採納與擴散議題的學術論壇，
更將不同的議題聚焦在科技採納與擴散的主題框架下，有多元的開展，為日後理論與

實證研究的發展奠定基礎。

「執行與實作議題」的研究潮流在 80年代蔚為風潮，包括 Swanson (1988)、
Lucas, Ginzberg, and Schultz (1990) 都提出了「執行之難題 (Implementation Puzzle)」、
「執行作為設計與使用間的橋樑」、「執行與實作之結構化模型」等若干不同的觀點，

不但整合並延伸了早期的作品，並且將個人使用者與管理模型的「執行與實作議題」

加以連結起來。而 Zmud (1982, 1983, 1984) 的一系列研究則將注意力轉向在資訊科技
環境中的創新與擴散，Kwon and Zmud (1987) 指出創新角度可以將現有「執行與實作
議題」的片斷的模式統整起來。另外，Markus (1983) 也提出了對管理資訊系統導入與
組織政治和權力的關係、組織抗拒理論的探討，雖然這些議題在當時執行與實作議題

中算是相當少數，但是卻對後續的資訊科技導入與組織的議題帶來深遠的影響。

到了 90年代，個人電腦普及化、電子商務的逐漸發展，第二階段的科技採納與
接受研究不再著眼於組織面、管理面，而逐漸轉向個人層面，科技接受模式 (TAM) 蔚
為主流研究議題。在 80年代末 Davis與其同儕 (Davis, 1989; 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 1989) 最早提出科技接受模型，對於解釋個人的意圖如何影響新資訊科技的
採納與使用提出了完整且化約的理論基礎。由於科技接受模式為研究個人層次上的科

技採納與使用行為，提供了一個健全可以測量的工具：將個人意圖化約成兩組重要的

變項－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與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引起了分析單
元 (Unit of Analysis)以個人層次的科技採納與接受研究大量擴增。然而，在這個學術
潮流下，較少提供新興科技如何執行與實作的管理意涵，這股研究潮流甚至也影響後

續的「執行與實作議題」趨向大量的調查研究。

90年代除了科技接受模型研究潮流的發展之外，另有若干重要且多元研究潮流分
頭並進。從管理科學的角度而言，若干學者發現不再能以制式的管理科學方法直接將

資訊系統導入組織，根據不同的議題，會影響不同的導入結果。例如：Cooper and 
Zmud (1989, 1990) 用創新理論將原有的「執行與實作議題」重新定位，從組織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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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單元來看這個議題，同時提出了科技挹注 (Infusion) 的概念來補充原有的科技擴
散 (Diffusion) 概念。Swanson (1994) 則提出了資訊系統創新的三核心柱石的模式，將
創新類型與組織的採納與擴散區分開來。Swanson and Ramiller (1997) 提出了組織願景
的概念來談一種主流的資訊科技系統（例如 ERP）在不同組織間的擴散，組織願景的
概念給創新研究中的制度性環境注入了新的視角。Lucas 與他的同儕 (Kambil, Kamis, 
Koufaris, and Lucas, 2000; Lucas and Spitler, 2000) 重新檢視了在網路科技與更新的網路
架構下執行與實作的挑戰。

這些組織面向的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也從過去實證取向的線性觀點，進一步

轉向理解科技與組織並非獨立的個體，科技鑲嵌於組織與其制度性安排、考慮科技導

入與組織中各種內外環境因素與動態關係的質性研究逐漸出現在「科技採納與導入」

研究議題中，深化對科技與組織互動的理解。Orlikowski (1992) 科技與人互動關係雙
重性模式 (Duality of Technology)都是這個時期的經典之作。
至於從 90年代持續發展的個人層級的研究，仍圍繞著科技接受模式研究為主軸，

持續關注採用行為的相關研究。例如：Davis (1989) 研究資訊科技的認知有用性、認
知易用性與使用者接受間的關係；Chau (1996), Chau and Hu (2001) 將科技接受模式應
用在系統開發者；醫生等不同使用者 Koufaris (2003) 將科技接受模式，結合心流理論
應用在研究網路消費者行為等。

至於較晚近的科技採納與接受研究（2000年迄今），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與虛實
整合策略規畫、上下聯盟合作的新典範發展等，無論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與分析單

元上，又從個人層次的量化研究，朝向組織層次、產業層次研究更多元的發展。此外，

用策略角度看組織外環境對科技接受與導入的影響，也成為新興研究方向。首先，

Swanson, Ramiller與其同儕繼續從制度理論的角度來探討科技採納與接受的主題。除
了繼續發展組織願景的不同生涯路徑 (Ramiller and Swanson, 2003)、在資訊創新中組
織的注意 (Mindfulness) 與不注意 (Mindlessness) (Swanson and Ramiller, 2004)、以及透
過訴求制度性的創業家精神，例如：市場研究者、顧問、企業、工商協會新聞、廣告

業者、作家與會議組織單位，共同在社群中啟動組織願景 (Wang and Swanson, 2007)。
另外，「科技採納與接受」多元的研究議題中，也發展出一支探討資訊科技的商

業價值與企業流程改造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的研究潮流。Zmud與他的同
儕近年的科技創新研究主要聚焦於多重層次的採納後行為 (Post-adoptive Behavior)。這
些研究者主要關懷的議題是：在組織中導入資訊科技後，企業究竟要做哪些對的事，

才能讓科技的功能充分協助增加企業的價值 (Saga and Zmud, 1994; Jasperson, Carter, 
and Zmud, 2005; Sherif, Zmud, and Browne, 2006)？同時這些研究也呈現出以組織層次
以及混合層次研究為關懷的重點，並使用注重脈絡與更多元的研究方法。

此外，晚近的研究中，更擴展視野關注社會、外環境因素，也被視為科技接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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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所鑲嵌的脈絡。例如：Lucas則走出個人與組織層次的研究，進一步嘗試產業層次
的研究，研究不同產業採納資訊科技系統對該產業的影響，例如：航空業 (Duliba, 
Kauffman, and Lucas, 2001)、零售代理業 (Bakos, Lucas, Oh, Simon, Viswanathan, and 
Weber, 2005)；以及資訊科技如何促成組織、市場與產業的轉型。當組織在實作中採取
新的商業模式後，如何對於經濟帶來戲劇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又讓競爭者繼續科技

創新，用更新的商業模式來持續營運生存；而 Orlikowski (2002) 則提供了科技並非獨立
於組織之外的實體，需要正視組織流程文化與實踐致知 (Knowing in Practice) 的觀點。
整體而言，儘管自 70年代迄今，國際間的「科技的採納與導入」研究隨著時代

與科技進上有不同的面貌，就理論的角度而言，「科技接受模式」是這個領域中最常

被引用的理論，對資管領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性 (Venkatesh et al., 2007)，而晚近科技
與組織的互動性與鑲嵌性，科技導入的非理性因素，例如：制度性理論、組織願景理

論、實踐理論、社會資本、企業策略伙伴、工作系統理論等都是跳脫單一心理取向的

理論視角。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於「科技接受模式」長期是國際主題的主流，問卷調

查法佔這四十年「科技的採納與導入」的大宗，但注重脈絡質性研究（例如：個案研究、

次級資料分析）、多元的研究方法，例如：數學模式、實驗法等也仍互有出現；在研

究主題方面，國際間「科技的採納與導入」研究中，隨著國際會議對相關主題的不斷

反思，逐漸從過去將「科技接受」有用性與易用性主題定為一尊的方向，逐漸轉向公

司套裝解決方案或企業組織內部應用（ERP、SCM和 CRM系統）、高度競爭市場對
於資訊系統之發展、導入、調適與應用之快速策略等主題。此外，也有越來越多跨組

織間價值網絡、新興社交網路科技平台，也增加了「科技的採納與導入」研究的複雜

性、與寬廣度。而在分析單元方面，從過去以個人層次研究為主軸的分析單元，也漸

漸轉向以組織層次以及混合層次研究。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論文是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為主要研究範圖，在 2001-2015年國內共六
份頂尖資管與電子商務期刊中，有關科技接受與採納主題共 82篇論文。就研究方法
而言，本研究採取三個步驟：(1) 訂定評估標準－決定哪些類型研究應納入本研究分析；
(2) 發展文獻蒐尋的策略；(3) 訂定分析架構－作為不同類型研究歸類編碼的準據。
首先，在論文出處的評估標準方面，我們根據科技部 102年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評比報告之研究結果（陳世哲、李昇暾、林修葳、洪世章、張錦特、葉仕國、盧瑞芬

與謝依靜，2004）為依據。在管理學門類十一份評比為 A級的期刊中，排除五份與資
訊管理主題無關的期刊，挑選出中山管理評論、臺大管理論叢、資訊管理學報、管理

學報、管理評論、組織與管理以及電子商務學報等六份與資訊採納與導入高度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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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期刊，作為樣本抽選的母體。這些學術期刊均是國內管理學域中具有代表性，較
常出現資訊管理相關研究的學術論壇。其中因組織與管理期刊自 2008年才開始發行，
因此資料蒐集時間則由該論文開始發行起。

其次，在文獻搜尋策略方面，我們首先透過「科技接受」、「創新擴散」、「科

技導入」等相關關鍵字與標題在大學圖書館資料庫中進行關鍵字蒐尋。這些學術期刊

都運用 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訊庫暨平台服務。其次，再經由瀏覽所有 2010-2015上
述期刊文獻之篇名、摘要與關鍵字，再次過濾篩選出與科技導入與擴散主題相關之學

術文獻，共 82篇。分別將每篇論文依主題、理論、研究方法、分析單元作編碼分類。
表 1顯示各期刊論文的收集期間與篇數。

表 1 本研究蒐集的各期刊論文與篇數
期刊 本研究收集區間 文章數 百分比 論文總數

資訊管理學報 2000~2015 34 6.94% 490

管理學報 2000~2015 4 0.79% 507

電子商務學報 2000~2014 29 8.08% 359

中山管理評論 2000~2014 6 1.45% 413

臺大管理論叢 2000~2014 6 1.83% 327

管理評論 2000~2015 2 0.60% 333

組織與管理 2008~2014 1 1.89% 53

而在分析架構方面，我們則根據 Laudan (1984) 所提出的科學的網狀模型 
(Reticulated Model of Science)，其中包括：理論、方法與研究主題（目的）為分析架構。
理論的應用與適當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被視為任何一項研究最重要與基本的特性。

Laudan指出，理論必須與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能協調配合；至於研究方法的分類，我
們則採用Galliers (1992) 包括有實驗法、問卷調查、個案研究、理論驗證、主觀性論述、
對未來研究之預期、模擬與行動研究等類別。另外，在研究主題方面，有兩種方法可

以形成研究主題：第一種方法是，讓已出版的論文自己說話，亦即分析文獻時避免運

用既定的分類系統，採用類似紮根理論所採用的理論分類途徑；另一種方法則是採用

一種既定的架構或是分類系統。由於既定的架構或分類系統往往難以反映相關領域的

真實研究。本研究採取讓論文主題自己說話的途徑，再用歸納法整合出相關聯性類別，

賦予主題名稱。

對於這些 82篇論文，我們採取如下的分析方法：首先，將每一篇研究根據其論
文出處，依據年份加以分類整理；其次檢視每一篇論文並辨識其下列相關資訊：探討

之科技主題類型、研究方法、使用的理論、在本研究中使用的自變數、依變數與控制

變數、研究的分析單元（個人、組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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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使用的「理論」趨勢

根據分析結果，在 82篇「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的論文中，總計運用了 32種不
同的理論，其中出現數量最多理論類型就是「科技接受模式」，幾乎半數的論文都採

用此一理論 (48%)；其次則是「創新擴散理論」(13%)；而「計畫行為模式」(9%) 則
分屬前三位最常出現的理論，見圖 1。也就是說，在所有出現的理論中，有多達 28種
理論都只出現 1-3次不等。這項結果顯示，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中，與國
外研究趨勢相類似，在過去十五年間也是以「科技接受模式」為最主流理論，論文發

表集中在這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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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科技接受模式 創新擴散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 其他理論

48%

13%
9%

66%

圖 1 我國科技採用與導入研究最常採用的理論 (N = 82)

若依據時間趨勢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近十年來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論

文數量有明顯的增加，但理論運用上卻有更集中的趨勢，2000-2004「科技接受模式」、
「創新擴散理論」、「計劃行為理論」三種最常出現的理論的總和，僅佔各種類型理

論運用的 39%、但 2005-2009、2010-2015這三種理論的出現都佔各出現種理論的半數
以上 (56.5%、51.1%)，顯示國內在理論運用上，有集中化而非多元化的趨勢。其中在
過去十五年中出現比例最高的「科技接受模式」的數量以 2005-2009為高峰，佔所有
出現理論的四成左右 (39.1%)；2010-2015則有微幅下降的趨勢 (34.0%)。至於「創新
擴散理論」的論文在 2000-2004此領域的研究中僅出現一篇，2005-2009與 2010-2015
則在所有出現理論中各出現約 11%，維持在一定的數量，見圖 2。



臺大管理論叢 第27卷第3期

223

重複出現的理論，除了「科技接受模式」、「創新擴散理論」、「計劃行為理論」

三種最常出現的理論之外，任務科技適配模型 (6)、科技接受與使用之統合理論 
(UTAUT) (5)、理性行為理論 (3)、期望確認理論 (3)、制度理論 (3)、承諾信任理論 (2)、
社會認知理論 (2)、交易成本理論 (2)、資訊管理理論 (2)、動機理論、和自我認同理論 
(2)1，此外，另有媒體豐富理論等 17種理論都僅出現一次。顯見理論採用集中與分散
的情形成兩極化的趨勢，大量集中於少數理論，至於其他的理論使用上又相當分歧。

二、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使用的「研究方法」趨勢

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在 82篇論文中，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類型是問卷調查法，
總計有 66篇 (80%)、而個案研究居次有 10篇 (12%)、其他的研究方法類型，例如次
級資料分析、混合方法、質性分類統計、後設分析法等均只有零星的出現。顯見就研

究方法而言，此領域的研究也是集中在以量化研究為主流，至於詮釋取向研究、批判

研究等不同研究取向的比例則為數有限，見圖 3。

圖 2 我國科技採用與導入最常出現理論的時間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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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趨勢來看，研究結果顯示，研究方法的類型並未隨著領域發展時間，呈現

更多元化的現象。相反的，隨著時間趨勢反而更加集中於實證主義取向的問卷調查法

的現象，2000-2004 (75%)、2005-2009 (79%)、2010-2015 (83%)；至於個案研究的比例，
雖然數量遠不如問調查法，但也維持一定比例 2000-2004 (17%)、2005-2009 (9%)、
2010-2015 (14%)，在 2005-2009年間稍微減少，但 2010-2015又恢復到 2000-2004年
間類似的比例，差異不大；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高度集

中在前兩種類型的研究。至於其他類型的研究方法，在過去十五年間僅出現四篇，而

在最近五年甚至完全未出現不同類型的研究方法，顯示對於其他研究方法的應用，仍

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若是以最常出現的理論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交叉分析，則發現四種最常出現

的理論，有高達九成以上都是採用量化問卷調查方法：科技接受模型 (94.6%)、創新
擴散理論 (90%)、計劃行為理論 (100%)、任務科技適配模型 (100%)。除了科技接受模
型有極少數的個案研究 (2.7%) 之外，其餘這些高出現率理論都沒有使用個案研究。顯
見「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的論文高度集中以幾種常見理論與問卷調查方法，缺乏多

元性，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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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最常採用的研究方法 (N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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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最常採用理論與其研究方法交叉分析 (N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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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最常出現研究方法的時間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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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使用的「分析單元」

從文獻所採用的分析單元角度來看，本研究也發現，在所有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

究論文中，有高達 68%採用「個人」為研究的分析單元，以「組織」為分析單元的研
究只佔 28%，以產業為分析單元的研究則約佔 1%，另外多層次研究則佔 2%。

圖 6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最常採用的分析單元 (N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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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時間趨勢來看，以「組織」為分析單元 (58%) 的研究在 2000-2004年曾經是
研究主流的分析單元，接近有六成的「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都以「組織」為分析單

元，超過以「個人」的研究單元 (42%)。但是以「組織」為分析單元的研究在 2000年
後就明顯下滑到僅佔 21%到 25%；而以「個人」研究單元的研究數量大量增加，在
過去十五年間，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研究論文中，都約有七成以上是以「個人」為研究

單元，2005-2009 (74%)、2010-2015 (72%)，至於產業層級的研究則是寥寥無幾，只有
2005-20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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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中呈現的「主題」趨勢

在研究主題方面，本研究依照所有論文中出現的科技類別，以歸納法加以編碼歸

類後，共出現三大類型的主題，其中出現最多的主題是網路電子商務 (59%)，常見的
相關主題包括：網路銀行、購物網站、線上學習、部落格、社交網站等；出現比例第

二的主題則是傳統組織的管理資訊系統，佔所有論文總數的 26%，常見的相關主題包
括ERP、資訊系統、知識管理系統、E化科技等；而第三種常見的主題是行動商務主題，
佔所有論文總數的 12%，常見的相關主題包括行動商務、行動服務、手機 APP等，
見表 2。
若根據時間趨勢來看，出現比例最高的網路電子商務議題，在過去十五年間有持

續微幅成長的趨勢，2000-2004 (50.0%)、2005-2009 (58.8%)、2010-2015 (61.1%)；而
在行動商務的主題上，近十年持續成長，從 2000-2004尚未出現類似主題 (0.0%)、到
2005-2009 (8.8%)、2010-2015 (19.4%) 相關研究倍數成長，顯見行動商務主題為一持
續勃勃發展中的熱門議題；到於傳統組織管理資訊系統主題方面，過去十五年隨著電

子商務與行動商務主題的研究增加，則有漸趨減少之勢，2000-2004 (33.3%)、2005-
2009 (29.4%)，特別是近五年來下滑更為明顯，到 2010-2015 (19.4%) 出現的比例，已
與新興的行動商務主題比例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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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最常出現分析單位的時間趨勢分析

 2000-2004 (N=12) 2005-2009 (N=34) 2010-2015 (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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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最常採用的主題 (N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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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主題類別
主題分類 相關議題

傳統組織 MIS 
ERP、雲端 ERP、資訊系統、知識管理系統、醫療知識系統、公用事業 e 化科技、

e 化系統、供應鏈系統、EDI、銷售預測、作業基礎成本管理、協同商務技術

行動商務 行動服務、行動英語學習、行動網際網路、行動廣告、手機 app、行動護理站

網路電子商務

數位學習、網路銀行、部落格、虛擬社群、線上購物、商業網站、購物網站、電

子書閱讀器、網路報稅系統、語音留言板、Wiki、線上投保、即時交通資訊系統、

電子銀行技術、web2.0、影音網站、跨組織金融資訊系統、國家創新系統、衛星

派遣系統

其他 資訊科技採納、MP3 隨身聽、電腦軟體使用者界面、WAP 無線應用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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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以最常出現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進行交叉分析，則發現最常出現的三種研

究主題傳統組織MIS (77.2%)、網路電子商務 (88.9%)、行動商務 (100%)，無論哪一種
常見主題，都高度集中在問卷調查法。傳統組織MIS與其他主題採用個案研究與其他
研究方法的比例，略高於較行動商務與網絡電子商務主題。

圖 9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最常出現主題的時間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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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我國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最常採用主題與研究方法交叉分析 (N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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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討論

一、理論

在本研究回顧的 82篇論文，共運用了 32種不同的的理論，然而這十五年來的相關
研究，有高達六成集中在運用「科技接受模式」、「創新擴散理論」兩種理論，「科技

接受模式」這一項理論更高達近五成。這項結果一方面說明了，國內此主題的論文集中

在少數主流理論的傾向，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其餘探索不同的理論解釋科技採納現象的

研究都相當分散，以零星、單篇的論文為主，沒有整合建構更有累積性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結果與洪新原等 (2005) 的科技彙總研究結果非常類似，他們指出，科技接
受模式在十多年的發展之後，多數的研究只在增加模式的不同構面，但對於詮釋預測

使用者對資訊技術接受問題的詮釋力卻沒有增加，建議需留意採用科技接受模式的限

制性。距離洪新原等一文又過了十年，儘管新興網路科技發展日新月益，科技環境已

越來越複雜。科技接受模式在過去十五年仍是中流砥柱。但是在愈形複雜的科技環境

中，組織制度性安排、行動者、與科技間的互動較過去更加動態性與去邊界，單一的

科技接受模式是否仍能解釋這樣的複雜層面？對於使用者界面趨向多屏、多元的快速

發展，今日的「科技採納與導入」議題所需關注的角度，應遠較過去的「科技採納與

導入」有更高的複雜性。

個人層次的科技接受模式自從 80年代 Davis (1989)、Davis et al. (1989) 所提出的
科技接受模式，將個人採用創新資訊科技簡化，成使用者主觀認知的有用性 
(Usefulness) 和易用性 (Ease of Use) 等兩個主要變數後，成為國際期刊中科技創新與採
納的核心研究焦點 (Venkatesh et al., 2007)。資訊管理與相關的領域至少有超過千篇論
文引用過 Davis (1989)、Davis et al. (1989) 這兩篇文獻，引起科技接受模式研究的爆炸
性成長。

Silva (2007) 更進一步指出，科技接受模式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科學的理論中心，有
大量的文獻是透過應用科技接受模式進行修正與調整。研究典範同時也包括了建構研

究工具、方法與技術。當科技接受模式形成了一個典範來引導資管學者研究各種類型

的資訊系統使用與接受的情境，也提供了若干方式來型塑研究問題、了解並解決這些

問題。Silva (2007) 指出這代表有相當高比例的資管研究學者是在科技接受模式和其方
法論的基礎上接受訓練。由於科技接受模式提供了一套理論模型、資料蒐集工具與正

確的統計組合。接受到這樣裝備的博士班學生，特別是在北美以科技接受模式為研究

主流的環境中接受訓練，難免便繼續社會化這個模式的內涵、資料蒐集工具與配套的

統計技術。

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印證了 Silva (2007) 對此研究學域的反省。最常出現的理論與
研究方法進行交叉分析結果發現（見圖 5），有高達九成以上的包括科技接受模式在
內的前四種理論都均是以問卷調查進行研究。這顯示出主流研究典範的確帶來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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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方法與技術的同型性 (Isomorphism)，並從西方「科技採納與導入」學域社會化，
擴散到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學域。

若是從「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所採用的理論來源來看，國內的相關研究所引用

的理論除了資訊管理領域的原生理論之外，也大量結合商業、管理、經濟學途徑與心

理學途徑理論，和少部分的組織學、社會學途徑。這項結果印證了Silva (2007) 的反省，
主流典範形成了一個理論、方法與技術的配套組合。由於科技接受模式是探討個人心

理接受的概念，因此有大量理論修正與延伸是結合其他心理學途徑研究的理論，而組

織、社會學途徑的相關研究則明顯較少。

這種同型性大量集中少數理論的可能性還包括：首先，我國資訊管理科系自 1980
年初開始設立，1990年開始有首屆資管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與發展於 80年、茁壯於
90年的科技接受模式可以說是同步成長，因此，亟欲與國際研究潮流接軌的國內「科
技採納與導入」研究，也大幅引進此模式，形成風潮。此一趨勢反映在本研究結果上，

直到廿年後的今天仍極具有影響力；其次，國內資管學域形成之初是因應「新資訊科

技的引進」與「應用的需要」，因此，有相當高比例的資訊科技背景的教授加入資訊

系所，進行技術導向的研究（梁定澎與陳灯能，2005），這些學術人才以北美為養成
腹地的比例甚高，因此，對於科技接受模式模式研究典範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化與共

識；第三，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軸的產業環境特色，決策過程不像歐美大企業多採組

織決策，而更易由少數領導者意見為主（洪新原、張碩毅、許凱筑與張益誠，2010；
Chwelos, Benbasat, and Dexter, 2001）。這樣的在地產業脈絡，也提供了相當的實務環
境，讓以個人為主的科技接模式能夠在臺灣發展。

然而，大量集中以心理學為基礎的主流理論建構模式，近年來在國際間也受到許

多質疑。例如：Schwarz and Chin (2007) 指出，科技接受模式過去廿年催化了大量科
技使用與採納的研究，但是研究的焦點與使用的角度仍太過狹窄。對於科技接受的理

解，不應只侷限在接受初期，心理接受應是多面項的，應當包含在特定的社會／環境

／組織情境下發展出來，使用者行為與科技在一段時間互動，其心理了解與意願、抗

拒與接受之聯結整全的關照 (Holistic View)。
此外，許多學者 (Venkatesh et al., 2007; Lucas, Swanson, and Zmud, 2007) 也指出，

未來「科技採納與導入」領域的理論發展，應不侷限於既有科技接受模式的理論基礎，

更應進一步拓展組織中的介入 (Interventions)、可能的權變 (Contingencies) 與其他可能
更廣的社會心理的理論角度。他們也建議，應發展理論架構來引導此領域未來的研究。

同時，應從更廣的資訊科技創新 (Innovating with IT) 領域，來協調過去微觀與宏觀的
研究不平衡發展的趨勢，更多地去探究技術的、制度的與歷史的脈絡與情境，讓未來

的研究透過資訊科技創新的故事，更豐富與完整地透呈現出來。

近年來，社交網站的快速成長，其非計畫性特質，與發展於沒有友善的界面、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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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化時代的科技接受模式，對電腦的接受和使用之想法已有實質落差。越來越多的國

際「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越來越注意到與科技互動的環境因素。例如：社會資本 
(Stubblefield, Carter, Jones, and Siffre, 2010)，企業策略伙伴 (Kreuzer, Born, and Bernius, 
2013)，晚近有學者 (Alter, 2013) 提出以工作系統理論 (Work System Theory) 取代過往
的系統觀點，不只注意參與者、資訊科技與其關係，而以更整全觀點也關照到工作實

務、產品／服務、客戶等環境因素都對科技接受產生影響，試圖以重新概念化、並深

化簡單、線性的傳統科技接受理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結果中也發現，國內文獻也出現有類似這種超越傳統

科技接受線性模式的新興理論使用之趨勢，逐漸浮現若干反映網路科技創新，導入更

多元理論。例如：侯正裕、陳靜枝與陳鴻基 (2010) 引進心理學心流理論、池文海與許
立群 (2013) 使用承諾信任理論、鄭光廷、徐士傑與林東清 (2012) 整合價值接受模式與
自我效能，嘗試發展出了解分散式網路現象之使用、黏著與知識分享之意圖的新研究

模式；而侯勝宗與吳思華 (2009)、侯勝宗與樊學良 (2014) 從科技意會與制度理論來研
究網路社群與組織實務。這些新興理論，使用都跨越傳統科技接受模式的框架與理論、

方法組合，試圖以這些高度資訊科技創新發展的臺灣本土研究，回饋國際研究社群。

展望未來，我們建議應從更廣的資訊科技創新 (Innovating with IT)領域，協調「科
技接受與採納」學域，過去微觀與宏觀理論不平衡發展的現象，更重視探究技術、制

度與歷史的脈絡與情境。Orlikowski and Barley (2001) 呼籲資管研究者應對於組織內
部、或在跨組織之間制度的影響力如何對於設計、使用與科技的後果與其所產生影響

進行更多的了解。他們認為，有別於傳統管理理論，將管理者視為理性行動者，制度

分析檢視較廣的社會與歷史力量，從明顯的法規到不明顯的文化理解如何影響到與組

織的行動被影響。這些非理性的影響包括：價值、規範、規則、信念、與被視為理所

當然的假設所交織的看不見的網。

Lucas et al. (2007) 也建議，未來研究應更多致力從組織的層面上，協助我們了解
資訊科技創新如何會提昇組織能力，並帶來競爭優勢。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地去研究系

統的深層使用的問題，是建立在個人與集體的學習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與制度性的重建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這些議題都是在系統被初次採納並獲得
初步接受之後才開始發生的。

在數位網路經濟、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今天，「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不能只限

於科技的議題的發展與應用，或只研究在特定地方脈絡下科技的影響，而應更多使用

組織理論，發展包括制度理論、全球化、創業與後現代等主題。Orlikowski and Barley 
(2001) 指出，沒有制度理論的眼光，這些資管研究可能會只定睛在更狹窄的科技設計、
經濟規則、或心理影響，而忽略掉電子商務更重要的社會、文化與政治面相。制度性

的角度提供資管研究者一個優越的位置，將數位網路經濟加以概念化，理解成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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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文化與結構力量相互型塑，一個不斷浮現、衍生、鑲嵌、斷裂、即興的社會創作。

近年來，國內的研究也有更多元學術養成背景的研究者加入資訊管理學域，新的

刺激也為此研究領域注入了新的研究動能，對於平衡過度集中於少數主流理論的趨勢

不無貢獻。例如：蕭瑞麟、廖啟旭與陳蕙芬 (2011)、陳信宏 (2011) 從結構互融理論、
制度理論探討科技採納，應大中與王存國 (2007) 從組織特性、創新特性來看組織導入
成功等都納入了更多科技導入脈絡的理解，是未來值得繼續深化的方向。

此外，由於企業環境變化，更加扁平、分權化、強調團隊合作與區域協調，也有

越來越多探討跨國組織（Lin and Hsu, 2010; 蕭瑞麟等，2011）、創新與組織配適、協
同合作（洪新原等，2010；陳建志、陳鴻基與曹承礎，2006；孫思源、李奕信、趙珮
如與吳章瑤，2007）以及知識與技術轉移的研究（江雪嬌，2009；梁定澎與陳灯能，
2005）等資訊科技創新提昇組織能力的新興角度研究出現。這些先驅研究能更深層的
個人與集體學習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與制度性的重建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都是在網路經濟時代，科技在組織內、與跨組織之間採納與導入，值
得後續研究繼續發展的議題。

二、研究方法與分析單元

就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研究結果顯示，有高達八成採用實證主義取向的問卷調

查法，成為主流研究方法，且有比例逐年升高、越趨集中之勢。至於使用個案研究 
(12%) 與其他研究方法 (7%)，例如：混合方法、後設分析法等的論文則比例懸殊。這
個結果與 Orlikowski and Baroudi (1991) 對資訊系統研究取向與其預設的研究結果類
似。他們在1983-1988五年間四種國際重要的資訊管理期刊中，採用問卷調查 (49.1%)、
實驗法 (27.1%)、個案研究法 (13.5%) 為最主要的三項研究方法，而混合方法、田野實
驗法、調查工具發展、標準程序分析、行動研究等其他方法則佔少數。而 Chau , Kuan 
and Liang (2007) 對於國際重要資管會議論文對於資訊科技價值 (IT Value)的分析結果，
雖也是以問卷調查的比例最高 (39%)，但其研究方法的選擇也遠較國內的研究多元（個
案與質性研究 24%、概念描述 20%、次級資料 5%、問題解決與模型 7%、實驗法 5%）。
相較於本研究分析國內近十五年的研究結果，即使 Orlikowski and Baroudi (1991) 

研究 80年代末文獻、Chau et al. (2007) 研究 1993-2005的文獻，都遠比國內期刊論文
採用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多樣性與豐富的研究設計。比較結果顯示國內學者在採用的

研究取向上，嚴重欠缺多元性，使得此領域知識的創造受到相當的侷限性。這樣的情

況顯然與有相當高比例的研究都以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架構有關。誠如前述，因為科

技接受模式研究典範，提供了理論架構、研究工具、研究方法與研究技術的套裝組合，

對於將「科技採納與導入」領域常態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而在選擇分析單元方面，國內有近七成的研究，主要是以「個人」為分析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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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研究則不到三成，「產業」的研究則寥寥無幾。在 2000-2005以「組織」
為分析單元的研究雖曾超越「個人」的研究，在 2005年之後卻產生了一個逆轉，「組
織」研究大幅下降，而以「個人」為分析單元的研究蔚為主流。

從分析單元來看，這項結果顯國內對分析單元的選擇趨勢，與國外的研究有很大

的差異性。相較於 Chau et al. (2007) 研究資訊科技價值的結果顯示，在亞太資管會議 
(PACIS) 有近七成的研究、歐洲資管會議 (ECIS) 則有約九成的研究都是組織層級；而
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則有近七成屬於個人層次的研究。Chau et al. (2007) 的
研究顯示，亞太地區 PACIS (24%) 而在個人層次的研究，遠多於歐洲地區的研究 ECIS 
(8%)，這項結果似乎與我們的研究結果吻合。顯示國內相關研究分析單元的使用，與
亞太地區較多傾向以個人層次為主的趨勢較一致，而與歐洲地區研究大量處理組織層

次議題有明顯的差異。但即使如此，國內研究仍高度集中在實證取向的問卷調查法，

使用個人層次的分析單元。

2000年後，網際網路普及與新興企業資訊應用的開發，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的研
究日益增多，新興資訊科技的引進與組織應的需求，原本應當可刺激研究議題更多元

發展，注入更多創新研究之動力。何以國內研究卻反而呈現較之前更高度出集中在單

一取向研究方法與個人層次分析單元的趨勢？這仍與「科技接受模式」對於國內研究

的方法與研究設計的選擇的影響與引導有關。由於科技接受模式的常態科學典範幾乎

可以適用於任何類型的新科技使用與接受的情境，在 2005-2015這十年間，雖然新興
網路科技、社群網站、行動商務等各種應用飛快發展，並未因為科技發展刺激更多元

的理論解釋，採用科技接受模式為主要理論的研究較先前不降反升，反而集中化、同

型性的情況更加明顯。

針對這樣「同型性」－理論、研究方法與分析單元配套組合發展的問題，梁定澎

與陳灯能 (2005) 在比較 1980-2001年國內外資管研究主題的文獻探討中，就已提出反
省。他們指出，自 1999年研究主題多樣性開始下降，可能代表資管學域已經成為一
個獨立且成熟的學域，對於研究主題的選擇具有專注性；或是主流研究者掌握主要期

刊論文刊登，造成對特定題目共同偏好；抑或是學域本身已經成熟老化，亟需外在環

境變動的新刺激。

無論是成熟或是老化，多少都與此學域的學術研究者的養成方式與衡量學術貢獻

的標準等制度性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目前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領域研究的衡

量標準，是否提供了更多引導朝向「同型性」配套組合，而非朝向多元性發展的誘因，

值得未來研究更進一步探討。例如：找尋因果關係的實證性客觀測量、與探索深層意

義的詮釋性、批判性研究；個人、組織、產業、與跨國層次的研究等，採取不同的研

究方法、分析單元的研究，所需耗費的時間、資源、寫作方式各有不同。推進常態科

學進步、主流典範轉移的力量，往往學域中的異例 (Popper, 1972)，若將這些差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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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向，長期以平頭點方式等量齊觀，是否有可能引導資源有限的新進研究者，消

極地朝向主流認同、安全性較高的專題研究與發表方向，反而扼殺了多元理論創新與

鼓勵嘗試拓展知識領域的可能性？

一個研究學域的成熟與否，所取決的標準，應是對於不同類型的研究方法的接納

與認可，而非相似、同質性主題的飽合。資深資管學者 Lee and Liebenau (1997) 指出，
大多數成熟的社會科學都包括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兩者兼容並蓄，不同的規則也被廣

泛接納。但是，在企業管理與資訊管理研究，經常專門仰賴企業經濟中計量方法，或

是電腦或資訊軟體工程的規範方法，更難達到這樣的平衡。

Markus (1997) 也指出，正統的資管領域其實是由好幾塊互不聯絡的研究分枝所組
成的，包括：(1) 以經濟方法宏觀檢見資訊科技的使用、管理與影響；(2) 以工程技術
角度進行資訊科技的設計與開發；(3) 以社會科學方法（包括質化與量化）探討微觀
層面資訊科技使用與發展的問題。這些分枝分裂的原因，主要源自於方法論上的差異。

其分裂是從方研究方法、觀點到研究本質上的差異所產生的。她說，學術上的分裂會

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不僅威脅到整個學術領域，還會限制了研究創新與成長。因為

技術與想法上的對立，不論是自己或別人，都沒辦法從研究中了解科技特質與人類行

為之間的互動與轉變，因此，也限制了自我研究的潛能。邁向成熟的學域，理所當然

要集合這三股研究分枝的力量，互相尊重並對話，共同攜手來突破現況。

而在國內研究方面早期也是由資訊科技背景研究者與企業經營研究者，為解決實

務上「新資訊科技的引進」與「應用的需求」應運而生，為資訊管理領域打下了重要

的知識基礎。因此，早期 (1980-1991) 研究重要主要放在系統相關議題，行為與管理
議題則在晚近 (1992-2001) 有逐漸上升的趨勢（梁定澎與陳灯能，2005）。2008年有
「組織與管理」期刊發行，也鼓勵更多組織層次的研究，在「科技採納與導入」領域

投入與發表，例如：陳信宏 (2010) 即探討公司採購活動改變，如何造成科技與組織間
調準失靈。

雖然國內資管領域已有逐漸有不同分枝領域成形，朝多元且互補方向在發展，但

是，就本研究結果，仍顯示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過度倚重少數方法，缺乏多樣性。

並沒有因為近年有多樣類型的新興網絡科技應用，或是隨時間發展，使得研究方法與

分析單元的多樣性增加。在過去十五年間，僅有零星的幾篇非問卷與個案方法的研究，

例如：何雍慶與蔡仲宜 (2003) 使用後設分析法研究不同的彈性擴有模型、侯勝宗與樊
學良 (2014)、張碩毅、洪育忠、洪為璽、張益誠與彭添誠 (2009) 採用問卷、個案混合
式方法 (Mixed Method)研究科技使用之社群效果與企業採用行動商務的生命週期。
科技接受模式在初始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於個人層次，對於資訊科技的採用與接

受。Lucas et al. (2007) 指出，這一系列早期以個人採用為主的研究潮流帶來了若干的
缺點，缺乏充分地考慮到更豐富的科技面、制度面與歷史面的脈絡：首先，由著眼於



我國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回顧之趨勢分析 (2000-2015)

236

資訊科技導入成功的因素，因此欠缺建立一個統整性的理論架構考量到各種不同的因

素；其次，未能從過程研究汲取一些洞見來增加我們對資訊科技採用的理解；第三，

這些研究在不同的組織脈絡談「個人」對資訊系統的接受與採用，卻沒有去探索「組

織」本身對於科技使用或抗拒的情形；第四，這些研究也忽略所有創新的脈絡，而這

些脈絡正是新科技如何被導入到特定組織所需要考量的重要情境。

Lucas et al. (2007) 我們必須承認在導入之前在組織中的制度性影響力，如何在科
技採用之前或同時，賦予科技功能並協助其落實。科技接受模式雖然已有一定的研究

成果累積，但是將「個人」層次的研究過度天真地套用在「團體」或「組織」層次的

研究上，必須要考慮到導入所帶來的組織調適與轉型的問題。此外，科技傳散 
(Diffusion) 的概念，也需要考量到在企業內個人之間或是團體之間的傳散、或是在產
業層次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傳散，這些傳散內在的溝通方式、決策與行動的機制都必

然有極大的差異性。因此，在「科技採納與導入」的理論建構上，應需要針對這些不

同層次的研究重新加以定義並作區分。

上述的提醒也同樣適用於國內相關研究未來發展。我們應當更注意微觀個人層次

與宏觀組織、產業層次研究不均衡發展的問題，在科技接受模式的基礎上向前邁進。

超越個人主觀覺察 (Individual Perceptions) 的層次，納入更多重要的、且有意義的組織
層次理論與科技、制度與歷史的脈絡。例如，Teo, Wei, and Benbasat (2003) 應用制度
理論檢視新加坡的金融電子資訊交換的採納過程 (Financial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FEDI)。他們發現制度性壓力對於組織採納 FEDI的意圖有明顯的影響。而 Hsu, Lin, 
and Wang (2015) 也從產業層次分析臺灣與歐洲間之跨組織金融系統的採納過程，他們
的研究顯示跨境科技採納所出現的制度性距離的問題，以及組織如何調度正當化行動

來回應這個問題。

未來的「科技採納與導入」領域的研究者應力圖超越科技接受模式典範所設定的

研究方法，採取更多角度的研究設計，將組織脈絡與科技採納與導入間的關係更豐富、

立體面的呈現，而非單純的線性關係。由於網路科技快速發展，跨組織、去邊界等全

球化標準與在地實務衍生各種複雜性議題，近年來，為平衡研究方法注意嚴謹性，出

現與實務界脫節，缺乏相關性的問題，與實務高度配合的實務觀照的研究方法 
(Practical Research)，例如：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行動設計科學 (Action design 
Science)、實踐取向 (Practice-based Approach) 等更受到國際研究社群的重視。在未來
國內的研究中更多元的方法論與研究設計（例如：實驗法、多重混合方法、民族學誌

研究、行動研究、紮根理論）與認識論途徑（例如：詮釋取向研究、批判取向研究）

應更多受到鼓勵與支持。質性研究途徑可以協助探索在新興網路科技日新月益的發

展，較傳統採納的決定性因素要更具動態性的採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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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主題

從研究主題來看，在 2000年迄今的十五年間，網路電子商務 (59%) 是持續出現
最高比例的主題，行動商務主題則是近十年內竄起的新興議題，在國內期刊論文的重

要性逐漸升高，而傳統管理資訊系統的研究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與多數企業都有相

關的系統導入，近年來有逐漸減少之勢。而這個趨勢與科技創新在企業內部應用的階

段時程是相類似的：從 60-70年著眼於基礎科技創新階段：例如：資料庫管理系統、
主從架構運算；到 80-90年系統發展創新：例如，開放性資源管理、企業資訊入口網
站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EIP)、以及資訊管理、系統設計等技術流程創新等；
到 2000年以後強調服務創新：例如網路下單服務、供應鏈管理、客戶追蹤服務、組
織間資訊系統整合、行動設備技術整合等。由於本研究期間是在 2000年之後，與資
訊系統發展進程相吻合，因此以網路電子商務、與發展中的行動商務等相關服務創新

主題蓬勃發展。這項研究結果也與梁定澎與陳灯能 (2005) 的文獻探討的主題分析是一
致的，他們將 1999年後的資管發展階段稱以電子商務帶動的應用期。 
而就國際期刊的研究主題趨勢來看，Lucas et al. (2007) 指出，從 70年代起主要在

處理企業導入資訊科技創新何以會失敗的議題、研究主題從導入企業整體的套裝解決

方案，例如：ERP、SCM與 CRM系統導入增加成本與其更廣的影響；研究主題逐漸
轉向在高度競爭市場中如何導入科技系統作為發展、調度、調適的競爭策略與方法；

近年來，正如 Orlikowski and Barley (2001) 所倡議的，有越來越多與制度理論、全球
化與創新、後現代複雜性的議題出現，例如：如何使用資訊科技協助企業轉型與永續

發展的議題、組織間如何促成多重組織的價值網路的形成、社群科技平台等新興議題，

都為既有的「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帶來了更多不同層次的複雜性、豐富性與多樣性。

另外，今日有關「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最主要的關切是在協助讓企業鉅額的

資訊科技投資，可以完全發揮作用。未來研究發展，應吸收一些研究者從歷史角度，

來協助理論向前發展 (Lucas et al., 2007)。特別是針對資訊科技創新在企業版圖中所呈
現的多元面貌（例如：雲端商務、物聯網、數位金融、智慧城市、網路資安與其後設

知識系統之與風險治理架構等）進行回顧。從回顧這些創新，則可以協助理論化這些

創新現象，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此一研究學域的推進。

臺灣近年來電子商務、行動商務主題雖快速發展，但是與採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交

叉分析時，卻發現這些新興議題約九成以上幾乎一致採取量化問卷調查方法一元化的

發展，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反而沒有傳統MIS議題研究取的多元。這個結果固然可
能是因為問卷調查法處理新興議題，在資料蒐集的時效上，較其他方式有優勢，因此

發表比例較高。但是，這結果卻也正呈現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方向的警訊。

也就是說，當國際相關研究趨勢都已經從過去傳統科技接受角度，致力於轉向的科技

採納後的行為，開始思索更具複雜性、平台整合、區域整合等不同層次議題時，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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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較少採取統整性的觀照 (Holistic View) 的視野。例如：Schwarz and Chin (2007) 
便指出，我們應當走出科技接受模式對於我們對科技接受概念認知的侷限，因為科技

接受概念並不只是出現在採納的初期，而是在科技被使用的整個生命週期。其他形式

的接受，例如：學習、調適、優化科技、採納的信任也會預先佔優勢地位，都超越了

單純的科技使用。

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主題應更考慮到新興科技的社交性 (Sociability)、互連
性 (Interconnectedness)、信任 (Trust) 等角度，對針對採納後的行為更多探索，同時也
應透過更多元的研究取向，例如：實驗法、次級資料分析。資訊科技導入企業組織已

經有近三十年時間，而科技人造物從過去的抗拒與接受，也已經逐漸轉變成為賦能與

隱身。建議未來應吸收研究者從歷史角度，反思科技與社會間在時間推進中相互型塑、

與相互交織互動的（Techno-social或 Sociomaterial Developments）過程，來協助國內
「科技採納與導入」理論向前推展，與在地脈絡的意義與詮釋。突破過去從化約主題

把系統、人、管理都是視為獨立研究客體的觀點，更多著眼於其互連性、鑲嵌與科技

作為注意力背景的隱身性現象，與其可能帶來的非預期後果。這些不一樣的主題都可

以協助理論化科技創新的現象，提昇國內較少人、組織相關之應用研究上（Lucas et 
al., 2007; 梁定澎與陳灯能，2005），並更進一步促使此學域的推進。

表 3 國際與國內「科技採納與導入」研究不同面相發展之比較
主題

分類

相關議題

理論 研究方法 分析單元 主題

國際研

究趨勢

以由心理學為基礎的主流「科技接受模

式」，往不同的理論基礎發展如資訊科

技創新、社會資本、企業策略伙伴、工

作系統理論。越來越多全球化與創新、

後現代複雜性的議題出現，例如：資訊

科技協助企業轉型與永續發展、組織間

形成多重組織的價值網路、社群科技平

台等新興議題

問卷調查法、

個案研究、次

級資料分析、

數學模式、實

驗法、混合方

法等較多元

從個人層級

研究轉向組

織 層 級 研

究，產業層

級研究為新

興趨勢

越來越多制度理論、全球

化與創新、後現代複雜性

的議題出現，例如：資訊

科技協助企業轉型與永續

發展、組織間形成多重組

織的價值網路、社群科技

平台等新興議題

國內研

究趨勢

仍以「科技接受模式」主流理論，網路

科技創新理論逐漸浮現，例如：心流理

論、網路社群理論、制度理論、科技意

會理論等

問 卷 調 查 法

為主，少數個

案研究

個人層級為

主，少數是

組織層級

網路電子商務主流、行動

商務為新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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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回顧了自 2000-2015年國內「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的重要文獻，並
根據其理論、研究方法、分析單元與研究主題進行分析，再與國際相關研究的趨勢加

以比對。研究結果發現，國內研究受到自 80年代發展的科技接受模式主流研究典範
的影響與限制，以個人層次的問卷調查研究佔極大多數，欠缺多樣性。對於當前新興

的網路科技發展的社會脈絡，與過去資訊系統與基礎建設發展之差異性，缺乏有意義

的連結與反思。

科技接受模式在當年所關切的問題（例如：員工不願使用生產工具）是否今日還

需要解決？是否讓使用者廣泛接受創新科技仍然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在組織與

家庭都已有大量制度性地使用資訊科技的今日，這應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我們今日

所要面對的真正問題與挑戰是什麼？是在採納後才發生的問題嗎？是如何將資訊轉化

成知識嗎？還是生產力、策略優勢與資訊科技使用之間的關係？我們今天的問題是，

若不停頓片刻，反思主流典範與其理論、研究方法、統計配套組合對於現今研究取向

的的影響，以更嚴肅的態度去擁抱科技人造物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的複雜性與其所
處脈絡中多元的情境因素，主流知識典範的影響是否可能變成我們面臨的一個危機？

在探討了國際「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研究近年之發展趨勢後，本研究對於

國內未來相關研究方向也提供建議方向：

•  在理論方面，建議應從更廣的資訊科技創新 (Innovating with IT) 領域，協調
過去微觀與宏觀理論不平衡發展的現象。創新與創新轉型為資訊管理領域提

供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理論視角。這個創新視角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歷史角度，

同時可以提供一個理論性架構來了解新科技發展與其不斷更新科技應用。

•  此外，在數位網路經濟、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今天，組織理論與制度理論在
了解「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上，應受到一定程度的正視。這些理論視

角有助於協助我們了解組織內部、或在跨組織之間制度的影響力如何對於設

計、使用與科技的後果產生的風險等問題。對於臺灣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

與網路競合的整體關係，提供更具有全球化、創業與在後現代脈絡下進行永

續發展的理論與策略分析。這些主題都有助於深化我們對國內產業科技創新

之採納與傳散，現有的科技的、制度性的與歷史的脈絡因素的理解。

•  在研究方法方面，建議應致力於國內資訊管理領域中從經濟、技術與社會科
學等不同知識論與方法論取向發展的三股研究分枝更多的對話，與有效整合

既有的知識生產，產生綜效。以對話與合作來共同來突破目前研究方法與分

析單元「同型性」的現況。

•  同時也建議檢視現有齊頭式的期刊發表與學術貢獻的評量標準，是否能鼓勵
更多發展多樣化的相關性的研究，務實地處理當前跨組織、去邊界等全球化



我國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回顧之趨勢分析 (2000-2015)

240

標準與在地實務衍生各種複雜性議題。未來國內的研究中更多元的方法論與

研究設計，例如：行動研究、行動設計科學、實驗法、多重混合方法、民族

學誌研究、紮根理論、次級資料分析等研究設計，行動研究。而不同的認識

論途徑（例如：詮釋取向研究、批判取向研究）應更多受到鼓勵與支持，將

可協助此學域的發展邁向成熟。

•  在分析單元方面，本研究也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應當更注意微觀個人 (Individual 
Perceptions) 層次研究與宏觀組織、產業層次研究不均衡發展的問題，納入更
多組織層次理論、與產業層次之科技、制度與歷史的脈絡，回應網路社會所

衍生之新興科技與人、組織與社會之多樣化議題。

•  在研究主題方面，未來應更考慮到新興科技的社交性 (Sociability)、互連性 
(Interconnectedness)、信任 (Trust) 等角度，建議未來應吸收研究者從歷史角
度，反思科技與社會間在時間推進中相互型塑、與相互交織互動的 (Techno-
social or Sociomaterial Developments) 過程，更多著眼於其互連性、鑲嵌與科
技作為注意力背景的隱身性現象，與其可能帶來的非預期後果。而在網路連

結基礎建制下，二階、後設的知識與風險治理系統如何成為可能，都是可能

的新興主題。

整體而言，本研究回應 Orlikowski and Barley (2001), Lucas et al. (2007) 的呼籲，
建議「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應要將科技的、制度的與歷史的情境更加考量進來。

在這個領域發展近卅年後，我們需要有更多從歷史脈絡的角度，以更豐富與完整的視

野讓我們反思這卅年來的科技創新故事。在組織層次上，我們應要尋求能夠幫助我們

了解科技創新如何能帶領我們對於組織能力並提供競爭優勢且能永續發展。

本研究主要的貢獻包括三方面，首先，透過回顧對於國內的 2000-2015年的研究
趨勢，了解「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主題研究的現況。並與先前國內相關文獻探討研

究結果比對，協助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者理解「科技接受模式」的影響性、與目前國

內研究「同型性」形成之情況與發展軌跡；其次，透過比較國外此主題研究發表之落

差，我們找到發現臺灣中小企業的產業環境、研究者養成教育與背景與學術貢獻評量

之制度性原因，可能強化國內外相關研究趨勢之落差，提供相關我國後續知識生產的

評估與方向作為參考；最後，我們也指出國內研究與主流接軌之具體建議，期望協助

此研究主題的研究在理論、方法、主題創新上都更能兼顧嚴謹性與相關性，回應企業

經營實務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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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Related Them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 Taiwan (2000-2015)

1. Introduc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a significant 

research them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S) research. 
However, recent studies have called for research agendas going beyond the dominant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which is centered on causal agents such a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This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model has been extensively 
applied, modified and discussed in terms of its antecedents, contingency variables and 
constructs refinements. The TAM approach and its extended model, while valuable, have 
arguably constrained the possibilities of different research designs and methods in examining 
a variety of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In recent years, emerg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big data, social media, cloud computing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have 
offered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for enabling new form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user 
experiences. Furthermore,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 might also be 
disruptive, creating new challenges for existing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developments provides scholarly opportunities for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research and for identifying the venues 
where new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might be required if we are to strength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light of the above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our attempt to 
review the relevant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to offer an insightful analysis on research trend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particular, we 
review the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published between 2000 and 2015 in 
Taiwan. Our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ollow: 
1.  What are the majo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15 years?
2.  Do these developments parallel those observed in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in other 

international IS journal outlets?

Shirley Ou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 International 
College, Ming Chuan University

Carol Hs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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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thod
In this research, we employed three steps for ou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First, we 

selected journals highly relevant to IS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rating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 et 
al., 2004). The selected journals are th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e-Business,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NTU Management 
Review, Management Review and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econd, we used keyword 
searches to find relevant articles in the CEPS Chinese digital journal database. Such phrases 
were “technology acceptance”, “innovation diffus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used. This exercise resulted in the selection of 82 articles 
publish between the years 2000-2015. 

Third, we used Laudan (1984) reticulated model of science to analyze each paper. This 
model uses categories of theories, methods, and topics (goals, ends and values). Our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was drawn from the work of Galliers (1992) on IS 
research methods: laboratory experiment, field experiments, surveys, case studies, theorem 
proofs, subjective/argumentative case studies, forecasting and future research, simulation and 
action research.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theme, we adopted a grounded 
approach and developed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rom each paper’s research focus.

3. Findings
Our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similar to the research tren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AM has been the domin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15 years. Among these 82 articles, over 60% of the research 
papers applied either TAM or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DOI) as the underlying theoretical 
model. We argue that the over-reliance on TAM or DOI ignores contextual diversity and 
limits research choices, other potenti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Scholar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shown the merits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research methods, which have added to our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need to focus on a deeper interpretation on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the IT-enabled 
change process , in particular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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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inance of TAM further indicates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dividua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It also shows an overreliance on survey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We thus offer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To capture a 
rich appreciation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y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single-
dimension analysis might fail to grasp the rich insight into how industry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ctions impact, and are impacted by, the design and diffusion of particular IT 
artefacts in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We suggest that other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he use 
of use interpretive case studies or mixed research methods, add to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practices in a specific industrial setting.

With respect to research topics, the majority of the research 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s related to electronic commerce. Given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novative topics such as mobile phones, social media, wearable devices, IoT and digital 
agents are used in many new businesses and personal contexts. We suggest that new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re needed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these new form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4. Research Implications
4.1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e suggest that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broaden its scope and move beyond TAM and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For example, IT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induced transformations provide 
powerful lenses with which to view the IS field. These innovative, related perspectives give a 
needed historical angle and robu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constant chang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we suggest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diversify its research approaches, engaging different research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ncreased dialogue focu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se research streams can create an effective synergy of bridging meaningful 
organizational-level theory. It could also change the past isomorphic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units of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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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we argue that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s not only 

a technological issue, but also 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that allow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studies that more deeply consider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can help managers understand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ocess that results from I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instance, case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with regard to innovation and restructuring can shed light on the 
continuance or discontinuance of IT use. This level of understanding can further enhance 
managerial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ies on deploying, adapting to and implementing new 
form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oday’s hyper-competitive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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