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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根據文獻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第二節說明研究變

數與操作型定義：第三節說明研究設計，包含研究步驟、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第四節說明資料收集後的統計分析處理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 

 

 

圖 3 -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使用者個人特質 

 

 
服務廠商因素 

   行動應用服務可用性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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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後端系統品質 

•產品策略 
•服務人員能力品質 
•服務提供品質 
•廠商形象 

•軟硬體操作 
•硬體設計精良度 
•產品附加價值 
•使用者支援程度 

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 滿意度 通訊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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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Palen and Salzman（2001）的研究可知，如要評估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可

用性必須從 Hardware、Software、Netware 與 Bizware 四方面作評估，因此在本

研究架構中，Hardware與 Software成為「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因素，而 Netware

為「通訊基礎建設」因素，Bizware則為「服務廠商因素」；根據 Ketola與 Roykkee

（2001）研究中的 Interface Hierarchy（圖 2-1）， External Interface與 User Interface

必須基於 Service Interface，反映在本研究架構中，則為「通訊基礎建設」與「服

務廠商因素」影響「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 

 

 至於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可用性評估因素，本研究採 ISO 9241與 ETSI的定

義，並參酌 Nielsen 與 Levy（1994）的研究結果，Efficiency 與 Effectiveness 成

為本研究架構中「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並影響使用者的滿意度，成

為研究架構中「滿意度」因素；又根據 Ketola與 Roykkee的 System Acceptability 

Model（圖 2-2），Perceived Usability取決於 External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

與 Service Interface，反應在研究架構中則為「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影響「行動

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其中，「通訊基礎建設」的效果必須透過「行動裝置

易用性認知」而影響「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因為當使用者使用各種

服務時，如果不透過行動裝置，則使用者對於通訊基礎建設的優劣完全一無所

知，因此，通訊基礎建設的效果必須透過行動裝置才能呈現，故「通訊基礎建設」

並無法直接影響「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至於「服務廠商因素」，根據

Woo and Fock（1999）的研究，「服務廠商因素」則會直接影響「行動網際網路

服務可用性認知」（如服務價格太昂貴導致可用性降低），因此「服務廠商因素」

可透過「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影響「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或是「服

務廠商因素」直接影響到「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 

 

 其中「通訊基礎建設」與「服務廠商因素」兩者在本架構中彼此獨立而不互

相影響，原因是「通訊基礎建設」的角色類似 Internet 上之 ISP，其著重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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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服務水準，而「服務廠商因素」類似 Internet上的網站內容提供者，因此特

指服務廠商組織面的服務水準，因此兩者呈現獨立的關係；最後，Shneiderm

（2000）提到 Universal Usability 的評估應該要考慮使用者的不同特質，而 ISO 

9241（1998）亦有類似的見解；因此在本研究中引入使用者的個人特質變數，成

為「使用者個人特質」因素，並對「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與「行動網際網路服

務可用性認知」產生影響。 



台灣地區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之可用性評估 

 

 39 

第二節. 研究變數與操作型定義 

 

1. 「使用者個人特質」 

 

使用者的個人特質可能會影響到使用者對於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觀感

（Shneiderm，2000），包含使用者的知識與教育程度、人口統計變數、社會文化

差異；而從張雅清（民 89）、蕭銘雄與許長舜（民 90）的研究中，針對行動網

際網路服務則可歸納出相關的人口統計變數，包含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業、個人收入；而 Shneiderm所談到的知識部分，從蕭銘雄與許長舜的「知識經

驗構面」則可得到相關變數與定義，包含了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市場了解程度、行

動網際網路服務相關知識多寡；至於 Shneiderm所提到的社會文化差異，由於本

研究的研究範圍鎖定在台灣地區，因此在種族、國籍等變數差異性較不明顯，因

此並未包含在「使用者個人特質」內；此外，張雅清（民 89）、蕭銘雄與許長

舜（民 90）的研究中皆針對服務使用經驗作探討，因此本研究將其歸納為「服

務相關經驗」，並包含使用資歷、使用頻率、服務平台、服務類別；「使用者個人

特質」包含的研究變數彙總如下： 

 

(1) 「人口統計變數」：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個人收入。 

 

(2) 「服務相關知識」：對於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市場概況了解程度、對於

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知識了解程度 

 

(3) 「服務相關經驗」：使用資歷、使用頻率、服務平台、服務類別。 

 

2. 「通訊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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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基礎建設」的優劣將呈現於行動裝置端，而使用者亦從行動裝置端感

受到整體服務的品質，由前述Woo與 Fock（1999）的研究可得知研究變數包含

了訊號品質與訊號涵蓋率，而本研究認為，對於行動網際網路服務而言，訊號品

質與訊號涵蓋率仍不足以完全反映後端系統的優劣程度，舉例來說，使用行動電

話進行金融轉帳，如果金融機構後端系統效率不彰，則轉帳過程將顯得冗長而需

等待，以此例而言，效率不佳並非訊號品質或涵蓋率所導致，而是應用服務後端

系統之故；因此，本研究認為應該將「服務後端系統品質」列入考慮，因此「通

訊基礎建設」的研究變數如下： 

 

(1) 「訊號涵蓋率」：市內涵蓋率、郊區涵蓋率。 

 

(2) 「網路訊號品質」：網路訊號傳輸品質、網路訊號穩定度、網路傳輸速

度、網路可得性。 

 

(3) 「服務後端系統品質」：後端系統效率、後端系統正確性。 

 

就「訊號涵蓋率」而言，根據市內、郊區作評估；「網路訊號品質」則以實

際傳輸的品質、穩定與可得性為主，以「網路可得性」為例，如行動電話在訊號

範圍內，但是仍無法連結上網際網路，則「網路可得性」不高；「服務後端系統

品質」是以「後端系統效率」、「後端系統正確性」作評估，用以得知系統是否兼

具 Effectiveness與 Efficiency。 

 

3. 「服務廠商因素」 

 

「服務廠商因素」主要著重在人文面的變數，如使用服務的費用不能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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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所接受，則費用高昂有違 ETSI（1993）的見解，亦即可用性是一種平衡的

概念，一項產品或科技帶來的利益必須要與其資源耗費相對稱；根據Woo與 Fock

（1999）的研究，「服務廠商因素」相關的研究變數如下： 

 

(1) 「產品策略」：套裝服務價格、行動電話價格、套裝服務多樣性。 

 

(2) 「服務人員能力品質」：服務可得性、服務有效性、疑難排除能力。 

 

(3) 「服務提供品質」：故障排除與維護品質、計費準確性、客戶互動關係。 

 

(4) 「廠商形象」：大眾媒體、社會輿論。 

 

「產品策略」主要著重於廠商的產品價格以及產品多樣性是否為顧客所滿

意，而行動電話價格是否高昂亦代表消費者是否需要花費大量成本才能使用該服

務；「服務人員能力品質」則是用以評估服務人員是否具有提供良好服務的能力，

其中「服務可得性」表顧客在需要服務時是否能得到服務人員的幫助，而「服務

有效性」代表這些服務是否能滿足顧客的需求，「疑難排除能力」則是著重於服

務人員排除疑難的能力，在具有適切的服務效率與服務品質的前提下是否能排除

疑難；「服務提供品質」針對廠商的服務執行面作評估，「廠商形象」則根據

Battacherjee（2000）的研究，強調「大眾媒體」與「社會輿論」對「廠商形象」

的影響。 

 

4. 「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 

 

「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因素乃探討使用者對於行動裝置的觀感，包含輸出

與輸入介面、該裝置的質感、甚至是協助使用者使用該裝置的各種機制（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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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週邊設備等）；根據 Heijden與 Taylor（2002）的研究，在行動電話的軟硬

體操作上可由Navigation、Presentation及 Input作評估，而Ketola與Roykkee（2001）

的研究則針對 User Interface與 External Interface切入，可據以得知相關研究變數

如下： 

 

(1) 「軟硬體操作」：瀏覽操作、畫面展現、資料輸入。 

 

(2) 「硬體設計精良度」：質感、重量、尺寸。 

 

(3) 「產品附加價值」：裝置連結能力、附加軟體價值。 

 

(4) 「使用者支援程度」：障礙排除、週邊設備。 

 

其中「軟硬體操作」主要包含了「瀏覽操作（Navigation）」、「畫面展現

（Presentation）」及「資料輸入（Input）」；而「硬體設計精良度」則是著重於使

用者對於行動電話硬體設計的個人觀感；「產品附加價值」則是強調不同行動電

話可能有一些能增進可用性的附加價值，如「裝置連結能力」是行動電話與其他

裝置互相連結的能力，以行動電話使用藍芽（Bluetooth）與個人電腦連結並將行

事曆內容同步化則是常見的應用；「使用者支援程度」則是強調使用者在使用行

動電話時的支援是否充足，強調疑難排解的有效性；值得一提的是，「軟硬體操

作」的評估強調的是容易使用與否，此與 Davis（1989）研究中的 Perceived Ease 

of Use 相當類似，因此此部分的問卷題項可參酌 Davis 所發展出來的 Perceived 

Ease of Use量表（見表 2-3）。 

 

5. 「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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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認知」則用以得知使用者對整體服務的Perceived 

Effectiveness與 Perceived Efficiency為何，前者代表使用者感受的實用性，而後

者代表在使用上的簡易程度；根據 Davis（1989）的研究結果，Davis 將以上兩

者的評估操作化（即 Perceived Usefulness），並且提出評估量表（見表 2-3）；因

此，本研究的相關研究變數採 Davis的定義與研究結果，用以評估「行動網際網

路服務可用性認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 Davis的研究中將量表縮減為六個有其實務考量，因為最

初十個量表與最後六個量表的衡量能力所差無幾，在問卷題目愈短愈好的考量

下，Davis便將最終十個量表縮減為六個；為了達到最大的問卷衡量能力，故本

研究將參酌 Davis最初十個量表制定問卷，而非只有研究最終的六個量表，其餘

四個量表分別為「使用ˍˍˍ將會改善我的工作品質」、「使用ˍˍˍ將會讓我更

能掌握我的工作」、「使用ˍˍˍ對我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使用ˍˍˍ使我完

成更多工作」。 

 

(1) 實用性：見表 2-3。 

 

(2) 使用效率：見表 2-3。 

 

6. 「滿意度」 

 

滿意度用以探求使用者對目前服務的滿意程度，在此則根據吳幸容（民 90）

的研究結果，將滿意度定義為「使用前的預期」與「使用後的感覺」間的「差異

程度」；另外，本研究認為事前認知與事後認知的差異屬於一種隱性的比較，亦

即使用者的滿意度高低並未同時反應出實際使用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得知

使用者是否滿意的同時，應同時探求消費者未來繼續使用的意願，藉此反應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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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面的觀感與實際使用的情況；相關研究變數如下： 

 

(1) 事前認知與事後認知的差異：事前認知代表使用者在使用前的期望水

準，而事後認知則代表使用者在實際使用後的實際水準，滿意度則為兩

者間的差異，並針對「收訊品質」、「客戶服務」、「通話費用」、「附

加功能」作評估。 

 

(2) 使用意願：使用意願用以得知使用者在未來繼續使用行動網際網路服務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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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1. 研究步驟 

 

本研究使用非開放式問卷收集使用者對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觀感，問卷的擬

定是根據過去文獻所彙總的研究變數，希冀藉由大樣本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驗

證模式。 

 

本研究的步驟如下： 

 

(1) 擬定初步問卷 

根據過去文獻，擬定研究架構與研究變數，並解根據其操作性定義制定

初步問卷；問卷的擬定力求題意明確清楚，並控制整體作答時間在可接

受的範圍內，實務之題數限制在 50題左右以避免受測者填答時感到不

耐。 

 

(2) 前測 

為了確保問卷能夠適切量測研究變數，在初步問卷擬定完成後便進行前

測；進行前測是為了發掘初步問卷在題意上考慮之不週，避免使用者因

為語意不清而造成答非所問的情況，進而影響到整份問卷的信度與效

度。 

 

(3) 問卷內容修訂 

根據前測的結果，修訂並審查問卷的完整性與適切性，確保問卷能夠精

準量測研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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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式問卷調查 

問卷修訂完成後進行正式問卷調查，並且請自願受訪者填寫問卷；期間

詳細紀錄每份問卷的回收時間以及填寫時間，以便作為篩選有效問卷的

基本依據。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台灣地區曾經使用過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使用者，因此

本研究受訪者的地理範圍限定在台灣地區，直接反映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在台灣的

使用現況。 

 

至於受訪者所使用的行動裝置，則是指能提供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各種行動

通訊工具，在台灣之行動裝置以行動電話、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為

大宗，因此本研究限定為此兩種工具；作此限定的理由是因為行動電話與 PDA

是一種「平台」，而服務廠商可以在上面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如使用 WAP 的

WML網頁，或是 i-Mode的 cHTML），其特點就是上面的服務獨立於工具本身，

因此可以有越來越多的新服務可以在上面提供；至於其連線方式則不予限制，可

以是WAP、GPRS等等。 

 

研究對象的選定，主要是根據目前台灣市場的現況作抉擇，因為目前台灣地

區的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仍由通訊業者所主導，而其服務多半與其銷售的行動電話

相結合，因此在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使用上乃以行動電話為主，除了WAP可彼

此互通外，其他如大眾電信的 PHS，其各種服務只能在自家所銷售的行動電話上

使用，而相同的情況亦發生在和信電信的 i-Mod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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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排除筆記型電腦與股票機等非行動電話類工具，不包含筆記型

電腦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其本身就是一種個人電腦，只不過它可以被方便攜帶，

一旦連上網路之後，其使用方式或是內容呈現皆與一般個人電腦完全相同，並未

具有行動裝置的特色，因此即使筆記型電腦是以各種無線方式連上網路，仍不列

於行動通訊工具之列；另外一類則為股票機，股票機類似呼叫器，雖使用無線網

路技術連結後端系統，但是其功能大多數都是固定不可改變的，也就是說，該裝

置所能提供的服務是難以更動的，其他的服務廠商並無法在上面提供自家的新應

用，因此本研究因股票機封閉的架構而不將其列為行動通訊工具之一。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必須具備以下基本要件： 

 

(1) 在台灣地區使用行動網際網路服務。 

(2) 使用台灣地區通訊業者所提供的各種行動網際網路服務。 

(3) 使用的行動裝置為行動電話。 

 

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樣本，由於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在台灣仍屬創新的產品與

服務，相對於普及率相當高的傳統語音通話，有過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使用經驗的

使用者仍屬相對少數，而同為網際網路使用者的Internet使用族群，對於網際網

路各種服務與應用較為熟悉（張雅清，民89），根據前述Rogers（1962）與駱惠

淑（民83）的研究，可知創用者與早期採用者對於新產品有較多的接觸機會，而

且有較高的教育水準或社會地位，因此他們可以說是目標市場的先行者，具有指

標意義的地位；對應到Rogers等人的研究，目前Internet使用族群具有教育程度較

高與年輕化等特色（交通部統計處，民90），恰與蕭銘雄、許長舜（民90）研究

中的WAP使用者特性相符，因此，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之創用者與早期採用者極

可能來自目前Internet使用者，而且這些現存的Internet使用者對無線應用服務亦

有較高的接受度，如以現存的文獻來看，如張雅清（民89）、Pederse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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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皆以Internet使用者作為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相關研究之樣本。 

 

如進一步從美國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相關統計數字來看，亦可發現Internet使

用者與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使用者的高重疊性：根據美國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調查顯示，至2001年12月為止，美國共有一千萬位行動網際網路服

務使用者（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2002），約在同時，comScore 

Networks在2002年第一季針對18歲以上且曾利用PC使用Internet者作調查，顯示

美國目前有九百九十萬的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使用者（comScore Networks，

2002）；如將兩者互相比較，則可發現在美國一千萬位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使用者

中，即有九百九十萬位使用者為18歲以上且會使用PC瀏覽Internet，如果再將18

歲以下且會使用PC瀏覽Internet的行動網際網路使用者列入考慮，則會發現超過

九成九的行動網際網路使用者同時亦為Internet使用者，顯示行動網際網路使用

者與Internet使用者的重疊性相當高，因此，基於上述文獻以及統計數字來看，

以Internet使用者作為本研究之樣本應具有極高的母體代表性。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網路問卷作資料收集，將問卷以動態網頁形式擬定完成後將連結公

佈於相關社群、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BBS）與相關討論版面，藉

以吸引自願填答者上網填答。 

 

透過網路問卷填答資料理論上亦為一種抽樣形式，但嚴格而論網路問卷並非

隨機抽樣，而且可能會有抽樣誤差產生；但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 Internet使用

者的觀感進而得知目前台灣地區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使用現況，因此抽樣對象為

所有的 Internet使用者，而透過 Internet接觸到 Internet使用者，應為合理且具有

相當高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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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問卷方式進行調查有以下優點是傳統問卷所缺乏的： 

 

(1) 經濟 

在編製發放傳統問卷時，製作問卷以及發放問卷上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

與物力，如印刷費、差旅費等；而回收問卷後的整理與登錄亦可能需要

另外一筆花費，相對於網路問卷，由於網路的無遠弗屆，使得網路問卷

相當經濟實惠。 

 

(2) 快速 

由於網路問卷透過網際網路傳遞，因此無論使用者在何時何地都可以很

快地取得問卷，而在取得線上問卷並填答後，其填答內容又能很快地回

傳至研究者，因此在時效上較傳統的郵寄發送或當面填答更有效率；對

於研究者而言，受訪者所填答的內容以轉為數位資料，對於後製的製表

或分析亦相當快速方便。 

 

(3) 環保 

在受訪者為數眾多的情況下，紙本問卷的紙張耗費量是相當驚人的，因

此網路問卷直接以網頁形式呈現是相當環保的。 

 

(4) 正確性 

網路問卷最大的好處，在於完全電子化，因此受訪者一旦填妥問卷，則

可使用 JavaScript等技術作問卷內容的稽核，檢查無誤後則可直接寫入

資料庫，省卻了人工編碼可能造成的錯誤。 

 

 在網路問卷發放的策略上，為了提高受訪者填答的意願與填答數量，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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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 相關網站刊登連結 

尋找與行動網際網路服務或行動電話相關的網站，或是各入口網站尋求

首頁連結，此策略為增加曝光率提升網友填答意願與數量。 

 

(2) 社群討論區 

針對熱門的社群討論區，直接在該討論區張貼線上問卷網址以便宣傳，

或是針對行動電話與行動網際網路服務的相關社群，直接吸引愛好此道

的創用者與早期採用者上網填答問卷。 

 

(3) BBS版面與新聞群組的宣傳 

透過 BBS 版面與新聞群組的宣傳，亦有增加曝光率的效果，提升網友

上網填答的機會。 

 

(4) 主動尋找可能的受訪者 

如果尚有其他管道可獲得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使用者的聯絡方法，則主動

請其上網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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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0.0作為資料分析的工具，所使用的資料分

析方法主要如下： 

 

(1) 次數分配： 

 

將問卷的原始資料以次數分配表的方式作呈現，藉以說明樣本在各層面的分

佈情形與基本數據。 

 

(2) 因徑分析（Path Analysis）： 

 

因徑分析用於探討多重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在實作上則是以一系列的迴歸分

析所組成，其程序大致而言是先根據理論或是文獻資料，建構出一個初始模式，

並且畫出一個初步的徑路圖（Path Diagram）用以表現因果關係，最後則使用適

當的迴歸模式估計徑路係數並考驗其是否顯著，進而釐清該模式是否正確。 

 

就本研究而言，根據文獻建構出評估行動網際網路服務可用性的模式，則可

使用徑路分析探討該模式之正確性。 

 

(3) 典型相關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典型相關分析的主要功能，在於求出一組連續變項與另外一組連續變項間是

否有顯著的關係（每組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變項），其原理是求出兩組連續

變項相關性最大之線性組合，藉以探求此兩組連續變項是否彼此相關；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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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則可用於探討：「通訊基礎建設」與「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間的關係、「服

務廠商因素」與「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間的關係、「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與

「行動應用服務可用性認知」間的關係、「行動應用服務可用性認知」與「滿意

度」間的關係。 

 

(4)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ultiple Analysis of Variance，MANOVA）： 

 

MANOVA的適用時機，在於考驗數個連續變項在一個類別變項之不同水準

間是否達到統計之顯著水準；相對於使用 ANOVA分別對每一連續變項作檢驗，

使用MANOVA的優點有二，一為減少第一類型的錯誤，二為呈現依變項間相關

的資訊，而這部分是分開採用 ANOVA所無法提供的。在本研究中用於探求「人

口統計變數」在「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行動應用服務可用性認知」上是否有

顯著差異，以及「服務相關經驗」在「行動裝置易用性認知」、「行動應用服務可

用性認知」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