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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由 Davis在 1986年

所提出，主要是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所發展出來，並加以修改來塑造出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接受的模

式。科技接受模式的一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基礎來追蹤外部變數對於內部信

念、態度和意圖的影響；並採用 TRA當中的因果鏈結，信念 態度 意圖 行

為。科技接受模式假定兩個特殊的信念，「認知有用」和「認知易用」，對於電腦

接受行為有重大的關連。Davis對這兩個信念的定義如下：認知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被定義為「一個人相信使用一個特定的系統將能夠改善他工作績效

的程度」。認知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被定義為「一個人相信使用一項特定

的系統是不費心力的程度」（Davis, 1989a）。 

 

 

圖 2-1、科技接受模式，資料來源 Davis等人（1989a） 

 

之後，Davis從事一系列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在 Davis等人（1989a）的研究

當中，為測試科技接受模式和理性行為理論這兩種模式對於解釋變數的能力，並

以 107位MBA學生為樣本進行縱向研究。結果發現在科技接受模式中，電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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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為可以藉由行為意圖合理地預測；認知有用對行為意圖而言是一個主要的決

定因素；而認知易用是其次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行為意圖的效用則會隨著時

間慢慢消失；而態度僅能部分傳遞信念對於意圖的效應。最後則是提出一個更加

精簡的模式，僅用到行為意圖、認知有用、認知易用這三個理論構念。 

 

Davis（1989b）說到預測使用者接受電腦的有效量表十分短缺。為了認知易

用和認知有用，這兩個被假定為對電腦的接受有重大的影響的特殊信念。因此該

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發展、驗證出一個新的量表。最後以這個量表針對實際使用

情形和未來使用情形作預測解釋。結果發現，在從事的調查中，認知有用和目前

的使用（r=0.63）以及自我預測未來的使用情形（r=0.85），具有顯著的相關。而

認知易用和目前的使用（r=0.45）以及自我預測未來的使用情形（r=0.59），具有

顯著的相關 

 

Davis（1992）以動機理論（motivation theory）來討論人們對於科技接受的

行為。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指的是活動的執行，是因為被認為可以

幫助得到有價值的結果，而無關活動本身。內在動機則是指除了活動本身的程序

以外，不會有其他方面的明顯改善。他認為認知有用屬於外在動機，並提出內在

動機「認知享受（Perceived enjoyment）」，並定義認知享受為「使用電腦的活動

就本身而言就是享受的程度，無關任何可預測的執行結果」。此外提出兩個決定

接受系統的變數，產出品質，「品質是藉由觀察使用系統的中間或最後產品，例

如：文件、圖片、計算結果」和認知易用。為觀察認知有用是否對於科技的接受

有所影響，以樣本數 200人和 80人，著手進行兩項調查。最後結果發現，認知

享受和預期的一樣，對於行為意圖具有影響。而認知有用和認知享受這兩者對行

為意圖具有相當大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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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1993）則是認為系統的特徵會對使用者的認知和行為，產生影響。該研

究使用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並以系統特徵為外部變數，影響認知易用和認知有

用。以電子郵件和文字編輯器兩種不同的系統做為外部變數，樣本為 112位使用

者著手調查。研究結果發現，系統特徵會影響認知易用，對使用者來說，電子郵

件比文字編輯器來容易使用。 

 

其後陸續有學者將科技接受模式應用到WWW和特定的網站上。例如：

Johnson和 Hignite（2000）提到，WWW是一項普遍被大眾所接受的新時代資訊

技術，但是只有少數文獻在研究促成使用WWW的心理因素為何。而科技接受

模式在工作或是學校的背景下，成功地預測和解釋眾多類型的終端使用者運算系

統（end user computing system）的接受已有十幾年的經驗。因此文中引用簡化版

的科技接受模式（Davis，1989b），來探索影響個人自願使用WWW的因素為何？

不同於以往終端使用者運算系統的研究，作者發現到在WWW的環境下，認知

易用對認知有用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可能的解釋在於WWW主要是個人使用（瀏

覽、娛樂等），因此「使用者舒適」對使用者來說是比較關切的重點。 

 

 

圖 2-2、簡化版 TAM（Davis，1989b），資料來源（John等人，2000） 

 

 Henderson 和 Divett（2003）則是將科技接受模式應用在電子超市的網站上。

雖然科技接受模式已經被普遍地接受，但是只有少數研究包含實際行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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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都是使用行為衡量的替代品，最典型地就是用問卷來獲取自我回報的使用

評估。於是作者將登錄上站的數目（登錄頻率），貨品交付的數目（交貨），在電

子超市所購物的金額（購買價格）這三者當成行為的指標；並且評估在電子超市

的背景下，這些介於認知易用，認知有用和三個行為指標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

TAM可以成功地應用在電子超市的背景下，對於 TAM能夠預測實際行為的能力

提供實證的支持；此外也發現到認知易用對於預測行為的貢獻會藉由認知有用來

傳遞，進一步支持 Davis先前的說法（Davis，1993）。 

 

Davis的科技接受模式中曾提到外部變數會影響認知有用和認知易用兩項信

念，進而影響態度和行為意圖。而 Lin 和 Lu（2000）以科技接受模式來解釋和

預期人們使用新聞網站的行為。研究中以網站的特徵（亦即資訊系統的品質，包

括認知資訊品質、回應時間，和網站的存取性）做為外部變數來影響科技接受模

式中的認知有用和認知易用兩個信念，進而影響對於網站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

顯示即使在自願使用的環境當中（亦即網際網路），仍然能夠使用科技接受模式

來預測使用者的使用行為；而回應時間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影響認知有用和認知易

用。 

 

 李美慧（民 89）則是將科技接受模式應用在非同步網路學習系統，以瞭解

影響學習者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研究中的外部變數包括系統品質（媒體豐富

性，可靠性）、產出品質（互動性，彈性，教材內容，教材品質）、學習者特性

（學習者特性，認知型態）及功能性等四類。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對非同步網

路學習系統的使用意圖會受認知易用、彈性、可靠性這三者影響。認知有用則是

受到彈性、教材以及電子信箱互動性所影響。 

 

 此外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認知易用和認知有用是主要決定接受和使用不同資

訊科技的基本信念。但是這些信念不足以解釋目前的新興科技，例如WWW。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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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將科技接受模式作適當的擴充。Moon和 Kim（2001）認為根據特定的科

技背景也許需要加入額外的解釋變數，因此作者延伸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加入

認知娛樂(Perceived Playfulness)這個內在的信念，當作一個內在動機因素影響

WWW的使用。結果發現修正過後的科技接受模式更具解釋能力。 

 

 

圖 2-3、擴充認知娛樂 TAM，資料來源（Moon等人，2001） 

 

 Heijden（2003）在其研究當中引入一個新的構念，「認知視覺吸引（Perceived 

Visual Attractiveness）」。認知視覺吸引被定義為「一個人相信網站在美學上取悅

眼睛的程度」，並假設美學在決定使用資訊系統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此外在

研究架構中加入先前 Davis（1992）所提到的認知享受（Perceived enjoyment）。

為探討這個架構之間的因果關係，以網路調查的方式回收 828份樣本問卷。最後

發現認知視覺吸引和資訊系統的接受的確有關連，會正向影響認知易用、認知有

用和認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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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擴充認知吸引 TAM，資料來源（Heijden，2003） 

 

電子商務是目前最明顯的WWW商業應用，如何讓消費者能夠接受在電子

商務上面消費，則迫切需要瞭解消費者對於虛擬商店的接受因素。Chen等人

（2002）於是試圖整合「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和科

技接受模式，將創新擴散理論中的屬性「適合性（Compatibility）」加到科技接受

模式，並提出一個延伸的研究架構。研究結果發現，適合性、認知易用、認知有

用是決定消費者接受虛擬商店的主要因素，而以往的 IDT和 TAM在 B2C的電

子商務環境中，仍能有效地解釋和預測使用者的行為。 

 

 

圖 2-5、整合 IDT和 TAM，資料來源（Chen等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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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站品質（Web site quality） 

 
在一片電子商務的風潮中，不少網站仍然面臨失敗的命運，事實上網站對許

多公司來說只是將靜態的公司資訊放在網路上展示的另一種方式，並未真正有效

地利用到網站。因此對公司和研究者來說，如何找出可能加強網站品質的因素是

很重要的。但是大多數衡量資訊品質和系統品質的測量工具都是根據過去大型主

機或是個人電腦的技術背景所發展出來。隨著網際網路的擴張和全球資訊網的普

遍應用，使用者逐漸面對越來越多的Web-based應用程式 。因此，發展出新的

測量工具能夠準確地衡量這些新的介面和應用程式是很重要的。Aladwani和

Palvia（2002）的研究中試圖發展出一個測量工具能夠由使用者的觀點捕捉網站

品質的主要特徵。在文中作者定義「認知網站品質」是使用者對於網站的特徵符

合使用者需求的評估，並反映出網站的全面性優點。經過兩階段的調查之後，最

後找出網站品質的四個構面：特定內容（specific content）、內容品質（content 

quality）、外觀（appearance）以及科技適合性（technology adequacy）。 

 

也有學者從事的網站品質研究主要是針對購物型網站。Ranganathan和

Ganapathy（2002）提到電子商務的快速成長，讓許多人預測和推敲什麼才會使

得一個 B2C的網站發揮效用。目前雖有許多專家和顧問提出架構和指引方針來

協助規劃一個 B2C網站，但對於關鍵特徵卻缺少一致性的觀點。而研究的目的

在於從線上消費者的觀點找出 B2C網站的關鍵構面。經過 104份線上購物者的

問卷調查後，推得四個 B2C網站的關鍵構面，分別為：資訊內容（information 

content）、設計（design）、安全（security）和隱私（privacy）。 

 

另一學者 Yoo和 Donthu（2001）則是認為網站的品質在區隔網站中扮演一

個重要的角色。網路購物網站必須是高品質，才能夠吸引顧客和影響他們的決

定。於是研究目的就在於發展出一個精簡且嚴謹的量表（亦即，SITEQUAL）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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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網際網路上購物網站的認知品質。一開始由消費者的描述中產出基本問項，

在經過後續多次的分析和驗證後得到網站的品質應包含四個構面：容易使用

（ease of use）、美觀設計（aesthetic design）、處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和安

全性（security）。 

 

Wang（2003）則是認為目前評估使用者滿意和學生教學效果的模式，僅針

對組織的資訊系統或是教室，不適用於目前的非同步線上學習（e-learning）系統

上。因此該研究的目的在於發展出一個適用於評估線上學習者的模式來測量使用

者的滿意度。該模式中總共有四個構面，包括：學習者介面（learner interface）、

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內容（content）、個人化（personality）。 

 

 

圖 2-6、測量線上學習者滿意度模式，資料來源（Wang，2003） 

 

Liu和 Arnett（2000）說到，網站的商業化逐漸地普及。電子商務網站的成

功需要倚賴關鍵成功因素。為找出商業網站的關鍵成功因素，作者由先前資訊系

統和行銷的文獻推得一個架構。研究以 Fortune1000的公司網站管理者為受測對

象，進行一項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有四項因素對於網站成功來說是很重要

的：資訊和服務品質（information and service quality）、系統使用（system use）、

娛樂性（playfulness）和系統設計品質（system desig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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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ne等人（2003）在十年前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在這段時間經

過許多學者的質疑和挑戰，於是作者參考這段期間許多學者的建議和看法，更新

先前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在品質方面，除原先的資訊品質和系統品質之

外，加入服務品質。 

 

 

圖 2-7、更新的 D&M資訊系統成功模式，資料來源（DeLone & McLean，2003） 

 

Kim等人（2003）指出，網站已經是和顧客互動的主要介面。一個優質的網

站設計是企業在電子商務策略中的成功不二法門。但是目前沒有一套廣泛且一致

的評估準則來檢驗網站。因此回顧先前有關評估網站準則的文獻，並將這些準則

分成六類：商業功能（business function）、企業可信度（corporation credibility）、

內容可靠度（content reliability）、網站吸引性（web site attractiveness）、有系統的

結構（systematic structure）、和導覽（navigation）。 

 

Cox 和 Dale（2002）在其研究中提到，許多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測量工具，

來評分電子商務以及網站，並和他們的競爭者比較。這些評價通常只有注重網站

的設計、計價、存取到網站和網頁下載速度。然而缺少一個包含各方面關於傳送

服務品質的評估。該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從文獻、評估、調查中所得到的資料，

並做成一系列的因素，當建立一個網站或是重新設計一個新的，可用以核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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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到的因素稱為關鍵品質因素（key quality factors，KQF），共分成六個構面：

目標清楚（clarity of purpose）、設計（design）、存取性和速度（accessibility and 

speed）、內容（content）、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 

 

Barnes和 Vidgen（2000，2001a，2001b，2002，2003）則是提出『WEBQUAL』

用來評估一個網站的品質，並針對WEBQUAL的發展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首先，

Barnes（2000）在文中談到，大多數資訊品質的文獻都是出現在Web商務之前，

而最近針對網站品質的研究也是從硬體特性或是從功能面來看，忽略了使用者所

重視的品質。因此作者以品質功能部署（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為

架構，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並回顧先前關於資訊品質的文獻，剔除可能重複的問

項，找出初步的WEBQUAL。再經過信度和效度的驗證之後，得到一個以使用

者為導向的網站品質量表（WEBQUAL1.0）。 

 

種類  
使用容易 導覽 
 一般使用容易 
經驗 視覺影響 
 個人影響 
資訊 找尋資訊 
 資訊內容 
溝通與整合 外部整合 
 溝通 

表 2-1、WEBQUAL1.0 

 

之後，作者認為原始的WEBQUAL1.0主要衍生自傳統的資訊品質和使用者

滿意的文獻比較強調資訊品質，但是將它應用到 B2C的網站時，發現到

WEBQUAL 1.0嚴重缺少互動方面的品質。為了延伸WEBQUAL在互動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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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作者採用並修改行銷文獻中著名的 SERVQUAL（Parasuraman等人，

1988），加入到WEBQUAL1.0，形成WEBQUAL2.0（Barnes等人，2001a）。 

 

種類  
有形性 導覽 
 美觀 
可靠性 可靠性 
 能力 
回應性 回應性 
 存取 
保證性 可信性 
 安全 
同理心 溝通 
 瞭解個人 

表 2-2、WEBQUAL2.0 

 

 

但在稍候的研究中又談到（Barnes等人，2001b），WEBQUAL是以顧客的觀

點來評估網站的品質為何？先前的WEBQUAL1.0強調資訊品質但卻缺少服務互

動的品質；WEBQUAL2.0則是強調互動品質但卻少掉豐富的資訊品質。作者在

檢閱完量表之後，發現所有的品質都可以明確地被分成三類：網頁資訊品質（Web 

Information Quality），網頁互動品質（Web Interaction Quality），網站設計品質（Site 

Design Quality）。並根據這三種分類方式提出了新版本的WEBQUAL3.0。 

 

種類  
網站品質 網站導覽 
 外表與感覺 
資訊品質 資訊 
互動品質 可靠 
 顧客關係 

表 2-3、WEBQUAL3.0 



 16

 

在後來的研究當中（Barnes等人，2002）又提出一個新版的WEBQUAL（4.0）。

在WEBQUAL4.0中，作者以使用性（Usability）取代先前在WEBQUAL3.0中

的網站設計品質，因為使用性強調使用者和他們的感受而非從設計者的方面來考

量。 

 

種類  
使用性 使用性 
 設計 
資訊品質 資訊 
服務互動品質 信任 
 同理心 

表 2-4、WEBQUAL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