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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分析討論 - 架構【1】 

以結構方程模式（LISREL8.52）做為假設模式驗證，發現到本研究所提出

的研究架構【1】—以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以網站品質做為外部變數，

並延伸到遠距教學系統—所具備的信度和效度甚高，各項模式量測也顯示出整體

的模式合適度良好。因此，本研究不但驗證科技接受模式在遠距教學上是適用

的，且驗證本研究整理以往文獻當中有關網站品質研究的外部變數，系統品質（功

能性、介面設計）、教材品質、服務互動品質是合適於遠距教學的科技接受模式

的外部變數。在模式良好的情形之下，可以由路徑分析的結果看出以下的因果關

係： 

（假設 1）功能性會顯著地正向影響認知易用這個信念，路徑係數=0.16，

t-value=2.65，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認為遠距教學系統越能夠提供正常的軟硬體

功能，來協助學習的進行；對學習者來說，這套系統就會覺得越容易使用。 

 

（假設 2）介面設計會顯著地正向影響認知易用，路徑係數=0.35，t-value=5.11，

也就是說，如果介面設計的品質越高，對學習者來說會更容易學會系統的操作，

因此覺得系統更加易用。 

 

（假設 3）教材品質會顯著地正向影響認知有用，路徑係數=0.36，t-value=7.35，

也就是說，教材品質如果越好，對於學習者來說就越能從中吸收所要的知識，進

而認為系統是有用的。 

 

（假設 4）服務互動會正向顯著地影響認知易用，路徑係數=0.36，t-value=6.7，

也就是說，學習者經由與教學人員或是同學之間的討論互動，可以彼此互相支援

幫助，因此讓系統覺得是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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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5）認知易用到認知有用的路徑係數為 0.51，t-value=9.67，顯示出學習者

認為系統越易用使用，則系統就越有用。 

 

（假設 6）認知易用到態度的路徑係數為 0.18，t-value=3.83，顯示出學習者認為

系統越容易使用，學習者會更偏好容易使用的系統。 

 

（假設 7）認知有用到態度的路徑係數為 0.76，t-value=15.56，顯示出如果學習

者認為系統越是有用，就會更喜歡這個有用的系統。 

 

（假設 8）認知有用到行為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26，t-value=3.47，顯示出如果這

個系統越是有用，學習者對於使用此系統的意圖，就會越來越高。 

 

（假設 9）態度到行為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67，t-value=9.11，顯示出學習者個人

偏好系統的程度對於是否會想要使用此系統的意圖影響力很高。 

 

比較及綜觀研究架構【1】中，各路徑之β值，可以發現（見圖 4-1）： 

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有很強烈的影響力（β=0.51），而認知有用對使用者是否喜

歡教學網站影響甚巨（β=0.76），遠大於認知易用之影響，可見在線上學習類系

統上，認知有用是非常重要的。與 Lin等人（2000）的研究比較，新聞網站中的

認知易用對態度的影響（β=0.48）大於認知有用的影響（β=0.38），顯示出在不

同網站下，認知易用和認知有用的影響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 

 

在外部變數上，本研究發現在認知易用上，介面設計的影響（β=0.35）及

服務互動之影響（β=0.35）較功能性的影響為高。比較傅豐玲、周逸衡、藍鴻

文（民 91）的研究指出系統穩定是一種必要的要求，如果不能達到會引起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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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這不是滿意因素；可以彈性上課和教師的服務互動是滿意因素，與本研究

所得之結果功能性對系統認知易用之影響不如介面設計和服務互動是可以相互

印證的。 

在傅豐玲等人（民 91）的研究指出可以彈性選擇上課時間及可以重複學習

是線上學習的關鍵滿意因素，而這些因素必須有賴老師能針對線上學習情境和學

習者的能力設計可以自行學習的教材以及教學活動，這也與本研究之發現教材品

質對認知有用有重大影響（β=0.36）相符合。對學習者而言，線上學習中，服

務互動是非常重要的，教材和教學活動需要重新按照線上學習環境，使其方便自

我學習，並且對學習者而言是難度適中的，所以線上教材不能只是把傳統教室之

講課內容複製到網站上，教師和助教也需要有解答學生問題的機制，這些值得線

上學習課程教師的注意。 

第二節 分析討論 - 架構【2】 

 

為探討認知享受在遠距教學情境上的解釋能力，本研究在研究架構【2】中，

加入認知享受。而研究架構【2】則是以先前學者所提出的擴充科技接受模式為

基礎，並以網站品質為外部變數，結合形成。同樣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來作為驗證

工具（LISREL8.52），在信度和效度也得到很高的結果，各項模式量測也顯示出

整體的模式非常適合。路徑分析的說明如下： 

 

（假設 1）功能性會顯著地正向影響認知易用這個信念，路徑係數=0.16，

t-value=2.51，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認為遠距教學系統越能夠提供正常的軟硬體

功能，來協助學習的進行；對學習者來說，這套系統就會覺得越容易使用。 

 

（假設 2）介面設計會顯著地正向影響認知易用，路徑係數=0.34，t-value=4.94，

也就是說，如果介面設計的品質越高，對學習者來說會更容易學會系統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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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覺得系統更加易用。 

 

（假設 3）教材品質會顯著地正向影響認知有用，路徑係數=0.34，t-value=7.06，

也就是說，教材品質如果越好，對於學習者來說就越能從中吸收所要的知識，進

而認為系統是有用的。 

 

（假設 4）服務互動會正向顯著地影響認知易用，路徑係數=0.37，t-value=6.7，

也就是說，學習者經由與教學人員或是同學之間的討論互動，可以彼此互相支援

幫助，因此讓系統覺得是容易使用。 

 

（假設 5）認知易用到認知有用的路徑係數為 0.56，t-value=10.63，顯示出學習

者認為系統越易用使用，則系統就越有用。 

 

（假設 6）認知易用到態度的路徑係數為 0.11，t-value=2.3，顯示出學習者認為

系統越容易使用，學習者會更偏好容易使用的系統。 

 

（假設 7）認知有用到態度的路徑係數為 0.51，t-value=11.51，顯示出如果學習

者認為系統越是有用，就會更偏好這個有用的系統。 

 

（假設 8）認知有用到行為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25，t-value=4.11，顯示出如果這

個系統越是有用，學習者對於使用此系統的意圖，就會越來越高。 

 

（假設 9）態度到行為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44，t-value=5.42，顯示出學習者個人

偏好系統的程度對於是否會想要使用此系統的意圖影響力很高。 

 

（假設 10）教材品質到認知享受的路徑係數為 0.37，t-value=6.26，顯示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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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教材品質越高，越能享受到學習的樂趣 

 

（假設 11）服務互動到認知享受的路徑係數為 0.13，t-value=2.07，顯示學習者

認為和教學人員、或是與同學之間的服務互動成度越高，越能提昇學習的樂趣。 

 

（假設 12）認知易用到認知享受的路徑係數為 0.35，t-value=6.51，顯示系統的

易用、簡單、容易入手，學習者越能享受到使用系統學習的樂趣。 

 

（假設 13）認知享受到態度的路徑係數為 0.43，t-value=12.51，顯示若學習者認

為使用此套系統來學習的享受程度越高，越會偏好這個系統。 

 

（假設 14）認知享受到行為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31，t-value=6.26，顯示若學習

者認為使用此套系統來學習的享受程度越高，越會想要使用這套系統。 

 

比較及綜觀研究架構【2】中各路徑係數，可以發現到（見圖 4-2）： 

認知易用主要影響認知有用（β=0.56）及認知享受（β=0.35），而認知有用及認

知享受又是最主要影響態度的兩個主要因素（β=0.51及β=0.43），認知享受（β

=0.31）也較認知有用（0.25）更能影響行為意圖。因此可以驗證將認知享受放入

科技接受模式中是可以接受的。在外部變數上，教材品質是最重要影響認知享受

的因素（β=0.37），也是重要影響認知有用的因素（β=0.34），因此教材品質在

遠距教學上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節 研究架構解釋能力之比較 

 

由於本研究是以行為意圖來預測使用者是否接受使用遠距教學系統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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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我們在乎的是究竟行為意圖在此研究架構中，可以被解釋的程度如何？

在結構方程模式中，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s，能夠顯

示出結構方程式的潛在變數可以被解釋的變量，其作用類似傳統複迴歸分析當中

的 R2 。從表 5-1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研究架構【1】中，行為意圖可以被解釋的

部分達 82%，所以整體架構可以有效地預測使用者是否會接受系統。 

表 5-1、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s – 研究架構【1】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態度 行為意圖 
0.55 0.59 0.80 0.82 

 

而在研究架構【2】中，我們加入了一個認知享受的信念，可以看到表 5-2

所示，對於行為意圖的解釋程度為 83%，和研究架構【1】相比較僅增加 1%的

解釋能力；和以往的研究相比，例如：Moon等人（2000）所提出的擴充模式和

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比較之後，對於行為意圖的解釋能力 R2 也只有增加 4.1%。 

 

表 5-2、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s – 研究架構【2】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認知享受 態度 行為意圖 
0.53 0.62 0.54 0.84 0.83 

 

小結：由解釋能力可以看出，認知享受這個信念在遠距教學系統的情境之下，似

乎無法顯著地提昇行為意圖的解釋能力。 

 

第四節 結論 

我們可以看到在架構【1】中的外部變數（亦即、網站品質）對於行為意圖

的影響。如表 5-3顯示，其中對行為意圖最具影響力的為教材品質，迴歸係數為

0.28（0.36*（0.76*0.67+0.26）），其次為服務互動為 0.19，以及介面設計為 0.18，

最後是功能性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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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Regression Matrix ETA on KSI – 研究架構【1】 

 功能性 介面設計 教材品質 服務互動 
認知易用 0.16 0.35 -- 0.36 
認知有用 0.08 0.18 0.36 0.19 
態度 0.09 0.20 0.28 0.21 
行為意圖 0.08 0.18 0.28 0.19 

 

再看到研究架構【2】中，各外部變數對於行為意圖的影響。仍然是教材品

質最高，迴歸係數 0.34，其次是服務互動為 0.24，介面設計為 0.12，最後是功能

性 

表 5-4、Regression Matrix ETA on KSI – 研究架構【2】 

 功能性 介面設計 教材品質 服務互動 
認知易用 0.16 0.34 -- 0.37 
認知有用 0.09 0.19 0.34 0.21 
態度 0.09 0.18 0.33 0.26 
行為意圖 0.08 0.16 0.34 0.24 
認知享受 0.06 0.12 0.37 0.26 

 

由於架構【1】和架構【2】的分析結果相同，對於行為意圖影響最高的是教

材品質、其次是服務互動、介面設計、功能性。基於統計精簡模式原則的概念，

因此，最後選取研究架構【1】作為本研究所提供建議的解釋行為模式。 

 

因此，我們知道教學系統的本身仍是在從事教學，只是場景由教室轉移至網

路，而老師的角色漸漸模糊，轉而由老師所編制的教材和學生之間的互動討論所

取代，學生所著重的焦點仍然是教材，就和傳統的教室教學一般，學生會想要選

修教學比較認真的老師的課程。 

即使目前遠距教學大行其道，但是組織或是學校在推動時，需要注意，教材

的編制需要人去執行，而學習者之間的互動重點也在於人。如何協助教學人員能

夠順利製作豐富的教材，徹底瞭解教學人員的需求為何？滿足學習者所需要的基



 50

本功能，這些需要系統人員、教學人員和學習者，彼此之間互相的溝通，才能順

利進行系統的規劃。所以在系統推行之時，不光是要注意系統本身的功能和提供

容易使用的介面，也必須對參與系統建立的相關人員加以宣導才行。畢竟，一個

被使用者所接受的系統，才算是一個成功的系統。 

第五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個精簡的模型，具備足夠的解釋效力，來推估以及

預測使用者接受遠距教學系統的行為，並以網站品質為外部變數，說明何者會嚴

重影響使用者對於網站的使用心態。從研究中可看到各項外部變數影響力的高

低，在改善系統績效時，可以參考本研究的結果，依序決定需要改善的優先順序。 

 

而關於遠距教學系統的網站品質目前相關的參考文獻至今仍然不多，而本研

究做為外部變數的網站品質量表，雖然精簡但是具備足夠的信度和效度，對於業

界或一般組織在推廣或是評估教學系統時，可以提供作為一個參考依據。 

另外，本研究的架構【1】和架構【2】經過比較之後，可以發現認知享受這

個變項在遠距教學系統的接受度上，並不會顯著增加模式的解釋能力，可以提供

後續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時的一項理論驗證。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採用網路問卷的調查方式進行，礙於時間和成本的考量，只針對政

治大學校內選修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因此就本研究所提

出的模型看來是適用於政治大學的遠距教學系統，但是若考量樣本的差異性，譬

如說其他年齡層學生或是業界進修人員；或是因為其他不同組織或學校使用系統

的方式不同，這諸多差異點可能會使得結果和本研究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