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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在回顧先前關於網站品質的文獻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概念相似的構面可

以適用於遠距教學網站的情境中，並參考修正 DeLone和McLean（2003）所提

的資訊系統品質分類方式，重新整理分類如下： 

 

圖 3-1、遠距教學網站品質 

 

而在先前的文獻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資訊系統相關的品質好壞(例如：產出

品質（Davis等人，1992）；系統品質（李美惠，民 89）；資訊品質（Lin & Lu，

2000）)會影響到使用者對於網站的信念。因此，我們確信網站品質會影響網站

的成功與否，也會影響對於網站的信念。 

在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1】，如下圖： 

 

 

 

 

遠距教學 

網站品質 

系統品質 

教材品質 

服務互動品質

功能性 

介面設計 



 18

 

圖 3-2、研究架構【1】 

並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Lin和 Lu（2000）在其研究結果中發現到，系統的反應時間和可存取性，這

兩個類似本研究中『功能性』構面的變數，會同時影響到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認知

易用，因此我們提出： 

 

H1：網站系統的功能性會正向影響認知易用 

 

此外，介面設計的專家 Shneiderman（1998），也提到在介面設計當中的一個

重要原則就是介面的一致性。介面的一致性越高，就越容易幫助使用者熟習系統

的使用與操作，減輕使用者在短期記憶上的負擔，讓使用者覺得系統比較容易使

用。基於以上的理論，我們提出： 

 

H2：介面設計的品質越高，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認知易用信念也會隨之增加，亦

即介面設計會正向影響認知易用 

 

而在教材品質方面，系統使用者的心態大多都是希望能夠從教學系統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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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學到的知識，而教材品質的好壞，毫無疑問地會影響到是否能夠學到想要的

知識，一旦教材的品質越高，學生能夠從中吸收到的知識越多，自然就會認為這

個系統是十分有用的。很自然地，我們提出以下的假設： 

 

H3：教材品質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遠距教學網站，本身雖然是一個網站，但是性質卻是以教學為主。教學的效

果貴在能夠引發學生自主性學習，互相討論切磋，彼此教學相長，凝聚出一股彼

此共同學習的共識。而網站如果討論、互動起來很方便的話，不管是教學人員、

或是同學彼此之間，只要一旦有同學產生疑問，就可以立即獲得協助，順利解決

學習上的困擾，能夠更快速地融入到系統的使用情境，因而覺得使用容易。因此

我們提出假設 5： 

 

H4：服務互動會正向影響認知易用 

 

由於研究架構【1】是以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Davis，1989a）為基礎。該

模式假定行為意圖是實際系統使用的決定因素，態度和認知有用共同決定行為意

圖，而對於系統的態度又受兩個顯著信念，認知易用性和認知有用性，的影響。

更近一步地，認知易用性是認知有用性的決定因素，因為假設在其它的條件都相

同的情形之下，當使用一個系統比較不費心力時，使用者會認為它是比較有用

的。這些因果關係在先前的研究中都已經被驗證和支持（Davis，1989a；Lin & Lu，

2000；Chen等人，2002；Heijden，2003）。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5-9： 

 

H5：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H6：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態度 

H7：認知有用會正向影響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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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認知有用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H9：態度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而目前許多相關科技接受模式的文獻當中都有提到類似「認知享受」的構

念，例如：Davis（1992）的認知享受，Igbaria（1996）的認知有趣/享受（Perceived 

Fun/Enjoyment），Moon等人（2001）的認知娛樂。 

 

為探索認知享受在遠距教學的背景之下是否仍具有足夠的解釋能力，因此，

本研究引用這個加入『認知享受』信念的擴充科技接受模式，提出研究架構【2】

和假設 10-14，並加以驗證各個構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否成立。 

 

 

圖 3-3、研究架構【2】 

 

由於教材品質的好壞關係到學生對於學習的意願，如果教材品質越高，學生

也越能夠從中享受到學習的樂趣；相反的，如果教材本身艱澀、無聊，無法引發

學生的學習意願，學生就很難享受到學習的樂趣。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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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者 Igbaria等人（1996）也提到組織或是管理的支援會對認知享受和認

知易用產生正向的影響。而一個虛擬的班級如同一個小型的組織，同學之間的協

助或是教學人員提供的支援也類似組織支援。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11： 

 

H11：服務互動會正向影響認知享受 

 

此外，假設 12-14，存在於先前諸位學者（Moon等人，2001；Heijden，2003）

所提出的擴充科技接受模式中。因此，本研究也加以驗證這些關係是否在遠距教

學的情境中，也會成立： 

 

H12：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認知享受 

H13：認知享受會正向影響態度 

H14：認知享受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第二節 問卷設計 

 

一、操作型定義 

網站品質方面： 

 系統品質的操作化定義：包括功能性和介面設計兩個構念。 

1、 功能性：系統能夠提供基本的軟硬體功能來協助學習者進行遠距學習。問項

指標，主要是參考 Aladwania等人（2002）、Barnes等人（2003）和 Lin和

Lu（2000）。 

2、 介面設計：系統提供給使用者進行操作，並且能夠呈現使用者所需的資訊的

介面。系統的介面設計能夠達到符合一致性的程度。介面設計的問項主要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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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資料來自 Cox等人（2002）、Mark等人（1999）、Shneiderman（1998）。 

 

 教材品質：由於本研究所著重的焦點在於遠距教學網站，資訊對學習者而言

主要是指學習教材本身，因此這邊我們使用教材品質替代資訊品質。操作化

定義為：教學系統所提供的網路教材內容能符合學生期望的程度。教材品

質這部分的問項參考自李曜昇（民 92）和藍鴻文（民 91）。  

 

 服務互動：由於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服務性質的產業。而在遠距教學的環境之

下，如何提供最佳的教學方式，讓學習者可以融入學習的情境中，並協助解

決學習當中所遭遇到的障礙，進而建立起一種學習社群的感覺，讓學習者感

受到本身屬於社群中的一份子。因此，本研究中服務互動品質的操作化定義

為：整體教學環境能夠提供互動、解答的管道，並進而傳遞學習社群的感覺。

服務互動主要參考 Barnes 等人（2003）和 Wang（2003）並因應遠

距教學網站的情境適當修改而來。   

 

科技接受模式方面： 

 認知易用：使用者認為操作遠距教學系統是不費心力的程度 

 認知有用：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首先是應用於職場，所以認知有用以任務或

工作有關。本研究的情境為遠距教學系統，因此這邊我們將認知有用定義

為：「使用者認為使用遠距教學系統會對自身的學習有顯著幫助的程度」 

 認知享受：使用者在使用遠距教學系統學習時，本身就感受到享受的程度 

 態度：使用者個人喜好遠距教學系統的程度 

 行為意圖：早先關於科技接受模式的研究中，對於使用者接受是採用系統使

用（system use）來衡量接受程度為何？而 Delone等人（2003）提到，在使

用者所處的環境為強制接受的情況下，利用系統使用來衡量會有缺陷。因

此，建議以使用意圖（intention to use）來取代實際使用的測量。而Davi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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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表示實際的使用情形不容易測量。因此，本研究以使用者的行為意圖來

預測使用者對於系統的接受程度，並將行為意圖定義為：『在處於自願的情

形之下，使用者在未來會想要使用遠距教學系統，協助其學習的程度』。 

 

而認知易用、認知有用、態度、行為意圖的問項主要參考 Lin 和 Lu

（2000）以及 Davis（1989b），並根據遠距教學網站的情境適當修改而

來，而認知享受則是參考 Moon 等人（2001）、Davis 等人（1992）以及

Heijden（2003）修改而來。  

 

二、問卷內容 

目前相關於科技接受模式方面的文獻，大多都採用問卷設計的方式來收集資

料。本研究所使用量表（表 3-1）的測量問項皆以李克特七點尺度為主（1表示

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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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原始問卷內容 

瀏覽遠距教學網站是容易的 
連結到遠距教學網站是容易的 容易使用 
找尋網站上的教材是容易的 
我覺得遠距教學網站是有用的 
使用遠距教學網站會增加我的學習效率 
使用遠距教學網站會改善我的學習成效 
使用遠距教學網站讓我在學習時更得心應手 

有用 

使用遠距教學網站之後，我可以獲得該課程的知識 
我喜歡使用遠距教學網站 
使用遠距教學網站學習，我感覺很舒服 態度 
對於使用遠距教學網站來學習，我抱持著正面的看法 
我覺得以後可以善加利用遠距教學網 
有機會的話，以後會選修類似的遠距教學課程 

意圖 

將來會使用遠距教學網來協助學習的進行 
我覺得網站是穩定的，很少出現資料錯誤等訊息 
我覺得連線品質是很好的，連到網站不需要等太久 
我覺得網站的超連結是有效的，不會出現連結錯誤的情況 

功能性 

我覺得網站具備足夠的功能 
我覺得網站有著很吸引人的外觀 
我覺得網站的使用方式是一致的 介面設計 
我覺得網站的版面設計是一致的 
我覺得網路教材的內容是豐富的 
我覺得網路教材的內容的難易度適中 教材品質 
我覺得網路教材的資訊是清晰的，容易閱讀 
老師或助教會樂意解答學生的問題 
使用網站來討論、互動是很方便的 服務互動 
網站有傳達給我一種學習社群的感覺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樣本收集 

 

一、問卷前測樣本 

前測樣本為兩班選修國立政治大學商業軟體應用導論的學生，總共發出 121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等無效問卷，總共回收 10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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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全測樣本 

全樣本的收集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收集，對象則是選擇國立政治大學，選修

非同步遠距教學相關課程的學生。問卷收集方式，採用電子郵件方式通知開課的

老師，協助公布於討論區，讓同學可以前往參加調查。此外，於 BBS的課程討

論版和政大首頁公告區張貼公告。問卷回收期間為 4月 23號到 5月 7號，為期

兩星期。總共回收 516份問卷，經過篩選填答不完整等無效問卷，剩餘 451份有

效樣本，回收率達 87.4%。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 前測分析方法 

採用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 α）來驗證量表的信度，採用因素分析中的

主成分法以極大轉軸方式來驗證量表的效度，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1.0版本

來從事信度和效度的驗證。 

 

二、 全測分析方法 

全測分析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結構方程

模式是一門基於統計分析技術的研究方法學，用以處理複雜的多變量研究數據的

探究與分析。一般而言，結構方程模式被歸類於高等統計學，屬於多變量統計的

一環，結構方程模式有效整合了統計學的兩大主流技術「因素分析」與「路徑分

析」(邱皓政，民 93)。 

一個完整的結構方程模式，包含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與結構模式

（structural model）這兩種。測量模式，是指測量問項和潛在因素的相互關係；

結構模式，則是說明潛在因素之間的關係。如果單獨使用測量模式，也就是只有

測量模式而沒有結構模式的迴歸關係假設時，即為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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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nalysis，CFA），因其檢測的是測量問項的因素結構和測量誤差。進一步

的，單獨看待結構模式，其實就是一個傳統的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模式，

可以多元迴歸的概念來說明潛在因素的因果關係或是預測關係。 

 

1、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來驗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傳統的因素分析法，對於因素的萃取和決定，取決於實際所收集的資料，也

就是一種資料推導（data driven）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而在結構方程模式當中所

進行的因素分析，測量問項背後的因素結構，是在資料蒐集之前便已經先行決

定，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是用來驗證此一先前提出的概念模式是否恰當，因此又

稱為是一種理論推導（theory driven）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2、以結構方程模式的路徑分析來驗證科技接受模式中的因果關係： 

傳統的路徑分析，是由一系列的迴歸分析組成，這種傳統的迴歸取向的路徑

分析和 SEM取向的路徑分析的主要不同，在於傳統的路徑分析，無法處理潛在

因素的問題。相對之下，SEM取向的路徑分析，可以在處理潛在因素的同時，

也進行路徑的因果關係檢測。此外，SEM取向的路徑分析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可以處理測量誤差的控制。 

 

本研究採用 LISREL 8.52軟體來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並採用 SEM分析中最

常用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L）來分析全測資料，並驗證先

前所提出的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