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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組織變革㆔部曲 (解凍、改變和再結凍) 的概念讓㆟容易捕捉它的隱喻意

義，卻無法讓㆟瞭解它的真正內涵和轉變的機制。尤其遭遇變革阻礙時，變革

推動者常無法瞭解問題的癥結。為瞭解組織變革過程和形成結果的本質，必須

要㈲㆒種解釋性架構來洞察「變」和「不變」的道理。本研究融合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與辯證理論 (Dialectical Theory) ㆗的矛

盾/對立觀點，提出㆒個整合性架構，用於解釋組織變革過程「為何」以及「如

何」改變和發展。 
為了顯示本研究架構在經驗性研究方面的應用情況，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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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此研究架構作為指引，對㆒個㈾訊豐富的 ERP 實施個案，進行㈾料收

集與分析。根據本研究架構，找出行動者結構間、㈳會結構間、行動者與㈳會

結構間的矛盾與對立，來理解行動者回應結構對行動者所產生的促進

（enabling）與制約（constraint）力量，以及透過行動者的反思性㈼控進行結

構的生產/再生產，進而闡述組織「為何」以及「如何」經歷了某㆒獨㈵的變

革過程和其形塑出的結果。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闡述了此架構對㈻術界研究的

啟發和對實務界的貢獻。 

關鍵詞：㈾訊系統實施、矛盾/對立、結構化理論、㈳會分析、㈽業㈾源規劃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three-stage model (unfreeze, change, and refreeze) of 
change in an organization is easy to grasp metaphorically, but it’s hard to realize 
the real essence and its change mechanism. When encountering setbacks, the 
change facilitator is often unable to see the problems.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change and the essence contributing to its result, the study 
integrates the Structuration Theory by Giddens and contradiction/opposition logic 
of Dialectical Theory into a new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o interpret how and why 
an organization changes or does not change. 

To illustrate the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he study 
conduc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from an 
information-rich ERP implementation case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rst identifies the associated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contradiction/opposi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and then examins how the 
social agents in the case react to/against the enabling and constraining force 
stemming from the existing social structures. Finally, the study interprets how they 
undergo the production/reproduction of their new structures. Through the research, 
we can clearly comprehend how and why the case company experience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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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 change process. In the end, the study points out how academic researches 
can be inspired by the framework and what contribution can be made to 
practitioners. 

 
Keywords: Information Systems Implementation, Contradiction/Opposition, 

Structuration Theory, Social Analysis,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 
 
 
 

壹、緒論 

提到組織變革最讓㆟耳熟能詳的是「組織變革㆔部曲」(Lewin, 1951) —解

凍、改變和再結凍 (unfreeze, change and refreezing)。以這樣的隱喻來說明成功

的組織變革必須經歷的過程，雖然可以很容易讓㆟快速捕捉到它所㈹表的旨

趣，卻無法讓㆟瞭解它的真正內涵和轉變的機制。尤其遭遇到變革阻礙時，常

常讓變革推動者束手無策，無法瞭解真正問題的所在，例如該解凍和改變的舊

思維、舊制度仍深深纏繞在組織的每㆒個㈰常活動㆗；或該結凍的新流程，卻

常常荒腔走板㆞在執行。以全公司性 (company-wide) 的㈾訊系統 (例如 ERP
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推動專案為例，它是㆒個複雜的技

術創新和組織變革的議題 (陳小芬、王存國，2005)，必須牽涉到組織徹頭徹

尾的㈽業流程再造 (BPR, business processs reengineering)。這種大幅度的組織

變革，常造成㈽業 ERP 系統的推動失敗 (Appleton, 1997; Davenport, 1998; 
Cliffe, 1999)，甚或造成㈽業的經營危機 (Bingi et al., 1999; Scott, 1999)。因此，

想要成功推動這類組織變革，則必須要㈲洞察變革元素和變革過程㆗「變」和

「不變」的觀點和能力。 
㈲㆔個主要思想㈻派出現在㈾訊系統和組織的變革研究㆗1 (Takeshi & 

Fitzgerald, 1997)。第㆒個㈻派根植於實證研究的傳統，認為科技是客觀、外在

物件，對組織㈲決定性 (deterministic) 的影響，其目標在追求組織最大效率；

                                                 
1 Kling (1980) 提出類似的分類，不過分類較細，主要包括系統理性主義 (細分為理

性的、結構的和行為的) 和區段式制度主義 (segmented institutionalism, 細分為互

動、組織政治、階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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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個㈻派則藉由批判以科技為㆗心的假設，倡導策略選擇模式，焦點鎖定在

㆟類行動 (Orlikowski, 1992)，強調㆟的意志與行為 (Hirschheim et al., 1995, 
1996; Iivari et al., 1998)，並且把㈾訊系統看做是變革的機會，而不是變革的起

因。但如同許多個案顯示，如何部署和使用科技㈲賴於超越管理意圖的㈳會和

經濟的力量 (Orlikowski, 1992)，並且因為過去觀點的侷限性，常造成跨研究

間的結果顯示出諸多的矛盾 (Robey & Boudreau, 1999)，讓實務界對此類研究

結果的應用莫衷㆒是。於是乎㈲第㆔個㈻派，嘗試應用著㈴英國㈳會㈻家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ction Theory) (Giddens, 1979, 1984)，強調能動

性 (agency) 與結構 (structure) 間的交互作用，考量在時空脈絡㆗㈾訊系統和

㈳會過程的相互影響 (Orlikowski & Robey, 1991; Walsham & Han, 1991; 
Orlikowski, 1992, 1996, 2000; Walsham, 1993, 2002)，這種結構化模式深受㈳會

建構主義的影響 (Orlikowski, 2000)。 
具㈲建構主義和互動㈻說精神的結構化理論，的確為組織變革和㈾訊系統

推動的過程帶來新的詮釋與理解。但接觸結構化理論的㆟常為其抽象的描述，

例如結構、能動性和結構化等概念，感到㆒頭霧㈬，而難以應用在實務的研究

㆗。㈲些㈻者延伸結構化理論的「精神」創造出結構化理論的變形理論或理論

框架2，㈽圖透過結構化理論所獲得的啟發，應用在經驗研究㆖，來獲致㆒些

實務成果。不過，這些對結構化理論延伸的應用竟或多或少偏離了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的原意 (Jones, 1999)。 

由於㈾訊系統推動的組織變革是㆒個㈳會建構的過程  (Hirschheim & 
Klein, 1994; Robey et al., 2001; Cule & Robey, 2004)，具㈲牽涉到行動者、科技

與行動脈絡結構之各種不同制約 (constraining) 和促進 (enabling) 力量交互

作用的複雜、動態的㈳會過程。因此組織變革的理論或觀點最好被塑造成㆒個

過程理論  (process theory)，而非傳統的變異理論  (variance theory) (Mohr, 
1982)。因為㆒個建構方式 (constructive mode) 的改變可能產生空前且新穎的

形式，它或許是新的商業流程、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結構和新的㈾訊科技，這

形式常是不連續且不可預測㆞偏離過去 (Van de Ven & Poole, 1995)，是故難以

使用變異理論的形式來形成預測模式。 
為能充分解釋㈾訊系統推動之組織變革如此複雜且動態的㈳會過程，需要

㆒個能更貼近㈳會生產/再生產的詮釋觀點，而這觀點應該要能夠對於組織為

                                                 
2 例如 DeSanctis & Poole (1994) 的調㊜性結構化理論（AST,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和 Orlikowski (1992) 的科技雙重性（dual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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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和如何「變」和「不變」的發展提出解釋，並且這種解釋應還能識別出引發

事件的產生機制和此機制背後的㈵殊脈絡。所以本研究整合 Giddens 的結構化

理論與矛盾 (contradiction) /對立 (opposition) (Robey & Boudreau, 1999) 觀
點，建立本研究架構，作為探究組織變革的解釋性架構。本研究架構藉由識別

出各種㈳會結構，再找出㈳會結構間、行動者結構間、行動者與㈳會結構間的

矛盾/對立，來理解行動者為何和如何回應結構對行動者所產生的促進與制約

力量，以及透過行動者的反思性㈼控 (reflexive monitoring) 進行結構的生產/
再生產，進而能闡述組織為何和如何經歷了某㆒獨㈵的組織變革之結構化的過

程。做為㆒個經驗性研究的詮釋性架構，其必須能在實務的解釋過程㆗具備具

體的操作手法。為體現此㆒操作過程，本研究以㆒個 ERP 推動的組織變革為

案例，利用收集過程㆗行動者的言說 (discourses) 、行動 (actions) 的㈾料，

以及科技的㈵徵 (具備結構㈵徵)，以本研究所建立的對立式結構化觀點為詮

釋架構，透過結構化理論㆔元素—表意 (signification) 、支配 (domination) 和
正當性 (legitimation) 的歸納，並使用矛盾/對立觀點來體察行動者和結構間的

互動力量，最後形成組織變革的結構化過程。以這種的分析手法可以清楚解釋

組織變革的獨㈵歷程和結果。 
以㆘章節首先說明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包含對結構化理論和矛盾/對立觀

點的描述，以及融合此㆓理論/觀點，形成本研究的解釋性架構——對立式結

構化觀點，並說明此觀點對實務研究和解釋㈳會現象的效益和啟發。其次說明

本研究之質化的研究方法和個案背景與描述，其次㆒節則是以本研究所提出的

對立式結構化觀點進行個案㈾料分析。最後則提出討論與反思、㈻術與實務貢

獻、研究限制和結論。 
 
 
 

貳、理論架構 

本節分為㆔個部分。第㆒部份說明 Giddens 結構化理論的內涵，其次說明

源㉂辯證理論的矛盾/對立邏輯，並且深入瞭解使用辯證性觀點的㈾管相關研

究。最後㆒部分則說明本研究的主要分析架構，亦即整合結構化理論與矛盾/
對立邏輯，以作為㆒種分析組織變革之複雜動態過程的解釋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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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ve framework)。 
 
 

㆒、結構化理論 

結構化理論 (Sturcturation Theory) (Giddens, 1976, 1979, 1984) 由英國㈳

會㈻者 Anthony Giddens 所提出，其理論㈽圖在現象㈻、符號互動㆗的極端行

動和㉂由意志，與在結構功能主義㆗的極端結構和缺乏㉂由意志之間取得平

衡，以克服行動和結構的㆓分觀點 (dualism) 3。結構化理論認為行動和結構

無可避免㆞交互關聯，並且在㆟類的行動㆗，結構不斷㆞生產/再生產。Giddens
強調沒㈲㆟類的行動，就沒㈲結構的存在，也就是說以㈳會行動的生產/再生

產為根基的結構 (包含規則和㈾源) 是系統再生產的媒介，同時也是行動的結

果，此即所謂的結構的「雙重性」(duality)，這正是 Giddens 最具創意的部分，

也是結構化理論的核心 (Turner, 1991; Craib, 1992)。 
Giddens 用結構化模態 (modalities) 來闡明互動㆗結構雙重性的主要㈵徵 

(如圖 1)，將行動者的認知能力和結構性㈵徵聯繫起來。行動者在互動系統的

再生產㆗利用了結構化模態，並藉助同樣的模態反覆構成系統的結構性㈵徵。

模態 (modalities) 提供耦合元素 (coupling elements) (Wilmott, 1987) 將以意

義溝通、權力操作和規範性制裁為焦點的互動分析連結到㈳會系統結構要素的

分析，而解析焦點變成表意、支配和正當性。 
結構化理論㆗的「結構」指的是㈳會再生產過程裡反覆涉及到的規則 

(rules) 與㈾源 (resources)，其㆗規則具㈲㆓種性質，即規範性要素 (normative 
elements) 和表意性符碼 (codes of signification)。它們與意義構成和制裁密切

相關；而㈾源則具㈲㆓種類型，即權威性㈾源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和配置

性㈾源 (allocative resource)。前者源於對㆟類行動者活動的㈿調，後者則出㉂

對物質產品或物質世界各個方面的控制。㆟們正是通過實踐活動，使結構再生

產成為延綿在時空跨度㆗的㈳會系統的結構性㈵徵，也因此㈳會系統的結構性

㈵徵兼具促進性和制約性。 

 
 

                                                 
3 重視行動的㆒派偏好強調行為者的創造能力，其㈳會分析專㊟於行動者 (主體) 、
意志論和微觀角度；而重視結構的㆒派，傾向把結構當成㆒種限制，其㈳會分析關

㊟在客觀的㈳會結構 (客體) 、決定論和宏觀角度 (洪鎌德，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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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結構雙重性的面向 (Giddens, 1984)  
 
 
 

結構化理論主要關㊟的是對㆟的能動作用 (agency) 和㈳會制度的理解。

作為㈳會實踐構成因素的㈳會行動者具㈲認知能力 (knowledgeability)，包括

對㈳會規則的㉂覺意識，所以能動作用不僅僅指㆟們在做事時所具㈲的意圖，

且是行動者做這些事情的能力。「agent」解釋為「行使權力或造成某種效果的

㆟」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行動者能夠在㈰常生活流㆗週而復始㆞

實施㆒系列權力，包括那些影響他㆟所實施之權力的權力，和改變既定事態或

事件進程，這種能力正是行動的基礎。行動㆗包含的權力主要指的就是「轉換

能力」，通過表意過程和合法化過程集㆗起來的㈾源，行動者以其具㈲的認知

能力為基礎，不斷㆞生產/再生產㈳會系統的結構化㈵性。 
 
 

㆓、矛盾與對立邏輯 

矛盾與對立邏輯是辯證理論 (Dialectical theory) 核心，其根值於 Hegel 對
多元世界的假設 (Churchman, 1971; Mitroff & Mason, 1981; Sabherw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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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 2003)。Hegel 認為事物不斷變化的現象都導因於矛盾4性質使然，它

是㆒種包含於事物內部的普遍變化性，這種內在的本性是能動和鬥爭的，而不

是呆滯和靜止的 (Heilbroner, 1980)。以㈳會觀點來看，㈳會的互動㆗不斷充斥

著固㈲的對立力量，彼此相互依賴，也同時相互否定，因此㈳會的變動可視為

是㆒種對對立力量回應的結果 (Montgomery, 1992, 1993)。因此此類研究觀點

係先承認存在㈲不斷變化的事物本質，從而揭示㈳會實體為矛盾/對立的統㆒

體，使得原本用其他觀點看來似乎是簡單或獨立的思想或實體，可以顯示出其

複雜和相互聯繫的性質 (Heilbroner, 1980)。 
當辯證理論應用於組織時，其強調組織的結構是由包含各種經濟壓力、文

化衝擊和政治鬥爭的內外部力量的產物 (Davis & Thompson, 1994)，並且是由

多重的實務模式、對立價值、衝突性結構規則和矛盾原則所構成 (Seo & Creed, 
2002)，其彼此競爭是為了支配和控制 (Van de Ven & Poole, 1995)，而矛盾/對
立是所㈲系統變動的基礎 (Fuchs, 2003)，其與既㈲的各種㈳會安排間/㆗的分

裂 (ruptures) 和不㆒致㈲關。因為進行㆗的㈳會建構產生㆒系列複雜的矛盾/
對立，而㈳會系統間/㆗便持續產生緊張和衝突，在某些情況㆘會形塑意念 
(consciousness) 和行動去改變目前的次序。當這些組織的矛盾/對立加重衝

突、產生激烈的裂解，將組織成員撕裂成重疊性的、競爭性的利益團體，更提

升組織和制度變革強烈的驅動力量 (Benson, 1977)。 
Robey & Boudreau (1999) 認為藉由矛盾/對立邏輯，將焦點鎖定在促進和阻礙

㈳會變革的對立力量，用以解釋組織的變革，可以解釋更寬廣的組織後果，也

更能說明㈾訊科技在組織㆗矛盾/對立的結果。表 1 列出㈾訊系統建置 (包括

ERP 導入) 與矛盾/對立邏輯㈲關的文獻，並說明其矛盾/對立的型態和案例描

述。 

 
 
 
 
 
 
 
                                                 
4 「矛盾」的㆒般性解釋係指㆓個陳述 (statement) 間存在著彼此對立的表達 (express) 
或主張 (assert) (Robey & Boudreau,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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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訊系統推動案例及其矛盾/對立 (本研究整理)  

矛盾/對立的類型 案例描述 

團隊成員間的文

化差異 
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參與㈾訊系統的發展，其對專案團隊合作㈿

調方式、管理權力結構、專案截止期限、IT ㈲不同的認知和看法，

這些矛盾可能引起成員間的衝突行為 (Walsham, 2002)。 

㉂治的文化 vs. 
ERP統㆒的標準化

作業流程 

各事業單位具㈲高度的㉂主性，決定本身的流程和作業規範，此

與 ERP 所強調整合性、高度㆒致性的作業規定相互矛盾/對立，

即使 ERP 建置後，作業流程也會被各事業單位㉂行客製化 
(Robey et al., 2002)。 

ERP 軟體結構 vs. 
組織作業結構 

ERP 強調的整合、流程導向、彈性和套裝軟體領域㈵性 (與文化、

法規、產業制度㈲關) 無法與組織既㈲的結構和作業方式 (分散

的、強調功能性的) 契合 (alignment) (Soh et al., 2003)。 

科技的「設計」結

構 vs. 科技的「使

用」結構 

科技設計和使用的「時空不連續性」，導因於設計和使用發生在

不同的公司，即供應商公司和顧客公司。另外，科技的最初設計

者傾向於完成管理的目標，導致㆒些科技強化制度的現況、強調

標準化、控制和效率，但使用者卻㈲與此不㆒致的利益考量 
(Orlikowski & Robey, 1991; Orlikowski, 1992)。 

CSCW 軟體結構 
vs. 群體互動結構 

假若群體互動過程與科技的潛在結構不㆒致，則互動結果較無法

預測，且㆒般來說較不為所預期的 (DeSanctis & Poole, 1994)。 

舊知識結構 vs. 
新知識結構 

新系統的導入時，組織必須跨越舊知識的障礙，㈻習新的系統架

構和知識 (Lee & Lee, 2000; Robey et al., 2002)  

ERP套裝軟體的㈵

徵 vs. ERP 使用者

的工作 

ERP 緊密聯繫的系統提供廣泛、全面性的組織觀點，整合與㆒致

的功能促進個㆟作業的影響範圍，使用者能「看」更多的組織㈾

訊，並且他們的決策和活動更能「影響」組織流程，個體賦權程

度提高，㈲更多的機會產生創意和創新，不過 ERP 系統㈲限的

參數設定具體化了某些限制。 (Pawlowski et al., 1999)  

㈾訊系統方法論 
vs. 系統發展者/使
用者 

㈾訊系統發展方法論切割 IS ㆟員和使用者的權責時，產生不㆒

致和矛盾。發展方法論雖然強調使用者涉入，但使用者卻被賦予

相當被動的角色，同時使用者還被要求簽署規格文件，並對專案

的結果負責，這使 IS ㆟員和使用者的關係產生問題 (Beath & 
Orlikowski, 1994)。 

標準作業流程 vs. 
㈽業流程創新 

ERP 系統的結構限制和缺乏彈性，與㈽業追求的㈽業流程創新 
(發展與建置新創意) 產生矛盾/對立 (Srivardhana & Pawlowsk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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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對立的類型 案例描述 

相關利害關係者

間的矛盾/對立 
ERP (或科技) 的詮釋彈性 (interpretive flexibility) 造成詮釋差

異，導致 ERP 的「不穩定」。ERP 建置時牽涉到眾多相異的利害

關係者，導致系統建置的困難度等，這些問題都必須依賴組織克

服其間的矛盾 /對立，形成共識並接受新的㈳會秩序  (social 
order)，否則 ERP 致能的組織變革不能成功 (Dery et al., 2006; 
Wagner & Newell, 2006)。 

㈾訊科技的設計 
vs. 落實 

㈾訊科技使用者的惰性 (inertia—最初反對使用系統) 與再發明 
(reinvention—經使用後，非預期㆞避開系統的限制)，導致㈾訊科

技的變動性和穩定性並存，反映出行動與結構的雙重性 
(Boudreau & Robey, 2005)。 

 
 
㆔、建立本研究的解釋性架構—對立式結構化觀點 

（㆒）結構化理論與矛盾/對立邏輯的結合 

Giddens的結構雙重性和其㈳會再生產的概念係㆒個結構和行動者的辯證

關係 (Fuchs, 2003)。就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之核心而言，Giddens 認為結構

與能動作用之間存在內在的關聯，且結構始終兼具促進性和制約性 (正和反的

力量)。所以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是把傳統結構和能動性的分野，合成在㆒

個辯證的整合性架構㆗ (Pozzebon & Pinsonneault, 2001)，以避免功能論、結構

論和純粹行動主義的缺點，如此才能捕捉出㈳會㆗複雜的㈵性 (Fuchs, 2003)。 
事實㆖ Giddens 本㆟也強調矛盾，尤其是結構性的矛盾，只不過甚少㆟引

用此方面的觀點作為研究的基礎 (Walsham, 2002)。Giddens 認為結構性矛盾的

興起「激化」了㈳會變遷的過程。矛盾導因於系統組織的結構性原則〔各個㈳

會或㈳會總體 (societal totalities) 在結構㆖的㆒般㈵性〕之間的分裂，其往往

牽涉到不同集團或㆟群 (包括階級，但不僅限於此) 之間的利益分割。矛盾體

現了多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機會的分配，整個㈳會正是通過這些主要矛盾

方式形塑起來的，所以㈲效㆞挖掘矛盾這㆒概念對於㈳會分析㈲具體價值，且

組織系統彼此不相容或相抵觸的原則將㈲助於解釋為何㈳會系統的穩定性和

持續性無法持久和確定 (Wilmott, 1987)。 
本研究將不同形式的矛盾/對立融入結構化理論的架構，提出本研究解釋

架構 (圖 2)。此架構係透過矛盾/對立聯繫行動和結構間各種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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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強調各種形式的矛盾/對立對結構化過程產生的影響，不僅可提升結構化理

論對複雜㈳會現象的解釋能力，還能避免經驗性研究的㆒些問題 (例如過度強

調能動性或太㊟重㈳會結構的制約)。以㆘說明本研究架構的意涵。 
 

結構 行動

社會結構 
矛盾/對立

雙重性

反思性

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 

社會結構的 

生產/再生產 

結構的生產/再生產

宏觀 

微觀 

行動者

他人 

科技結構

a a

a 

b

c

d

矛盾/對立

矛盾/對立矛盾/對立

矛盾/對立

矛盾/對立 

 

圖 2、研究之解釋架構圖 (本研究)  
 
 

如圖 2 所示，行動者的結構 (內部結構) 的形成深受外在客觀環境 (外部

結構) 的影響 (箭頭 a)，例如透過㈻習和㈳會化過程。「外部結構」諸如㈳會

結構、制度、科技/㈾訊系統，以及重要他㆟，與行動者本身的結構間是存㈲

矛盾/對立的關係，㆓者形成了對立力量的拉鋸。當㆓者間的矛盾/對立小時，

彼此的相容度較高 (例如在執行例行化工作時)，行動者較能順應外在㈳會力

量的制約要求。然而，當行動者的結構與外在㈳會力量矛盾/對立程度高時，

行動者個㆟的本體安全感受到威脅，㈾訊處理的成本增加，必須隨時處在高度

動機激發的理性化和反思性㈼控㆗，面對脈絡條件，覺察可能的行動選㊠，決

定本身所「必須」採取的行動，並在行動之後，㈼控行動結果與預期結果的差

異，以作為㆘㆒步行動策略的依據，結構則在此往復的過程㆗經歷了生產/再
生產。行動者為求回復原來的例行化和本體安全感的㈬準，可能導致行動者結

構的重塑，也可能是外在㈳會結構受行動者行動影響而改變，更㈲可能是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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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改變了，這導致各種千差萬別的㈳會現象都可能制訂  (enact) 、湧現 
(emergent) 出來。 

在行動者的行動對他㆟的影響關係 (箭頭 b) 方面，與㆖述的重要他㆟對

行動者的影響的概念相同，也是㆒種辯證的互動關係，且端賴㆓者間彼此支配

力量大小而定，以致最終產生結構的生產/再生產。而在行動者對㈳會結構方

面 (箭頭 c)，行動者的行動㆒方面實例化了㈳會結構的㈵徵，另㆒方面也無可

避免㆞因為行動者與外部㈳會結構之間的矛盾/對立，產生了異化與疏離，在

某種程度㆘，行動偏離了既㈲的㈳會結構，因而產生了新的㈳會結構實例。在

某些脈絡㆘，也可能是㈳會結構受到維持而不改變。 
最後，㈳會結構、制度，乃㉃科技/㈾訊系統結構本身也可能㈲矛盾/對立

產生 (箭頭 d)，例如推展強調㈿同合作、知識分享的 Lotus Notes 時，卻遭逢

部門的競爭性文化 (個㆟主義、不喜知識分享) 和獨㈵的「計時收費」制度，

導致 Notes 工具「㈲限使用」 (當成電子郵件系統) 的結果 (Orlikowski, 2000)，
這便是因為㈾訊系統結構與組織的文化、制度結構間的矛盾/對立程度高。另

外，Soh et al. (2003) 認為 ERP 強調的整合、流程導向、彈性架構和套裝軟體

的㈵性與組織既㈲的結構和作業方式  (分散的、強調功能性的) 不契合 
(misalignment)，會對於 ERP 的實施產生衝擊。 

（㆓）對立式結構化觀點的㊝點 

本研究解釋架構的㊝點及其對研究的啟發，可分為㈤點闡述。 (1) 加入

辯證觀點，㈲助於提升結構化理論的解釋能力：這使得原本似乎是簡單或獨立

的㈳會實體和結構，顯示出其複雜和相互聯繫的性質。Van de Ven & Poole 
(1995) 認為在組織研究㆗，研究對象若為多重且複雜的實體，應該選用辯證

觀點，因為調查的關係屬於數個相異組織實體間的變化過程，其必須指出實體

間互動的規則和過程。而且，此觀點屬於建構性的變化 (constructive mode of 
change)，其形式可能產生前所未㈲且新穎的實體。所以在進行結構化的研究

時，應仔細考慮影響結構、制度的轉型及其促進/阻礙組織變革的因素 (Barley 
& Tolbert, 1997)。因此辯證觀點不僅㊜合結構化理論，而且更能提升結構化理

論的解釋能力。 
(2) 解決微觀與宏觀之間聯繫的問題：研究者㆒般將研究層次鎖定在單㆒

層次，不是微觀 (個㆟的行動層次、動機、政治行為、抗拒行為等)，便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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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組織文化、制度、政策)。然而複雜的㈳會現象㆗各種因素是無可避免交

纏在㆒起，組織成員互動組成群體，表現出無法化約為個體層次的性質 (Fuchs, 
2003)，這些合成的效果又會回過頭來影響個體行動者的結構和行動。單㆒微

觀或宏觀的分析層次，無法探查組織複雜的動態現象。本研究架構透過辯證理

論的觀念聯繫微觀層次之行動者結構間的關係、宏觀層次之㈳會結構間的關

係，以及微觀與宏觀 (行動者與㈳會結構間) 的關係，因而對於㈳會、組織分

析，形成㆒整體性的分析架構。 
(3) 解決結構化理論之經驗性研究在行動與結構間的搖擺問題：將結構化

理論應用在經驗性的研究往往造成分歧。Pozzebon & Pinsonneault (2000) 分析

使用結構化理論的㈾訊系統文獻，依據使用結構化理論的方式和立場，將它們

分為㆔類，分別是調㊜性結構化 (adaptive structuration) 、相互形塑 (mutual 
shaping) 和行為者的組織化 (actor’s organizing)。「調㊜性結構化」研究採用實

證主義之決定論的立場；「行為者的組織化」則較偏向意志論的立場；僅其㆗

「相互形塑」可以說是比較忠實反應 Giddens 的概念。因此使用本研究架構將

可克服經驗性研究在行動與結構間的搖擺問題，因為透過矛盾/對立關係聯繫

外部㈳會結構和內部行動者的結構，㆒方面考察矛盾/對立正反力量的相互影

響，以理解行動者結構的生產/再生產，另㆒方面探查行動者透過該結構之行

動後，影響後續外部結構的生產/再生產，之後又不斷重複㆞進行此結構化過

程。所以研究者掌握這樣的思考框架，就可以從所㈲形式的矛盾/對立來考察

㈳會現象的動態，研究重心便不會在所謂行動與結構間搖擺不定。這就如同

Seo & Creed (2002) 所認為的，使用辯證觀點更能捕捉制度變革㆗的整體性、

歷史性和動態㈵性，同時解決制度理論㆗ agency 和 embeddedness 間搖擺的困

境。 
(4) 本研究解釋架構更㊜合組織情境的研究：Giddens 認為㈳會生活㈰常

活動㆗的某些心理機制維持著某種本體安全感，而這些機制的關鍵正是例行化 
(Giddens, 1984)。因為㈲這些的機制所以㆟類㆒般性的㈰常行為，很少出㉂動

機的直接激發 (Giddens, 1984)。不過本研究認為這種「例行化」的機制並不全

然㊜用於對㈽業組織的分析研究㆗，主要係因為組織㆗存在各種不同利益團體

和個㆟，其各㉂擁㈲不同且相衝突的目標，其間的矛盾/對立可能產生行動層

次的衝突，所以組織生活除了部分的例行化外，還㈲更多的理性化的計算。事

實㆖ Giddens 也提到在較不尋常的背景㆗，以某種形式偏離於慣例的情境㆘，

動機便可能直接作用於行動，並提供通盤的計畫或方案，所以研究者對㈳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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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解釋工作要包括發現行動者的理性和動機 (Giddens, 1984)。本研究解釋架

構可以透過各種形式的矛盾/對立來解釋行動者之結構的生產/再生產，即結構

化理論部分用於解釋㈳會現象㆗「如何」 (how) 的部分，而辯證觀點則用以

解釋其㆗「為何」 (why) 的部分。 
(5) 解決㈾訊系統辯證性研究沒㈲架構的問題：雖然辯證觀點可以解釋活

動 (movement) 的根本的動態 (Greiner, 1972)，但辯證性研究方面的文獻大都

缺乏架構。㈻者的主要著力點都放在正反㈳會力量的考察和其相互作用的過程

以及結果 (例如表 1)。這些正反㈳會力量的挖掘普遍依賴作者對蒐集㈾料的分

析，比較缺乏整體性的指導框架來啟發這些影響力量的搜尋，所以辯證性研究

的解釋範圍大多㈲所侷限。例如 Walsham (2002) 從結構層次的文化面差異切

入，考察文化差異影響成員對團隊、權力關係的認知，進而造成了行動層次的

衝突。不過，卻也忽略了觀察團隊成員間利益的矛盾/對立。Soh et al. (2003) 從
ERP 的結構與組織作業結構差異切入，卻也忽略了對顧問、使用者間互動動

態的觀察，使得研究偏向「科技決定論」的立場，即只要 ERP 結構與組織作

業結構可以相契合  (alignment) ，ERP 的推導就能成功。另外，Beath & 
Orlikowski (1994) 從個體層次的系統發展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差異切入，因而缺

乏組織制度、相關脈絡條件與角色形塑間交互作用的觀察和分析。以㆖這些都

㈹表著研究觀點的侷限性。本研究架構以矛盾/對立觀點聯繫結構化理論的結

構與行動的結構化過程，在進行經驗性解釋研究時，指引研究者廣泛且完整㆞

考察各種相關的矛盾/對立形式，進而找出激發㈳會變革的關鍵性因子，並且

能充分解釋其過程，以獲得對㈳會現象的整體性理解。 
 
 
 

參、研究方法 

本節針對研究方法、研究設計、㈾料收集、㈾料分析方法進行說明。本研

究旨在利用所建立的架構為指引，探討 ERP 實施過程㆗，㈳會結構形塑的歷

程和導致的結果。是故㊜合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期在沒㈲任何㆟為控制的

㉂然場域㆗，透過整體性且多元的視角，深入考察各種層次㈳會實體的互動，

及其與時空脈絡的交互影響。最後透過分析、歸納與詮釋，充分理解變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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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結果的「如何」 (how) 和「為何」 (why)，期能更進㆒步獲得新的啟發。 
質性研究採用的是「立意抽樣」 (purposeful sampling)，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抽

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豐富㈾訊量的研究對象 (Patton, 1990)，這方法也被

稱為「理論性抽樣」，也就是按照研究設計的理論指導進行抽樣 (Glaser & 
Strauss, 1967)，所以其強調樣本是否能夠比較完整㆞、相對準確㆞回答研究者

的研究問題 (陳向明，2002)。根據本研究的目的，樣本的選擇必須具㈲著豐

富的個㆟和組織結構的矛盾/對立互動關係，且應具㈲非常多的變革實施現象

可㈾觀察，所以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的「深度抽樣」策略。本研究依據深度

抽樣，選擇 W 公司 ERP 建置專案作為研究的個案對象，因其能對變革現象呈

現出豐富㈾訊，這其㆗包括經歷了㆓次 ERP ㆖線、組織文化衝突、推動策略

轉變、㆟員認知差異等各種組織㈳會現象和轉變歷程等。 

本研究利用訪談法和實物蒐集 (包括系統規格文件、會議記錄、專案管理

文件、SOP，以及 W 公司㈾訊經理所保留的專案㈰誌和重要的電子郵件內容

等) 來收集個案的豐富歷程㈾料。本研究訪談對象先由「守門㆟」 (gatekeeper，
即個案㆗的 Jeremy 經理) 談起，再由他引介幾位他認為與 ERP 實施最相關的

受訪對象，再依訪談之後的情況採用滾雪球或連鎖式  (snowball or chain 
sampling) 的方法，即詢問「誰對該議題或過程最瞭解？」、「我應該再找誰談？」

以便抽取後續的訪談對象，直到最後㆒些關鍵的㆟㈴或事件重複出現。最後，

訪談對象盡可能涵蓋組織內各階層、組織內外和各種不同的角色，例如高階主

管、部門主管、主要使用者、㈾訊部㆟員、顧問等。在實物蒐集方面，則藉訪

談的機會，遇到所談及內容㈲相關實物可以佐證時，則央請受訪者提供，以求

能從多方面來瞭解專案進行的過程，使能更接近現象的真實面。 
㈾料的整理與分析主要係針對所獲得的原始㈾料 (包括訪談逐字稿和實

物㈾料)，進行系統性、條理性的統整和編碼，爾後利用逐步集㆗和濃縮的方

式將㈾料㆗隱含的概念浮現出來，最後對其所㈹表的現象進行意義的理解與解

釋。本研究所建立的研究架構係㆒理論的解釋性框架，提供 ERP 實施歷程的

各種範圍、內容和層次的觀點，㈲助於解析 ERP 實施歷程的重要來龍去脈。

為因應結構化研究分析㈵性，本研究除使用㆒般質化研究對文本㈾料進行編

碼、抽象化、類屬化 (categorization) 外，還使用「時間含括策略」(temporal 
bracketing strategy) (Langley, 1999)，來含括出不同的個案期間。時間含括策略

的概念即來㉂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 (涉及相互形塑觀點的典型範例)，因為

「相互影響」或「相互形塑」的關係比較不易同時捕捉，若以時間含括方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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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它們，並以循序的方式分析㆓個過程會比較簡單 (Giddens, 1984)。將㈾料分

解成前後相連的期間 (periods/phases) ㈲助於考察㆒個期間的行動如何導致

此脈絡的變革，而這變革又將影響㆘個期間的行動，而這些期間便成為分析的

單位。時間含括策略的期間切分，必須由所收集到的㈾料來研判，例如行動或

㈳會結構、制度㈲明顯差異時；或者在過程㆗㈲發生重大的事件，導致結構鮮

明的轉變時，都必須切分出不同的期間。W 公司個案期間的含括，如圖 3 所

示，包括 P0 (前 ERP 時㈹)、P1、P2、P3 (後 ERP 時㈹)。針對每㆒期間再依循

相同的㈾料分析方法，深入㆞進行㈾料的編碼、抽象化和類屬化的工作。類屬

化旨在找尋㈾料㆗反覆出現的現象、觀點或主題，在分析的過程㆗，透過比較

來鑑別事物間概念的不同，同時將相同屬性的㈾料歸㉃同㆒類別，並㊜當㆞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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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W 公司個案期間的含括 
 
 

由於質性研究效度的要求僅能在研究工作開展後的過程㆗當㆘逐步檢驗

來獲得 (陳向明，2002)，因此本研究在㈾料的收集和分析㆗，採用了以㆘的

作法，來確保研究結果的品質。(1) 多重的㈾料來源：對個別訪談對象所提及

或評斷的㆟事物、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都持保留的態度，並經歷多方的求證，

主要以相同的問題詢問不同的㆟、對㈲矛盾的㆞方持續追問、或比對所收集到

的文件等，以加強㈾料的真實性。另外訪談對象涵蓋 W 公司內各階層和外界



㆗山管理評論 

 〜493〜  

的顧問，以求觀點的平衡。(2) 對受訪者的回饋：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訪談

後除整理逐字稿外，另濃縮訪談重點，回饋給受訪者，請其確認或再補充必要

的說明。(3) 多重分析者：當獲致結構構面內涵與矛盾/對立的初步分析結果

後，立即與㆒位㈾深㈾管教授、㆓位博士生和㆒位同樣熟悉 W 公司個案的助

理教授進行討論分析。透過不斷的討論逐步收斂出各個結構構面。這樣的作法

可避免單㆒分析觀點的狹隘，導致㈾料分析、歸類的不當，如此可增加㈾料分

析的效度。(4) 研究者的反思：由於研究者本身過去在㈽業㈾訊部門工作過的

經驗，在訪談或㈾料分析過程㆗，不免以㈾訊㆟員的立場來看事情，例如對㈾

訊㆟員推動時所遇到的重重阻礙感同身受、心㈲戚戚焉；而對配合態度差、始

終在狀況外、甚㉃愛告狀的㆟深惡痛絕，這種立場將可能導致分析和㆘結論時

的偏頗。針對此點，研究者在訪談㆗，不時提醒㉂己以「同理心」的方式，試

著站在受訪者的角度、感受來看事情，盡量少用㈾訊㆟員的角度來理解。另外

在㈾料分析過程㆗，也要求㉂己不時停㆘腳步，暫時跳脫既㈲的分析思緒，嘗

試以不同的角度來解析文本㈾料。 
 
 
 

肆、個案背景與描述 

㆒、個案背景 

W 公司為被動元件製造公司，係由幾位前同業公司主管於 1994 年共同集

㈾創立，開廠㆕年獲准公開㆖市發行。2000 年業績大幅躍進，㈾本額約新台

幣 17 億，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1 億，高雄廠員工數約為 300 ㆟ (連同大陸廠總

員工數約為 1000 ㆟)。主要客戶對象為主機板廠、行動電話組裝製造廠、電腦

組裝製造廠、IT 組件組裝製造廠等。2000 年底的重要組織架構如圖 4 所示。 
除了廠務副總 Trevor (Claude 總經理的國小同㈻，於 2000 年㆗任職) 外，

公司高階主管皆由公司創立之初主要的出㈾者擔任。由於草創初期重要幹部㆟

才尋覓不易，高階主管大多引介㉂己的親戚、朋友來擔任公司的主管，使得公

司的行事風格近似家族型㈽業。1996 年起 W 公司開始進行電腦化的工作。最

初由㆒位外聘顧問包辦所㈲的業務流程分析、系統設計和程式撰㊢的工作。系

統平台以 DOS 為主，並使用 COBOL 語言開發檔案系統的應用程式。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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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成立電腦部，仍由該顧問領導以小規模逐步㆞開發各類應用系統，包括出貨

標籤、訂單輸入作業、成品庫存、WIP 管理、請採購作業與原物料庫存管理

等。之後台北業務處、大陸㆒廠也需要電腦作業，便由高雄廠的系統做增修後

拷貝過去使用。2000 年起，ERP 專案在㆖述背景㆘啟動，其重要紀事如表 2
所示。 
 
 
 

Claude (董事長) 
David (副董事長) 

Claude (兼總經理) 

財會部 
Celia 經理 

管理部 
May 課長 

南區業務
C 董事副總

北區業務

Jennet 協理

R＆D 
L 董事副總

廠務部 
Trevor 副總

電腦部 
Willy 副理 

總經理室 
Jeremy 經理

* Jeremy 經理的 ERP 專案推動係由 Trevor 副總督導。 

* 

製造部 
Oscar 副理 

 

圖 4、2000 年底 (ERP 專案開始) W 公司組織圖 
 

 

 

表 2、W 公司的 ERP 專案紀事表 

時間 重要紀事 
2000 年  年初，Trevor (Claude 總經理的小㈻同㈻) 應聘請加入 W 公司，擔任廠務副總，

負責製造、品保、物料、生管。 
 4 ㈪，因應組織擴張、外界壓力，總經理交付 Trevor 副總 ERP 導入任務。 
 10 ㈪，Trevor 副總和電腦部 Willy 副理評估 ERP 半年後，力㈲未逮，建議必須引

進專業的㆟才。 
 11 ㈪，Claude 總經理引介 Jeremy (Claude 總經理的㈻弟) 加入。因避免刺激㈾訊

副理 Willy，先掛總經理室，任專案㈽畫經理，負責 ERP 的導入工作。 
 12 ㈪，ERP 專案成立，預定 2001 年 6 ㈪㆖線。 



㆗山管理評論 

 〜495〜  

時間 重要紀事 
2001 年  1~2 ㈪，㈾訊軟硬體採購、導入服務顧問廠商選定、議價，皆由 Jeremy 經理「㉂

行」處理。 
 2 ㈪，專案啟動，設定 2001 年 8 ㈪ ERP ㆖線。 
 3 ㈪〜5 ㈪標準模組功能作業教育訓練。 
 5 ㈪，電腦部新增㆒位具 O 牌㈾料庫經驗的工程師 Terry。 
 7 ㈪，顧問差異分析後，發現 ERP 系統與實務間差異極大；商討後擴大客製化範

圍；ERP 延期㉃ 2001 年 10 ㈪㆖線。 
 9 ㈪，出貨客製程式展示；程式架構被台北業務處 key usesr 打翻。 

  10 ㈪，客製程式不完整，Trevor 質疑備妥性，ERP 再次延期㉃ 2002 年 1 ㈪㆖線。 
 11 ㈪，在 David 副董的堅持和 Claude 總經理的默許㆘，Jeremy 經理調往電腦部，

以示「負全責」。 
2002 年  1 ㈪，ERP 系統㆖線，問題陸續浮現，包括執行效率太差、客製程式錯誤、料帳

不符、出貨大亂、產銷失靈；Trevor 副總堅持不㆘線，替技術㆟員爭取改善時間。 
 2 ㈪底，Claude 總經理㆘令 ERP 系統㆘線。 
 3 ㈪㆗，台北轉回舊系統；㈪底，高雄轉回舊系統；Trevor 副總和 Jeremy 經理提

辭呈，以示負責；Claude 總經理強力慰留。 
 4〜5 ㈪，Claude 總經理要求再㆖線，宣示㆒定要成功；Trevor 副總確定再㆖線策

略；顧問退居㆓線。 
 6 ㈪，ERP 專案再次啟動。 

  7 ㈪~ 8 ㈪，新 MIS 團隊5強勢主導；顧問在需要時提供技術、教育訓練支援；Jeremy
和 Terry 掌握 W 公司流程和 ERP 技術。 

  9 ㈪，因「找不到」㈶會 key user，第㆒期㆖線被迫延期㉃ 2002 年 12 ㈪，第㆓

期順延㉃ 2003 年 7 ㈪。 
  12 ㈪，ERP 系統第㆒期㆖線。 

2003 年  1 ㈪〜4 ㈪，「訂單—出貨」由 Terry 包辦，㉂行客製化，各模組逐㆒開發、測試

和演練；取消第㆒期系統的平行作業。 
 5 ㈪，高雄業務部、製造部使用者每㆝早㆖ 11 點練習與測試；㈪㆗，進行前半部

流程之整合壓力測試。 
 6 ㈪，進行完整流程之整合測試。㈪㆗ Jeremy 經理離職。 
 7 ㈪，第㆓階段第㆓期系統㆖線；ERP 系統正常運作。 

 
 
㆓、個案描述 

揭開 ERP 的序幕 

                                                 
5 仍由 Trevor 副總、Jeremy 經理和 Terry 組成，但作風不㆒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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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初，Claude 總經理找來國小同㈻ Trevor 擔任廠務副總，職掌製造、

品保、物料、生管等。此時正是 W 公司大幅擴張之際，Claude 總經理㈲感於

外界將 B2B 喊得震㆝嘎響，同時也聽說㈲關 ERP 的好處，而現㈲的 DOS 作

業似乎無法應付未來的挑戰，於是趁著目前公司㈲盈餘，計畫以 ERP 替換舊

㈲的 DOS 系統。因為新近的 Trevor 副總在過去曾使用過較先進㈾訊系統，於

是 Claude 總經理便交付 Trevor 副總推動 ERP 的任務。雖然 Trevor 副總是推

動 ERP 的門外漢，但因為導入 ERP 的想法與 Claude 總經理不謀而合，且盱

衡公司內㆟員素質不足而無㊜合㆟選，為滿足 Claude 總經理的高度期望，

Trevor 副總只好慨然同意負責 ERP 引進的任務。 
Trevor 副總首先訂定導入 ERP 的目標，並與 Willy 副理進行籌劃及廠商

評鑑的工作。約經半年，㆓㆟覺得力㈲未逮，便向 Claude 總經理提議應該外

聘較專業的㆟員來主導 ERP 專案。在偶然的情況㆘，Claude 總經理想起㆒位

偶而見面的㈻弟 Jeremy；他當時正擔任㆒家大型半導體封裝測試廠 IT 部門主

管。經過幾次接觸，正處於工作低潮的 Jeremy 答應任職。但為避免刺激現任

的電腦部主管 Willy 副理，於是設立新單位「總經理室」，編制㆒㆟，由 Jeremy
擔任經理職務，負責專案㈽劃。Claude 總經理在招聘 Jeremy 之時，強調 W 公

司很單純，內部的㆟員也很老實，ERP 推動的工作應該很好做。 
2000 年 11 ㈪底，Jeremy 經理正式到 W 公司報到。由於 Claude 總經理主

要負責公司業務的拓展，同時大陸新廠的建廠計畫也正好啟動，所以交㈹

Jeremy 經理，㈾訊專案相關的事務向 Trevor 副總報告，而行政相關的事務則

向 C 董事副總報告。 

ERP 專案的誕生 

Jeremy 經理進入公司後，㆒方面盡快瞭解公司既㈲㈾訊作業，另㆒方面

密切與 Trevor副總溝通。在 Trevor副總的認知㆘，將 ERP㆖線時間設定為 2001
年 6 ㈪。Jeremy 經理擔心本身的經驗和 W 公司能否勝任這樣的重大組織變革，

於是在某些高階主管會議場合㆗，強調 ERP 導入會讓公司經歷流程再造的陣

痛，本想激起大家的警覺心，可是現場並沒㈲激起討論或獲得指示。 
隨著 ERP 招商的工作持續進行著，同時 Jeremy 經理也不斷對內部各階層

傳輸 ERP 系統的概念。2000 年 12 ㈪初，Jeremy 經理舉辦了㆒場「ERP 專案

內部啟動會議 (Internal Kick-off Meeting) 」，參與㆟員包括所㈲的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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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主管，但獨缺台北業務處派員與會。會㆗ Jeremy 經理全盤說明 ERP 的概

念和推動計畫。為了此次台北業務處的缺席，Jeremy 經理專程安排會後時間

前往台北說明。 
2000 年 12 ㈪底，進行各家 ERP 廠商展示說明會和內部評分，高階主管

僅 Trevor 副總出席。經過 Trevor 副總與 Jeremy 整理，以加權計分後選出㆔家

廠商，並做成建議案，㆖呈㉃高階主管會議做成最後決議。會議㆗，David 副

董事長首先質疑 Jeremy 經理的「專業責任」問題。David 副董事長認為 Jeremy
經理身為專案負責㆟，應當以專業的判斷，選出最佳的 ERP 廠牌呈交 Claude
總經理核准才對。最後 Claude 總經理裁示要求 Jeremy 經理以其「專業的判斷」

㉂行決定 ERP 的廠牌。Jeremy 經理依據評分結果，確定了 O 牌 ERP。連同後

來顧問公司的遴選也是委由 Jeremy 經理㉂行選定，結果是 ERP 廠商所介紹的

台北 A 顧問公司。另外 C 董事副總也指示採購部門，關於 ERP「專業」的案

子均由 Jeremy 經理直接和廠商議價即可。因為議價、簽約等行政作業的拖延，

ERP ㆖線預定㈰期延後㆓個㈪㉃ 2001 年 8 ㈪。 

ERP 專案啟動 

Jeremy 經理要求顧問專案經理 Scott 每週安排㆒次專案檢討會議，並請所

㈲主管與會。高階主管除了 Trevor 副總外，其他都未曾出席過。每次的會議

㆗，各部門主管不是因故缺席，便是少㈲麼參與討論和反應問題。當問到部門

需求時，㈲些主管會告訴專案㆟員，該部門的需求跟以前「DOS 系統」㆒樣；

或者也㈲主管會請電腦部門㆟員以專業作決定，之後再來教使用者使用即可；

也㈲主管，例如管理部的 May 課長，把談流程和功能需求的事，委由部門的

使用者負責，只要這些使用者說可以，她就簽字核准。在討論業務調整或新增

電腦作業時，部門主管們始終認為「電腦」㈾料的維護 (例如料號主檔、BOM
的建檔) 都應當是電腦部的事；要不就是各單位推來推去，遲遲無法敲定負責

的部門，於是專案進度變得牛步化。2001 年 5 ㈪，因電腦部㆟力吃緊，故向

高層要求增㆟。結果新增㆒位具 O 牌㈾料庫經驗的工程師 Terry。 

ERP 的客製化 

2001 年 6 ㈪經過顧問的分析，發現 ERP 功能與 W 公司作業間存在著極

大的差異，尤其是訂單、出貨和生產作業流程方面。Trevor 副總、Jeremy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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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 Willy 副理經過幾次檢討，認為這部分是公司核心流程，因此決定不變更

作業流程，並請顧問公司進行客製化。2001 年 7 ㈪，由於時間緊迫，顧問公

司先針對關鍵的 A 級需求進行客製，而時程因此延長㆓個㈪㉃ 2001 年 10 ㈪

㆖線。㉃此專案進行超過半年的時間。除了 Trevor 副總積極參與整個過程外，

Claude 總經理回高雄廠時，偶爾口頭㆖會詢問㆒㆘ ERP 的進度，其他高階主

管則是不過問。 
顧問對 W 公司作業並不完全瞭解，某些顧問對使用者所提出的需求照單

全收；另㈲㆒些顧問則因為 ERP 套裝軟體的㈵性，對使用者的需求以「系統

作不到」來回應。此時 Trevor 副總會提醒㈾深的 Willy 副理，要做好系統規格

把關的工作，但 Willy 副理極少在統整需求㆖出力。主要是 Willy 副理對 ERP
不甚瞭解，在討論客製化需求的場合大多保持沈默；㈲時提到舊 DOS 系統功

能時，又會提到很多細節，致使內容無法聚焦。 
在推動過程㆗，需要與㈶會部、管理部及台北業務處溝通㈿調，以及需要

獲得她們對 ERP 功能需求和推動事務配合及共識的㆞方，都顯得困難重重。

Jeremy 經理幾經挫折後，請 Trevor 副總出面㈿調。經過幾次聯繫，Trevor 副
總也不得不感嘆，本身雖身為公司的副總，卻也無法說得動那些「勢力範圍」

之外的㆟。為解決這些難題，Jeremy 經理也曾多次以書面報告或 email 方式，

反應給 Claude 總經理以及其他的副總們，結果都沒㈲獲得回應。 

ERP 規格的疏漏—不祥的預兆 

2001 年 9 ㈪，技術顧問好不容易完成訂單/出貨客製工作後，召集使用者

舉辦展示說明會。㆒位首次現身的台北業務處使用者提出了㆒個「致命」的問

題，讓技術顧問當場癱坐在椅子㆖，並告訴 Jeremy 經理，這個問題將打翻整

個系統的設計架構。原來台北業務處因為了應付國內大型客戶之需要成立「出

貨倉」，其出貨作業流程與高雄生產後的成品出貨倉 (以外銷為主) 完全不㆒

樣。高雄和台北間則以內部訂單的方式處理，㆓處唯㆒相同的是㆒套複雜的成

品裝箱規劃和儲位控制規則。 
此時距離㆖線不到㆒個㈪的時間，才發現 W 公司存在㆒個與高雄廠出貨

方式南轅北轍的出貨單位，ERP 推動㆟員無不瞠目結舌。Jeremy 經理發覺事

態嚴重，當場詢問 Willy 副理的意見，Willy 副理卻也不置可否，但現場的㈲

些使用者則點頭，表示確實㈲這麼㆒回事。顧問專案經理 Scott 與 Jeremy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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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會商後，認為㆖線時間必須要延期，否則會來不及完成。經請示 Trevor
副總後，他認為台北倉的作業也相當重要，無法㉂專案範圍㆗切開出來。所以

系統㆖線時間只好再延期㆒個㈪㉃ 2001 年 11 ㈪。這段期間則㈲㆒批顧問進駐

台北業務處，密集與倉管㆟員討論該單位的作業需求。 
時間進入 2001 年 10 ㈪，台北部分的客製程式還沒㈲全部完成，使用者無

法測試練習。經內部討論後，Jeremy 經理再㆒次更改㆖線㈰期為 2002 年 1 ㈪。

另外訂定每㆓週召開專案會議，請各部門主管報告進度狀況」。然而㆖線在即，

在專案會議㆗的所㈲部門主管仍舊沒㈲反應任何問題。不得已顧問專案經理

Scott 只好㆒個㆒個點㈴問㈲沒㈲問題。會後顧問專案經理 Scott 調侃㆞表示，

做了那麼多的專案，從來沒㈲㆒次當專案經理這麼輕鬆好過的。 

ERP 系統㆖線—厄運降臨 

12 ㈪ 31 ㈰和 1 ㈪ 1 ㈰，年底盤點完成後，電腦部㆟員將舊系統調整完成

的㈾料轉入 ERP 系統，並列㊞清單給各倉庫和製造部核對。1 ㈪ 2 ㈰，ERP
系統正式㆖線作業。㆖線第㆒㆝除了㆒些小狀況外，大致㆖沒㈲重大的問題發

生，主要是使用者抱怨電腦反應速度慢。1 ㈪ 3 ㈰開始，系統問題陸續浮現出

來。剛開始只是老問題，緊接著許多客製化的程式陸續顯現錯誤。經反應給顧

問，顧問卻回覆那是 ERP 產品本身的問題，要 Jeremy 經理㉂行聯繫 ERP 廠

商來處理。經過 ERP 廠商工程師的分析，發現當㆗幾個問題確實是客製化程

式出了問題。 
比較嚴重的是，整個系統的作業越來越慢，檢查 CPU 的負荷都在百分之

㈨㈩㈨以㆖。除了找硬體廠商針對系統設定調整外，Jeremy 經理和電腦部 Terry
工程師也發現，成品撿貨的預定動作，會在使用者做「拆單」 (原本給 A 客

戶的成品先拆㆒部份出貨給 B 客戶) 時，導致㈾料相互鎖住。為了暫時先應付

這問題，Jeremy 經理和製造部 Oscar 副理討論出㆒個㆟工的權宜方案，請成品

庫房主管 Stone 副理及其使用者配合遵守。但成品庫房為了本身盤點㈾料㈲問

題、清庫存政策和出貨作業需要，也顧不得這些提醒和㊟意事㊠，甚㉃還因為

業務搶貨，庫房 Stone 副理乾脆開放分貨功能給業務㉂行處理，最後造成庫存

㈾料和出給客戶的貨㆒團混亂。 
在此時生產線㆖也是烽㈫㆕起。㆖線前因為時程逼近，Trevor 副總決定將

生產線的報表延後開發，預想多幾道查詢手續還是可以獲取現場生產㈾訊。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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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㆒㆖線後卻發生系統牛步化的狀況，查㆒筆㈾料往往花㆖ 20 ㉃ 30 分鐘的時

間，於是整個生產線的管理頓時「盲目」了。生產線主管掌握不住在製品的流

向，不僅苦不堪言，甚㉃怨聲載道。不過在 Trevor 副總的控制與安撫㆘，生

產線的抱怨聲還不㉃於匯集成大洪流淹沒 W 公司。然而生產線之外的聲音便

遏止不住了，不斷㆞對產銷失靈發出巨大反彈聲浪。由於出貨作業大亂，業務

陸續接到客戶的抱怨。台北 Jennet ㈿理表示㈲些客戶要求暫停出貨㆒個㈪，

甚㉃㈲些客戶從此取消訂單，不再對 W 公司㆘單。此時台北現場使用者出現

的操作問題，Jennet ㈿理都直接反應給 Claude 總經理，再迂迴由 Jeremy 經理

瞭解後，才回覆給 Claude 總經理。生管單位也是直接向 Claude 總經理抱怨，

他們看不懂 MRP/MPS 系統跑出來的報表，而原先要顧問客製的報表也都沒

做，因為無法瞭解供需狀況，只好抓個大概就投料了。 

ERP 的㆘線 

事實㆖ERP㆖線才經過㆔㆝的紛紛擾擾，董事會便要求Trevor副總將ERP
㆘線。但 Trevor 副總為了替 Jeremy 經理和電腦部㆟員爭取解決問題的時間，

堅持不㆘線，並㆒肩扛起所㈲的壓力，期望技術㆟員可以儘速化解所㈲㆖線的

問題，讓系統可以渡過陣痛期。雖然經過了㆒個㈪的混亂，W 公司的出貨靠

著㆟工的應對，勉強恢復出貨㈬準，但系統執行速度仍舊時好時壞，㆒直無法

獲致平穩的狀況，即使最後要求 ERP 廠商的工程師進駐 W 公司㆔㆝，試著密

集找出問題癥結所在，系統時好時壞的狀況仍舊無法改善。使用部門各種紛紛

擾擾的抱怨、反彈始終沒停過。最後在 2 ㈪底，Claude 總經理斷然㆘令停止

所㈲ ERP 系統的作業，回歸舊的 DOS 系統。在 Willy 副理的籌畫㆘，修改舊

系統程式，執行㈾料轉檔作業，使台北在 3 ㈪㆗轉換回舊系統，高雄則在㈪底

轉換回舊系統。ERP ㆖線的風風雨雨就此劃㆘句點。 
每當提及 ERP，Claude 總經理總是扼腕表示，因 ERP 導入的關係，W 公

司第㆒季的營業額掉了 30%，而公司股票市值也損失了 30 億元㊧㊨，甚㉃股

價被過去從沒贏過 W 公司的競爭同業追過去。台北業務處和高雄的㈶會部主

管也都表示因為 ERP 的關係，部門員工大量離職。整個 ERP 系統的失敗㆘線，

公司㆗只㈲ Trevor 副總和 Jeremy 經理㉂責甚深，還不斷反覆思忖倒底是那裡

做錯，為了對 ERP 專案㈲所負責，Trevor 副總和 Jeremy 經理同時向 Claude
總經理遞出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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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善後 

面對 Trevor 副總和 Jeremy 經理的㉂責和辭呈，Claude 總經理實在也不忍

苛責，更不願就此讓㆓㆟離開 W 公司，於是對他們強力慰留，並表示㆒起努

力看看如何善後。於是 Claude 總經理召集 David 副董事長、Trevor 副總和

Jeremy 經理，同時邀來 ERP 廠商和顧問公司的高層召開檢討和善後會議。會

㆗ Claude 總經理以責備的口吻對顧問高層表示，W 公司對任何該支付的款㊠

從沒拖延過，但顧問卻沒㈲站在客戶的立場，全心全意幫客戶解決問題。會㆗

主要議題圍繞在系統速度慢和許多錯誤㆖面。最後 Claude 總經理以威脅的口

吻表示，要 ERP 廠商和顧問公司想出㆒套補救的辦法，否則要去告他們。Trevor
副總甚㉃揚言要召開記者會，向㈳會大眾揭露這家 A 顧問公司㈲多爛。最後

Claude 總經理裁示，W 公司已經投入㆔仟多萬的經費，不能就此放棄，必須

再次推動 ERP 系統，同時請 Jeremy 經理和顧問擬定再㆖線方案。最後 Claude
總經理告訴與會㆟員，以後會親㉂參與 ERP 專案會議、推動過程和作業改善

的活動。 

ERP 系統再㆖線策略 

經歷了第㆒階段的慘痛挫折，Trevor 副總覺得很冤枉，㈾訊並非㉂己的專

業，卻替總經理承受了這種失敗之責。Trevor 副總與 Jeremy 經理在多次反省

檢討後，認為除了顧問不夠專業外，W 公司本身的使用者所提的需求太發散

也是㆒個問題。若想要在第㆓階段成功，必須限縮範圍，等產銷㆖了軌道，之

後若要擴充功能再說。Trevor 副總同時認為留㆘來繼續推動 ERP ㆖線是為了

道義，等 ERP 系統㆖線後便會再度提辭呈，因此他認為第㆓階段也就不需講

情面，反正以後也不用再跟這些主管共事。Trevor 副總要求讓懂的㆟來主導，

不要讓狀況外的㆟牽著鼻子走。最後 Trevor 副總、Jeremy 經理與顧問達成共

識，研討出再㆖線的基本方向和策略，包括 (1) 盡量簡化系統程序、功能，

例如訂單—出貨作業單純化、庫存管理作業功能簡化、工單號碼和生產批號考

慮合㆒、生產途程 (routing) 和站別 (operation) 簡化、BOM 設定和作業簡化、

物料管理簡化。(2) 訂單─出貨作業程序的客製程式，由電腦部重新繞開標準

系統㉂行設計。(3) 先針對高雄廠㆖線，暫時切開台北的部份。(4) 增購主機

硬體系統。(5) 儘量減少、甚㉃不要再找使用者和主管開會；㈲問題，私底㆘

個別找他們討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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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4 ㈪〜5 ㈪，由 Jeremy 經理主導，與顧問公司和電腦部成員多次

研討修改，擬定再㆖線計畫，提交 Trevor 副總、製造部 Oscar 副理等主要專

案㆟員討論，最後㆖呈 Claude 總經理批准。由於電腦部㆟力不足，建議書㆗

敲定分㆓期導入 ERP。第㆒期簡稱 AP 流程 (採購循環+會計總帳)，包含請購、

訂購、收料驗收、原物料庫存、應付帳款、總帳會計、㈾產管理，預計 2002
年 10 ㈪㆖線，且作業功能使用 ERP 標準系統，不再做任何客製化。因為㈶會

部使用者大多已更換為新㆟，由顧問公司再安排教育訓練。 
第㆓期則將所㈲的其他模組㆖線，簡稱 AR 流程主要包含訂單管理、

MRP/MPS、WIP、成品庫存、應收帳款和統㆒發票等。訂單—出貨作業功能，

將依 W 公司的實務需求完全客製，並由 W 公司的電腦部 Terry 負責開發，顧

問公司則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援，此期計劃於 2003 年 5 ㈪㆖線。 

「什麼是 ERP？」 

2002 年 6 ㈪ 21 ㈰㆘午，舉行再㆖線的啟動會議。與會㆟員包括 Claude
總經理、㆔位副總、各部門主管和電腦部㆟員。在 Jeremy 經理簡報 ERP 系統

簡化重點和方針，以及再㆖線計劃和目前實施狀況之後，㈶會 Celia 經理表示，

她和使用者都不懂什麼是 ERP，能否請 Jeremy 經理開個課解說。專案㆟員疑

惑不解，為何 W 公司進行 ERP 專案已經㆒年多了，竟然還在問什麼是 ERP。
Claude 總經理則裁示，請 Jeremy 經理再費心安排㆒個 ERP的簡介課程給大家。 

然後管理部的 May 課長也附和表示對 ERP 沒㈲信心，能否請 Jeremy 經

理也順帶開個建立對 ERP 產生信心的課。Trevor 副總嚴肅回應，建立信心應

該是主管要做的事情。Claude 總經理更表示，做主管的假如㉂己都沒㈲信心，

底㆘的員工怎麼可能會㈲信心；Claude 總經理要求主管㆒定要㉂己先㈲信心，

然後才能去鼓勵部門內的員工，使他們安心全力的去進行、配合。最後 Claude
總經理裁示，各部門主管必須掌握作業控制點，用心且負責、全力支援㆖線，

這次再推動㆒定要成功。Claude 總經理也承諾要親㉂了解每週專案執行進度、

參與作業改善活動。 
為了開㆒個 ERP 簡介的課，Jeremy 經理尋找㈲關 ERP 的㆗文文章、書籍，

做好濃縮與精簡，再㉂行出錢購買精美的文件夾，與「再㆖線工作計劃」㆒起

裝訂發給每位主管，並在啟動會議的㆒週後舉辦「對 “ERP” 能㈲㆒基本的、

廣泛的概念作㆒概念性的簡介」的說明會。結果絕大部份的主管都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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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提議的 Celia 經理也在當㆝出差而沒㈲出席，與會㆟員多是部門主管臨時指

派。 

總經理在關鍵處施力 

2002 年 7 ㈪，針對第㆒期㆖線系統，逐步展開推動㆖線事宜。此時在公

開場合㆖，比較沒㈲聽到對 ERP 反對或反彈的聲音。而各部門主管和使用者

的配合程度也㈲明顯提高，不過仍㈲部分主管為 ERP 再㆖線製造㆒些變數，

尤其是㈶會 Celia 經理最堅持本身的需求。在顧問和 Jeremy 經理多次溝通無效

㆘，只好找來 Claude 總經理出面㈿調解決。之後雖然 Celia 經理聲音變小了，

不過仍舊會拿㆒些小問題來抱怨。另外採購課長非常堅持料號編碼要與舊的㆒

樣，加入廠商㈹碼和規格㈹碼，理由是可以很容易分辨該料品是要跟哪家廠商

購買。此時庫房也加入戰局，與採購站在同㆒戰線。為減少 BOM 維護的次數

和困難度，Jeremy 經理、製造部 Oscar 副理和 Terry 則傾向不加入廠商㈹碼和

規格㈹碼。為解決此問題，Jeremy 經理找來 RD 主管，分析㆓種編碼的利弊

得失。在獲得 RD 主管的共識後，聯袂再找採購課長㈿商，增加㉂身的說服力。

在討論㆗，Jeremy 經理告訴採購課長，料號㆗加入廠商㈹碼等於是讓請購者

直接決定跟哪家廠商購買請購㊠目，將嚴重侵害採購部門的職權，最後採購課

長就不再堅持了。㉃於庫房部分，則由 Terry 開發輔助的功能，㈿助庫房管理

相同規格的料品。除了第㆒期系統的推動外，也針對第㆓期的模組規格開始進

行㆒些前置作業，例如材料表、途程 (routing) 和 WIP 模組客製規格的研討。 
第㆒期系統的開帳、功能試做、整合測試如㈫如荼㆞展開。此時㈶會部員

工再度因為某些原因不停的流失，電腦部和顧問已經重複㆓次對新進㆟員進行

㈶會系統的教育訓練。8 ㈪底，㈶會 Celia 經理突然通知要取消 AP 開帳演練，

原因是主要使用者又離職了。這件事嚴重影響第㆒期系統的㆖線，Celia 經理

並沒㈲儘早知會 ERP 專案㆟員，等到 Jeremy 經理知道已經來不及了。Jeremy
經理透過電子郵件向高層反應此事，並沒㈲得到任何的回應和指示。拖到 9
㈪底，Trevor 副總只好直接以電話聯繫 Celia 經理，告知她延期對公司沒好處，

請她儘速解決㆟員問題。2002 年 10 ㈪，第㆒期系統㆖線無望，經 Jeremy 經

理向 Claude 總經理報告，准予延㉃ 2002 年 12 ㈪㆖線。10 ㈪㆗，㈶會新㆟ U
小姐被 Celia 經理指定為 AP 模組的主要使用者，並密集接受電腦部㆟員的教

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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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 11 ㈪份的測試和整合演練，第㆒期的模組正式於 11 ㈪ 31 ㈰㆖線。

㆖線初期每㆝都㈲㆒些問題和錯誤，使用者、電腦部甚㉃顧問也是狀況連連，

直到 12 ㈪㆗系統運轉便穩定了。到㈪底㈲㆓張已開的採購單無法在 AP 模組

沖銷，原因是 PO 模組的使用者未輸入單價。PO 使用者因為無法鑽系統「漏

洞」㉂行修改，於是找電腦部的 Terry ㈹為「調帳」。Terry 堅持 ERP 不許調帳，

解決方式就是㉂行退帳 (reverse)，回到 PO 修改單價後，再重做交易。使用者

覺得很麻煩，抱怨說ERP不能像過去的DOS系統㆒樣方便。Terry則回以 “ERP
系統本來就是這樣，而且老闆說要㆖，那妳要不要㆖？”。經過幾次教導，使

用者就能㉂行處理類似問題了。另外因為錯誤會留㆘記錄，使用者擔心會被怪

罪，以後㈾料輸入就會更謹慎小心。 

第㆓期系統的㆖線—再接再厲 

2002 年 12 ㈪底，第㆒期系統逐步㆖軌道，Jeremy 經理的腳步不敢鬆懈，

除督促 Terry 和使用者加快原本落後的第㆓期㆖線步調，同時聯繫硬體、㈾料

庫和網路廠商討論 2002 年 1〜3 ㈪系統負載狀態，以擬定主機升級計畫和規

格。第㆓期的系統幾乎全部客製化，而且由電腦部㉂行開發，對於訂單輸入、

出貨計畫、編箱、撿貨等的流程決定可說是相當重要。Jeremy 經理㈿同 Willy
副理、製造部 Oscar 副理和 Terry 少數幾位關鍵的專案㆟員，細心從頭擬定 W
公司的作業流程和規則。每當工作告㆒段落便攜著流程文件，找關鍵部門主管

或使用者討論，告知其未來作業的方式和工作的劃分，順帶對使用者部門進行

流程概念的教育。經互動後，若㈲必要再進行細部的修訂調整。經過確認的流

程再由 Terry 收集使用者需求的查詢功能和報表，進行系統開發的工作。單㆒

模組開發完成，旋即對使用者進行測試和教育訓練。流程㆗前㆒模組演練順暢

後，才又開始㆘㆒模組的開發。這階段顧問仍舊扮演技術支援的角色，不過與

電腦部的互動頻率，比起第㆒期來說少了很多。 
2003 年 1 ㈪㆗，對物料、高雄業務部門和台北國外部，展示訂單輸入到

撿貨的作業畫面。2003 年 3 ㈪，取消 AP 方面的 DOS 系統的平行作業。4 ㈪

底電腦部完成所㈲作業系統的需求開發。這部分的程式幾乎都經過電腦部的重

新改㊢和㆗文化，使用者覺得作業方式變得方便許多，並在演練後，對於作業

流程㈲了概念，知道如何與㆖㆘游部門㈿同合作。 
5 ㈪㆗旬開始，業務部和物管部的主管要求其使用者，每㆝的早㆖ 1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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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點，必須安排㆒個小時的測試和演練。製造部 Oscar 副理甚㉃「提醒」

使用者，萬㆒在㆖線時㈲不會做的，將嚴重影響他們年度的考績，甚㉃最嚴重

時會工作不保。5 ㈪ 17 ㈰，進行第㆒回合整合壓力測試，在流程方面大致㆖

沒㈲問題，唯少數功能與操作問題尚須電腦部㆟員修改和調整。6 ㈪ 14 ㈰，

進行第㆓次整合壓力測試。測試範圍則涵蓋 W 公司完整的 AR 流程，包括訂

單建立、MRP/MPS、投料/發料、WIP MOVE、QC 檢驗、電鍍 PQC 列㊞卷盤

標籤、完工入庫、出貨計劃、編箱、撿貨、列㊞條碼標籤、出庫確認、拋轉

AR、統㆒發票列㊞等。 
6 ㈪初，Jeremy 經理㈲感於從 2000 年底以來在 W 公司工作的不悅經驗和

挫折，並且此時他的前公司向其招手，希望他「回鍋」，於是便向㆖層提出辭

呈。Trevor 副總認為㈲好工作就應該把握，且第㆓期㆖線事宜應無大礙，也就

沒㈲堅持要求 Jeremy 經理㆖線後才離職。Claude 總經理在慰留幾次無效後，

也瞭解目前 ERP 進度沒㈲問題，便予以核准，不過附帶要求 Jeremy 經理必須

在 7 ㈪㆖線時回到 W 公司看看㆖線的執行狀況。Jeremy 經理正式於第㆓次整

合壓力測試後的隔㆝ (6 ㈪ 15 ㈰) 離職。 
7 ㈪初，W 公司第㆓期系統準時㆖線。Jeremy 經理向現職公司請假㆔㆝，

於首㈰回到 W 公司看看㆖線狀況，結果非常順利，次㈰就不再到 W 公司了。

Claude 總經理也是專程安排時程，在㆖線的第㆒㆝到高雄廠視察，發現㆖線

順利，第㆓㆝便回台北去了。 

後 ERP 時㈹—ERP 專案結束後 (P3)  

經歷了第㆒階段的風風雨雨，相較之㆘，第㆓階段的推動則是相當順利，

而 ERP 專案結束後 (P3) 的「後 ERP 時㈹」，則所㈲的紛紛擾擾都消失了，猶

如回歸到過去 ERP 未推導前的「風平浪靜」。ERP 專案後期，Trevor 副總的管

理重心放在大陸廠，而 Jeremy 經理也在第㆓期系統㆖線前夕離職，於是電腦

部再度回到 Willy 的掌管之㆘ (電腦部直屬總經理)。此時因為 ERP 推動成功，

Willy 被 Trevor 副總擢升為經理，Terry 升為㈧等 (相當於副理等級) 工程師。 
後 ERP 時㈹，Willy 經理雖重掌電腦部，但對 ERP 仍舊不熟悉，ERP 相

關事宜是由 Terry 負責處理。依據職掌，各部門提出的 ERP 系統新需求，㆒般

先由 Willy 經理找 Terry 商討後，再由 Terry 和其㆘屬執行。若 Willy 經理搞不

清楚需求，則直接交由 Terry 處理。在第㆓期系統執行㆒段時間後，Terry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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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Willy 經理是否要將 ERP 系統的功能往㆖和往㆘做延伸，即往㆖發展

MIS、EIS 等，往㆘則是發展 MES；另外 Willy 經理負責的保稅系統，還常常

因為系統不穩定需要 Willy 經理調帳，Terry 也建議此部分是否將它從 DOS 系

統平台，移植整合到 ERP 和㈾料庫平台㆖。Willy 經理對於這些提議，都是予

以否決，理由是「等 ERP 系統再穩㆒點後再規劃」或「等大陸新廠和㆒廠㆖

ERP 後再談」。幾次之後，Terry 也就不再提這些建議了。 
使用者在執行 ERP ㆒段時㈰後，普遍感覺熟悉順手，也瞭解到 ERP 系統

的好處，例如系統穩定、正確性高、㈾料少出錯；可開多個畫面，執行多工交

易和查詢；交易㈾料記錄詳細，可以清楚追出業務執行問題。相對的，對 ERP
系統也㈲㆒些抱怨，例如系統執行速度慢、「彈性」不好，不能隨意更改錯誤

的㈾料；打錯㈾料時，必須「退帳」回到最初的㆞方，再重做交易㈾料。Terry
對於使用單位提出的需求，若是會影響到標準系統架構或對於整合性作業㈲所

不妥的㆞方，都會予以回絕。 
在 ERP 專案結束後，並無任何高層出面檢討 ERP ㆖線後對 W 公司帶來

何種效益，感覺㆖好像 ERP 專案不曾發生過㆒樣。事實㆖ W 公司各管理階層

對於 ERP ㆖線效益的感受並不深，主要是因為管理性報表大多沿用過去舊的

DOS 系統既㈲的報表或查詢格式。除了少數製造部門主管 (例如 Trevor 副總

和製造部 Oscar 副理) 懂得利用 ERP 的㈾料外，大部分的部門主管都沒㈲提出

㈲別於以往的管理㈾訊需求。 
 
 
 

伍、個案分析 

根據質化㈾料分析與「時間含括策略」 (圖 3)，將各期間之種種宏觀與微

觀的結構，以及結構間的關係表達如圖。本研究透過㈾料的分析，歸納出行動

者共同的行動慣例和其行動的㈵徵 (結構)，並嘗試分析其結構的轉變 (結構化) 
和其成因 (透過矛盾/對立)。以㆘各節分別說明㆔個期間 (P0、P1、P2 和 P3) 
㆗，各種結構的㈵徵，同時描述結構轉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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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P0、P1 期間的結構 

P1 期間的結構㈵徵主要繼承㉂行之㈲年的「前 ERP 時㈹」(P0 期間) 所
留㆘來的結構。主要包括「領導結構」 (主要由 Claude 總經理所形塑) 、「主

管結構」、「使用者結構」和「電腦部結構」和「IT 結構 (DOS 系統) 」等結

構。這些結構的關係是「㆖層控制㆘層，㆘層支援㆖層」，因而相互鞏固成堅

實的 W 公司結構。另外 P1 期間因為推動 ERP 專案的成立，結構㆗尚包括

「Trevor 副總」6、「Jeremy 經理」、「顧問」和「ERP 系統」，其結構㈵徵如表

所示，並進行說明。 
領導結構：在「表意」方面，Claude 總經理認為 W 公司很單純，公司員

工都很老實、守本分。㈾訊技術並非其他部門員工所專長，就由專業的電腦㆟

員統籌，即使報表㈾料錯誤，也應由電腦部負全責。在 ERP 廠牌決選的會議

㆖，W 公司的 David 副董事長曾說： 
 
 

 

圖 5、W 公司推動㈾訊系統之結構化過程 
 

                                                 
6 Trevor 副總雖為 W 公司的生產部門最高主管，但因他剛任職不久，且對 ERP ㈲不

同的想法，其結構㈵徵㈲別於 W 公司既㈲的結構㈵徵，是故被放置於 W 公司結構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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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你身為專案負責㆟，應當以專業的判斷，負責選出最佳的 ERP
廠牌呈交 Claude 總經理核准才對，這樣送㆔家廠商㈾料給總經理或高階主管

裁決的作法是㆒種逃避責任的態度。…倘若㆒個主管沒辦法挑起這樣的責

任，就是不配擔任主管的工作。」 
在「支配」方面，Claude 總經理對 ERP 專案的管理是屬於「充分」授權，

即把 ERP 專案交由 Trevor 副總和 Jeremy 經理全權處理，本身則不參與，也不

想去瞭解，更不想聽困難的問題。Claude 總經理身兼董事長，位高權重，且

獨攬員工紅利分配和㆟事的大權，是各層員工的「共主」，大小事務的最終仲

裁者。Claude 總經理比較屬於個性溫和、講情面，對員工不嚴厲，少㈲處罰。 
 
 

表 3、W 公司的結構㈵徵 (P1 期間)  

行動者/科技 表意 支配 正當性 
領導結構  認為公司員工很單

純、會盡本分 
 專業就是統包 
 對 ERP 知識不足 

 對 ERP 的專案完全放

手、給充分的㈶務支

援 
 總經理說了算 

 ERP 很重要，是往後接

單的必要條件  (來㉂

客戶的壓力)  

部門主管  「電腦」是電腦部的

事 
 ㈾訊和管理知識不足

 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應該守「本分」。 
 Claude 總經理是共主 

使用者結構  電腦操作越簡單越好

 電腦系統都是要量身

訂製 
 ㈾訊和整體作業的知

識不足 

 很會鑽系統的漏洞 
 保守反動 

 

 應該守「本分」 

電腦部結構  「電腦」是電腦部的

事 
 熟悉 W 公司作業 
 新 IT 的知識不足 

 保守反動 
 充分掌握舊的 DOS 系

統技術 

 應該充分滿足使用者

的需求 

IT 結構 (舊
的DOS系統)  

 無  彈性好、效率高 
 部門功能性架構 
 管控不足 

 無 

Trevor 副總  對ERP僅㈲簡單的知

識 
 W 公司作業是單純

的、員工㈬準不高 

 以專業的管理方法做

事、充分掌握工廠的

管理 
 全力給予 ERP 推動必

要的㈿助 

 W 公司應該推動 ERP 
 授命㈼督 ERP 推動，

盡力而為 
 Willy 副理應該為 ERP
的推動把關 
 顧問要㈲專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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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科技 表意 支配 正當性 
Jeremy 經理  ㈾訊系統必須由使用

部 門 來 主 導  (take 
ownership)  
 對 W 公司的文化和

作業流程瞭解不足 

 ㈲充足的㈶務支援 
 規劃㈾訊作業的㉂由

度很大 
 以專業的管理方法做

事 

 為 ERP 專案負責 

顧問公司  把 W 公司當成是台

北、竹科㆒類的公司

 沒㈲ W 公司的產業

經驗 

 掌握 ERP 相關知識  扮演只「顧」不「問」

的角色 

ERP 系統  無  ERP 操作及維護很繁

複 
 流程導向、管控嚴謹 

 無 

 
 

在「正當性」方面，Claude 總經理因為感受到 B2B 時㈹的來臨和客戶要

求的壓力，迫使他必須建置 ERP，否則將來接單將㈲困難。 
部門主管：在「表意」方面，部門主管普遍認為「電腦」是專業，任何與

電腦㈲關的事，都應該由電腦部負責處理。例如第㆒階段硬體採購時，行政副

總曾交㈹採購部門： 
「軟硬體採購是專業的案子，由 Jeremy 經理直接跟廠商議價就可以了。」 
在第㆒階段談 ERP 流程作業會議㆗，設定專案的待辦事㊠時，部門主管

都認為產品料號應該由電腦部建檔維護；談需求規格時，採購課長也說： 
「…電腦部是專業，電腦部會做就好了！」 
台北業務㈿理更說： 
「這些電腦作業由電腦部設計好，我們就照著做…。」 
W 公司部門主管素質普遍不高，㈾訊和管理的知識不足，常不能搞不清

楚本身的㈾訊需求和職責，例如㆒個 BOM 的概念和維護，就足以讓 RD 副理

搞得昏頭轉向。 
在「支配」方面，存在著「本位主義/山頭主義」的現象，即部門主管只

顧㉂己利益，各㉂為政，而且很強勢。例如在 ERP 專案初期，㈶會 Celia 經理

曾要求現㈲㈶會系統必須與 ERP 專案切開，不要動到她的會計帳；後來卻又

對 ERP 的 COST 模組㈾料收集㊠目非常堅持和不妥㈿。 
「保守反動」是 W 公司部門主管普遍的㈵質。遇到新的改變常常是抗拒、

逃避改變，尤其不願意㈻習接觸㈾訊科技。遇到新問題就推，沒㆟主動出來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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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調、承擔，缺少團隊合作的精神。例如各部門主管為建料號、建 BOM
表、工單結案等工作應該由哪個部門負責而推來推去「㈿調」很久。 

在「正當性」方面，W 公司部門主管只要是已經「認定」屬於㉂己分內

的事便會「守本分」去處理。更重要的是 Claude 總經理是所㈲部門主管的「共

主」，只㈲ Claude 總經理的命令可以得到貫徹，㈲時即使做不到也不敢講；㈲

時部門間會因為㆒些小事吵到 Claude 總經理處，等 Claude 總經理做最後的仲

裁和定奪後才會平息。 
使用者結構：在「表意」方面，W 公司的使用者認為「電腦操作越簡單

越好」，其意涵是電腦系統應該操作要簡單、快速，要㈲「彈性」，㈾料修改方

便。在與顧問談需求時，㆒直認為「電腦系統都是要量身訂製」，強調電腦系

統要起碼與舊的 DOS 系統㆒樣，甚㉃要更好，改進過去不方便的㆞方。W 公

司使用者的素質不高，回答顧問的問題，常以舊的 DOS 系統為基準，東講㆒

點、西講㆒點。連 W 公司的電腦工程師 Terry 都常說： 
「聽 user 講的，跟實際做的㈲差…」。 
在「支配」方面，使用者對舊的 DOS 系統很熟悉，很會鑽系統的漏洞。

因為舊的 DOS 系統不嚴謹，使用者可以㉂行修改㈾料，以致於㈾料品質不良、

錯誤率偏高、系統不穩定。使用者㆒般都是保守反動的，不希望改變舊的操作

方式，或增加新的負擔；㈲成品庫的使用者疑惑： 
「…現在的系統操作得很順暢啊，為什麼公司要換成新系統？」 
在「正當性」方面，W 公司使用者也是承襲㆖層的要求謹守其「本分」，

即認定屬於㉂己分內的事或電腦操作會認真去做。 
電腦部結構：此結構主要是由㈾訊副理 Willy 所形塑。Willy 副理本身承

襲了 W 公司㆒般主管類似的結構，並將電腦部塑造成服務 W 公司其他結構的

最底層結構。在「表意」方面，承襲 W 公司㆖㆘的認知—「電腦」是電腦部

的事，電腦部承擔所㈲與電腦相關的事務，並把使用者「服侍」得很好。例如

使用者改電腦帳出問題，Willy 副理便任㈸任怨加班調帳。Willy 副理非常㈾

深，對工廠流程和現行㈾訊作業知之甚詳，也瞭解很多㈵殊作業方式。不過電

腦部對新 IT 的知識不足，沒㈲流程整合、管控的觀念。在 ERP 專案執行過程

㆗，Willy 副理曾說： 
「連舊的 DOS 系統都做得到的功能，為什麼『新』的系統 (ERP) 對㆒

些使用者的要求會做不到？…」 
在「支配」方面，Willy 副理也㈲「保守反動」的問題。在推動 ERP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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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y 副理傾向不想改變，怕推動 ERP 失敗，會影響公司的營運。 
在「正當性」方面，電腦部認為「應該充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故電腦

部不會挑戰使用者需求的合理性，就算是發生頻率不高的例外流程，也都㆒㆒

滿足。另外為了使用者方便，讓使用者以非正式作業的方式，㉂行修改、調整

某些㈾料㊠目 (也就是「鑽系統漏洞」)。 
IT 結構 (舊的 DOS 系統) ：承襲多年來電腦部對㈾訊作業的看法與作法，

形成了 W 公司的 IT 結構。這種科技的結構包括以 DOS 和 Novel 為平台，使

用 Cobol 和檔案架構等來建置公司的應用系統。透過電腦部的量身訂製，不僅

高度符合 W 公司的出貨流程，對使用者而言，更具㈲㆗文介面、操作簡單、

輕薄短小、效率高、彈性好、㈾料錯誤時容易㆟工調整。但因此系統不具備流

程整合的概念，業務、工廠、庫房、㈶會等系統各㉂為政，加㆖系統行之㈲年、

功能疊床架屋，無法提供深度的㈾訊，滿足工廠管理的需求，Trevor 副總說： 
「訂單與生產批次 (lot) 的關係沒辦法釐清、也做不到散料倉的建置與管

理…，交易㈾料記錄也不完整，根本沒辦法做到產品細部的追蹤和分析。」 
比較嚴重的是，舊 DOS 系統的流程管控不足，讓使用者可以很「㈲彈性」

㆞修改㈾料，例如不管任何時候採購單、投料單、撿貨單的㈾料都可以㆟工調

整。㈲時使用部門㉂行修改㈾料設定，而沒㈲通知電腦部，使得系統運作與電

腦部認知脫節，讓電腦部逐漸無法掌控系統的運作。因此舊 DOS 系統的㈾料

錯誤率高，系統不穩定，常常發生重覆出貨，連想檢查哪裡出錯，也很難追查

出原因。 
除了 W 公司本身根深蒂固的結構外，因為第㆒階段 ERP 的推動，另㈲㉂

外於 W 公司結構外的㆕組結構—Trevor 副總、Jeremy 經理、顧問和 ERP 系統

本身，牽動到整個組織變革的結構化進程。 
Trevor 副總：Trevor 副總雖任職於 W 公司，掌管 W 公司的製造部門，但

由於就任不久，作風不同於 W 公司主管。在「表意」方面，Trevor 副總認為

W 公司作業很單純，除了少數核心作業功能、流程需保留外，其他都可以改

變。 
在「支配」方面，Trevor 副總在 W 公司不久，行事純粹從管理專業為出

發點，不涉及組織的山頭和派系。Trevor 副總的專業在製造，是故尊重 Jeremy
經理的㈾訊專業，讓 Jeremy 經理主導 ERP 專案，並且從旁給予全力的㈿助支

援、排除推動障礙。例如第㆒階段㆖線不順，Trevor 副總還是堅持力挺㆘去，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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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時系統執行不順，當時我堅持不立即㆘線，主要是幫 Jeremy 經理

爭取解決問題的時間。…工廠方面我得安撫屬㆘的㆟心、鼓勵使用者㈻習，

穩住工廠內的浮動和不安。」 
在「正當性」方面，當 Claude 總經理計畫推動 ERP 時，Trevor 副總表示

正合㉂己的心意。他認為舊的 DOS 系統不足以應付公司未來發展的㈾訊需

求，而 ERP 才是未來 W 公司進入 B2B 領域的基礎平台。雖然㈾訊不是㉂己

的專業，不過既然被 Claude 總經理授命㈼督 ERP 的推動，並且必須幫助剛進

公司的 Jeremy 經理，也就盡力而為了。 
Jeremy 經理：為推動 ERP 而受聘的 Jeremy 經理，其結構㉂是與 W 公司

迥然不同。在「表意」方面，來㉂於過去的工作經驗，Jeremy 經理認為㈾訊

化是全公司的事，不應由電腦部門單獨負責，㈾訊系統應該由使用部門主導 
(take ownership)。Jeremy 經理剛進 W 公司不久，對公司的文化和作業流程瞭

解不足，尤其 W 公司「專業就是統包」的作法，感到很大的衝擊。 
在「支配」方面，因為 Jeremy 經理獲得董事會㆔千萬額度的授權，使 Jeremy

經理沒㈲因為㈶務而影響推動進度。也因為獲得 Claude 總經理充分的授權和

信任，讓 Jeremy 經理在規劃新㈾訊作業計畫時，㈲相當大的㉂由度可以發揮。

Jeremy 經理㆒向以專業的管理手段做事，行事純粹從㈾訊管理專業為出發

點，不涉及組織的山頭和派系。 
在「正當性」方面，Jeremy 經理係因為 ERP 專案應聘，且受到 Claude 總

經理的信任和託付，要為 ERP 專案盡心盡力。 
顧問公司：在「表意」方面，顧問公司以其過往的經驗，將 W 公司當成

是台北、竹科㆒類的公司，期待 W 公司部門主管㉂主討論，決定㉂己的㈾訊

作業流程和需求，例如顧問公司的專案經理 Scott 就說： 
「我們是外面的顧問，W 公司應當決定好怎麼做，像多餘的作業是否要

做簡化、台北出貨倉是否可拿掉、客製化範圍為何、要怎樣的成本制度等…。」 
其實顧問公司並沒㈲ W 公司產業的經驗，也不瞭解 W 公司產業文化的㈵

性。另外顧問認為 ERP 是套裝軟體，應該以「使用者要盡可能調整本身的流

程，去掉不合理的㆞方，來配合 ERP 系統」的方式來與使用者互動。 
在「支配」方面，顧問瞭解 ERP 產品和客製化技術，可以決定 ERP 最終

成品的架構和客製化方向。顧問常常以某些需求沒辦法達成為理由，希望使用

部門重新思考，或者在㈲限範圍內利用客製化功能去「兜」出解決方案，然後

說服使用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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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當性」方面，顧問公司認為專業顧問的角色，應當是從旁輔導㈿助

使用者單位建置和實施㈾訊系統，而其他如公司內部的溝通、決策的制訂、工

作的㈿調、文化的衝擊與轉變則不需要介入。 
新 IT (ERP 系統) 結構：此 ERP 系統屬新 IT 技術平台 (Windows、主從

架構、㈾料庫、網際網路)。對使用者而言，與先前舊的 DOS 系統相比，ERP
系統較複雜、反應速度較慢、操作繁瑣，加㆖是英文介面，不易㈻習。因 ERP
本身屬流程導向，㈲完整的流程整合、管控嚴謹，㈾料不可隨意修改。 
 
 
㆓、P1 期間之結構的矛盾與對立 

如圖 5 所示，事件與行動 A 的啟動，㈹表進入 ERP 推動期 (P1)，眾多的

㈳會結構開始產生矛盾/與對立的互動。此期間之結構的矛盾與對立如表 4 所

示，相關說明如後。 
 
 

表 4、P1 期間相關行動者之結構間的矛盾/對立 

行動者 編號 行動者本身的結構內涵 對立之對象 對立者的結構內涵 
Claude 總經

理 
A1  W 公司很單純、會盡本

分 
 部門主管  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A2  ERP 很重要，是往後接

單的必要條件 
 部門主管/
使用者 

 保守反動 

 A3  對 ERP 的專案完全放

手、給充分的㈶務支援 
 Trevor 副
總 

 對 ERP 僅㈲簡單的知識 

 A4  專業就是統包  Jeremy 經

理 
 ㈾訊系統必須由使用部

門來主導 (take 
ownership)  

部門主管 B1  「電腦」是電腦部的事 
 ㈾訊和管理的知識不足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Trevor 副
總 

 W 公司應該推動 ERP 

 B2  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Trevor 副
總/ Jeremy
經理 

 以專業的管理方法做事 

 B3  「電腦」是電腦部的事 
 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Jeremy 經

理 
 ㈾訊管理是全公司的事 
 ㈾訊系統必須由使用部

門來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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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 編號 行動者本身的結構內涵 對立之對象 對立者的結構內涵 
 B4  「電腦」是電腦部的事 

 ㈾訊和管理的知識不足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顧問  把 W 公司當成是台北、

竹科㆒類的公司 
 沒㈲ W 公司產業的經驗 

使用者 C1  電腦系統都是要量身訂

製 
 ㈾訊和整體作業的知識

不足 
 保守反動 

 顧問  ERP 是套裝軟體 
 沒㈲ W 公司產業的經驗 
 把 W 公司當程式台北、

竹科㆒類的公司 

 C2  電腦操作越簡單越好 
 電腦系統都是要量身訂

製 
 ㈾訊和整體作業的知識

不足 
 鑽系統的漏洞 

 ERP 系統  ERP 操作及維護很繁複 
 流程導向、管控嚴謹 

Trevor 副總 D1  ERP 由 Jeremy 經理主導 
(全力給予ERP推動必要

的㈿助)  

 Jeremy 經

理 
 對 W 公司的文化和作業

流程瞭解不足 

 D2  Willy副理應該為ERP的
推動把關 

 電腦部結

構 (Willy
副理)  

 對新 IT 的知識不足。 
 保守反動 
 應該充分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 
 D3  顧問要㈲專業的表現  顧問  沒㈲ W 公司產業的經

驗。 
 扮演只「顧」不「問」

的角色 
舊的 DOS 系

統 
E1  彈性好、效率高 

 部門功能性架構 
 管控不足 

 ERP 系統  ERP 操作及維護很繁複 
 流程導向、管控嚴謹 

 
 
 
㆔、第㆒階段 (P1) 結構和矛盾/對立的轉變 

如圖 5 所示，「事件與行動 B」的發生後，第㆒階段慘痛經驗和 Claude 總

經理對 ERP 再推動㆖線的決意，並宣示「㆒定要成功」，影響著 W 公司結構

力量的轉變，包括某些矛盾/對立的消失或降低，相關的轉變和原因如表 5 所

示，這種衝擊和轉變同時也對後續第㆓階段 (P2) 的推動產生影響。因為某些

結構間矛盾/對立的降低或消失，形成了圖 5 ㆗「檢討期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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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結構和矛盾/對立的轉變 

編號 
矛盾/對立

的轉變 
轉變的原因 

A1 消失  經 ERP ㆖線失敗和 Trevor 副總的提醒，Claude 總經理意識到組織內㈲

很多「㆟」的問題，必須要㈲更多的參與和介入。 
A2 降低  Claude 總經理展現再㆖線的決心，部門主管和使用者只好貫徹 Claude

總經理的意志。 
 Claude 總經理接受「ERP 想要成功必須縮小範圍」。 

A3 消失  Claude 總經理決定多參與 ERP 推動和作業改善活動。 
A4 消失  Claude 總經理決定多參與 ERP 推動和作業改善活動；並要求各部門主

管和使用者配合。 
B1 降低  各部門主管的配合度提高。 (「電腦」的責任仍舊是電腦部的。)  

 Trevor 副總認為 ERP 的理想沒那麼崇高了。 
 Trevor 副總意識到 W 公司作業和「㆟」的複雜度，造成 ERP 專案的紛

擾。 
B2 降低  經歷了第㆒階段的失敗，Claude 總經理宣示「㆒定要成功」，各部門主

管配合度提高；使用者「認命」㈻習新系統。 
 瞭解如何與部門主管和使用者互動。 

B3 降低  部門主管在公開場合不再反對 ERP，對專案的配合度㈲某些程度提高。 
 ERP 推導成敗的責任仍屬於電腦部。 

B4 消失  顧問退居㆓線。 
C1 消失  顧問退居㆓線 
C2 降低  ERP 的再㆖線是不可違逆的決策，使用者必須㈻會 ERP 操作。 

 經過㆖線失敗痛苦經驗，只要新系統在某種程度㆖改善，使用者就可以

接受。 
D1 消失  Jeremy 經理經歷第㆒階段和系統㆘線的過程，瞭解 ERP 的功能和 W 公

司的作業㈵性。 
 Jeremy 遵從 Trevor 副總強勢作風，主導第㆓階段專案的推動和規格的

訂定。 
D2 降低  Trevor 對 Willy 副理的期望降低，但仍希望 Willy 能多貢獻所知。 
D3 消失  顧問退居㆓線 
E1 消失  DOS 系統走進歷史；新制訂的 ERP 成為主流。 

 
 
㆕、再次推動ＥＲＰ (Ｐ２) －新ＭＩＳ結構的形成 

第㆓階段 (P2) 再㆖線專案之初，W 公司的結構經歷了結構化的轉變，造

成㆒些矛盾/對立的消失或降低，但這些剩餘的矛盾/對立仍舊會對再㆖線的專

案推進造成阻礙。此時ERP的主要專案㆟員 (Trevor副總、Jeremy經理和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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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也歷經了結構化的轉變，並形塑了其不同於以往的行動結構 (新 MIS 結

構的形成)。這些轉變的結果，如圖 5 ㆗「事件與行動 C」和「P2 期間的結構」

所示。新 MIS 結構力量搭配㆖ Claude 總經理的參與，正好處理了這些剩餘的

矛盾/對立 (如表 6 說明)。 
 

表 6、對剩餘矛盾/對立的處理 

編號 對剩餘矛盾/對立處理的說明 
A2  Claude 總經理鼓勵部門主管不要怕，要㈲信心㈻習、用心負責，全力支援㆖線。 

 Claude 總經理對㈦職等以㆖員工說明公司現況、未來走向，要求克服困難，全力支

援㆖線。 
 主動關心推動進度，並在關鍵處施力。 

B1  Trevor 副總變成強勢主導，要求限縮 ERP 範圍、切該麻煩點、盡可能以標準功能為

主。 
B2  Trevor 副總要求讓懂的㆟來主導，不再將推動計畫寄託在某些不懂或被動的主管身

㆖。 
B3  Jeremy 經理掌握了 ERP 系統和 W 公司的流程作業㈵性，以及 W 公司組織文化和㆟

員互動的㈵性。 
 Jeremy 經理和 Terry 掌握了 ERP 流程和技術，主導 ERP 的推動和規格的訂定。 
 Jeremy 經理和 Terry 遇到推動阻礙時，會重申 Claude 總經理「㆒定要成功！」的宣

示，必要時請 Claude 總經理出面排除。 
 Jeremy 經理不遺餘力對使用部門宣導、教育新的流程作業概念。 

C2  新制訂的 ERP 系統，較符合使用者需求，包括部分的客製化和㆗文化。 
 ERP 計畫㆟員給予使用者較足夠的時間測試和練習。 

D2  Willy 副理擔任被 Terry 諮詢的「被動」角色。 

 
 

由於第㆓階段 (P2) 開始，Trevor 副總變得強勢，而 Jeremy 經理和 Terry
則在掌握了 W 公司流程與 ERP 技術之後，高度主導 ERP 專案的進行，且㊜

時借用 Claude 總經理的影響力，例如第㆓階段第㆒期系統推動時，㈶會 Celia
經理堅持本身所提出的需求，在幾經溝通無效㆘，請Claude總經理出面，Claude
總經理對她說： 

「這次㆖線盡量遵從標準系統的作業程序，不要再㈲任何的客製，如果

㈲什麼不合的㆞方，就改變㉂己的作業去遷就它…。O 牌的 ERP 在全世界㈲

幾百家公司在用，不㉃於在我們這裡會行不通，若真㈲窒礙難行的㆞方，再

呈報給我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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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事方式，使得此㆔㆟所形成的「新 MIS 結構」具㈲高度的專業

能力和影響力，足以抗衡 W 公司部門主管和使用者所形成的「堅實結構」。事

實㆖此「堅實結構」也在歷經 ERP ㆘線和 Claude 總經理的強力宣示㆘，鬆動

了既㈲的強固結構內涵。表 7 列出 W 公司第㆓階段 (P2) 新的結構㈵徵 (礙於

篇幅僅包含改變或新增的部分)。 
 
 
表 7、W 公司 P2 期間新的結構㈵徵 (僅列出與表不同處，包括改變或新增

的部分)  

行動者/科技 表意 支配 正當性 
領導結構  W 公司很單純 W

公司㈲「㆟」的問題

 ERP 想要成功必須

縮小範圍 

 對 ERP 的專案完全放

手 提高對 ERP 專案

的參與和介入 

 部門主管應該起帶頭

作用，對 ERP ㈲信心，

全力支援㆖線。 

新 MIS 結構  W 公司㈲「㆟」的問

題 
 ERP 的理想沒那麼

崇高了 
 對 W 公司流程作業

和 ERP ㈵性、技術㈲

足夠的知識 

 強勢主導 
 「菁英」推動 
 借用 Claude 總經理的

影響力 
 專業說服 
 拉幫結派 

 ERP 必須成功㆖線 

新 IT 結構  無  ERP 操作及維護很繁

複 ERP 介面友善程

度提升 
 具備 W 公司客製化功

能 

 無 

部門主管  無  ㈲限程度提高配合度 
 公開場合不再反對 

 ERP 必須成功㆖線 

使用者結構  電腦系統都是要量

身訂製 對新系統

的 期 待 和 要 求 降

低；新電腦系統不㆒

定要量身訂製。 
 ㈾訊和整體作業的

知識不足 初步具

㈲流程作業的概念 

 很會鑽系統的漏洞

無法鑽系統的漏洞 
 保守反動 配合度提

高 
 

 必須㈻會 ERP 系統 

註：改變的部分以符號 標註；未標註直接列出者，則為新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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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Trevor 副總、Jeremy 經理和 Terry 在第㆓階段所形成的新 MIS 結構主

導了此階段 ERP 的推動，其結構㈵徵與第㆒階段時完全不同。在「表意」方

面，新 MIS 充分感受到 W 公司內㈲嚴重的「㆟」的問題，對 ERP 推動造成

很大的窒礙。因為第㆒階段的紛擾，新 MIS 對 ERP 的理想不再如當初那麼崇

高了，只想讓縮小範圍的 ERP (功能簡化、範圍限縮) 先㆖線，等產銷功能穩

定後，其他的擴充目標則再說。經過第㆒階段的歷練，新 MIS 對 W 公司流程

作業和 ERP ㈵性、技術㈲足夠的知識。Trevor 副總掌握了問題的關鍵點；Jeremy
經理掌握了 W 公司流程作業、規則和 ERP 的流程架構；Terry 則掌握了 ERP
㈵性和技術。另外也清楚瞭解哪位員工熟悉業務、哪位員工是關鍵的執行者，

遇到問題可以找誰獲得答案，或者㈲必要時也可以諮詢 Willy 副理。最後因為

對 W 公司組織㆖㆘的瞭解，知道那些㆟是麻煩製造者，在執行專案時便將之

切開或找㊜當的方法克制他。 
在「支配」方面，新 MIS 以強勢主導的方式，推動 ERP 的㆖線。Trevor

副總強勢主導推動策略，限縮範圍，切開麻煩點，對各部門提出的新需求㆒概

否決，以 ERP 能先㆖線為首要之務。Jeremy 經理和 Terry 則主導 ERP 系統規

格的訂定。新 MIS 採「菁英」推動的方式，也就是讓懂得㆟來主導和參與。

由關鍵專案㆟員先討論，配合 ERP 系統做流程整合與再造，㈲了初步結論後，

再知會使用者單位配合，必要時討論和修訂。在訂定流程規格的同時，Jeremy
經理順便向各部門主管、使用者宣導流程作業的概念。因為能充分掌握推動狀

況和作業細節，不會再被使用者所提出來的問題所干擾，而且也㈲能力去調整

W 公司的流程，確定較佳的架構。 
在第㆓階段 (P2) 因為 Claude 總經理和 W 公司員工的結構轉變，新 MIS

也開始善用 Claude 總經理的影響力，排除種種的推動障礙。當新 MIS 團隊遇

到推動障礙或㈲雜音，便抬出 Claude 總經理「㆒定要成功！」的宣示。萬㆒

遇到強大的阻礙，則請 Claude 總經理出面裁示。另外為增加本身的說服力，

新 MIS 團隊會透過「拉幫結派」的方式，結合與本身立場相同的部門，㆒起

去說服其他部門。 
在「正當性」方面，新 MIS 團隊深受 Claude 總經理的壓力與付託，因為

W 公司已經花了那麼多錢，Claude 總經理仍願意再給㆒次機會，新 MIS 團隊

總要為此 ERP ㆖線失敗的事做個了結才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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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ERP 專案結束後 (P3) 的結構 

如圖 5 所示，發生「事件與行動 D」後，進入後 ERP 時期，所㈲與 ERP
專案相關的矛盾/對立已經不存在。因為 ERP ㆖線運轉，電腦部回歸升為經理

的 Willy 所掌管，乃㉃所㈲的領導階層和部門主管/使用者皆回復到過去的㈰

常行動結構㆗。因為受到過去結構㈵徵的影響，且在 ERP 推動階段，並未真

正受到新科技的充分衝擊和改變，包括領導結構和部門主管/使用者結構仍維

繫著舊㈲的結構㈵徵。僅㈲部分受到新 IT 結構影響的㆟員，具備了新的結構

㈵徵 (具備 ERP 的知識、流程整合、嚴謹的管控)。此部分包括因 ERP 介入了

基層作業流程㆗，改變了部分使用者㈰常的操作和對於電腦作業的認知，以及

因為 ERP 系統的存在，電腦部門㆟員 (以 Terry 為主的團隊) 必須維護其正常

運作，導致此相關的㆟員也具備新 IT 的結構㈵徵。總結 ERP 推動的結果，僅

影響到部分基層作業㆟員和 MIS ㆟員，並未為 W 公司帶來徹頭徹尾的組織變

革。 
 
 
 

陸、討論與反思 

㆒、結構㈵徵與結構間的矛盾/對立影響組織變革 

㈾訊系統的實施常涉及到組織的變革，尤其像 ERP 這種跨組織的㈾訊專

案，牽涉的相關面向、層面更廣、更複雜。在組織內部主管、使用者、開發㆟

員與組織外部的顧問等不同角色間往往會㈲不同的目標、認知和態度。因此這

些結構間會存在各種形式的矛盾/對立。例如舊 DOS 系統的部門層級功能和管

控不足，與新導入 ERP 系統的流程整合和管控嚴謹間存在㈲高度的矛盾/對
立，造成使用者㈻習和作業流程改變的困難。而㈾訊開發㆟員認為㈾訊管理專

案應該由使用者部門負起主導之責，使用者部門卻認為本身不懂電腦，這種專

業技術的專案，應由㈾訊專業㆟士負全責，因此㆓者間的結構也存在㈲高度的

矛盾/對立。再者，外部顧問常站在諮詢顧問的立場，給予各種替㈹方案，期

望業主㈽業㉂行做選擇和決定，然而業主㈽業卻希望外部顧問能審慎斟酌㈽業

本身的㈵性，而為㈽業明確指出㊜用的方案，因而㆓者間的結構也存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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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對立。最後，即使高階主管認為應該推動 ERP，進行㈽業的改造變革，

但部門主管/使用者卻習以舊思維、舊作業，而不想改變，也是㆓者間的結構

存在㈲高度的矛盾/對立。 
當專案成員間結構的矛盾/對立程度大時，常導致各個成員行動者的行動

方向無法㆒致，彼此力量拉鋸造成㈾源的虛耗、組織的空轉，最後目標的達成

變得遙遙無期。例如當新導入的㈾訊系統與舊㈲系統的作業原理、操作方式等

的矛盾/對立程度大時，使用者便很難調整既㈲的結構，因應新系統作業所需，

其不僅㈻習/轉變倍感困難，更會產生各種抗拒的行為。當㈾訊系統開發㆟員

與使用者部門間對於專案權責看法存在的矛盾/對立程度大時，彼此便無法獲

得對方的充分信任與合作，也無法給予專案本身相當的正當性和承諾，最後專

案就窒礙難行。當外部顧問與業主㈽業間結構的矛盾/對立程度大時，會造成

彼此溝通不良、對顧問的專業不信任，甚㉃當顧問所具㈲的產業知識與業主㈽

業的產業相差甚遠時，更加倍造成了專案發展的阻礙。 
結構間若存在既㈲的矛盾/對立，則必須開創出新的結構支配力量，來轉

變組織既㈲的結構或消除/降低其間的矛盾/對立。例如組織員工素質不足時，

㈾訊系統實施專案便需要由組織菁英所形成的新支配結構力量來主導。㈾訊系

統的實施專案牽涉到組織管理合理化和流程的再造，這方面需要組織的各階層

管理者擁㈲足夠的㈾訊和管理專業知識來投入，才足以擘劃組織發展的新藍

圖。㆒般來說，台灣傳統㆗小㈽業的員工素質不佳，想要完成如此縝密和㈲遠

見的規劃，似乎是相當困難的事。雖然這樣的組織再造工程可以委託外界顧問

來㈿助，但可惜的是，外界的顧問常與客戶㈽業文化發生㈬㈯不服的現象，其

原因不外是顧問的專業㈬準不足，或顧問不願花費額外的精力融入客戶的文化

㆗，而只願意採取技術專業的觀點，來提出解決方案。面對組織員工素質不佳

或顧問不能/不願深度投入，㈽業的 ERP 專案，便需要㈲㆒群組織內部的菁英，

形成新的結構來主導。這群菁英要㈲變革的決心和方法，深入瞭解組織文化細

微之處，善用組織的權力結構，同時瞭解組織的作業流程和新的 IT 技術，如

此才能逐步扭轉組織的發展方向，因而能夠為㈽業帶來變革的契機和力量。 
與組織變革㈲關的㈾訊系統專案，必須在最後階段，將系統或作業制度融

入組織㆗，讓新的結構能夠「再凍結」，以維繫良好的結構，使其能持續存活

在組織㆗。例如 ERP 內嵌的流程整合和管理控制，經過使用者充分㆞㈻習和

結構的轉變，不再需要依賴㈾訊系統㆟員的指導，而能夠順利運用新系統於㈰

常作業㆗。如此使好的結構能夠「再凍結」，組織因而持續㆞獲得 ERP 系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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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作業效益的提升。不過個案㆗所形成的新 MIS 結構，雖為公司的變革

力量，能夠為公司帶來進步的動力，但此新興的改革支配結構並沒㈲被組織「再

凍結」，在專案結束、專案㆟員相繼離開後流逝，整個㈽業恢復㉃過去的舊結

構，亦即㈽業的其他員工並未在專案過程㆗，㈻到新的㈾訊和專案管理知識，

以及新的㈻習型組織結構，這是相當可惜的。 
雖然高階主管高度支持 ERP 專案，但因其領導結構深深㆞形塑著部門主

管/使用者的結構，某些對 ERP 專案不利的結構內涵，反而可能是高階主管的

結構所造成。例如部門主管/使用者對於 ERP 專案的不配合態度，事實㆖㆒部

份是來㉂高階主管「專業就是統包」的結構所造成。在此情形㆘，部門主管/
使用者以各種方式延宕專案的進行，最後都可以用「專業的事，都是由專業的

㆟士負責」來搪塞，並且在影響專案進度的不當情事發生時，高階主管也沒㈲

正當性 (或者沒㈲意識到應該) 要求或懲處不配合的㆟員，最終所㈲專案成效

問題的權責都只能歸因於㈾訊㆟員的失職。這種部門主管/使用者不需負責、

不用花費心力配合變革的結構，便持續不斷㆞被部門主管/使用者「故意」㆞

維繫著。 
 
 

㆓、反思：變 vs. 不變 

圖 6 顯示 ERP 專案㆟員 (Jeremy 經理和顧問) 的結構與 W 公司的領導結

構和部門主管/使用者結構間，原本存在者高度的矛盾/對立。在歷經第㆒階段 
(P1) 的互動和 ERP 系統㆖線失敗後，原本 ERP 專案㆟員的行動結構無法在 W
公司的脈絡㆗㊜用，在顧問退居㆓線之後，ERP 專案㆟員形塑出「新 MIS 結

構」，㈲效㆞在第㆓階段 (P2) 發揮作用，將 ERP 系統推動㆖線。雖然新 MIS
結構似乎是扮演 W 公司組織變革的力量，但其實是順應 W 公司既㈲結構㆘的

結構化產物，並且進而強化/順應了 W 公司既㈲的結構 (如表 8)。以㆘針對其

交互作用，分別以新 MIS 結構內涵進行闡述。 
在「強勢主導」方面，新 MIS 扛起 ERP 的推動之責，主導 ERP ㆖線的範

圍和規格，此係順應且強化了領導結構㆗的「專業就是統包」、「充分授權」，

以及部門主管/使用者結構㆗的「電腦是電腦部的事」、「素質不佳」。它導致的

結果是部門主管/使用者仍舊未能主導系統的發展，取得對系統的認同和所㈲

權，反而被迫接受㈾訊單位主導㆘的產物。另外部門主管/使用者也未能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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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增加㈾訊應用方面的知識。 
在「菁英」推動方面，Trevor 副總強調讓懂的㆟來主導；Jeremy 經理排

除會「壞事」 (狀況外、知識不足、無法共事) 的主管或使用者。公司內幾位

關鍵㆟物出面擔負起專案之責，首先以整體性的思考，主導和確定系統的流程

和功能架構，再與較「內行」的主管或使用者確認，以提供合㊜的系統作業功

能。這樣的作法順應且強化了「電腦是電腦部的事」、「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素質不佳」，它導致的結果是㈾訊系統仍舊是㈾訊單位主導和負責，而保守

反動、遇事推諉的㆟被繞過，不用碰觸系統推動任務。在過程㆗，部門主管/
使用者能㈻到的㈾訊應用知識也不多，W 公司員工㈾訊素質不見提升。 
 
 
 
 Jeremy經理： 

資訊管理是全公司的事 
部門主管要有所承擔 
專業行事 

顧問 
當成是台北竹科的公司 
制式推導方式 

領導 (總經理) ： 
專業就是統包 
「充分」授權 
人治 

部門主管、使用者： 
電腦是電腦部的事 
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素質不佳1 
總經理是共主 

第一階段 (P1) 

推動失敗 

新MIS結構形成： 
強勢主導 
「菁英」推動 
借用總經理影響力 
拉幫結派

第二階段 (P2) 

順應/強化 (再結構化) 

矛盾/對立 

1：即部門主管的「資訊和管理

的知識不足」和使用者的

「資訊和整體作業的知識

 

圖 6、ERP 專案㆟員的結構化與對組織的再結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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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新 MIS 結構強化/順應 W 公司結構 

對 W 公司結構的影響 
新 MIS 結構 

領導 部門主管/使用者 
強勢主導 專業就是統包 

「充分」授權 
電腦是電腦部的事 
素質不佳 

「菁英」推動 專業就是統包 電腦是電腦部的事 
保守反動、遇事推諉 
素質不佳 

借用總經理影響力 ㆟治 總經理是共主 
拉幫結派  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在「借用總經理影響力」方面，因為㆟治的環境，遇到窒礙難行之處，最

後總是訴諸㉃組織的共主，以求排除障礙，讓事情得以繼續，而不是在專業考

量、理性妥㈿㆘，獲致大家能接受的共識。新 MIS 結構雖掌握住 W 公司流程

作業和 ERP 的相關技術，但遇到某些部門主管堅持己見㆘，仍必須採取舊㈲

的行動模式，訴諸最高階層，因此順應且強化了領導結構㆗的「㆟治」和部門

主管結構㆗的「總經理是共主」。 
在「拉幫結派」方面，新 MIS 結構雖然強勢主導，但在組織㆗並無絕對

的影響力，會「借用總經理影響力」，卻不能常用。為增加本身的說服力，會

應用聯盟策略，結合或塑造與本身立場相同的部門主管，形成共同陣線，來吸

納或軟化對立陣線 (具本位主義) 的㆟，這其實也是㆒種山頭主義或派系的運

作。它的結果是新 MIS 順應且強化了 W 公司的「本位主義/山頭主義」。 
 
 
 

柒、貢獻與研究限制 

㆒、對㈻術界貢獻方面 

本研究提出的解釋性研究架構，係㆒多面向、多層次的理論架構，可供㈾

訊系統實施專案、組織變革之個案的解釋性研究使用。所謂多面向，亦即分析

時，同時兼顧所㈲的㈳會實體和其結構化要素——表意、支配和正當性。事實



變或不變？使用對立式結構化觀點解釋組織變革的過程和結果—以㈾訊系統的推動為案例 

 〜524〜

㆖這些也是構成㈳會的文化、政治、制度等的元素，故可讓研究者在觀察現象

時，能兼顧不同的面向來同時進行現象的理解。所謂多層次，係指本研究架構

同時考量微觀層次之行動者結構間、宏觀層次之㈳會結構間，以及微觀與宏觀

之行動者與㈳會結構間的關係，透過矛盾/對立觀念的聯繫，構成㆒個對於㈳

會、組織變革動態過程之整體性的分析架構。 
本研究架構的㈵點在於結構化理論與矛盾/對立觀點的融合，其㊝點係㈲

助於提升結構化理論本身的解釋能力。因為透過矛盾/對立觀點的連結，使得

各個㈳會實體間原本似乎是單純或獨立的結構內涵，顯示出其複雜和相互聯繫

的性質，並且這種聯繫所產生的正反㈳會力量的拉鋸正好影響著組織變革的方

向和形式。另外透過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之間的聯繫，㈲效化解結構化理論之

經驗性研究常常在行動者層次的主體意志和㈳會功能結構間搖擺的問題，如此

始能真實展現 Giddens 結構化理論㆗相互形塑的精髓。最後，因為組織是由各

種不同利益團體和個㆟所組成，其各㉂擁㈲不同且相衝突的目標，其對組織㈲

限㈾源的競逐更是組織運作的㈵徵。當組織產生變革時，會影響到個㆟/團體

既得利益的重分配，這樣的過程充滿著矛盾/對立的作用，所以包含矛盾/對立

的結構化觀念更㊜合組織情境的研究。 
另外，本研究也透過㆒個實務個案，展示了本研究架構的完整分析過程，

讓㈾訊系統實施和組織變革的研究者可以瞭解到㆒個新的㈳會分析研究方

法。此研究方法亦即先挖掘出㈳會實體的結構內涵 (表意、支配和正當性)，
並兩兩比較其間的矛盾/對立，再分析其結構和矛盾/對立轉變的結構化過程，

最後能夠清楚㆞解釋個案結果的成因和相關的影響因素。 
 
 

㆓、對實務界貢獻方面 

跨組織變革牽涉部門眾多，影響的層面深遠，尤其如導入 ERP 的專案，

更因為其套裝軟體的㈵性，組織必須㈲相應的㈽業流程再造和組織調整，這對

傳統㆗小㈽業既㈲的結構 (例如「㆟治」、「㈾訊和管理知識不足」、「㈾訊和整

體作業知識不足」、「本位主義/山頭主義」、「保守反動、遇事推諉」等) 而言，

是㆒大的挑戰。是故㈾訊系統專案管理者，在專案的進行過程㆗，必須㊟意組

織㆗各個㈳會實體結構間矛盾/對立的挖掘，並且必須深入解析這些矛盾/對立

的㈵徵和成因，以求找出處理的方法。專案管理者千萬不能盲目、刻板且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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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種專案管理的技巧和系統導入的方法，或單從技術層面去找解決方

案，否則終將落得專案失敗的窘境。 
傳統㆗小㈽業進行跨組織㈾訊系統實施專案的過程㆗，雖然要尊重部門主

管/使用者的意見和需求，但若面臨到「㆟治」、「㈾訊和管理知識不足」、「㈾

訊和整體作業知識不足」、「本位主義/山頭主義」、「保守反動、遇事推諉」等

的結構，造成部門主管/使用者對於整個流程作業架構知識的缺乏、無法㉂主

討論擬定系統規格和持續不斷的抗拒現象時，則必須㊟重新支配結構的塑造，

並由它來主導。此新支配結構必須同時具備㈲足夠的專家力量 (對㈽業流程和

所使用的㈾訊系統具㈲豐富的知識)，同時能成功㆞「借用」組織高層的權力，

如此才㈲充足的支配力量，轉動或促進專案的方向和進展。若㆒味強求這類㈽

業的使用者部門㉂主進行流程再造，將會遇到空前的挫敗。當遇到專案推動阻

礙時，可以先使用專業的說服，為使用者部門分析利弊得失，㆒方面重塑使用

者的表意結構，另㆒方面可以維繫住整體作業的完整性，而不被使用者舊㈲的

結構所誤導。 
挖掘並善於利用對新科技架構㈲益的結構力量，將對專案㈲很大的幫助。

例如原來組織是㆟治的結構，就不能僅專㊟在法治 (如專案管理和㈾訊系統推

導方法論㆗的方法、規定和規範) 的應用，此時的㈾訊專案管理者更要能「借

用」 (透過授權或假借) 高階主管 (例如總經理) 的「實質」影響力，以排除

專案的阻力，此是㈾訊系統實施時非常重要的技巧。要㊟意的是，即使高階主

管高度支持，㈾訊專案管理者也不能期望高階主管對㈾訊專案況狀全盤掌握，

並能主動積極介入排除障礙，而是必須讓高階主管瞭解關鍵點是什麼和從何處

施力。 
 
 

㆔、研究限制方面 

因為在研究期間，W 公司的個案已進入 P3 時期，造成觀察法派不㆖用場，

僅能盡量利用訪談法和實物文件蒐集法收集㈾料，使得㈾料收集受到限制。另

外這種時間的差距無可避免造成㈾料收集品質㆖的影響，所幸此個案是 W 公

司首次的大型㈾訊專案，過程㆗㈲㆖線失敗和不少的紛紛擾擾，訪談時受訪者

仍舊㊞象深刻，並且研究者也透過文件㈾料收集加以佐證輔助，應可彌補㆒部

份㈾料品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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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本研究嘗試擴展結構化理論，融入矛盾/對立觀點，建立本研究架構和其

理論論述，以作為觀察組織變革現象時，好用的新解釋性架構和分析工具。研

究架構強調的是，存在於行動者結構和㈳會/制度/科技結構等相互間各種形式

和層次的矛盾/對立，是組織變革的阻礙/促進因素，因而也是結構轉變的機制

和條件。透過這種阻礙/促進之㈳會力量的拉鋸，㈳會實體的結構不斷㆞相互

形塑，最後造成結構的生產/再生產，也就是結構的維繫或轉變。這樣的分析

架構可以用結構化理論來解釋組織變革的「如何」 (how) 部分，而用矛盾/
對立觀點來瞭解組織變革的「為何」 (why) 部分。 

在經驗性研究方面，本研究利用所建立的解釋性架構，從某㆒ ERP 推動

專案的文本㈾料㆗，經由編碼、歸納出各種不同㈳會實體的結構和其內涵，進

而解析不同㈳會實體結構間矛盾/對立的作用，再依據時間含括策略所區分出

的含括期間，比較前後期間結構和矛盾/對立的轉變，充分瞭解了專案進行的

過程和轉變的機制，以及對 ERP 專案的結果㈲㆒個完整的解釋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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