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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資通訊科技工具 提升營建業競爭力
營建產業而言，工務管理的需求會隨著公司、人員、專案、時間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欲以一套系統滿足產業中不同的工務管理需求是很困難的。營建產業與
許多產業有高度密切關係，例如：水泥、鋼鐵、運輸、機電與工程顧問等公司，
因此，產業景氣不僅關係到自身獲利，還會影響工商業興衰與整體國家經濟發
展。面對台灣以及國際環境條件的變化，國內目前的營建產業，正面臨政府政策
方向變更、產業特性與經濟環境變動、社會現象改變等內部問題，以及政府對外
開放國內市場，迫使產業必須面對全球化競爭等外部威脅。營建產業生態鏈龐
大，若無法突破困境恐對開發資金投入、設計規劃、管理及技術服務、人員施工、
機具設備、材料供應等造成影響，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與整體國家經濟發展。近
年來，已有多位學者研究指出：資通訊科技工具對於提升營建產業的競爭力之影
響，為提升組織及個人效能，降低企業成本、增加獲利，致使企業有能力購買、
研發或學習先進的工具與技術，進而升級，並提供更佳的服務或產品。唯有循環
性帶動上下游景氣循環，才能吸引國內外投資者，走向景氣繁華和勞資雙贏。總
而言之，營建產業欲具備全球化和國際競爭力標準化、自動化、資訊化絕對是必
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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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接受模式 刺激工務管理效能
過去研究已有利用二次開發平台的軟體(例如：Pro/ENGINEER、AutoCAD、
Office)對自身或特定需求進行二次開發。二次開發簡單來說，就是利用現有的軟
體進行修改及功能的擴展達到想要的功能，這並不會改變原有系統的核心架構，
為二次開發的概念。對於營建產業來說，隨著工程專案進行，會產生不同組織之
角色，例如：起造人、業主、PCM、建築師、相關技師、監造單位、營造廠、施
工單位等，如圖一所示。工務管理是營建產業最常面對的議題之一，工務管理的
過程中，人員管理和包商管理是影響工程品質、進度、成本的重要關鍵。無論是
人員管理還是包商管理，皆存在跨角色之任務派遣以及工作執行後之任務回報需
求，如圖二所示。由此可知，若是要開發一套工務管理系統滿足不同企業、人員、
專案、時間點的各種需求，雖然是十分困難的挑戰，但應能有效提昇不同企業或
人員間在執行和管理任務的效率及效能，對企業競爭力和組織生產率有顯著功
效。

圖一 營建產業之角色關係圖

圖二 工程專案派遣及回報運作模式

許多產業運用新的資通訊科技工具提升效能，或以新工具或服務取代舊有模
式。許仁豪(2014)過往研究中，運用相關行動理論或模式，調查新工具或服務是
否達到預期之成效。Fishbein and Ajzen (1975)以社會心理學的意圖模式(intention
model)為基礎，提出理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並於 1986
年提出理性行動理論架構模型，如圖三所示。

營建知訊 418 期/2017/11
《每月專題/營建產業工業化 轉型新藍圖》

知覺有用性

(U)

外部變數

使用態度

使用意圖

實際行為

(BI)
知覺易用性

(E)

圖三

科技接受模式(Davis, 1989)

TRA 理論說明行為態度(Attitude)係由個人預測自己的行為以及個人對自己
行 為 的 感 受 所 構 成 。 而 主 觀 規 範 (Subjective Intention) 則 是 受 到 順 從 意 願
(Motivation to Comply)以及其規範之信念(Normative Belief)交互影響，週遭的他
人想法與意見會對主觀規範造成影響，如：親人、朋友、同事等，進而影響自身
行 為 的 意 圖 高 低 。 兩 者 均 會 對 行 為 意 願 (Behavioral Intention) 造 成 影 響 。
Davis(1989) 結 合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TRA 發 展 出 有 效 行 為 意 念 的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用來預測和解釋新資訊科技使用者
接受新資訊系統的行為表現，並分析影響使用者接受情況的理論。而外在變數
(External Variables)是影響到感受實用性及感受易用性的潛在外部因素。例如：使
用者變數、外部環境因素、系統條件特性，不同於社會影響，認知過程的感受度
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影響還是很大(Goodhue, 1995)。
感受實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U)為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此科技對於工作
表現及未來的助益，並且察覺到其同時受到感受易用性與外在變因的影響。感受
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E)代表使用者感受到科技容易使用的程度，其中感
受易用性會受外在變數所影響。資訊科技的使用態度(Attitude Toward Using)同時
受感受實用性與感受易用影響。當使用者感覺到系統實用程度愈高，則對系統所
持的態度會更趨向正面(Davis et al,1992)。而使用該科技化系統的行為意願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會受到使用態度及感受實用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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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工務管理需求 建構管理平台
經過本研究團隊長時間構思，終於製作出一套可滿足不同企業、人員、專案、
時間點等各種需求的工務管理系統。首先建立一個可供使用者自行依任務需求設
計或調整的二次開發平台(Secondary Development Platform)，平台具備可供使用
者自行開發管理之功能和彈性，可供營建產業眾多不同的工務管理需求，自行建
構管理平台。換句話說，二次開發平台並非僅提供單一「管理議題」的解決方案，
它是提升「管理類型」的執行效率和管理效能的平台，影響層面不僅於一家企業，
而是有機會促進整體產業的競爭力。接下來，利用此二次開發平台針對營建產業
建築工務管理的類型，讓不同角色使用者可透過二次開發過程製作出符合特定時
空條件或解決針對性工務管理議題的客製化系統，將其稱為「BMS 雲端建築工
務管理系統」。

BMS 雲端建築工務管理系統 組成架構
考量「BMS 雲端建築工務管理系統」之使用者之角色以及該角色在工務管
理上的不同需求，將系統分為管理者平台、使用者界面、雲端資料庫三個部分，
如圖四所示。首先，由管理者平台設計並派遣任務予指定之使用者，而使用者透
過智慧型手機收取並執行任務，再將任務完成之照片上傳至雲端資料庫。接下
來，管理者連線至雲端資料庫，即可針對不同任務的執行結果進行資料的儲存、
分析和管理。

圖四 BMS 雲端建築工務管理系統組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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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者平台

管理者平台採用網頁(web page)格式，網頁架構以及功能展開如圖五所示。
管理者平台利用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 將資料層及顯示層分開，並以
Javascrip 程式語言編寫互動的效果，例如填入文字、按鈕，回應功能按鍵等。管
理者可依據工務管理需求在平台編輯工作清單，指派予執行人員，再透過平台查
詢任務執行結果及下載。管理者平台可連結至 MySQL 的資料庫管理系統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當中。圖六為管理者平台系統畫面。

圖五 管理者平台網頁功能

(a)案件管理

(b)人員管理
圖六 管理者平台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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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操作者透過電腦或手機進行操作。使用者界面選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
手機，係考量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愈來愈普及，且具可移動性、無
線上網功能可允許使用者自行連網下載安裝應用軟體，並透過觸控面板進行操作
以進行個人資訊管理、瀏覽及下載檔案、收發 e-mail 與處理文件檔。管理者平台
可供企業主、監督單位或主管機關使用。
二、

使用者界面

使用者界面是以手機 APP 應用程式畫面呈現，手機應用程式所有架構以及
功能，如圖七所示。

圖七 BMS 雲端工務管理 APP 功能

系統使用者可能是工程裝置人員、測試人員或查核人員，透過智慧型手機可
接收管理者指派的任務清單，任務執行分類可藉由 APP 的下拉式功能選單挑選，
並將執行結果與紀錄資料傳遞至雲端資料庫。手機 APP 是藉由 Apache Cordova
進行開發，應用前台則採 Angular JS 開發架構。優點是只要一套 APP 執行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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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別應用在各種 Mobile OS 平台，也可上架到各系統的市集。Apple 的 iOS 及
Google 的 Android 是目前市面上市占率最高的兩大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本研究
團隊有關使用者界面之程式撰寫，選用 Apple 的 iOS、Google Android 二大系統。
無論是 iOS 還是 Android 作業系統，皆可於 AppStore 搜尋程式並下載、安裝和
授權後使用。APP 各項功能畫面如圖八所示。

(a)「設定」功能

(b)「資訊」功能

(c) 「上傳」功能
圖八 BMS 雲端工務管理 APP 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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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雲端資料庫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 NIST 提出雲端運算的部署模型，將雲端服務模式
分為私有雲 Private Cloud、社群雲 Community Cloud、公用雲 PublicCloud、混合
雲 Hybrid Cloud 四種型態，由於本研究團隊在開發過程中，提供系統給營建產業
不同工務管理工作者來體驗使用，並針對使用後行為進行調查。就工務管理的精
神，管理者若能及時追蹤任務執行者之工作成果，理應較有助於上述系統體驗者
在工地管理的成效，也較符合促進執行效率和管理效能的研究動機。因此，本研
究團隊在設置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的考量上，
選擇採用公有雲的方式，並告知體驗者上傳雲端資料庫的檔案，將於上傳後七日
內自動刪除。如此，不僅可促使管理者進行檔案下載和歸檔，養成派遣任務後定
期追蹤及管理的習慣，也可降低雲端資料庫的建置成本。對於安全性要求較高的
企業或專案，只要調整管理者平台和使用者平台之設定，亦可將公有雲型態轉換
至指定的私有雲空間。
雲端資料庫存取於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雲端平台，
並搭配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的存取服務。操作界面則採用
Web 網頁和 Cyberduck FTP 程式二種方式。Web 網頁優點是可透過任何上網載具
進行瀏覽、下載和刪除；Cyberduck 程式則可批量下載，讓管理者更方便管理及
儲存檔案資料。有關 Cyberduck-FTP 程式架構及功
能展開如圖九所示，操作步驟如圖十所示。

圖九 雲端資料庫 FTP 程式(Cyberduck)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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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步驟一：Cyberduck 下載與安裝

(b) 步驟二：設定帳號、密碼、路徑後
與雲端資料庫進行連線

(c) 步驟三：資料庫自動依據拍照時所選擇的工 (d) 步驟四：下載後自動產生資料夾，
作內容歸檔放置

且資料夾內照片檔案歸檔分類方
式與資料庫相同的

圖十 雲端資料庫 FTP 程式(Cyberduck)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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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開發平台系統接受度調查 呈現四種關係
本研究發放問卷給使用過 BMS 雲端建築工務管理系統的受訪者進行問卷調
查。呈現感受實用性、易用性與使用態度及行為意願之間的關係，了解二次開發
平台開發流程及回饋機制，是否已達成開發當初的目標與效能。問卷回收後樣本
資料，運用 IBM SPSS 22.0 版本軟體執行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
定及單因子變異數 ANOVA 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統計分析。問卷共發出 120 份，
回收 107 份，有效問卷共 107 份，有效回收率為 89.2％。
受訪者男姓 84 人(78.5%)、女性 23 人(21.5%)，顯示營建產業使用本系統男
性人數高於女性人數；受訪者的年齡其中 41~50 歲者人數最多，共有 43 人，佔
總樣本數 40.2%；受訪者的學歷以大學(專)人數最多，合計共有 74 人，佔總樣本
數 69.2%；受訪者的產業資歷 15 年以上人數最多，合計共有 32 人，佔總樣本數
29.9%；組織型態以工程公司人數最多，共有 52 人，佔總樣本數 48.6%；中階或
基層管理者人數最多，共有 31 人，佔總樣本數 29%；透過相關分析結果檢視問
卷假設檢定，首先以「使用者特質」
、
「感受實用性」
、
「感受易用性」三者構面間
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三個構面之間都彼此皆呈現顯著相關(Pearson)<0.01，
達到高度相關性，代表不同使用者特質的受訪者，對於管理系統所提供的實用性
與易用性功能，都呈現高度的了解興趣及使用意願；接下來進行「感受易用性」、
「感受實用性」
、
「使用態度」三者構面間的相關分析，結果同樣呈現高度正項相
關，代表受訪者對於管理系統所提供的實用性與易用性功能，可以有效解決工地
不同的工務管理需求，並且功能上很容易操作使用，使用者會持續關注並使用本
管理系統並作為工務管理的工具；最後進行「使用態度」
、
「行為意願」構面兩者
間進行相關分析，結果也高度正項相關，代表受訪者對於管理系統，其意義代表
願意接受管理系統使用於目前工務管理工作，未來也會持續關注管理系統發展，
並持續使用。

運用二次開發平台 開發概念輔助工具
本研究團隊以營建產業為對象，藉由建立二次開發平台提升不同管理類型的
執行效率和管理效能。明確來說，管理並派遣任務的管理者平台、執行任務的使
用者界面、以及資料儲存、分析的雲端資料庫，可協助營建產業的使用者，解決
不同人、事、時、地、物所產生的工務管理需求。目的即是透過解決眾多管理類
型的方法，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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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開發平台─BMS 雲端建築工務管理系統的製作過程中，為了更貼近
使用者之習慣與需求，PDCA 目標管理循環之理念，藉由不同回饋機制獲取平台
開發的修正意見，希望透過不斷修正系統功能開發出有助於組織效能之管理輔助
工具。除此之外，辦理主管機關、專業團體、企業訓練課程以及公開分享會等方
式讓使用者進行體驗，接下來在 360 位系統使用者中，抽樣發送 120 份問卷，以
科技接受模式進行使用後接受度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管理系統
所提供的實用性與易用性功能，認為可以有效解決工地不同的工務管理需求，並
且功能上容易操作使用，故會持續關注並使用本管理系統並作為工務管理的工
具。
就不同的產業型態來說，皆有其產業特性下諸多不同的管理需求類型。綜言
之，建立可供使用者再開發，進而產生具針對性及客製化系統的二次開發平台，
對於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應是有正面助益的。因此，本研究團隊所提出製作二次開
發平台之流程，可依不同產業(如：服務業、旅遊業…等)特性，另製作提升該產
業管理類型之二次開發平台，相信易設計、操作、修改的二次開發平台，應可協
助不同產業效率、效能的提升，並提高產業的競爭力。未來二次開發平台將會持
續運作，成為「二次開發管理平台」，透過使用者服務群組互動，持續不斷的接
受意見回饋，並調整修正「BMS 雲端建築工務管理系統」
，希望提供更多的研究
者或企業，參考運用本研究二次開發平台製作流程，開發出更多二次開發平台概
念輔助工具。

參考資料
1.

1. Davis F. D.(2000).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February 1,
P186-204

2.

Davis F. D., Bagozzi R. P. and Warshaw P. R.(1989).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Management Sci.
35, P982–1002.

3.

Davis F. D., Bagozzi R. P., Warshaw P. R.(1992).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use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 J. Appl. Social Psych. 22,
P1111–1132.

營建知訊 418 期/2017/11
《每月專題/營建產業工業化 轉型新藍圖》

4.

Davis, F.D. (1986). 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mpirically Testing
New End-User Information System：Theory and Resul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T, Cambridge, MA。

5.

Fishbein M. and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

6.

Goodhue D. L.(1995). Understanding the linkage between user evaluations of
systems and the underlying systems. Management Sci. 41, P1827–1844.

7.

Kelman H. C.(1958).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 J. Conflict Resolution 2, P51–60.

8.

Mathieson K. (1991). Predicting user intentions: Compar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with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form. Systems Res. 2,
P173–191.

9.

Pfeffer J.(1982).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Pitman, Marshfield,
MA.

10. Sichel D. E. (1997).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1. Straub, D. W.,M. Keil, M. and

Brenner, W.(1997). Test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cross Cultures: A Three Country Study.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 33:1-11.
12. Venkatesh V., Davis F. D.(1996). A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Development and test. Decision Sci. 27, P451–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