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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ser effect for technology-enable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i.e., 
Technology Adaptation). According to Archer’s morphogenetic approach, some scholars 
pointed out technology adapt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cludes particular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structures. People’s action may be constrained 
and shaped by technology structures. However, in real life, human practices constantly 
change along with the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while the structures fixed within 
technology cannot satisfy human needs continuousl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o 
reflect the contextual changes and human needs, users tend to trigger a serie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o change the structures of technology. Thus, an interplay occur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user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applies a qualitative method to 
explore three case companies in the information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aiwan;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about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echnology adaptation by observing what 
happened when these three companies adopt new ERP systems in non-identic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users affect 
technology adaptation? (2) How do users change the inner structures of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changes in technology structur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Second, the reason why users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y is 
because they are conscious. Third, users play three different roles to change the 
technology struc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er 
effect for technology adaptation and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Archer’s morphogenetic 
approach from social systems to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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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藉由「型態生成論」的觀點，試圖探索使用者在「科技調適」中對科技結構的
作用。透過「型態生成論」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科技調適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建
構。這是因為每一項科技本身都內含了特有的物質與結構。當人們使用一項科技的時
候，人們的行為可能會受到科技所內含結構的限制和影響。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
們的行為實踐通常會隨著社會和組織環境改變而不斷變化，但固定科技結構卻無法持
續滿足人們現實的需求。故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反應情境的變化和滿足實際的需求，
科技的使用者會傾向觸發一系列社會互動，以試圖改變科技的結構。為此，科技與使
用者之間具有交互作用。經由上述這樣的論點，本研究選擇三家資訊電子業的公司做
為個案研究對象，透過質化研究，深入分析與比較這三家公司採用 ERP系統的科技
調適過程。研究問題包括：(1)在科技調適中，使用者對於科技結構的改變有何作用？
(2)使用者如何影響科技結構的內涵？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使用者對於科技結構的
改變，可歸納出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二，使用者之所以會改變科技結構，乃是使用者
具有自覺的原故。第三，使用者會透過三種不同的角色，包括促變者、配合者、旁觀
者，來影響科技結構的內涵。本研究獲得的研究結果，一方面會對科技調適現象有更
深入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會擴展型態生成論的應用範圍。

【關鍵字】 科技調適、型態生成論、科技採用、質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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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讓組織順利採用科技，長期以來是學者與專家們一直想解決的問題。然而，因

為不同企業的組織因素與科技條件多有差異，所以採用科技的過程時常令研究者感

到難以捉摸。

從現實面來看，企業組織採用一項科技，和人使用一項科技一樣，都需要學習

與適應 (Fichman and Kemerer, 1997; Purvis, Sambamurthy, and Zmud, 2001)。故「科
技調適」(Technology Adaptation)是指：「科技或資訊系統採用中，科技與組織相互
磨合的過程」(Orlikowski, 1996; Majchrzak, Rice, Malhotra, King, and Ba, 2000; Nan, 
2011)。因為一項科技在採用的當下，往往不可能一開始就滿足組織的需求，並且科
技所提供的功能或科技的特性，和組織的實際需求之間，也多半有一些落差 (Sharma 
and Yetton, 2007; Bala and Venkatesh, 2016; Liang, Wang, Xue, and Ge, 2017)。是故，
為了消除這些落差，科技與組織便需要磨合，讓兩者的特性趨於一致，以使科技的

效益能夠顯現。

調適的情況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舉例來說，以採用企業資訊系統而言，系統

需要經過功能的客製化，或企業的作業流程再造，來消除系統與組織之間的不協調

問題 (Robey, Ross, and Boudreau, 2002; Soh and Sia, 2004; Morris and Venkatesh, 
2010)。也正因為組織與科技需要調適的情況屢見不鮮，所以「從何調適」就顯得重要。
就「從何調適」而言，以往的研究歸納出，協調關係的形成，可能包括：科技

與策略 (Strategy)、科技與流程 (Process)，以及科技與結構 (Structure)等三個面向
(Sabherwal, Hirschheim, and Goles, 2001; Nan, 2011)。固然以往的研究，對於組織應
從何種層面和科技做調適，已有相當分量的觀察與分析，但這些研究大多是從組織

層次 (Organizational Level)，以及科技採用的前期階段 (Pre-adoption)，來說明組織
適應科技的狀況 (Jasperson, Carter, and Zmud, 2005;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 
Wu, Lin, Tang, and Li, 2008; Sun, 2012)。
從研究的脈絡來看，以往研究的出發點，在於把「調適」(Adaptation)的概念，

視為組織和科技達到「契合 (Fit)」之前的那一段過程（亦即採用的前期階段）。但
事實上，一些學者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 Nan, 2011; Sun, 2012; Venkatesh, 
Windeler, Bartol, and Williamson, 2017)指出，即使科技與組織達到「契合」，但組
織的條件與環境、使用者的工作方式，以及使用者對科技的期望等，並非固定不變

(Sharma and Yetton, 2007; Sun, 2012)。故在現實情況中，組織與科技之間的調適，應
該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而非僅只發生在科技採用的前期或剛開始使用科技的階段。

除上述闕漏外，近期學者還認為科技調適的問題，不能只從組織的角度來思考，

還必須從「使用者」(User)或「行動者」(Agent)的角度來思考 (Nan, 2011)。因為科
技調適經常需要多方參與，它應該是一個由使用者、行動者或相關群體等，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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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協調及互動的過程 (Volkoff, Strong, and Elmes, 2007; Mutch, 2010; Bayerl, 
Lauche, and Axtell, 2016)。特別在真實的情境裡，不同成員或使用者都有他們對系
統或科技的期望，他們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或需求，去引導調適的方向。雖然調適

是希望消除組織與科技的落差，但調適的內涵與過程卻不是一個可以被事先規劃，

按部就班且執行出來的結果。也因此，所謂的調適，更像是一個相關使用者逐漸協

調與溝通的過程 (Volkoff et al., 2007; Mutch, 2010; Bayerl et al., 2016)。
根據上述的看法，若我們以使用者的角度來思考使用者對於科技調適所造成的

可能影響，本研究想探討的研究問題即是：「在科技調適中，使用者究竟有何作用？

並且使用者如何去影響科技調適的內涵？」

貳、文獻探討

解決科技的特性與組織的需求之間的落差，是調適研究的出發點。也因此，早

期的研究認為，組織與科技之間調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兩者的不一致

(Misalignment)或不契合 (Misfit)問題 (Leonard-Barton, 1988; 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 Majchrzak et al., 2000; Liang et al., 2017)。但隨著學者對於科技調適的認識加
深，有些學者認為科技帶來的組織調適，像是一種科技對使用者所引起的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現象 (Majchrzak et al., 2000; Sharma and Yetton, 2007)。這些學者
觀察到，當企業面對「科技採用」(Technology Adoption)所造成的調適時，科技帶
來的影響並非只有針對組織的要素（如策略、流程與結構）而已 (Nan, 2011; Bala 
and Venkatesh, 2016; Venkatesh et al., 2017)。事實上，做為直接接觸到科技的使用者，
在行為與認知上也需要面對或因應科技所帶來的影響及改變 (Ayyagari, Grover, and 
Purvis, 2011; Nan, 2011; Sun, 2012)。進而，從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在科技調適過程
中，會引發出使用者與科技之間的新關係或兩者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

一、科技調適中科技與使用者的關係

歸納現有的文獻可知，當科技調適發生時，大概有三種看法可以解釋使用者與

科技的關係變化：第一種，是所謂的「科技主導」觀點，如 Barley (1986)、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的研究。這種看法認為，科技內含的結構特性 (Structural 
Features)會在組織適應科技的過程中，持續影響組織本身，以及使用者的行為。而
科技內含的結構是來自於，科技設計者或發展者在發展科技的過程中，將其所處的

社會結構植入到科技中所形成。進而，當科技被採用後，使用者的行為與工作方式，

就會受到這些已植入到科技的結構特性所影響。

第二種，是科技與使用者的「互動」觀點，如 Orlikowski (1992)、Orlikowski, 
Yates, Okamura, and Fujimoto (1995)、Orlikowski (2000)、Boudreau and Robe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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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ast and Walsham (2005)、Nan (2011)等人的研究。持「互動」看法的學者認為，
雖然科技內含的結構，有其影響性；然而，使用者並不盡然從頭到尾只會遵守科技

所設定的結構，來從事活動。因為科技的結構，是一種已經被科技發展者所設定、

較難改變，甚至固定的模式。完全按照科技結構來進行活動，於理來說，並不合於

使用者身為行動者所擁有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因此，
由於使用者有他們的自主性，所以當經過與科技的持續互動後，使用者亦會摸索出

或衍生出不同於原先所設定的新結構 (Orlikowski, 2000; Vaast and Walsham, 2005; 
Boudreau and Robey, 2005; Kellogg, Orlikowski, and Yates, 2006; Ou Yang and Hsu, 
2017)。
第三種，為「衝突」觀點，如 Schultze and Boland Jr. (2000)、Soh and Sia (2004)、

Schultze and Orlikowski (2004)、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等人的研究。這個
觀點認為：科技所內含的結構特性，相較於使用者的日常活動而言，就像是分屬於

不同社會系統之下，所擁有的生活方式一樣，其彼此之間可能存有很大的差異性。

在這種情況下，當科技發展者透過採用的程序，把科技內含的結構匯入到使用者所

處的環境時，這個原本不屬於使用者所處社會系統的結構，對於使用者而言，有可

能會造成非常大的矛盾、不安與壓力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 Ayyagari et al., 
2011)，進而讓使用者衍生一些因應的行動與措施，試圖改變讓他們覺得不滿意或不
安的情形 (Sun, 2012; Bala and Venkatesh, 2016)。
整體而言，上述的三種看法，雖然已經可以清楚說明使用者與科技之間基本的

互動關係，但「科技主導」本身是一種「結構制約」的看法；「互動」的看法，強

調的是使用者面對科技時，具有的「能動性」；至於「衝突」的看法，看到的是使

用者面對科技不適合時的「因應」(Coping)之道。這三種看法各有其獨特的貢獻，
可是這三種看法還是無法告訴我們：在科技調適的過程中，使用者究竟身處何種角

色？並且如何在調適過程中影響科技的結構？為此，這就需要借助其他觀點的協

助，來彌補上述三種看法的缺陷。

二、本研究的研究觀點：「型態生成論」(Morphogenetic Approach)
「型態生成論」最初是由英國社會學家M. Archer於 1979年所提出。這個理論

剛開始出現時，Archer主要用以解釋歐洲各國教育系統的變遷。1995年時，Archer
重新把對於歐洲各國教育系統所形成的觀察進一步理論化，並把它命名為「型態生

成論」(Morphogenetic Approach)。同時，Archer (1995)認為除了教育系統外，大部
分的制度系統之形成，也都會歷經以下三個主要階段：

1.  結構制約：Archer (1995)認為任何一種社會行為的運作方式，都不是由個人的主
觀意識可完全決定的。人或行動者（具有行動能力的個人）生活在具體的社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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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必定有過去才有現在，所以社會行為的出現，絕非在真空中突然發生，而

是有所依據或基礎。固然人有自主性與個人特質，但仍會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

而去從事某些社會行為。因此，結構性的制約，通常和社會行為的出現共存。

2.  社會互動：雖然人的社會行為受到結構的制約，但相反的，人的行為也絕非社會
結構所可完全決定。因為無論如何，人總是有自覺的能力，所以當人感受到原本

的社會結構有缺陷或不適當時，就會起而行動，找出比過去更適合的社會運作方

式，並修改原有的社會結構，以符合現況的需要。

3.  結構精緻化：最後，Archer (1995)認為，當社會互動告一段落後，新的社會結構
即會形成，雖然新的結構，不一定是各方原先所設想的新結構，但新的結構仍會

慢慢被各方所逐漸接受，並且持續做一些小範圍的修正與調整。這個時候，一旦

結構的修正接近完成或調整越來越少時，就等同人們的社會行為又開始受到新結

構的制約，既得利益者會努力使新結構穩固，並強化對人們的規範，而反對者又

會試圖改變現況，並等待下一階段社會互動的機會出現。

Archer提出的型態生成論，由於呈現了制度系統形成的時間序列過程，更融合
結構性影響及個人主體性兩種思維於其中，所以它較能夠說明複雜的社會系統究竟

是如何演變，同時也解釋行動者在過程中所處的關鍵角色，以及行動者如何互動與

協商，以致於催生出新的結構。因此，一些學者 (Volkoff et al., 2007; Mutch, 2010)
即建議，型態生成論或許可以用來說明採用科技所導致的組織變遷現象。

若我們把型態生成論做為理解科技調適的一種角度，從立場而言，組織採用一

項科技，等於組織準備要進行一連串的適應過程。首先，和結構制約的理論的觀點

相似，型態生成論同樣很重視科技結構對組織運作型態的影響，但差別在於，型態

生成論認為組織運作方式的形成，雖然科技的結構有其影響力（影響使用者的行

為），不過使用者同時也受到所處的社會情境影響，因此使用者的行為除了被科技

結構所制約外，也被自己所處社會／組織制度條件所制約，故使用者面對著兩種結

構（條件）的制約。

其次，對使用者而言，當他們同時身處於科技結構的制約和社會／組織條件制

約時，他們會去感知外部的制約對於他們的限制與要求究竟有多大，並且去評估應

該採取何種行動方式或策略以回應制約的要求 (Volkoff et al., 2007; Mutch, 2010)。兩
種可能的行動策略分別是：第一種策略，使用者會消極接受科技制約的限制，把科

技結構的要求，內化成為自己行為的準則；第二種策略，使用者會積極用互動、溝

通或協商的方式，調整科技的結構，或採取可能的行動來回應科技結構的限制。是

故，相較於第一種策略屬於服從科技結構的作法，在第二種策略中，使用者會採取

一種類似社會行動的方式，透過彼此之間的溝通、協商或凝聚共識，甚至是採取一

些抵抗行為的作法，來試圖改變科技結構所帶來的限制。也因此，以型態生成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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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者 (Volkoff et al., 2007; Mutch, 2010)認為，當使用者面對科技的制約時，使
用者之間的互動，對於科技結構的改變或調整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再者，型態生成論還認為，科技調適亦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 (Archer, 1995; 
Mutch, 2010)，雖然組織適應科技會進入到一個不斷循環的歷程（結構制約→社會
互動→結構精緻化→結構制約→社會互動→結構精緻化），但科技的結構和使用者

行為的改變，並不一定都朝某個固定的方向前進。理由在於，科技的調整因為源起

於使用者之間的互動與協商，所以不同情境條件下、不同使用者的互動下，組合而

產生的協商與溝通內容，對科技自然會有不同的期望，進而影響到科技結構調整的

內涵。也因此，科技結構的改變，並非是一個可預先知曉的結果。

整體而言，如果把型態生成論和前面文獻探討提及的三個觀點相比，型態生成

論所考量到的科技調適歷程，除了指出「結構制約」與「互動」的概念外，也把使

用者「因應」變化的概念融合在其中。但是，和過去觀點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型態

生成論並不是把這些概念視為是片段或各自獨立的現象，而是從過程 (Process)的角
度來解釋這些概念為什麼會發生，並且也指出「結構制約」、「互動」和「因應」

的現象如何發生前後的關聯。也因此，型態生成論對於科技調適的分析相較其他觀

點而言，更具有全面性。故在資管的領域中，有一些學者開始以型態生成論為基礎，

從事一些相關的研究，包括 Dobson, Jackson, and Gengatharen (2013)、Njihia and 
Merali (2013)、Mirani (2013)和 Iannacci (2014)。雖然不同的學者對於型態生成論的
應用有不同的著力點，但是幾乎大家都很強調：情境條件或科技結構的變化，以及

行動者的行動內涵。是故，本研究不但採取型態生成論的觀點，也將著重分析以上

項目。

參、研究方法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若我們以型態生成論的觀點，來理解組織採用科技的調適

過程，基本上，我們需要觀察科技結構的調整，以及使用者對於科技結構調整的影

響。為了能觀察到這兩個項目，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策略為「詮釋性質化研究法」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Methods) (Walsham, 1995; Klein and Myers, 1999; Walsham, 
2006)。以下依序描述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進行步驟，以及資料分析方法。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共選擇台灣的三家公司（匿名處理：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做為研
究個案對象。選擇的理由是：第一、這三家公司，長期以來十分強調對於資訊科技

或資訊系統的投資，舉凡重要的企業資訊系統，如 ERP、PDM/PLM及 SCM系統，
這三家公司的使用情況已達到和公司各階層活動密切整合的境界。第二，這三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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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為資訊電子業中的領導廠商，他們對於所導入的資訊科技或系統，較不會只以

技術的考量，來做為系統被使用或導入的全部原因。也就是說，對這三家公司而言，

科技或系統的使用是滿足公司營運或管理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科技或系統如何滿

足公司營運需求與管理目標的方向制定、推動與執行上，這三家公司為要取得使用

者的支持，會邀集使用者部門的人員來參與討論、提供意見或配合，而非由單一的

技術部門（如資訊部門）全部主導。也因此在觀察這三家公司各自的科技調適過程

時，可以看到科技或系統調整時，相關使用者的互動與協調。

二、資料收集

針對這三家公司，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問題，從中篩選出「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 ERPS)作為本研究所觀察的科技，並且把資料
收集的工作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本研究取得每家公司導入及採用 ERP系統的基本背景資料。包
括：(1) ERP系統的導入方式、資訊部門的角色與定位、使用者的概況等。(2) ERP
系統的主要功能、使用或涉及的作業範圍、使用者採用系統的反應，以及 ERP系統
使用後的效益評估等。

在第二階段中，本研究詢問三家公司的使用者部門，欲了解：近幾年來，公司

所採用的 ERP系統，使用者所體會到的結構特性有那些？這些結構特性對於使用者
的工作方式或作業內容，產生了什麼樣的限制或要求？並且，這些限制或要求對於

使用者的工作方式或作業內容產生什麼樣的具體影響？

在第三階段中，本研究再分別詢問每一家公司的使用者部門：當 ERP系統的結
構特性不如他們的預期時，他們是接受系統的結構特性？或是反對系統的結構特

性？若他們接受，他們是否會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式或作業內容？若不接受，他們會

透過什麼樣的互動與協商，去反應系統問題，且是否造成系統的改變？

根據上述三個階段的資料收集，本研究從 2009/1到 2012/12陸續用面訪與電訪
方式，採訪了三家公司的 ERP系統使用者及資訊部門人員，累計共 41次的訪談，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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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家個案公司採訪次數總計
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採訪時間 使用者 資訊部門 使用者 資訊部門 使用者 資訊部門

2009/1~2009/12 2 2 3 2 3 2

2010/1~2010/12 3 2 3 2 2 2

2011/1~2011/12 1 1 2 1 2 1

2012/1~2012/12 1 1 1 2

總計 7 5 9 6 9 5

三、資料分析

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把「資料分析單元」(Unit of Analysis)設定在兩個層次上，
包括：(1)科技的結構特性，及 (2)使用者互動與結構調整。
首先，「科技的結構特性」是為了解科技從何開始調適，科技有什麼樣的條件

與限制，所需先掌握的分析單元。因為依據型態生成論 (Archer, 1995; Volkoff et al., 
2007; Mutch, 2010)的看法，科技之所以對使用者具有影響，以及使用者期望改變的
科技內涵，根本的來源和目標其實都是指向「科技的結構特性」。因而，若能在研

究上先分析並釐清「科技的結構特性」究竟為何，勢將有利於呈現科技結構調整與

使用者之間的關聯性。

其次，「使用者互動與結構調整」則是為了解個別組織內的使用者面對或因應

科技結構特性所衍生出來的互動，所必須掌握的分析單元。因為當使用者面對科技

結構所造成之限制或不適時，在不接受科技結構的情況下，使用者可能會做各種的

努力，以使他們可以改變這種不適的處境，包括各種的「協商」、「溝通」和「抵

制」。是故，透過此一分析，可以追蹤使用者如何改變、轉換，或反應所導入之科

技不如預期時所採取的處理方式。

除上述的資料分析單元外，在基本的資料分析處理上，本研究把全部所取得的

相關資料（包括訪談、書面文件、實地觀察、參與式觀察等），都先轉換成文字形

式的檔案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Yin, 1994; Walsham, 1995)。然後，再按照如下表
2的分析架構，做完整的資料分析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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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資料分析架構
資料分析的項目 資料分析的內容

基本資料

分析

個案公司的情境條件
分析個案公司的基本條件，包括個案公司 ERP系統的導入方式、
資訊部門的角色與定位、使用者的概況。

系統的使用情況
分析個案公司 ERP系統的主要功能、涉及之作業範圍、使用者反
應，以及 ERP系統使用效益評估等。

科技的結

構特性

系統限制或要求
分析個案公司 ERP系統對使用者的限制或要求，以及這些限制或
要求對使用者的影響。

系統的結構特性
分析個案公司之 ERP系統的結構特性原因，以及結構特性具體呈
現的方式。

使用者互

動與結構

調整

相關使用者的互動與

協調

分析 ERP系統不如預期時，使用者的具體反應。

分析使用者如何針對 ERP系統的結構特性進行相關的互動、協調
與溝通。

系統的結構調整 分析使用者之間經由互動、協調與溝通後所促成的系統特性改變。

在資料分析的技巧上，本研究對於每一件已取得並轉換為文字的資料，都給予

一個編號，並在基本的內容檢視後，對每一件資料，根據資料的內容，給予一至多

項的主題關鍵字。接著，本研究再根據上表的資料分析架構，做深度的資料分析，

包括：資料的重新抽取、歸納與資料關係的建立。步驟上，本研究先進行概念

(Concept)提取，並建立新的資料集合 (Data Set)。也就是說，本研究根據所設定的
資料分析單元，以及資料分析架構的需要，把原始資料打散，重新用分析單元及分

析架構的概念，再將資料集結起來。

為了要比較完整的抽取所需的資料，在這個過程中，本研究也反覆檢視原始的

文字資料，並根據各個概念的意涵，從原始資料中尋找相關的描述或文字段落，將

其抽取出來，據此形成各個概念的資料集合。之後，當各個概念的資料集合完成後，

再對每一個資料集合中的所有資料，進行文字語意的整合與拼湊，目的是為每一部

分建立具有意義的文字描述。例如：以「使用者互動與結構調整」的概念而言，原

始資料經過上述步驟的重新打散、抽取、歸納與關係建立後，可以呈現使用者是在

什麼條件、什麼情況、什麼因素驅使下，產生共識並導致科技結構的改變。

肆、個案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描述

透過資料分析的架構與步驟，本研究將三家個案公司的基本資料描述，包括情

境條件與系統的使用情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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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 A
1.  公司 A的情境條件：公司 A約在 2000年時導入國外品牌的 ERP系統。該公司的
資訊部門早先編制不大，所以導入的 ERP系統，委由外部軟體公司來負責系統建
置與系統升級工作。而後，該公司的營運規模逐步擴大，資訊部門人力也逐漸增

加，但整體而言，資訊部門仍只負責公司 ERP系統的管理與營運，並監督外部軟
體公司對於系統的各項升級。該公司 ERP系統的使用者部門，包括：研發、採購、
業務、會計、財務、生產等。由於不同的使用者部門作業內容也不同，因此資訊

部門必須收集、整合各部門的使用者需求，再交由外部軟體公司來處理。

2.  公司A的系統使用情況：公司A的ERP系統，主要涵蓋了該公司包括研發、採購、
生產、業務等相關活動。在該公司導入此 ERP系統之前，該公司的流程僅有研發
和生產，屬於高度整合的活動，並有獨立的系統可以配合。而採購和業務，則以

人工作業的層面居多，而且整合的程度很差。故在 ERP系統導入後，採購和業務
的使用者確實感受到系統所帶來的效率提昇、作業時間縮短與工作成本的降低，

但與此同時，使用者也有很多的作業習慣與作業流程必須跟著改變。然而，整體

而言，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評價仍以正面居多。

（二）公司 B
1.  公司 B的情境條件：公司 B早在 1999年前就率先導入 ERP系統。由於導入系統
的時間比較早，並且考量到系統在地服務因素，因此選擇台灣軟體廠商的 ERP系
統。但是，隨著公司的產品種類逐漸增加，以及為拓展品牌而將市場重心置於海

外等因素，該公司發現原先導入的 ERP系統並不能夠完整支援該公司的經營模
式。也因此，公司 B的資訊部門除了必須進行 ERP系統運作的維護外，也開發
了額外功能與系統模組，以外加的方式，放在系統原有的架構中。而公司 B的系
統使用者，主要是依該公司的產品線（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主機

版、顯示卡、LCD/LED螢幕、電腦周邊）做區分，ERP系統除了協助不同產品
線的日常營運外，也被視為是提升營運效率的工具，所以使用者對於 ERP系統都
相當依賴。

2.  公司 B的系統使用情況：公司 B的 ERP系統，雖然是由外部取得，但卻有高度
客製化的特徵。因為該公司的資訊部門依據使用者需求自行添加額外的功能模

組，所以系統的使用情況尚屬穩定。在使用系統的過程中，使用者的工作內容，

如果屬於基礎作業層面，會由原本的 ERP系統所支援，但如果是屬於基礎功能所
沒有支援的層面，則另由客製化的功能負責。因此，使用者在處理工作內容時，

可能會有不同功能模組之間的切換。在操作介面上雖然有所不一致，但整體而言，

在該公司的早期使用階段，因為對完成工作的影響不大，尚能被使用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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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 C
1.  公司 C的情境條件：公司 C約在 2001年導入 ERP系統。此 ERP系統全部由該
公司的資訊部門所自行開發完成。該公司的資訊部門為資訊管理處，隸屬於總經

理之下，人員編織達 150人以上，因此有足夠的資訊技術人力與資源可以自行開
發此系統。而 ERP系統的使用者，根據事業單位 (Business Unit; BU)的不同，區
分為桌上型電腦事業、企業平台事業、消費性電子事業、筆記型電腦事業、工業

電腦事業等。然而，該公司又有研發本部、業務本部、採購本部、生產本部等部

門，所以 ERP系統的使用者分散在這些 BU及部門中。該公司的資訊管理處對於
ERP系統的開發有全權處理的能力，為要協助系統的使用，資訊管理處在各 BU
及部門中，都設有相對應的專屬資訊人員常駐了解經營需求，以及教導使用者有

關 ERP系統的操作。
2.  公司 C的系統使用情況：該公司的 ERP系統屬自行開發，所以系統的彈性很高，
舉凡公司高層提出的需要，多半該公司的資訊管理處都盡可能轉換為相對應的系

統功能。因此公司高層對於該公司的系統，有很高的評價。然而，也因為系統完

全自製，所以資訊管理處在該公司的 ERP系統中，加入了許多屬於實驗性質的功
能與模組。這些功能與模組，有些是為了改善該公司的階段性運作，及達到更高

的資訊化所設計；有些則屬於因應未來經營發展所需的新穎功能。資訊管理處在

完成這些功能與模組後，會要求不同 BU的使用者試用，並且請使用者提供改善
的回饋。

二、結構特性分析

經由上面的基本資料描述，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三家公司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

各自選擇不同的 ERP系統導入方式，也據此產生不同的系統使用情況。然而，也因
為三家公司的情境條件有所不同，故也使得這三家公司的 ERP系統，有不一樣的系
統結構條件，詳細內容，如下表 3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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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結構特性分析
個案公司 A

系統的限制或要求

■ 公司 A是一家專為國際品牌公司所代工的資訊大廠，故為了要
符合國際性公司通用的標準流程，並與國外客戶的作業進行銜

接，該公司選擇由國外軟體公司所開發的 ERP系統。
■ 在資料管理模式上，公司 A的 ERP系統是一套資訊集中管理
的系統，有大型的中央資料庫，並由此一資料庫整合所有的資

料項目與相關訊息。使用者必須按照系統要求，依標準化的程

序完成作業內容。

■ 該系統的資訊處理亦高度自動化，許多的訊息與資訊的傳遞不
需由使用者經手，而可由系統依據既定規則自動處理；進而使

用者必須孰悉該系統的規則，在作業程序上配合系統作業。

系統結構特性

■ 國外軟體公司的大型套裝
ERP系統。

■ 作業模式依循國際性的作業
標準。

■ 使用者必須依循系統預設的
運作模式。

■ ERP系統具高度自動化。

個案公司 B

系統的限制或要求

■ 公司 B的 ERP系統，基礎功能由台灣軟體廠商開發而成，但
公司 B的資訊部門亦開發了許多客製化的功能與模組附加在原
本的系統之中，以彌補原始系統功能的不足。

■ 公司 B的 ERP系統屬於比較早期的系統，在資訊處理能力上
僅有中型企業的作業規模，並且在資訊架構上也略為簡單，屬

於模組式架構，由財務、進銷存、生產、採購等四個模組，組

成系統基礎的功能。如若使用者作業內容超出這四個模組的範

圍，使用者必須使用該公司資訊部門所另行開發的外掛功能。

系統結構特性

■ 國內軟體公司所開發的 ERP
系統。

■ 資訊部門在 ERP系統中，
加入許多客製化的功能與模

組。

■ 系統之資訊處理能力僅為中
型企業規模。

■ 系統主要模組僅為財務、進
銷存、生產、採購四個部分。

個案公司 C

系統的限制或要求

■ 公司 C的 ERP系統，全由該公司的資訊管理處自行開發，系統
的彈性很高。資訊管理處可以在了解公司高層與各部門的需求

後，評估功能開發的可行性，並決定是否為系統做擴充與修改。

■ 為要快速追趕競爭對手，公司 C的高層授權資訊管理處可在系
統之中放置實驗性質的功能與模組。故 ERP系統保持不斷升
級與更新，同時，資訊管理處也會不斷要求使用者試用實驗性

質的功能與模組，並嘗試融入到作業中。

系統結構特性

■ ERP系統完全自製。
■ 系統可持續升級並彈性加入
新的功能或模組。

■ 資訊部門經常要求使用者進
行實驗性功能模組的試用。

三、使用者互動與結構調整

當這三家個案公司各自發生情境條件改變的時候，這三家公司也都分別進行了

ERP系統的調整。然而，由於三家公司初始的情境條件和系統的結構特性不同，所
以三家公司所出現的使用者互動與協調，以及科技結構的調整各有其型態上的差

異。詳細內容如下表 4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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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結構調整分析
個案公司 A

情境條件的改變

■ 公司 A在 2004年時開始快速拓展生產規模，分別在大陸、越南及巴西等地，均設立生產中心。
此一改變，讓原本 ERP系統的單一地區的集中管理模式，不再適合於後來的經營發展。於是，公
司 A的資訊部門，把 ERP系統的使用，依生產據點為考量，區分為不同的 site，並且讓不同 site
的系統各自獨立運作。

■ 當 ERP系統改為由不同 site自行運作後，對大部分使用者而言，原本集中處理的事情，被區分為
不同 site並分開處理，所以作業整合的程度開始降低。例如：以接單業務而言，因應不同地區的
接單，業務人員不再能維持統一接單的作法，而必須把訂單業務依地區區分。

使用者的互動與協調

■ 自從公司 A的 ERP系統按照生產地區區分後，每個地區由於作業的差異日漸擴大，各區的使用
者開始發現此 ERP系統不能適用所有地區。

■ 每一地區都有數位幹部（資深使用者）以分組的方式帶領並負責管理初階使用者，小組中的初階
使用者如果對系統有意見或使用上有問題，會透過定期開會或與幹部面對面時向幹部反映，之後

再由幹部彙整相關的意見，向上反應給資訊部門。

■ 初階使用者最常提出的兩個問題是：
(1) 原本他們長期習慣的系統作業規則與模式，因為地區性的不同，這些規則與模式並不能在不同
的地區中直接適用，例如：在台灣的接單和大陸的接單就不同。於是，初階使用者期望可以依

據生產地區的差異，制訂 ERP系統的作業規範，以讓他們的作業內容與流程在不同的地區中，
有一能夠依循的標準。

(2) 使用者也提出，必須因應區域不同修改 ERP系統功能的要求，例如：在台灣的生產模式是以
立即生產為基礎，所以生產部門可以利用系統計算出貨日期與數量，但在其他地區可能是預先

生產，或提前生產，原本的系統沒有辦法支援不同生產模式，所以無法提供客戶正確的出貨日

期與數量。也因此，使用者希望資訊部門去要求軟體業者調整不同的地區 ERP系統的功能，
以符合各地區的作業差異性。

使用者調整或結構調整

■ 公司 A的使用者較為服從公司政策，所以在面對系統不合預期時，多半是要求公司先制定出新的
作業規則與操作模式，然後他們再轉而調整自己的作業習慣以配合系統的運作。

■ 公司 A的系統是外購，並由國外軟體公司所提供，所以系統增加功能、修正或升級，必須由外部
軟體公司負責完成。對此情況，使用者相當清楚，並願意改變自己的作業方式配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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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結構調整分析（續）
個案公司 B

情境條件的改變

■ 公司 B的系統有兩個無法克服的先天限制：資訊處理能力與資訊功能架構。所以該公司的資訊部
門在系統導入的一開始，即向系統開發廠商取得部分的原始程式碼，以供資訊部門在擴充 ERP系
統的功能時，可以對系統有比較深入的認識。

■ 公司B的經營規模不斷擴展後，前述兩大限制造成的問題於系統使用的後期（2006年）日趨嚴重，
如果要完整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惟有在系統的資料庫底層加入多個原本不存在的資料欄位和表格，

並且重新設計資料庫的關聯性，但是這樣的改變牽涉到整個系統根本性的修改。

使用者的互動與協調

■ 公司 B的使用者按照部門作區分，各部門裡面有資深和資淺的使用人員。資深人員多是意見領袖
或使用者代表，因為公司系統早期即存在功能缺漏問題，所以 ERP系統的有效操作方式，多是由
各部門的資深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體會後，再教導給後進資淺人員，所以對於該系統的評

價，資深人員是主要的意見提供者。

■ 資淺人員若是發現系統有問題或是系統操作不順利，會經由私下交流或日常的工作過程中，詢問
資深人員以尋求解答。如果問題無法順利解決，也會先讓資深人員知道，再由資深人員反應給資

訊部門。

■ 公司 B的使用者，對於系統的意見在於：
(1) 公司的系統雖堪用，可是整合度很差，而且使用系統從事作業時，很容易因為系統的負荷量有
限，推遲或拖慢他們的作業進度。更由於系統有許多外加的功能及額外的處理程序，也讓使用

者必須用一種類似組合系統功能及外加功能的接力過關方式，完成他們的工作內容。

(2) 使用者雖然知道該公司的 ERP系統有先天上的限制，也知道資訊部門已經非常努力維繫系統
的運作，但在實務運作上，由於系統的缺陷已經嚴重影響相關作業的執行與推展，所以不同部

門的使用者都對系統提出各種的抱怨，並要求公司能夠更換 ERP系統，以解決這種疊床架屋、
補破洞的系統運作狀況。

使用者調整或結構調整

■ 公司 B的使用者權力與自主性較大，他們在面對系統不合預期時，會將自己的期望表達至資訊部
門解決。

■ 公司 B的 ERP系統本來就不是一個功能設計很健全的系統，有一大部分的功能是依靠客製化並
外加上去的，所以資訊部門會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使用者提出的要求。

■ 使用者對系統的需求大多是為了產品事業單位的運作或經營效率的目標，故當系統已經無法負荷
各事業單位的擴張時，使用者提出更換系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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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 C

情境條件的改變

■ 公司 C的 ERP系統由於是自行開發，所以系統的調整一直非常頻繁。因應公司高層的需要，該
公司的系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以很不一樣的作業模式出現。

■ 2009年該公司為拓展歐洲的業務，公司高層希望可以看到歐洲不同地區的營運表現，以進行績效
評估與獎勵，於是資訊管理處加入一個分析歐洲地區接單績效的功能，以了解該公司在歐洲市場

的成長現況。之後，當歐洲地區市場開始穩定後，該功能便被刪除並移至其他新興市場所在地區

使用。

使用者的互動與協調

■ 公司C的各BU都有系統的使用者，更因為系統自製的原故，資訊管理處對於每個BU都會派出1~2
位資訊人員常駐在各單位，負責說服各BU人員使用新推出的功能，並教導、處理系統的使用問題。

■ 當使用者對於系統操作不了解、功能不熟悉，或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會直接找常駐的資訊人員
解決。

■ 常駐的資訊人員除了解決使用者的系統問題外，也會找使用者測試一些仍在開發中的功能，並透
過使用者試用的過程，收集一些試驗功能的測試資料。

■ 公司 C的使用者對於系統的意見在於：
(1) 因 ERP系統具高度彈性，相較於使用者需求，系統的改變更為頻繁，這使得使用者覺得他們
必須經常學習和適應新的 ERP系統，並且必須接受由資訊管理處的系統開發人員所推出的各
種新功能。

(2) 系統的持續改變，讓使用者感到非常麻煩。因為 ERP系統雖然功能強大，但沒有一個固定的
運作模式。每隔一段時間，使用者就要使用來自於高層所期望的新功能，而當使用者熟悉現有

的功能後，接下來的系統可能又變得不一樣，所以使用者對於系統沒有全面性的認識。

(3) 使用者會同時操作到正式版的功能與試驗版的功能，兩個版本的功能可能有一些重疊，但在細
節上可能又有所不同，使用者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學習系統的使用。因此，使用者彼此之間經常

在談論，這些功能雖然新穎，但也讓他們花費很多的時間學習，故對他們而言，其實造成了時

間的浪費。

使用者調整或結構調整

■ 使用者表現出來的態度較為陽奉陰違，因為系統的部分功能或模組範圍已經超出他們的工作內容，
而他們卻又必須試用並接受某些概念新穎，但不知為何而用的整合性功能。

■ 使用者多半會採取表面配合，私底下應付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因為 ERP系統架構的改變是由
高層所要求，進而使用者只能順從系統各種運作的改變。

四、使用者在科技調適過程的角色觀察與比較

透過上述的資料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三家公司科技調適的型態生成樣貌，包括

情境條件、系統結構特性、使用者之間的協調與互動，以及使用者調整或結構調整

等。然而，三家公司的使用者在科技調適的過程中，究竟有何作用？本研究用以下

的表 5，說明所獲得的觀察結果。

表 4 結構調整分析（續）



93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0 No. 3 Dec. 2020

表
5 
使
用
者
在
科
技
調
適
過
程
中
的
反
應
與
作
用

代
號

公
司
的
情
境
條
件

初
始
的
系
統
結
構

使
用
者
的
反
應

1
情
境
改
變
的
重
點

使
用
者
的
反
應

2
系
統
結
構
調
整
的
結
果

A

■
 台
灣
的
資
訊
產
品
代

工
大
廠

■
 在

20
00
年
導
入
國

外
品
牌
的

E
R

P
系
統

■
 資
訊
部
門
只
負
責
公

司
E

R
P
系
統
的
管
理

與
營
運

■
 集
中
管
理
模
式

■
 高
度
標
準
化
／
自

動
化
作
業
流
程

■
 使
用
者
接
受
並

配
合
初
始
的
系

統
結
構
特
性
。

■
 公
司
擴
展
生
產

規
模
並
增
加
生

產
據
點

■
 使
用
者
面
臨
作
業
程
序
和
系
統

無
法
搭
配
的
問
題
。

■
 使
用
者
請
公
司
制
訂
新
的
作
業

規
則
與
模
式
，
並
同
時
修
改
系

統
功
能
以
符
合
各
地
區
的
作
業

特
性
，
讓
工
作
有
所
依
循
。

■
 由
一
套
系
統
擴
增
為
四

套
，
並
改
為
分
散
運
作

的
模
式
，
按
照
新
的
生

產
據
點
建
立
新
的
標
準

化
／
新
的
自
動
化
作
業

流
程
。

B

■
 台
灣
的
品
牌
電
腦
大
廠

■
 在

19
99
年
以
前
率

先
導
入
國
內
軟
體
公

司
的

E
R

P
系
統

■
 資
訊
部
門
自
行
負
責

系
統
客
製
化
與
系
統

功
能
補
強

■
 混
合
型
模
式

■
 中
型
規
模
資
訊
處

理
能
力

■
 外
加
功
能
或
模
組

■
 使
用
者
勉
為
其

難
接
受
系
統
結

構
的
缺
陷
。

■
 公
司
擴
展
經
營

規
模
與
改
變
產

品
內
容

■
 使
用
者
對
系
統
的
缺
漏
，
抱
怨

日
益
增
加
。

■
 使
用
者
最
終
無
法
繼
續
忍
受
系

統
的
缺
陷
。

■
 使
用
者
凝
聚
出
更
換
系
統
的
共

識
意
見
。

■
 公
司
採
納
使
用
者
的
建

議
，
重
新
導
入
由
國
外

軟
體
公
司
所
開
發
的
大

型
E

R
P
系
統
。

C

■
 台
灣
自
創
品
牌
的
資

訊
產
品
公
司

■
 在

20
01
年
導
入
自

製
的

E
R

P
系
統

■
 資
訊
管
理
處
全
權
負

責
設
計
與
開
發

E
R

P
系
統

■
 高
度
彈
性
模
式

■
 系
統
持
續
更
新
與

升
級

■
 試
驗
性
系
統
功
能

與
模
組

■
 使
用
者
需
要
不

斷
學
習
系
統
的

功
能
模
組
、
操

作
介
面
與
系
統

流
程
。

■
 公
司
改
變
產
品

經
營
方
向
與
調

整
經
營
模
式

■
 使
用
者
希
望
系
統
功
能
與
模
組

的
改
變
不
要
如
此
頻
繁
。

■
 使
用
者
一
直
要
花
時
間
學
習
系

統
的
新
功
能
，
但
對
系
統
卻
沒

有
一
個
全
面
性
的
認
識
。

■
 使
用
者
變
得
陽
奉
陰
違
，
只
做

表
面
功
夫
。

■
 系
統
依
然
維
持
高
度
彈

性
的
模
式
、
持
續
更
新

與
升
級
。



Effects of Users on Technology Adaptation: Multi-Case Studies from Morphogenetic Approach

94

伍、研究討論

透過本研究上述對於三家個案公司導入 ERP系統的科技調適之觀察與分析，我
們可以看到三家公司的 ERP系統分別做了一些調整與改變，包括：公司 A的 ERP
系統由單一系統改變為四套系統，並各自運作；公司 B的 ERP系統因為原有的架
構問題與功能缺陷無法再行擴充，而更換為新的系統；公司 C的 ERP系統則是完
全自製，在不同時間點，加入多項試驗性功能，而造成系統日益複雜。與此同時，

我們也看到三家公司在 ERP系統的科技調適過程中，使用者透過意見提出、協調或
產生共識，對 ERP系統的科技結構產生影響。究竟我們要如何去理解這些現象？這
對於科技調適又形成何種新的洞見？以下本研究將分別討論。

一、使用者影響科技結構的型態

早期的科技調適研究，以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提出的「調適性結構理論」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AST)最廣為引用。兩位學者強調：由科技設計者所
植入到資訊系統的社會結構，如同模板 (Templates)一樣，深刻影響著科技使用者的
工作執行方式。使用者雖然起初會被資訊系統內含的結構所影響，但隨後使用者的

行動也會修正或改變資訊系統原有的結構，或甚至產生新的結構，所以在使用科技

的過程中，科技結構與使用者的行動會相互影響。

另一個著名的科技調適研究是由Majchrzak et al. (2000)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她
們認為：科技調適的重點在於解決科技與使用者所處組織環境之間的不一致

(Misalignment)或不契合 (Misfit)。因為她們觀察到，使用者所處的組織環境常處於
極為快速變動的狀態，當一個設計好的科技出現在 T1時間點時，這個科技設計所
參考的使用者環境可能是 T0，而非使用者目前所處的 T1。因此參考 T0而設計的科
技，不可能滿足處於 T1環境的使用者。為此，科技與使用者的組織環境之間，存
在著由於時間落差所引起的不一致，而科技調適的目的，正是要透過逐步的科技微

調與組織環境的微調，解決這種不一致的問題。

上述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和Majchrzak et al. (2000)的研究，可說是早期
在分析科技調適問題上，最為重要的兩個研究。然而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所強調的調適是科技結構對使用者的影響（或相互影
響），調適的目的在於調整科技的結構，因為科技結構如果產生改變，使用者的工

作方式會跟著變。至於，Majchrzak et al. (2000)的研究，強調的是，調適的發生是
由於科技結構與使用者的組織環境不一致所引起，所以調適的目的在於科技結構與

使用者的組織環境需要相互微調，以達契合。持平而論，這兩個研究的內容充分說

明了科技調適發生的可能來源，以及科技調適所要達到的可能目的。但從研究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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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第一，這兩個研究並沒有告訴我們，科技的「使用者」和科技結構的改變之

間有何關聯性？第二，過去的研究也沒有告訴我們，科技的「使用者」在科技結構

的改變中，究竟身處什麼樣的角色？為此，經由本研究對於三家公司的個案觀察與

分析，本研究歸納出使用者和科技結構改變的三種類型。如下表 6所示。

表 6 科技結構調適的類型
調適個案 科技結構的初始制約 科技結構改變的起因 使用者的角色 科技結構改變的暫時性結果

公司 A 
■ 科技結構高度影響
使用者工作內容

■ 生產模式改變 配合者
從舊的制式結構，調整為新

的制式結構

公司 B 
■ 科技結構部分支援
使用者的工作內容

■ 經營規模擴展 促變者
導入新的系統，科技結構的

徹底改變

公司 C 
■ 科技結構大幅超出
使用者的工作內容

■ 公司高層期望 旁觀者
科技結構不固定，過於彈性

的科技結構

第一種類型（公司 A）：在這個類型中，科技的使用者一開始接受科技結構，
並且科技結構也高度影響使用者的工作模式與作業內容。以公司 A的情況而言，
ERP系統一開始呈現「自動化」、「標準化」及「集中式」的結構特性，使用者在
工作中接受並配合這樣的系統結構特性。然而，當公司 A的狀態轉變後，雖然使用
者服從公司的政策，同樣接受 ERP系統新的結構特性，但是因為使用者所面對的作
業環境有所差異，所以使用者要求公司修改 ERP系統的功能與作業流程以符合新的
生產模式。

第二種類型（公司 B）：這個類型的科技使用者初始接受科技結構的限制，並
不去影響科技結構的內涵。但是，在公司的經營規模擴展後，因為科技已無法滿足

使用者的需要，所以使用者努力改變科技的結構，以因應新的營運目標。以公司 B
的情況為例，使用者一開始接受 ERP系統的架構問題與功能缺陷，但是，在公司經
營規模擴大後，系統的缺陷和功能不足都無法再單純用修補的方式解決問題，所以

使用者努力發出聲音，讓公司的高層決定更換新的系統。

第三種類型（公司 C）：這個類型的科技使用者起初也接受科技結構，且不去
影響科技結構的內涵。但是，在 ERP系統持續調整的過程中，使用者卻變為不再接
受科技結構的調整。這如同本研究在公司 C所觀察到的現象，使用者從一開始到
ERP系統因高層期望而持續改變的過程中，都沒有去影響到系統的結構特性。然而，
使用者對於不斷調整的系統結構卻從一開始的接受且配合學習，轉變為抗拒且陽奉

陰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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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影響科技結構的原因

透過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到即使三家公司在一開始，使用者對科技結構都

是屬於接受的狀態，然而這三家公司卻還是朝向不同的「使用者影響科技結構」類

型發展。

從表面上看，使用者之所以會影響科技結構，第一個可以提出來的原因是：情

境改變造成科技的使用環境不同，使用者為了因應這樣的環境變化必須採取一些措

施影響科技的結構。這樣的看法在過去的研究其實已經出現過，例如：在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的研究中，他們提出使用者四種的因應科技的策略，分別是
「利益最大化」(Benefits Maximizing)策略、「利益滿足」(Benefits Satisficing)策略、
「紛亂掌控」(Disturbance Handling)策略，以及「自我保護」(Self-preservation)策略。
後來，Bala and Venkatesh (2016)的研究則延續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的想
法，他們認為使用者在面對科技可能是機會或威脅的時候，根據機會或威脅的比重，

以及科技可否掌控的可能性，使用者會採取四種可能的行為因應，分別是：「找出

創新的可能」(Exploration-to-innovate)、「有效利用」(Exploitation)、「回到原本的
樣子」(Exploration-to-revert)，以及「視而不見」(Avoidance)等四種做法。基本上，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和 Bala and Venkatesh (2016)的研究互相連貫，他們
其實提出了一種解釋「為何使用者要去影響科技結構」的說法，也就是，使用者會

因為視科技可能是威脅，或可能是機會，而採取相對應的措施並去改變科技結構。

第二個使用者影響科技結構的原因是：有些研究認為使用者才是真正運用科技

在從事工作任務的「行動者」，所以使用者會考慮自己與科技之間的一致性／契合

程度 (Ayyagari et al., 2011)，或去考慮自己與科技之間的協調關係 (Nan, 2011)。但無
論是 Ayyagari et al. (2011)的研究也好，或 Nan (2011)的研究也好，他們其實都認為
當外在環境發生改變時，或當科技的結構特性有所變化時，在追求與科技之間「協

調關係」的預設下，使用者會經由一些努力讓自己與科技達到一致的狀態，而這也

是使用者會嘗試影響科技結構的另一個原因。

事實上，上述近期研究，雖然已經對於使用者影響科技結構的表面原因，提供

了相當程度的解釋，但比較可惜的是，他們並沒有探討到使用者之所以會影響科技

結構，除了因應環境／情境變化以外，更為深層的原因。然而，從型態生成論的立

場來看，該理論認為在社會系統運作的過程中，行動者因為有意識 (Consciousness)
的原故，所以當行動者感受到原本的社會結構有缺陷或不適當時，就會起而行動

(Archer, 1995)。若是把這樣的看法放到科技調適的情況中，就會變成是：在科技採
用的過程中，使用者因為有自我意識的原故，所以當科技結構有缺陷或不適當，並

且他們覺得需要改變的時候，就會嘗試去改變它。更精確的說，本研究所觀察到的

使用者意識，其實是指使用者的自覺 (Self-consciousness)。因為在實際的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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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到，當科技結構本身存有缺陷，而且使用者也主觀對科技覺得不滿意時，

改變的狀態才可能會發生。這就如同公司 B後期的情況：ERP系統有很大的缺陷和
問題，而使用者也明顯意識到 ERP系統不恰當之處，進而想要改變這種不理想的狀
況。另外，公司 A的例子則是，使用者雖然願意接受 ERP系統的結構特性，但仍
然明顯感到 ERP系統沒有確切配合到自己的作業內容，進而要求調整科技的結構。
就公司 A和公司 B而言，它們都是屬於使用者有所感，想要改變科技結構，進而
出現行動改變科技結構的例子。至於公司 C的狀況則是，使用者在心態上已經對科
技的結構特性累積許多不滿和抗拒，但是礙於現實條件，使用者無法參與 ERP系統
的規劃與設計，所以使用者沒有辦法積極採取行動，而是用消極的方式抵制科技的

結構。

因此，總歸而言，比對本研究所獲得的觀察結果和過去研究，本研究認為構成

(1)「科技對使用者是威脅或機會」；或是 (2)「科技特性和使用者存有落差或喪失
協調關係，進而造成使用者採取行動改變科技結構」的兩種理由，是不同的。本研

究所看到的現象是，當使用者對於科技結構不滿意或科技結構有缺陷時，並且他們

又覺得需要改變的情況下，使用者才有可能用行動去影響到科技的結構。更明確的

說，本研究認為過去的研究其實重視的是客觀條件，包括上述的 (1)和 (2)，都是偏
向以客觀條件解釋使用者為何會影響科技結構。然而，本研究由觀察中看到，使用

者之所以會影響科技結構，乃是客觀條件出現（科技結構對使用者確實有不恰當之

處），再加上使用者的主觀認知到有改變科技結構的需要，才可能導致出的結果。

若只有客觀條件存在，但使用者沒有發生「科技結構需要改變」的主觀認知（例如：

在本研究的觀察中，如公司B前期的情況，使用者勉為其難接受系統結構的缺陷），
使用者並不會去嘗試影響科技的結構。為此，使用者的「主觀認知（自覺）」，是

科技結構的客觀條件，和使用者是否發生影響科技結構的行動之間，一個很重要的

連結。

三、科技調適中使用者的角色

經由本研究上述的討論可知，在科技調適中，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主觀認知（自

覺），而採取影響科技結構的行動。接下來的問題是，使用者究竟會居於什麼樣的

角色，而去影響科技的結構呢？對於這個問題，綜觀現有的研究，似乎少有相關的

分析或探討出現。以本研究所獲得的個案資料而言，我們看到使用者可能身居三種

角色來影響科技的結構。

第一種角色，使用者會做為「促變者」以影響科技的結構。這種角色的出現，

很顯然，使用者是因為對於科技的使用有很大的權力或主導性（亦即在組織內位階

較高），而能夠對於科技結構的內涵有所要求，並且還可以有機會把對於科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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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予以落實。這就如同在公司 B的例子中，各部門的使用者由於需要高度仰賴
ERP系統來完成相關的營運活動，再加上他們在組織中的位階高於資訊部門，因此
讓使用者能夠有較大的機會，影響 ERP系統的結構內涵。而除了權力外，凝聚力也
是讓使用者能夠做為「促變者」的另一個條件。因為在公司 B的例子中，該公司的
ERP系統本身有很大的初始缺陷，這個初始缺陷雖然對使用者在執行作業上很不
利，但卻因為使用者對系統缺陷多有抱怨的原故，反而讓使用者有機會把意見慢慢

凝聚在一起，並且在後面的情況中，又因為 ERP系統不斷疊床架屋卻又不能解決問
題，更使得使用者凝聚出更換系統的強烈共識。為此，經由公司 B的例子中，我們
可以看到使用者可能因為權力與凝聚力的條件，而身居「促變者」的角色，以影響

科技的結構。

第二種角色，使用者會做為「配合者」以影響科技的結構。在這種角色中，顧

名思義，使用者是站在一個配合公司或資訊部門的立場（位階與資訊部門差不多），

影響科技結構的內涵。也就是說，相較於上述的「促變者」，使用者是因為位階較

高，並有機會影響科技的結構；在「配合者」的角色上，使用者是身處在一個服從

公司高層或科技政策的角度，並和資訊部門共同合作，以此強化公司所設定的科技

結構。這就如同公司 A的例子，使用者明顯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與做事方式，以配
合系統的制式化運作。然而，這並不是代表使用者對 ERP系統沒有要求，只不過使
用者是以配合公司的前提為出發點，再來要求 ERP系統的結構特性進行相關調整。
而除了服從性外，使用者成為「配合者」的另一個條件是慣性。這是因為使用者可

能長期習慣使用功能尚屬完善的科技或系統，導致使用者不會對於科技或系統產生

太大的抱怨或抗拒，進而讓使用者感到使用情況良好，並且對科技或系統有正面的

評價。這也相當程度導致使用者可能成為「配合者」，以影響科技的結構。

第三種角色則比較特別，使用者會做為「旁觀者」，冷眼看待科技結構的發展，

而不採取直接的行動去影響科技的結構。在「旁觀者」的角色中，使用者一方面可

能是因為失去了耐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使用者沒有參與感或機會（因為位階較

低），故導致使用者選擇從旁觀看，而不去直接影響科技的結構。這就如同公司 C
的例子，公司 C的資訊部門不斷來回改變 ERP系統的功能與架構，而多數使用者
更不定期被要求試用、使用功能與架構已重組好幾次的系統。在如此的情況中，使

用者在繁忙的工作裡面，長期下來，明顯對於系統的新穎功能已失去了興趣，只願

投注最少的注意力去面對日益複雜的系統，當然也沒有影響科技結構的意願。再者，

從公司 C的分析資料中也可知，「旁觀者」的出現和使用者的參與感也有關。在公
司 C中，ERP系統由資訊管理處全權負責開發，而資訊管理處在公司 C又屬高階
幕僚單位，位階高於使用者部門，在 ERP系統的導入過程中，舉凡資訊管理處提出
的試驗性功能與模組，一般使用者都只能做為試用者提供試用意見，而沒有機會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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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 ERP系統的設計與開發工作。故當使用者身處此情況，參與感其實是很低的，
也因此，對於使用者而言，做為「旁觀者」實屬無奈，然而實務上這卻是一種使用

者的角色。

四、對科技調適的實務建議

既然在科技調適中，使用者對於科技結構的改變不但具有意義，而且是有作用

的，那麼科技調適究竟要怎麼進行呢？以下本研究分別就企業及使用者兩方面提出

建議。

第一，企業需要一開始就讓使用者了解科技導入的初始條件。事實上，就本研

究所觀察到的結果而言，在改變科技結構的態度上，使用者的三種角色中，「促變

者」是最積極的，其次是「配合者」，而「旁觀者」的態度是較消極的。然而，使

用者會身處「促變者」、「配合者」或「旁觀者」，皆源自於企業初始的情境條件

和系統的科技結構條件，對使用者構成了制約的框架。故以「促變者」而言，使用

者之所以會努力改變科技的結構特性，原因是初始結構不佳，對使用者產生了較大

的刺激，而後刺激轉換為反應，而反應又化為態度、想法或具體的行動，接著導致

後續的改變。雖然使用者做為「促變者」可以大範圍改變科技的結構，但對企業而

言，翻轉式的改變是很多企業難以承受的。因此，企業如果期望科技調適過程是比

較和緩的，那麼讓使用者清楚並參與科技導入的初始階段，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作法。

因為這樣的作法，一是可以讓企業準備可能發生的結果，以免有太多難以控制的狀

況發生；二是企業可以因為開誠布公，告訴使用者所有可能的情況，而來降低使用

者的不滿，甚至能夠換取一部分使用者的支持。是故，企業縱使面對「促變者」，

但應該要做的事情是：盡量降低使用者對科技的負面觀感或化解使用者的抗拒。如

此，才能讓使用者願意用正面態度來協助企業推動科技結構的調整。

第二，使用者必須了解，科技調適在意義上是一個和使用者有關的資源重新分

配過程。也就是說，科技的導入雖然大部分都是由企業掌握所有的資源，並由企業

來進行一開始的資源配置，但科技的調適卻不是一個企業能單獨主導的過程，因為

在過程中，使用者不但有機會參與，更會因為使用者發揮的作用，而影響到科技結

構的方向。換言之，使用者可以因為科技調適過程的參與，而有機會獲得一些攸關

科技使用的話語權，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的現實情況，這包括：提出對工作比較有利

的系統作業流程，或是加入一些真正需要的系統功能等。當然，使用者或許會質疑，

縱使自己努力參與，可能改變不了什麼。使用者有這樣的想法，一方面顯露出使用

者不甚了解科技調適的過程，因為科技的結構特性如果有任何改變，所有使用者都

會受到影響，大家都無法置身事外。另一方面，使用者可能也不甚了解科技的調適

其實是一種大勢所趨（或順勢而為）的過程，現實上企業並沒有辦法完全控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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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的方向或科技結構的變化情況。是故，若使用者能夠理解並抱持以下的觀念—

科技調適是一個科技結構持續改變的循環過程，並且了解科技結構的一次性改變，

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的期望，但是累積多次的改變卻能大幅轉變科技結構原本的狀

態—使用者或許會有更積極的角色（如促變者）來參與其中，並且也能經由參與科

技調適的過程，慢慢觀察到科技的結構特性長期下來所發生的實質改變。

陸、結論

在科技調適中，使用者究竟有什麼作用？使用者又如何去影響科技調適的內

涵？經由本研究的觀察與分析，我們首先看到使用者因為接受或不接受科技結構，

進而出現科技結構改變的三種可能類型。其次，我們也看到使用者之所以會改變科

技結構，乃是因為使用者具有自覺 (Self-consciousness)的原故，而非只是科技結構
單純有缺陷或不恰當而已。再者，我們還看到使用者透過三種不同的角色（「促變

者」、「配合者」與「旁觀者」），以積極或消極的方式，影響科技結構的內涵。

上述的研究結果，對於科技調適這個研究主題來說，具有重要的意涵，因為在

過去的科技調適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關心的重點都是從「組織層次」 (Organizational 
Level)來了解科技調適的「過程」(Process)，而鮮少從「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來分析或觀察使用者如何影響科技調適的「內容」(Content)，以致於研究者
雖然對於科技調適下的組織改變或變遷過程知之甚深，例如Leonard-Barton (1988)、
DeSanctis and Poole (1994)、Orlikowski (1996)、Majchrzak et al. (2000)、Orlikowski 
(2000)等人的研究結果；但是，卻很少有人討論到底層的使用者或行動者如何由下
而上影響科技的結構 (Nan, 2011; Sun, 2012)。然而，接觸科技的真正對象畢竟是運
用科技來從事各種日常作業與工作的使用者，既然如此，了解並分析使用者在會在

什麼樣的情況下，而又如何去影響科技結構的特性，就有研究上的必要性。本研究

之重要貢獻即在於此。

最後，無可避免的，在有限的研究資源下，本研究仍有以下兩點限制：第一，

本研究採取的是質化研究法，若以量化研究的角度視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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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
樣的質疑，作者主張，本研究所採取的個案研究，並非單一個案，而是多重個案，

且本研究用三個個案公司相互比較的方式，來呈現同一產業類別（資訊電子業）不

同公司的情況。雖然或許仍無法滿足量化研究的概化要求，但多重個案的形式，以

質化或個案研究的標準視之，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外部效度要求 (Yin, 1994)。
第二，受限於本研究可以觀察到的資訊系統運作不像社會系統的運作這麼漫

長，所以本研究在研究討論中第一部分所歸納出的使用者和科技結構改變的三種類

型，可能會不夠完整。這個問題主要受限於資訊系統的質化研究觀察，無法有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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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時間可以取得相關資料，所以當完成本研究後，我們無法確知每一家個案公司

之 ERP系統的科技結構特性，是否又已調整成別種型態。為此，這也是本研究一個
很大的限制。對於這個限制，作者認為，在未來或許可以採取貫時性研究

(Longitudinal Studies)的策略，利用此一作法，或許能夠有機會看到科技結構特性在
不同時期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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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Users on Technology Adaptation: Multi-Case Studies 
from Morphogenetic Approach

English Summary
Technology adaptation is defined as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and adjust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after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Orlikowski, 1996; 
Majchrzak, Rice, Malhotra, King, and Ba, 2000; Nan, 2011). It is a complex and recursive 
activity involving mutual adapt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Technology adaptation is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as the functions or features of new 
technologies are mostly discrepant with organizational needs or objectives at first.

When reviewing prior studies, I find that broadly speaking, we can 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and us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namely,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Barley, 1986; DeSancis and 
Poole, 1994), “techonology-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Orlikowski, 1992; Orlikowski, 
Yates, Okamura, and Fujimoto, 1995; Orlikowski, 2000; Boudreau and Robey, 2005; 
Vaast and Walsham, 2005; Nan, 2011), and “technology-user conflict” (Schultze and 
Boland Jr., 2000; Soh and Sia, 2004; Schultze and Orlikowski, 2004;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 However, these studies focus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or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do not deliberately illustrate the actions different users 
take and the influence they have over the technology adaptation in their organizations.

Borrowing from Archer (1979)’s morphogenetic approach (MA),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users in technology adapta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How users affect technology adaptation?
(2) How do users change the inner structures of technology?
Archer (1979) develops MA to solve a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the structure and 

agent in social studies. MA is an analytical tool that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social 
structuring by conceptual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agencies over time 
and space. It is also an established social theory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sers 
and technology (Volkoff, Strong, and Elmes, 2007; Mutch, 2010), and provid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to technology adaptation.

Shin-Horng Chen,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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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rcher’s definition, the morphogenetic cycle distinguishes three broad 
analytical phases: (a) a given structure (a complex set of relations between parts), which 
conditions but does not determine (b) that is, social interactions. Social interactions also 
originate in part from action orientations uncondition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emanated from current agents, which in turn lead to (c) that is, structural elaboration or 
modification. Structural elaboration or modification is a chang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ts where morphogenesis rather than morphostasis ensues.

This study applies the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methods to observe and gather data 
from three Taiwanese companies in the information electronics industry. All three 
companies adopt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systems.

This study divides the data collection into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ERP adoption, which includes: (1) the ERP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e role of the IT department, and defining user groups; (2) the main function of 
ERP in the company, the scope of system adop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us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system after adoption; and (3)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after ERP system 
adoption. The second phase of data collection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users 
experience about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ERP system. The third phase focuses on users’ 
response to ERP system requirements and the role of users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hases, I also document user attitudes toward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 systems and the real systems they use daily.

The main source of data is face to face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The average time 
for each interview is approximately 40 minutes. A total of 41 interviews is conducted in 4 
years (2009, 2010, 2011, 2012). I also collect data through documentation, onsite visit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ranscribe all audio-recorded interviews into texts; and take 
field notes after observations and onsite visits.

This study sets the “unit of analysis” on two levels, including: (1)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echnology, and (2) users interaction and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First,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echnology” is to understand why technology begins 
to adapt, and what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technology has on users. Second, “users 
interaction and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s they cause when they face the pre-structural features of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analysis unit, this study converts all the relevant data 
(including interviews, written documents, field observation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etc.) obtained into text files. Then, this study organizes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 in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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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In the first step, data analysis includes repeated review of content, setting of 
keywords, repeated extraction of data, classification, summary, and re-establishment of 
data relationships. In the second step,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data 
collection, concatenating and piecing together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tex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case description.

Based on above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shows that users can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in technology and identifies three roles that users can play when facing technology 
adaptation, namely a game changer, a cooperator, and a bystander.

A game changer refers to an individual who is in a position to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in the technology and has opportunities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y” embedded in the 
technology. I describe users in Company B as game changers since they work with the IT 
department to ensure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the ERP system support their work. 
When the system reaches its physical limitation, users in Company B also work with the 
IT department to modify the system.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users are in higher level 
than the IT department in the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and they think the ERP system is 
an efficient tool-provide these game changers with the authority and opportunities to 
influence technology adaptation. Moreover, these game changers also benefit from the 
“social cohesion”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using and tolerating the existing patchwork 
system. Social cohesion creates strong bonding among the suffered users, which turn into 
a strong consensus on replacing the existing system.

Cooperators are individuals who cooperate with the IT department to influenc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technology. I consider users in Company A as cooperators 
becau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they are willing to adjust their daily 
practices; to follow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to use the system even conflicts happened 
between their daily practices and the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the system. This study finds 
that users in Company A are motivated to be cooperators for practical reasons (e.g., to get 
things done quickly) or for protec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conflicts.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high reliability of the ERP system (developed by an international software 
company), the users in Company A are accustom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and tend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IT department.

Bystanders are those who “watch” the proceedings without involving in the 
technology adaptation. The reasons for users to take this position include lack of authority 
to influence, loss of patience to work with the ever-changing technology, and lack of 
consensu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anges. I describe users in Company C as bystander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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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 a powerless position to either influence or resist to the constant changes of the ERP 
systems. Furthermore, in Company C, users become bystanders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y lost interest to the system, in part because the system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in 
part because the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s new features are 
continuously adding to the system. Second, users do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and they are limited to giving feedback only 
on the experiential components/features of the system. In other words, users in Company 
C do not choose to act as bystanders. It is the above structural conditions which inevitably 
make them become voiceless in the company, thus determining their identity in the 
adaptation of technology.

In summary, in this research I explore (1) How users affect technology adaptation? 
and (2) How do users change the structures of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echnology adaptation occurs when users ar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that is unfavorable to their work, and therefore feel the need to make changes and 
actively take actions to change the properties of the structure. The study has also shown 
depended on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and certain practical reasons, a user will choose to 
be a game changer, a cooperator, or a bystander within the particular organization. The 
role a user decides to play will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Howev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if users have no self-consciousness to take any actions, even the 
adaptation is triggered, no real changes happen.

Finally, some potential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Meanwhile, I make some justif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current study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respectively. First, this study adopts the qualitative method. Some may question 
the generalizability or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research outcome if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enhance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to 
the large extent, I choose three case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i.e., information 
electronics industry) but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charts and processes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Second, the ERP systems,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that this study choose to 
observe are not as long-lived as the social systems that Archer (1979; 1995) has long been 
focusing on. To present a wide spectrum of user behaviors; to explore more possible 
effects users will have in technology adaptation, I believe longitudinal studies which 
investigate the interplay between users and technology are warran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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