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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深入探討個人如何進行電子郵件之管理，以及其管理行為受

到哪些因素所影響。因此，本章將介紹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所發現適於研

究個人郵件管理行為之理論基礎，以及過去文獻中所探討影響系統使用行為

之因素。在此之前先介紹電子郵件之歷史與特性、系統使用行為之概念與意

義。 

第一節 電子郵件之歷史與特性簡介 

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亦可寫做 E-mail或 Email，是透過電腦網

路（如網際網路）傳輸的電子訊息，電子郵件的使用方式與一般信件大同小

異，送件者基本上必需說明的有收件者位置（其電子郵件帳號）、送件者名

稱、主旨以及信件內容。電子郵件傳遞快速、成本低廉、可靠度高等特徵使

它成為一個自 70 年代發明以後即被廣泛接受與使用的溝通方式。其歷史與

系統功能分述如下。 

一、電子郵件之歷史 

電子郵件之歷史可溯源自網路的發展。1968 年受僱於美國國防部（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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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Defense Department）之 BBN（Bolt Beranek and Newman）公司

發展出後來演變成網際網路的 ARPANET，其主要目的是使訊息的傳遞路徑

能依當時的情況動態調整。此發明促成了許多相關網路應用程式的發展，其

中最為人所熟悉與被廣泛使用的就是與你我日常生活密不可分的電子郵件。 

BBN 電腦工程師 Ray Tomlinson 在發明電子郵件之前曾撰寫可在同一

台機器上互傳信息至不同郵件信箱的程式，名為 SNDMSG。而後在 1971 年

Ray延伸 SNDMSG的功能，利用 CPYNET之檔案傳輸系統使電子訊息除了

在同一台機器中傳遞以外，還能傳遞至在 ARPANET上的任一電腦，此即為

網路型電子郵件（network-based email）之由來。Ray 對電子郵件之貢獻除

了技術層次的突破以外，在電子郵件帳號之表示方法上，也是當初 Ray在其

電腦打字機上選擇了「@」（唸做 at）做為連結使用者名稱與其郵件伺服器

位置之符號，用以代表那一位使用者「位於」那一台電腦之創舉。 

在 Ray 發明電子郵件之後的兩年，美國高等研究專案機構 ARPA 

（United States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於 1973 年的研究指出在

ARPANET中 75%網路流量為電子郵件之遞送，電子郵件在使用者中風糜之

程度可見一般。 

二、電子郵件系統之功能 

本研究整理自黃淑如與莊玲玉（民 86）所歸納之電子郵件系統功能如

下： 

1. 個人郵件信箱（mail box）：這是電子郵件系統最基本的功能。個人可在電

腦主機上設立自己的郵件信箱，用來儲存其發送出去或接收到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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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送郵件（attachment）：可將現成的文件（如圖型檔、聲音檔等）以附加

檔案的方式一起傳送給接收者。 

3. 訊息編輯和處理：使用者可將要發送的訊息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遞，或將收

到的訊息加以編輯、修改、刪除後，再轉寄給其他人。 

4. 檔案傳輸：電子郵件的訊息，本文中可以是一般文字檔，也可以是二進位檔

案，也因此等於是提供檔案傳輸的上傳與下載功能。 

5. 多媒體訊息傳送：電子郵件內容可由多種物件型態組成，包括文字、影像、

聲音與視訊。 

6. 多址傳送：訊息的傳遞可選擇一次傳給一至多個收件者。 

7. 郵件名單管理：使用者可建立每位收信者的基本資料，包括姓名、郵件地址、

電話等聯絡人之相關資訊，透過輸入聯絡人之名字即可，免去以後發送訊息

時輸入完整郵件信箱的時間。 

8. 遞送的回條：某些系統會在收到信時自動產生回條，通知發信者信件已安全

送達的訊息；也有些系統會把已經傳送出去的信件也存在自己電子郵件中，

使得收件者沒有辦法否認收到信件。 

9. 訊息的等級：和傳統郵件一樣，有些電子郵件系統提供平信、限時專送、和

掛號信函等服務，讓送件者標明郵件之重要性，亦可提醒收件者依信件之等

級優先處理信件，以免耽誤了緊急信件。 

10. 不同的傳遞方式：除了透過網際網路傳給另一台郵件伺服器以外，使用者還

可以將訊息傳送至傳真機、呼叫器、手機等設備上。 

11. 郵件查閱功能：當郵件抵達時，會有訊息通知收件人員有新的郵件存放在信

箱中，等待收件人來查閱信件；若是使用者沒有刪除舊有的信件，則信件會

一直保持在信箱內，也可以把信件另存放在檔案中。 

12. 信件編碼：為因應資訊安全的趨勢，電子郵件的保密性也格外引人注目，除

了電子郵件系統需提供適當的權限管制外，另可將信件編碼之後再傳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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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或其他系統來查閱私人的郵件。 

13. 電子佈告欄：可直接利用電子郵件將要有發送的訊息直接張貼在電子佈告欄

（BBS）上，提供特定或所有的對象來讀取此訊息。 

14. 其他附加功能：可依使用者的需求而設立增加。 

此外，在電子商務日漸蓬勃的今日，網路身份的認證也是一個相當重

要的關鍵，部份電子郵件的系統（如微軟公司的 Outlook Express）可供使用

者加入個人電子簽章；在信件內容的編排上，因應個人化的需求，個人可選

擇其偏好的信箋、文字、顏色等；在郵件的管理功能上，使用者可針對郵件

的寄件者、主旨、郵件內含文字、優先順序等設立不同的郵件規則以進行管

理。由於電子郵件系統已進入其產品的成熟期，因此市面上的電子郵件系統

之功能同質性高，而提供使用者用來管理電子郵件之功能也相當類似。 

第二節 資訊系統使用行為之意義 

本研究希望瞭解網路使用者如何使用電子郵件系統進行個人郵件之管

理，因此必須先釐清資訊系統使用行為之意義。本節將介紹資訊系統使用之

相關文獻與系統使用行為之意義與衡量項目。 

本研究在回顧系統使用行為的文獻中發現系統使用（System Usage）及

使用行為（Usage Behavior）是兩個常見的同義詞（Igbaria, Guimaraes & Davis, 

1995；Taylor & Todd, 1995b； Hendrickson & Collins, 1996；Rawstorne, 

Jayasuriya & Caputi, 2000；Xia & Lee, 2000；Mahlke, 2002；DeLone & McLean, 

2003），研究者所探討的系統使用與使用行為所代表的意義皆是使用者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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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研究者客觀觀察到的系統使用行為。Seddon（1997）曾說「系統使用其

實是一種行為」更加證實了這個概念。因此本研究之文獻中包含研究系統使

用或使用行為之研究，而在本篇中所提及之系統使用及使用行為指的是系統

使用行為。 

系統使用行為之衡量方式在 Igbaria、Pavri與 Huff（1989）之研究中，

以實際使用時間、使用頻率、使用的軟體數、使用的熟稔程度與決策上應用

電腦分析之程度、系統使用與個人背景與特徵之關係做為微電腦使用之衡量

構面。在後續微電腦的使用研究中，Igbaria 等人（1995）以認知的使用

（Perceived Usage）與使用的多樣性（Variety of Use）這兩個構念被用來衡

量微電腦的使用。前者代表使用者自陳其每日之使用量與使用頻率，後者以

使用者使用的軟體數量與系統被使用來完成企業的任務數將此構念進行操

作化。Taylor與 Todd（1995b）針對學生使用提供高階運算與列印服務之計

算資源中心研究中，衡量每位使用者使用總次數、總時間、以及透過此中心

所完成的任務數。Hendrickson 與 Collins（1996）對科技接受模型架構之研

究中，以使用頻率及使用時間來操作化系統使用此構念。衡量系統使用的許

多文獻中，其中一篇相當重要的研究─DeLone與McLean（1992）回顧 1980

年代近 200篇探討資訊系統成功之重要文獻，歸納出衡量資訊系統成敗之六

個構念─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系

統使用（Use）、使用者滿意度（User Satisfaction）、個人影響（Individual 

Impact）、組織影響（Organizational Impact），為資訊系統之衡量提出了一個

完整的架構。DeLone 與 McLean 所歸納的「系統使用」所指的並非使用者

之特定單一動作，而是包含了許多不同的使用動作（1992, 2003）。DeLone

與 McLean（2003）強調僅僅衡量某個或某幾個特殊的系統使用動作，並不

能完整呈現實際的系統使用行為，在衡量系統使用的研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

 10



個人電子郵件管理行為之研究 
 

 

過於簡化此變數，單就系統的使用量進行量測並不能代表真正的使用情形。

他們建議研究者在衡量資訊系統設計的成功與否上必須同時考量系統使用

之性質（Nature）、程度（Extent）、品質與適切性（Appropriateness）。系統

使用之性質是指系統所有的功能是否滿足了使用者所欲透過此系統完成之

活動；使用之程度在 Lassila與 Brancheau（1999）的研究中則為基本與進階

功能的使用與否；系統使用之適切性意指該系統是否適用於協助解決使用者

之問題。 

DeLone、McLean（1992）彙整 100 篇重要的研究論文後之研究成果，

對於資訊系統使用之衡量項目分為下列 12 類： 

(一)  Amount of use / duration of use（使用總數量 / 使用持續時間） 

1. Number of inquiries（查詢次數） 

2. Amount of connect time（連結的時間） 

3. Number of functions used（使用的系統功能數量） 

4. Number of records accessed（資料存取的數量） 

5. Frequency of access（資料存取的頻率） 

6. Frequency of report requests（要求報表的頻率） 

7. Number of reports generated（產生報表的數量） 

8. Charges for system use（系統使用的收費） 

9. Regularity of use（系統使用的規則性） 

(二)  Use by whom?（誰在使用系統？） 

Direct vs. chauffeured use（直接使用對間接使用） 

(三)  Binary use（系統使用之二分法） 

Use vs. nonuse（使用對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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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ctual vs. reported use（實際使用對自陳使用） 

(五)  Nature of use（系統使用之性質） 

1. Used for intended purpose（目的性的使用） 

2. Appropriate use（使用的適當性） 

3. Type of information used（使用的資訊種類） 

4. Purpose of use（使用的目的） 

(六)  Level of use（系統使用之程度） 

General vs. specific（一般性對特殊性） 

(七)  Recurring use（系統之循環使用） 

(八)  Institutionalization / routinization of use（制度化 / 習慣性的使用） 

(九)  Report acceptance（報表的接受度） 

(十)  Percentage used vs. opportunity for use（使用的百分比對使用的機會） 

(十一) Voluntariness of use（自願的使用） 

(十二) Motivation to use（使用的動機） 

DeLone與 McLean建議研究者應就欲探討的性質、程度、品質與適切

性適當選擇系統使用的衡量項目。然而考量到本研究之目的並非衡量電子郵

件系統之成敗，故不將品質與適切性之衡量納入系統使用之衡量面向。本研

究中系統使用之性質為電子郵件系統是否能滿足使用者管理其電子郵件之

需求，換言之也就是使用者可以認為其能有效地操作電子郵件系統以管理其

電子郵件；系統使用之程度為電子郵件使用者使用了那些功能與其使用模

式，也就是上述分類中的使用總數量與使用時間、二分法之使用或不使用該

功能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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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資訊系統使用行為之因素 

解釋人類的行為在心理學的領域一直以來是一個複雜且重要的一項任

務（Ajzen, 1988）。而在解釋或預測行為的理論中，Rawstorne et al.（2000）

曾提到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在預測或解釋某一

特定或某一類之行為的表現上比起過去研究者試圖單純以其他構念（如：態

度、個人特徵、人口變項等）解釋行為之表現更佳，在加上電子郵件之管理

行為本質上屬於一種個人的理性行為，因此本研究採納 Ajzen、Fishbein

（1975）的理性行為理論為本研究架構之基礎。本節中將依序將介紹理性行

為理論之意義與其構念，以及使用經驗對個人行為之影響。 

一、理性行為理論之意義 

Ajzen 與 Fishbein（1975, 1980）的理性行為理論是探討「行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sion）」與「行為」之間的關係。行為意圖即個人會採取特

定行為的可能性（Ajzen & Fishbein, 1975），當個人的行為意圖越強時，其實

現該行為的可能性就越高。個人的行為意圖會受到個體本身與他人的影響，

前者為個人因素，個人對實現該行為之正面或負面的評估結果，此構念被命

名為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即個人認為該行為是好或壞，對

實現該行為持正面或負面之想法；後者為社會影響，個人認知之社會群體壓

力而致使個人執行或不執行某行為，此構念被命名為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Ajzen & Fishbein, 1980）。理性行為理論是用來解釋、預測個人行為

的因果模型，其理論的重心是藉由瞭解影響個人行為意圖之因素來解釋個人

行為，其構念之間的關係為行為意圖決定行為，而態度與主觀規範影響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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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 

二、理性行為理論之構念 

Ajzen與 Fishbein（1975）之理性行為理論主要包含四個構面─態度、

主觀規範、行為意圖以及行為，其關係如圖 2-1所示。 

 

 

 

 

 

Personal 
Factor 

Subjective 
Norm 

Behavior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Intension

Social 
Influence 

圖 2-1 理性行為理論（Ajzen, 1988, p. 118） 

 

1. 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態度是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雜概念，時常被用來預測與解釋個人行

為。Allport（1935）將態度定義為「由經驗而來的一種心理與精神的狀態，

這種狀態會影響一個人對於事情與情境的反應」。在 1950 年代，態度被廣為

接受為一個複雜具有三重維度的系統，包括個人對目標（Object）的信念

（Beliefs）、對該目標的感覺（Feelings），以及對該目標的行為傾向（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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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ncies）。 

在理性行為理論中態度被定義為個人對某行為之正面或負面的感受與

評價，受到個人對該行為之信念（Beliefs）與評價（Evaluations）所影響（Ajzen 

& Fishbein, 1975），信念代表個人主觀認為該行為具備某特徵之可能性，每

個信念都代表了該行為的一項特徵，所有對該行為的信念將決定個人對該行

為的態度（Ajzen & Fishbein, 1975）；評價則包括評量該行為是好或壞、贊成

或反對、喜歡與不喜歡這三個面向（Ajzen & Fishbein, 2000）。 

在本研究中「態度」此構念意指使用者管理電子郵件之態度，因此本

研究將理性行為理論之「態度」依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重新命名為個人對其電

子郵件之「管理態度」，包含使用者認為管理電子郵件是否有其必要性、那

些管理行為對個人而言較具效益等。 

2.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的定義為對個人而言重要的其他人對個人執行該行為的看

法，透過個人的行為意圖影響其行為（Ajzen & Fishbein, 1975）。理性行為理

論中探討他人對個人行為的影響時將「他人」定義為個人之重要參考團體，

如：朋友、親人、同事、上司等。個人的行為意圖會受到其認知中重要參考

團體認為個人應該或不應該執行此行為，以及個人對其重要參考團體之依從

程度的影響，由於是衡量個人認知，因此理性行為理論將此構念命名為「主

觀規範」。除了理性行為理論以外，他人對個人行為的影響力亦在其他理論

中被證實，Hirt 與 Limayem（2000）引述 Markus（1987）之關鍵多數理論

（Critical Mass Theory），說明在傳播媒體的使用上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會影響較晚接受該科技的同儕之科技接受度及使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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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主觀規範代表個人之重要參考團體對個人管理電子郵件行

為之資訊的交換或傳導，如：個人經常接收他人之電子郵件使用經驗分享、

個人會參考他人建議改變自己的使用行為，經常接觸這些外界資訊的個人其

管理意願乃至於其使用行為會受相當程度的影響。 

3. 行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 

行為意圖指個人表現某種行為之意願強度，在研究系統使用的文獻

中，行為意圖經常被用來解釋與預測個人系統使用行為（Mahlke, 2002；

Taylor & Todd, 1995a；Hendrickson & Collins, 1996；Rawstorne et al., 2000）。 

在本研究中定義「行為意圖」為使用者願意管理其電子郵件之意願強

度，因此本研究將此構念依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重新命名為個人的「郵件管理

意願」。 

4. 行為（Behavior） 

Ajzen與 Fishbein（1980）將行為分為兩種，一種是指單一動作（Single 

Action），如：購買夾克、看一場電影等；另一種是指行為種類（Behavioral 

Categories），包含了許多不同的動作，如：減肥、募款、運動等。單一動作

可以直接衡量，然而行為種類卻無法直接觀察到，必須透過該行為種類之單

一動作來衡量，如：就減肥此行為種類而言，個人是否吃低脂食品、是否吃

減肥藥等許多行為能代表個人是否實踐減肥此一概念，Ajzen與 Fishbein建

議研究者可以用指標的方式將每項動作給予一個分數，將此分數加總後代表

個人在此行為種類之表現，以減肥為例，吃冰淇淋代表負 1分、喝酒代表負

1分、吃減肥藥代表正 1分⋯以此類推，分數累計後為每個人之減肥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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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當使用者在進行郵件管理時會執行不同的動作，如：刪除

垃圾郵件、設立郵件規則等，因此行為在本研究中代表一個行為種類，此外

個人所管理之電子郵件實為個人的數位「資訊」，因此電子郵件之管理屬於

個人資訊管理的一部份。Thomas、Meech 與 Macredie（1994）將個人資訊

管理（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定義為個人處理、分類、擷取資訊

的方法。在此定義下個人管理電子郵件之行為應為個人利用什麼系統接收、

讀取郵件，以及讀取郵件後如何過濾出要閱讀之郵件、閱讀後又進行那些活

動之所有行為，因此本研究將「郵件管理行為」定義為個人在面對電子郵件

時過濾、處理、分類、儲存電子郵件資訊之活動。 

 

三、過去經驗 

除了個人的態度與主觀規範與個人行為有關以外，Taylor 與 Todd

（1995a）整理過去之文獻指出個體的過去經驗是決定個人行為的重要因素

之一。透過個人從過去經驗中得到的知識修正個人的行為意圖而對個人行為

產生影響（Eagly & Chaiken, 1993; Fishbein & Ajzen, 1975），具有直接使用經

驗的個體其行為意圖與行為之間的關係更強（Taylor & Todd, 1995a），也就

是說理性行為模型之行為意圖對解釋或預測有經驗的使用者之行為具有更

好的能力。 

對於經驗與電子郵件使用行為之關係，在Hoxmeier、Nie與Purvis（2000）

的研究中也證實過去使用電腦的經驗以及使用電子溝通方式的經驗會影響

使用者對自己使用電子郵件系統之信心，並影響個人對電子郵件系統之接受

程度，致使個人產生偏愛或逃避使用電子郵件系統之態度。而大多數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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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經驗，會鼓勵較無自信之使用者一起接受。因此，相關的使用經驗會

影響個人的使用態度，而直接的經驗則會導致行為意圖與行為之間的關係更

強烈（Ajzen & Fishbein, 1980）。 

除了上述以理性行為理論探討個人經驗與行為之文獻，Markus（1987）

以關鍵多數理論（Critical Mass Theory）（Oliver, Marwell, & Teixeira, 1985）

為基礎，發現互動式媒體（如：email、FAX、電話）之早期使用者其使用

經驗會對較晚接受該科技之同儕的科技接受度及使用行為造成影響，而其同

儕之接受度與行為亦會影響早期接受者之行為。這意味著個人的行為與態度

將會受其使用經驗與參考團體之態度所影響。綜上所述，個人的行為意圖除

了受到其態度與主觀規範之影響以外，亦受到使用經驗的影響，而使用經驗

對個人的影響為直接影響其使用意願，以及透握影響個人之態度而間接影響

使用意願，因此本研究推論個人之使用經驗將透過管理態度與管理意願影響

個人管理行為。本研究所探討之經驗為使用者的間接與直接經驗，包含電腦

相關經驗與使用電子郵件之經驗，前者為接觸電腦時間、頻率，及因為電腦

操作而影響個人電子郵件使用行為的重要事件；後者則包括電子郵件系統之

使用經驗與其管理電子郵件之經驗，在本研究中將此構念命名為「使用經

驗」，影響管理態度以及郵件管理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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