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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從即時訊息軟體的發明，透過電子郵件的溝通方漸漸被即時訊息軟體給取代，

因為即時訊息技術的特性，為企業帶來溝通的便利，越來越多企業使用即時訊息在進

行工作溝通。 

本研究對象是已經導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之五間企業，採用質性研究

方 式 與 各 企 業 進 行 專 家 訪 談 ， 使 用 技 術 、 組 織 、 環 境 架 構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TOE Framework)進行探討可能影響

企業導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之關鍵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個案公司在採

用此類型系統需要高階主管的支持，並與每間企業的企業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規

模較小的企業則對於導入系統所需的資源特別重視，綜合本研究的發現，希望能提供

給未來要導入此類型系統的企業一個參考與依據。 

 

關鍵詞：即時訊息，私有雲架構，整合通訊，企業即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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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關鍵因素之個案研究 

壹、 導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人類的溝通模式也跟著不斷在改變與精進，目前台灣使用行

動網路的人數逐年再成長，根據 2017 年 7 月「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的「2017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顯示，推

估全國 12 歲以上曾使用無線上網比例高達 75.1%，約 1,586 萬人；而以年齡層來看，

「20-24 歲」、「25-29 歲」受訪者皆達 100%；地區分布以「東部地區」(花蓮縣、台

東縣)受訪者達 83.8%，高於其他地區；教育程度則以「研究所及以上」受訪者達 95.3%，

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而這些受訪者當中，有高達百分之 89.6%的使用者使用即時訊息服

務，百分之 97.1 的使用者在使用 Line 在進行溝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7)。

這些數據顯示即時訊息服務已經是現代上網必備的服務之一，也激發了本研究的動機。 

行動網路與智慧手機的發展，產生了人類新的溝通模式「即時訊息」，也越來越多

廠商投入「即時訊息」軟體的開發，最早從社交型的大眾即時訊息軟體，例如:ICQ、

MSN、Skype、Line、Whats APP、WeChat，而這些大眾即時訊息軟體用於企業環境，

持續不斷的出現資安的事件，「即時通訊」直到最近幾年，逐漸演變到企業專用的「企

業即時訊息」軟體，例如:team+、M+、QMI、EMMA、Slack，除了這些企業專用的「即

時訊息」軟體外，原本社交型大眾即時通訊軟體，也開始推出企業使用的模組或功能，

根據 104 資訊科技 2014 的調查顯示，現在的上班族在上班時間平均一天使用 2.1 小時的

行動裝置，特別是使用「即時訊息」軟體的比例高居第二名，僅次於打電話。調查顯示

有高達 43%的時間是用在公事上的討論，私事的部分只佔了 26%(104 資訊科技 2014)，

可見「即時通訊」已經變成一個企業用於溝通的方法(蔡燕平 2004)，根據互動資通股份

有有限公司於 2014 年的「台灣千大企業行動即時通訊調查」顯示，市場上 Line 和 Skype

是企業員工最常用的兩大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分別為 59.31%及 58.93%，而 63%的資訊

主管認為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對工作有幫助。但是，卻高達 69%的企業主管十分擔憂大眾

型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對企業帶來的資安隱憂，最擔心大眾型行動通訊軟體資安問題的三

大產業依序為金融保險業(87.5%)、製造業(82.2%)及服務業(66.9%)(互動資通股份有限公

司 2014)。由此可見企業界除了開始注重「即時通訊」系統所帶來的便利性，也開始重

視「即時通訊」的資訊安全問與資料保密等議題，因此本研究將挑選已經導入台灣 T 公

司所推出的「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之企業進行個案研究，來探討企業在導入這類

系統的可能影響因素，作為企業在導入此系統的參考使用，也可用於未來產品銷售的參

考方向，亦為本研究的第二動機。 

二、 研究目的 

透過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選擇了五間已經導入「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

之個案公司，分別屬於五個不同的產業，其企業規模、營業項目都不一樣，透過對這五

個個案公司進行個案訪談與資料分析，來探討企業在導入「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的可

能影響因素，提供未來想導入「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的企業或組織作為參考依據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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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此系統之廠商的行銷策略參考。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個案研究方式來探討下列問題: 

(一)採用「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在不同屬性的企業是否有相對應的影響因素? 

(二)企業在採用「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應注意事項有哪些? 

(三)在銷售時不同屬性的企業有何差異? 

 

貳、 文獻探討 

一、 即時訊息(Instant Messaging) 

    即時訊息技術的發展是以網路為基礎，透過點對點網路傳輸技術傳遞訊息的溝通軟

體(Grinter and Palen 2002)，學者 Faulhaber(2002)將即時通訊定義成「提供文字為基礎的

溝通方法給登入服務的使用者」，最早的即時訊息的軟體由一間以色列公司 Mirabilis

於 1996 年 11 月所發表的一套免費即時訊息軟體 ICQ(蔡燕平，2004)，從此即時訊息軟

體就開始蓬勃發展，即時訊息主要是作為一種社交網路的工具，廣泛用於在社交和工作

環境中 Lou et al.(2005)，在工作環境中員工將即時訊息用作工作相關的聯繫與溝通工

具，用於問問題或是回答問題，分享文件與參與工作相關的社交活動(Quan‐Haase et al. 

2005)。Yahoo 公司所推出的 Yahoo Messenger、Microsoft 公司所推出 MSN…等，直到

近十年，智慧型裝置與行動網路的發展，帶動了即時訊息技術的另一波演進，變成行動

即時訊息，行動即時訊息就是結合了即時訊息技術、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手機，讓即時訊

息不用在電腦前面收訊息，可以跟著人走到哪就可以在哪使用。 

二、 整合通訊(Unified Communication, UC) 

    依據整合通訊策略(Unifi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顧問公司(2014)的定義，「整合

通訊(Unified Communication, UC)是表示能利用通訊的整合將業務流程最佳化，並可讓

使用者透過單平台，使用多種使用者裝置來溝通或顯示即時與非即時訊息的溝通模

式」，整合通訊的另一種定義「透過將各樣通訊服務的介面跟後端網路連接整合再一起

的通訊系統」(Irwin Lazar 2007)。 

整合通訊，整合通訊代表者整合所有的通訊媒介在單一平台，在任何時間讓有需要的使

用者可以快速取得溝通工具增加溝通效率的一個平台，例:傳統電話、傳真、到網路時代

的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軟體、網路語音電話(VoIP)、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e)(Riemer 

and Taing 2009)。根據 BroadSoft 2017 年針對美國、英國、巴西、德國、法國、澳洲和

新西蘭不同行業的 1,005 位全球 IT 決策人進行調查顯示，74%的企業計劃在未來的 24

個月開始採用雲端統一通訊。(BroadSoft 2017)。綜合上述學者的定義，可以知道「整合

通訊」就在企業數位化轉型當中扮演重要的腳色，因為它能夠為員工提供各種各樣的現

代數位化工具，員工可以在單一平台，透過多樣不同的介面進行存取溝通工具，透過這

些工具能讓企業內部的溝通效率也會因此得到提升。 

三、 私有雲(Private Cloud)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已經是很常出現在各類型媒體的一個名詞，而實際的定

義常常是不盡相同，依據美國國家標準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2011)規範出雲端運算包含五個必要特性、三個提供服務的模式與四個建置佈署方

式，而私有雲是雲端運算技術中其中一種建置佈署方式。雲的管理方式、所需成本和安

全性取決於組織自行營運架設雲或是從第三方取得雲服務，私有雲的核心概念是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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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組織使用的服務，依據私有雲的建置方式還可分為組織自行營運或是外包第三方進

行營運，例如；Google (Grossman 2009)。 

根據 iThome 2015年CIO大調查顯示，在 2015年有採用雲端的企業，這當中有 71.4%

的企業是採用私有雲架構來建置系統，公有雲的部分則是 15.3%(iThome 2015)，可見企

業在選擇系統建置時絕大部分還是採用私有雲架構，私有雲架構的系統專為企業組織而

運行，且若選擇內部建置(On Premise)所有資料與程序皆在企業組織內部管理，可減少

資料外洩的疑慮與法規限制等影響。 

四、 TOE 架構(TOE Framework) 

技術、組織、環境架構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TOE 

Framework)是指企業在採用創新技術時，會受到科技、組織與環境這三個構面的影響

(Tornatzky and Fleischer 1990)，如圖 2-1，技術、組織、環境架構適合協助企業或組織決

定是否採用新的創新資訊系統的評估架構之一。其主要包含三個構面，這三個構面將會

對於企業內採用或導入創新科技產生影響。其中科技構面包含企業內部與外部的科技因

素，科技構面也可能包含了設備與流程，例如資訊科技的可用性、資訊科技的特性、程

序、流程等。組織構面是指企業的性質與資源，這當中包括了組織的規模、集中化的程

度、正規化的程度、管理結構、人力資源、閒置資源數量、員工之間的關係等，都可能

對企業再採用創新資訊系統的決策帶來影響。環境構面包括了產業的規模和結構，公司

的競爭對手，對於企業來說，為了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或是因應新的法規政令，企

業就需要透過採用新的科技。這三個構面為技術創新帶來了限制與機會，這些構面會影

響企業尋找或是採用新的科技。 

 
圖 2-1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TOE Framework 

資料來源：Tornatzky and Fleischer(1990) 

 

參、 即時通訊系統介紹 

目前市場上有很多種提供給公司用的「即時訊息」系統，主要目的是協助企業進行

內部溝通與協同合作，不同產品有不同的屬性與特殊功能，全世界各地區所喜歡使用的

「即時訊息」系統種類也不一樣，而市場上大多是「公有雲」的產品，極少數會使用「私

有雲」的產品。 

一、 即時通訊系統分布 

根據最新的資料統計顯示目前市場上最多人使用的「即時通訊」系統都是「公有雲」

產品，分別是 WhatsApp 與 Facebook Messenger 而 WeChat 則是緊追在後(Statista 2018)，

如圖 3-1，其統計的方式是依據每月份的啟用帳號數量。而台灣人最喜歡使用的 Line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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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八名。 

 
圖 3-1 即時通訊使用人數排名 

資料來源：Statista (2018) 

全世界不同地區不國家所使用的「即時通訊」系統都不一樣，而依據「即時通訊」

系統全球區域性分布來看，WhatsApp 與 Facebook Messenger 佔了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市

場， WeChat 主要的使用區域只有大陸，如圖 3-2。 

 
圖 3-2 即時通訊使用分布 

資料來源：comScore (2017) 

二、 企業即時通訊系統建置方式 

企業即時通訊系統已建置方式來區分大致上可分為兩種，(1)「公有雲」方式建置，

系統所需軟硬體由系統業者者提供，資料是存放在業者雲端機房之中。(2)「私有雲」方

式建置，系統所需軟硬體由企業自行建置，資料是存放在企業內部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2011)。而現今市場上的「即時通訊」系統大都是以「公

有雲」方式來提供給企業使用，對於提供「即時訊息」系統的廠商來說只要一個單一系

統就可以提供給企業來使用，企業很難進行「客製化」調整來符合企業內部不同的特殊

需求，而本研究所探討的「私有架構即時通訊系統」為台灣 T 公司之創新產品，可提供

企業採用「私有雲」方式來建置系統，更可以提供並滿足企業的「客製化」需求，簡單

的來說「公有雲即時通訊系統」是以「公車」的概念在提供服務，企業無法有任何「客

製」的想法，而本研究所討論的「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是以「私家車」的概念在提供

服務，讓企業可以依據不同的產業屬性與企業文化進行「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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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選擇即時通訊系統思考點 

越來越多企業開始選擇使用「即時通訊」系統當作企業內部溝通的系統，而企業在選擇

「即時通訊」系統產品並沒有一套有效的選擇方式，透過本研究整理出幾個企業「即時

通訊」系統選擇模式如表 3-1。。 

表 3-1 選擇「即時通訊」系統思考點 

思考點 內容說明 

系統架構 公有雲資料儲存在外，比較會有資安風險 

搭配各種雲端功能，是否會有「使用者自行將資料外儲」的漏洞 

樹大招風，大陸官方政策對於國際大廠有諸多規範，甚至不讓使用，例如

Facebook 

產品定位 是否專為企業溝通行動化所設計之產品 

產品設計 是否為功能 All in One 的產品，而不是多功能模組組合而成的產品 

實際案例 成交案例是否專為解決企業行動通訊而導入，還是「順帶」使用 IM 產品 

哪間廠商在台灣擁有最多本土大型企業的成功案例與導入經驗，這些案例也應

用於【大陸通】及【全球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流程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是以科技、組織、環境架構(TOE Framework) (Tornatzky and Fleischer 1990)

當作研究基礎架構，此架構是企業在選擇採用「創新」技術時所會用的評估標準之一，

也是本研究選取此架構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所探討的「私有雲即時通訊軟體」是除了可

將公司內部員工的通訊紀錄儲存在公司內部，更可以將外部合作夥伴的通訊紀錄儲存在

公司內部，對於企業來說，所有的溝通紀錄都有效的被控管與保存，在市面上還是一個

創新的技術。因為市場上已經導入「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的企業且願意接受深度訪談

之企業並不多，故本研究將透過個案研究方式，對已經導入「私有雲即時通訊軟體」之

企業進行專家訪談，探討影響該系統導入的關鍵因素，訪談將透過面對面或電話方式來

進行，透過個案訪談方式，收集與歸納個案公司採用私有雲即時通訊軟體的關鍵因素，

藉此讓未來在銷售此產品時能有更好的方式，也讓想採用此套軟體的公司能有更好的準

則依據，研究架構如圖 4-1。 

 
圖 4-1 研究流程 

本研究根據資訊系統導入理論科技、組織、環境架構(TOE Framework) (Tornatzky 

and Fleischer 1990)，將透過「科技」、「組織」、「環境」三大構面做為本研究架構如

圖 4-2，並依據此三個構面來設計訪談題綱，用來確立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軟體系統導

入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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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架構三個不同構面列舉兩個可能關鍵因素做為訪談時的主要問項，並透

過專家訪談對午間個案公司進行表 4-1 項目訪談: 

表 4-1 訪談提綱  

構面 描述 可能關鍵因素 

科技 企業內部與外部的科技能力，如設備、程序與系

統流程。 

內部系統整合 

產品成熟度 

組織 企業規模、集權化程度、正式化程度、管理結構、

人力資源、員工之間的關係 

高階主管支持 

導入系統所需資源 

環境 企業自身的科技基礎建設與導入系統所需的技

能，企業文化、產業特色、政策法令、競爭對手 

科技基礎建設 

企業文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透過下列方式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先透

過整理方談的結果，最後整理出來的結果再交由受訪者本人確認，確保分析結果與受訪

者本人的真實反映。 

 
圖 4-3 訪談結果分析流程 

 

二、 研究對象 

市場上已經導入「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的企業不多，在個案選擇，將以實際已經

導入此系統一年以上之公司，受訪者則需要能夠配合深度訪談、並參與過受訪公司導入

「即時通訊」系統專案，是個案選擇的主要標準，也為了求研究結果的多樣性的，本研

究的個案選擇對象符合下列條件： 

(一)所選取個案公司近期內成功建置完成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 

(二)所選取的個案公司規模在百人以上。 

(三)所選取的個案公司在該產業領域裡，居優秀地位並具有競爭力。 

三、 個案公司簡介 

(一)A 公司簡介 

A 公司為國內航空龍頭，創立於 1959 年 12 月 16 日，由中華民國政府為首出資，

員工人數約 13000 人，資本總額新台幣 547 億元，公司總部設立在桃園國際機場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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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經營國際航線與兩岸航線為主的客運與貨運，統計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其

飛行區域遍布 29 個國家地區，144 個航點。該公司經營理念「紀律安全、以客為尊、綠

能環保、追求卓越」把航空業最高安全性帶入企業經營，並且以服務業最高標準客戶至

上當作最高準則，再以環保與綠能整合企業運作當中，最後以好要更好的精神來打造企

業精神文化。 

(二)B 公司簡介 

B 公司創立於民國 65 年 7 月，員工人數台灣 1000 人/大陸 800 人，資本總額為新台

幣 40.2 億元，B 公司創立初期由一群年輕人敏銳的感覺到未來的趨勢，並適時掌握住專

業技術，開啟了 B 公司自動化前途。如今 B 公司早已是台灣整廠物流自動化系統的巨

擘，客戶實績遍及世界各地。B 公司對工廠自動化發展趨勢深入關注並注重專業技術的

研發與服務，所承製的整廠物流自動化系統包括規劃、設計、製造、安裝、試車及售後

服務等，皆贏得客戶的一致肯定和口碑，並在 2001 年成功跨足電子專業 EMS 製造。B

公司在 1998 年全員導入國際品質驗證 ISO 9001 和 ERP 系統，使公司的產品品質及決量

管理推向更高一層，並在每一環節的服務中，實際了解客戶需求並深入溝通、有效的規

劃、精密的設計、嚴格的監造、完善的安裝及熱忱的售後服務，博得客戶們的絕對信賴，

並善盡客戶託付予我們的重大責任。 

(三)C 公司簡介 

C 公司創立於 1965 年，員工人數 290 人，資本總額為新台幣元，由多位智慧財產

權法及技術専才等専家創設以來，53 年間，即發展成為國內規模最大之智慧財產權綜合

C 公司之一。及後，並擴大所涉業務至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務以外之一般綜合性法律事

務，跨越智慧財產權領域，朝全方位之法律業務積極發展。公司總部位於交通便利之台

北市中心，事務所之總面積約 3200 餘坪。各部門均已完全電腦化，並導入大型電腦系

統 AS/400，建立如國內所有已登錄之専利及商標資料等各種資料庫以供運用，並配置

有 10 名専職之電腦程式設計師及相關專業人員負責管理．運用，以因應客戶多方面之

各種需求。員工其大多數除了精通國語、英語、日語以外，也能說地方方言之台語，因

此對於與國內案件當事人間之意見溝通或交涉亦多所幫助。而負責専利申請過程處理之

工程師超過 90 名，其中包含 30 名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各自於電力工學、機械工學、

化學工學、生化學工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工藝學、半導體及電腦資訊工學等各部門執

司。此外，16 名律師中，大部份為台灣大學畢業，而其他律師及技術専門人員中亦不乏

曾於東京大學、華盛頓大學、富蘭克林皮爾斯法學院等大學留學獲得法學碩士或智慧財

產權碩士學位者。C 公司所網羅如此豐富之人材，目前所提供之法律服務業務包含民

事．刑事訴訟、商務仲裁、不公平競爭之處理、公司投資、行政救濟、金融、證券．保

險、國際貿易、専利、商標、著作權、勞基法、不動產等相關法務。 

(四)D 公司簡介 

D 公司創立於 1980 年，員工人數約兩千人，資本額新台幣 45 億，初期與日本綜合

警備保障株式會社(ALSOK)技術合作，為台灣地區的企業與民眾提供保全服務，該公司

於 1995 年在台股票上市，也因應台灣的市場多樣性成立的多間子公司，D 公司旗下有

14 間子公司囊括了電子、光電、航太科技、系統整合、智能機器等相關產業。 

(五)E 公司簡介 

E 公司，資本額新台幣 45 億，員工人數 170 人，創立初期以生產外銷不鏽鋼刀叉

餐具為主，該公司在 1989 年也取得 THERMOS 膳魔師台灣區銷售總代理權，到了 2001

該公司入股，日本酸素共同合資經營除日本及兩韓以外的全球 THERMOS 膳魔師公司及

THERMOS 膳魔師品牌，成為 THERMOS 膳魔師集團主要經營者之一。 

四、 個案公司彙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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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個案研究得到的研究數據較客觀，研究結果也是較為有價值。 (Herriott and 

Firestin 1983)，雖然多重個案研究需要較多的時間與資源，但是本研究為讓研究結果更

具價值，一共找了五家不同的企業，分別屬於不同的產業，航空飛行業、C 公司、機械

製造業、保全業、食品金屬製品製造業如表 4-2，希望藉由不同的產業別來找到共通或

是相異的關鍵或非關鍵影響因素。 

表 4-2 研究個案公司整理 

編

號 
公司名稱 產業別 上市櫃 資本額 

員工 

人數 
受訪者職稱 受訪者年資 

1 A公司 航空業 上市 547億 13,000 資深工程師 30 

2 B公司 機械製造 上市 40億 1,800 經理 16 

3 C公司 律師事務所 無 無資訊 300 資深工程師 12 

4 D公司 保全業 上市 45億 2,000 主任 18 

5 E公司 製造業零售業 無 1億 170 主任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 個案訪談分析結果 

    本研究共訪談了五間已經導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的企業，每間企業都來

自不同產業，根據些企業訪談內容與回饋當中，整理分析出每個產業在導入「私有雲架

構即時通訊系統」可能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一、 個案訪談結果彙整 

    以下將各受訪企業訪談結果依據技術、組織、環境架構進行分類，摘整如表 5-1 所

示，並摘要每個構面的訪談結論，建議未來如何提升這些因素的影響，最後條列出訪談

過程中的其他發現。 

表 5-1 訪談內容摘要 

科技構面 

因素        
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 

內部系統 

整合 

1.天氣預報

系統警示、

油料漲跌、

匯率資訊、

登入警示。 

2.可即時提

供高階長官

重要資訊。 

  1.透過內部系

統整合後可傳

遞員工想要的

資訊，薪資條。 

1.提供重要資訊

給高階主管。 

2.帳號能夠到職

離職時自動更

新。 

產品成熟度   1.透過其他已

在使用客戶、

廠商、朋友確

認。 

2. 產品有哪

些實績。 

1.會選擇發展

較久與較多大

型客戶在使用

的產品。 

 

摘要說明: 1.除了 B 公司與 C 公司除外，大部分受訪企業在導入此系統前都有與「內部系

統整合」的需求，B 公司當初選擇導入此系統有很明確的需求「資安」，故「內

部系統整合」並非該公司考量的因素，而 C 公司因其產業特殊性，其客戶的專

利是需要極度保密的資訊，故「內部系統整合」因素並非該公司所考量的重點。 

2.因為「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軟體」在業界並沒有太多已經導入的企業案例實

績可供參考，企業在導入這種創新概念的產品，往往對於該產品的成熟度要求

並不高，反而是企業對於本身的需求很明確，只要該系統功能能符合需求就可

以，產品的成熟度就不是重要的因素。 

建議對策 

措施: 

1.透過實際案例分享「內部系統整合」的好處。 

2.依據不同產業提供不同的重要資訊給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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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導入之大型企業進行經驗分享。 

其他發現: 1.雖然部分受訪企業表示「內部系統整合」並非導入此系統關鍵因素，但在導

入系統過後也會開始將「內部系統整合」列為首要目標。 

2.可以透過產品實績來判斷一個產品的成熟度，越多大型企業採用此產品成成

熟度越高。 

3.系統能提供越多的「API」越容易進行系統整合。 

4.客製化越多的產品成熟度越低，廠商的客製能力並非重要選項。 

5.單向的「API」不夠，需要雙向的「API」才能結合後端的 chatbot 系統。 

組織構面 

因素        
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 

高階主管 

支持 

1.提供老闆

想要的資

訊。 

1.此系統為

「嫌惡」系

統，必須要

高階主管支

持。 

1.企業內較封

閉，一定要高

階主管支持。 

2.要讓主管看

到「成效」。 

1. 主管想要

在一個可受控

管的平台進行

即時溝通。 

1.主管最在意的

就是成本，透過

比較大量產品的

優缺點說服老

闆。 

導入所需 

資源 

    1.預算是重點因

素，透過比較不

同產品的功能需

求與可能投入的

人力。 

摘要說明: 1.所有受訪公司一致認為「高階主管支持」是導入此系統核心關鍵因素。 

2.只有一間公司將「導入所需資源」列為關鍵因素，可能原因是該公司相較其

他受訪公司規模較小，投資在資訊系統上的金額相對較少。 

建議對策 

措施: 

1.確認並提供高階主管想要的資訊，提供主管注重的「效益」面資訊。 

2.不同規模公司使用不同定價策略。 

其他發現: 1.受訪公司表示「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在企業內屬於「嫌惡」系統，這類型

系統不被員工喜愛，一定要有高階主管支持才能有效推動。 

環境構面 

因素        
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 

科技基礎建

設 

1.空服員較

多，且工作

廠地點為世

界各地，網

路存取特別

重要。 

1.廠區WIFI 

AP 佈建是

當初成功導

入的因素之

一。 

 1.如果上網的

成本過高將會

影響員工使用

此套軟體。 

 

企業文化 1.公司成立

越久企業文

化是越難改

變。 

1.很著重

「影像」類

檔案的溝

通，須確保

這些檔案上

傳的速度。 

1.「網路」的

使用率都不是

很高。 

1.員工的多樣

性不易管理。 

1.公司不能接受

將資訊放在別的

控管的機房。 

2.員工排斥使用

新系統。 

摘要說明: 1.對於員工人數上千人之企業，科技基礎建設也就相對複雜，越大型的公司相

對的科技基礎建設也就越為關鍵。 

2.所有受訪企業一致認為「企業文化」是一個關鍵的影響因素。 

建議對策 

措施: 

1.不需去改變企業文化，分析各企業特性提供不同企業文化所需的「服務」。 

2.提供員工想要的「資訊」，ex:福利措施、特約廠商、健檢資訊…等。 

其他發現: 1.因為「即時通訊」系統的特性，需要使用者透過自己的手機與網路來使用，

故當企業有「工廠」類型的辦公區，就特別需要 WIFI 系統輔助員工於廠區內

連上網路來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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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所有個案公司各項構面因素訪談結果綜合分析如下表 5-2，打勾為有影

響。根據訪談整理結果分析得知影響此「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導入的主要的

共通關鍵因素有兩個，所有公司在導入此系統都是需要 「高階主管支持」，而每間

的企業的「企業文化」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素，而員工人數 300 以上的公司，因為員

工數量眾多，相對的環境網路也可能較為複雜，這類型的公司將「科技基礎建設」

列為關鍵的影響因素，而全部受訪公司中只有一間個案公司將「導入所需資源」列

為關鍵因素，很有可能該間公司規模相較於其他四間公司較小，員工人數不到兩百

人，這類型企業，未來在導入系統時可特別注意此項因素。  

表 5-2 綜合分析結果 

構面 因素 關鍵因素 
員工人數 

300 人以上 

員工人數 

200 以下 

科技 
內部系統整合    

產品成熟度    

環境 
高階主管支持 V   

導入系統所需資源   V 

組織 
科技基礎建設  V  

企業文化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特殊的影響因素，若能滿足下列因素也可提升企業導

入此系統的成功機率。 

1. 對於規模小的公司，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可支援跨平台建置，

可節省建置所需經費。 

2. 軟體廠商提供「客服專線」，特別是「即時訊息」系統使用者多，有「即時」

的特性，若遇到問題需要有非常熟悉產品的人協助 IT 人「立即」進行排除

問題。 

3. 「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廠商「客製」的能力。 

4. 持續提供產品的更新與新功能。 

5. 系統操作手冊、管理手冊的取得。  

6. 系統操作介面需要需要與坊間常用的「即時通訊」軟體相似，可減少員工

重新學習的時間。 

7. 廠商技術支援的程度 

陸、 研究結論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企業在採用「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的關鍵因素，分析

不同產業在導入系統時的影響因素，冀提供企業在導入該系統時的參考，另一方面可提

供系統銷售時的策略參考。依據訪談分析結果，本研究的科技、組織、環境構面與其影

響因素綜合整理結論如下。 

(一) 科技構面 

不同的個案公司對於內部系統整合的需求有不一樣的看法，以 A 公司、D 公

司、E 公司為例，這三間公司當初在尋找這類產品時就是以「整合內部系統」為訴

求，而以 B 公司、C 公司而言，一開始雖然沒有此需求，當系統導入後也都會開始

進行與內部系統的整合。未來在可在這塊加強應用情境的描述，讓企業了即時訊息

系統與企業內部系統整合後所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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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在產品成熟度是否會成為關鍵因素取決於產品推出到市面上時

間，對於特定產業所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對於較保守的公司來說產品成熟度將

會是關鍵的影響因素，這類型的公司在進行導入系統會透過各種管道來打聽產品的

成熟度，越多大型企業採用此系統也可增加其成熟度。 

(二) 組織構面 

「高階主管支持」在這一構面因素中，所有受訪的企業都是一樣的答案，此為

關鍵因素。「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是屬於「嫌惡」軟體，意思是說此類型系

統不會有員工喜歡使用，因為老闆可以很容易透過這套軟體找到員工，尤其是員工

的下班時間若收到老闆所傳來的訊息更可能增加員工的反彈，所以高階主管支持這

類型的「嫌惡」系統就特別重要。 

眾所皆知的在專案執行中所需的資源極為重要，而在受訪的企業中大部分認為

只要有「高階主管」的支持，資源將不會是影響因素，唯一要注意的是預算資源的

使用是否在主管的權限可使用的範圍內。因為「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目前在

市面上並非「必需品」，若企業規模較小之公司在採用此類型系統時需特別注意「資

源」的取得，才比較有機會成功採用此系統。 

(三) 環境構面 

因為「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結合了行動化的特性，若要享用行動化的方

便性，對於用戶端的網路需求將會增加，如果網路的費用過高將會影響員工使用此

套軟體，若公司有「工廠」類型的辦公環境，特別需要注意 WIFI 網路環境的架設，

讓員工在廠區的每個角落都能自由存取公司 WIFI 網路將大大增加員工使用此系統

意願，也因為大型企業的員工人數較多，這類型的科技基礎建設的影響在大型企業

更是明顯。 

企業文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影響因素，因為每間公司組成的人員與產業環境都

不一樣，在導入此類型系統時須先了解企業內部的文化，例如:產業特性、原始需

求為何，員工對於資訊化系統的接受程度、網路使用習慣、公司內部資安政策，這

些資訊都可提供企業在導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時有個參考方向。。 

二、 管理意涵 

市場上「即時通訊」系統早已經在企業溝通上廣為應用，目前大多數的企業都

在使用「免費」的「公有雲即時通訊」系統，而越來越多企業發現這些「公有雲」

系統公私不分常常夾雜著私人與廣告訊息，不能夠滿足企業內部的需求也容易產生

資安的隱憂，所以近幾年越來越多企業為了資安的考量、協同合作的需求與公司資

料的保存進而採用「私有雲」架構的方式來建置「即時通訊」系統，企業在拋開「公

有雲」系統採用「私有雲即時通訊」系統來改善「公有雲」系統所帶來的資安隱憂

與不便時，因為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小，企業應該要審慎評估自身的需求，是否

真的需要兼顧資安與協同合作而選擇專為企業溝通而設計的「私有雲架構即時通

訊」系統，建議未來想要採用「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的公司可參考本篇論文，

在採用此類型系統需要注意「高階主管」是否支持，與本身的「企業文化」影響，

相信在採用此系統時所遇到的阻力會比較小，而較小型的企業在導入此系統時，除

了高階主管本身對於此系統採用有高度的支持度外，也建議注意導入專案的資源規

劃。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為受訪者與採訪者的不同、時間與空間的影響、產品選定，會有不一樣的

研究限制:： 

1. 受訪者的選定皆為已經導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之公司，這些公司對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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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響關鍵因素會與尚未導入此系統的公司有所差別，建議後續研究在選定受訪

者對象可以將尚未導入該系統或是導入失敗的公司納入研究對象中已增加研究對象

的豐富性。 

2. 由於坊間也有眾多類似「私有雲架構時通訊系統」之產品，而本研究只選定特定的

產品進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將相同性質但不同的產品納入研究範圍。 

3. 本研究對象限制在以導入私有雲架構即時通訊系統之企業，因為「私有雲及即時通

訊」系統的採用採用在業界還算是創新的一種概念，所以並沒有足夠的客戶能夠進

行量化方式來進行分析，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研究對象開放為想導入此系統的企

業，採用問卷的方式來取得更多實際量化數據資料來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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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vention of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the communicators via e-mail have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tant messaging technology, it is convenient for enterprises to communicat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employees. 

This research object is the five compani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Private Cloud Instant Messaging System. They us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and use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TOE 

Framework). Discuss the key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vate cloud 

architecture instant messaging system" by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ll case 

companies adopt this type of system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high-level executives, and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each company. Small companies 

attach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the resources requir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ystem.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introduce 

this type of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stant Messaging, Private Cloud, Unified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 Instant 

Messa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