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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為基礎，探討台灣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使

用行為，因此在文獻探討部份將針對研究的目標系統─「即時通訊」之發展歷史、

現況與趨勢加以描述，同時進行科技接受模型之相關文獻探討，除此之外亦會對

科技接受模型之理論基礎─「理性行為理論」加以著墨。 

第一節 即時通訊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enger/Instant Messaging，IM）是繼電子郵件之後新興

的網際網路溝通工具，其延續 IRC（Internet relay chat）和 MUD（Multi User 

Dungeons）的想法，除了提供使用者即時交談與互傳信息的功能外，尚提供檔案

傳輸、語音聊天、視訊會議、電子郵件等功能（Cunningham，2003；Metz, Clyman 

& Todd，2003；Marquez，2003）。IRC 是早期一項提供使用者間互通訊息的小程

式，其服務是建立於為數眾多的 IRC 伺服器互連而成的「IRC 網路」，主要是利

用文字交談，迄今仍有不少使用者使用；MUD 是 1970 年代末期英國艾賽克斯大

學學生 Roy Trubshaw 所創造的一種文字化連線遊戲，透過角色扮演的遊戲過程，

使用者可以和其他玩家在這個多人參與的虛擬網路世界以文字彼此交談

（Marquez）。然而不同於 IRC 與 MUD，多數即時通訊軟體主要是提供使用者和

現實生活中已認識的人互通訊息，不允許陌生人隨意的攀談（Marquez）；相較於

電子郵件，即時通訊則提供使用者近乎同步的文字交談，且允許使用者如同使用

電話般即時地和他人進行語音對談（Cunningham；Marqu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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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時通訊之發展歷史與現況 

全世界第一個即時通訊軟體是由四位以色列籍的年輕人─Yair Goldfinger、

Arik Vardi、Sefi Vigiser 與 Amnon Amir 所創立的 Mirabilis 公司於 1996 年 11 月

所推出的 ICQ，全名原意是取自英文的「I Seek You」，翻譯成中文則是「我找尋

你」的意思。若將「I Seek You」唸快一點，其發音便近似於 ICQ，因此簡稱為

ICQ（Cunningham；Marquez；葉忠良，民 87）。Maribailis 公司開發 ICQ 的主要

目的是為了提供在網際網路上提供一種新的聯絡方式，透過直接、簡單的點對點

連接技術，讓使用者能夠在網際網路上和朋友做即時的互動與交談。第一版的

ICQ 推出後立即被網友們接受，透過使用者的口耳相傳，推出短短半年內就有

85 萬個使用者註冊，創下網際網路歷史上一個驚人的記錄（葉忠良）。 

1998 年 6 月美國知名網路服務公司─「美國線上（American Online，AOL）」

看準了使用 ICQ 的龐大用戶數，認為有人潮的地方就有錢潮存在，因此花了 4

億美金併購了 Maribalilis 公司（Metz, Clyman & Todd；葉忠良）。然而此舉並未

改變 ICQ 在即時通訊市場上的重要地位，迄今 ICQ 在全球即時通訊市場上仍擁

有相當龐大的使用者群，與美國線上推出的 AIM（AOL Instant Messenger）、微

軟推出 MSN Messenger 及雅虎推出的 Yahoo! Messenger 分別佔據即時通訊市場

的前四名（Metz, Clyman & Todd）。 

以台灣而言，目前市場上主要的即時通訊為 MSN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 及 ICQ。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於 2003 年 9 月下旬公佈的台灣

即時訊息服務市場現狀調查結果顯示，MSN Messenger 目前已經成為台灣即時通

訊軟體的首位，超過 Yahoo! Messenger 與 ICQ。在所有即時訊息登入者當中，88%

的用戶使用 MSN Messenger，約 576 萬不重複使用人數，而實際有傳輸或接收

MSN Messenger 的即時訊息使用者也有 368 萬人，為台灣目前最多人使用的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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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服務。Yahoo! Messenger 的即時訊息使用者亦多達 338 萬人，ICQ 的即時訊

息使用者則有 92 萬人。此外由騰訊公司開發的即時傳訊軟體─騰訊 QQ，為全

球最多華人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擁有一億個用戶註冊成為其使用者，最近由中

國大陸進軍台灣，推出 2003 繁體中文版，並與蕃薯藤及遠傳電信合作，目前在

台灣的會員人數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他即時通訊軟體尚包括國人自行研發的

CICQ、華文網路即時通訊軟體、8dCall 網路大哥大、朗瑪 UC 與網易泡泡等。 

二、 即時通訊的功能 

即時通訊儼然成為一種全新的溝通媒介，功能相當多樣化，除提供使用者線

上即時文字交談的基本功能外，多數即時通訊尚提供了檔案傳輸、語音聊天、視

訊聊天、線上交友等功能，同時結合了電子郵件、瀏覽器與行動通訊設備，使功

能更加強大，雖然有些功能會因為軟硬體設備的限制而有不同的使用狀況，但其

目的均相當具有實用性（資訊應用研究室，民 92）。以下將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即

時通訊軟體所提供之功能做簡單的整理（資訊應用研究室；王緒溢、梁仁楷，民

92；蕃薯藤，民 93；MSN Messenger，民 93；Yahoo! Messenger，民 93；騰訊

QQ，民 93）： 

1. 文字聊天： 

文字聊天功能是即時通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若用戶想與線上好友

進行聊天，可以雙擊即時通訊中的好友名單（buddy list）或聯絡名單（contact 

list），在彈出的對話框中鍵入文字訊息發送即可。此外 ICQ 與 Yahoo! Messenger

還提供了發送訊息給離線朋友的功能，待對方下次上線時就可以收到，MSN 

Messenger 雖然不具備此項功能，但在聊天過程中使用者可以使用各種表情圖

樣，為文字聊天功能添加了不少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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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音聊天： 

使用者的電腦必須配有喇叭或者耳機、與麥克風等設備才可以使用語音聊天

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向線上好友發送連接語音交談的請求，連線後雙方即可直接

通話，同時亦可以使用文字聊天功能。 

3. 視訊聊天 

若使用者的電腦配有網路攝影機，則可以直接傳送實況視訊，並可利用語音

聊天功能，直接使用麥克風和對方交談，亦即同時透過語音和影像與對方聊天，

即使沒有網路攝影機，也可以透過朋友的網路攝影機看見對方的影像。此外，若

用戶的連線速度夠快，尚可利用此功能進行視訊會議。 

4. 結交網友 

使用者可以透過各家即時通訊的會員目錄，依年齡、興趣、位置、暱稱等從

線上尋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5. 檔案傳輸： 

藉由檔案傳送指令可以提供使用者直接進行點對點的檔案傳輸，將資料傳送

至對方電腦，免除電子郵件可能寄不動、必須等待下載時間、害怕信箱爆掉等問

題。此外 ICQ 的檔案傳輸功能還支援檔案續傳，不必擔心檔案傳輸過程中突然

發生網路中斷的情況。 

6. 檔案共用： 

除了提供點對點的檔案傳輸功能外，即時通訊軟體尚提供檔案共用功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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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可以利用此功能和他人分享各種資料，如旅遊照片、工作所需檔案等等，同

時可以透過存取密碼與帳號的設定以確保安全。 

7. 撥打電話： 

MSN Messenger 提供了.NET Voice Service 的撥打電話功能，在開啟撥叫電

話功能前使用者必須先註冊語音服務供應商，並支付服務的費用，而後即可直接

輸入電話號碼，再按「撥號」以使用此功能。 

8. 郵件輔助： 

即時通訊和電子郵件是目前網路上最常被使用的兩種應用活動，如今不少即

時通訊軟體將兩者作了完美的結合，將電子郵件帳號作為即時通訊的登入帳號，

每當用戶登入成功時，會自動彈跳出一個小視窗提示用戶此帳號的信件狀況，在

使用即時通訊的過程中，若用戶的信箱中有了新進郵件，亦會立即彈跳出一個新

的提示視窗。 

9. 發送短訊： 

將即時通訊與各種行動裝置加以結合，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向手機發送簡訊，

當對方的手機開啟即時通訊服務時，即可收到簡訊。 

10. 資訊頻道瀏覽： 

將即時通訊軟體和 WWW 結合，用戶可以利用即時通訊的系統介面直接連

結到有興趣的網站瀏覽資訊，如收看每日最新新聞或股市情況，亦可自定個人喜

愛的資訊頻道，自動顯示出用戶有興趣的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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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線上遊戲： 

使用者在和線上好友進行交談時，可同時和線上好友進行簡單的遊戲，增加

彼此互動的趣味性與變化性，如 MSN Messenger 的「啓動站」提供使用者進行

接龍、踩地電、西洋棋、寶石方塊等遊戲。 

12. 造型精靈： 

造型精靈是即時通訊的新功能，使用者可以創造最能表現自我風采的造型娃

娃，利用虛擬商店裡的商品，自行搭配造型娃娃的臉孔、髮型、服飾、與配件等

等，並可以在即時通訊上顯示此虛擬形像。 

13. 遠端協助： 

遠程協助是在 Windows XP 中引進的新概念，是 Windows Messenger 獨有的

功能，遠端協助可以將電腦的控制權分享給他人，以便於對尋求協助者提供幫

助。遠端協助的功能包括啟動應用程式共用、尋求遠端協助、啟動白板、共同瀏

覽網頁等方面，由於此功能牽涉到電腦的控制權，因此在將控制權分享給他人的

過程中，用戶必須特別小心，並確認對方是否可靠。 

第二節 理性行為理論 

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為 Ajzen 與 Fishbein 在 1975

年為了研究人類行為所提出的一種行為意圖模式，Ajzen 與 Fishbein 利用社會心

理學上的信念（Belief）、態度（Attitude）、意圖（Intention）與行為（Behavior）

等概念，試圖針對人類各種不同的行為提出一個適合的解釋與預測模型。理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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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理論之基本假設為人類是理性的動物，其行為是基於個人意志的控制之下，是

經過系統性的思考後所採取的行動。該理論認為人類實際行為（Actual Behavior）

的表現決定於個人的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行為意圖則受到個人對該

行為所抱持的態度（Attitude）與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的影響，詳細的理

論架構如圖 2-1 所示。 

Beliefs about
consequences
of behavior X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X

Subjective norm
concerning
behavior X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behavior X

Intention to
perform

behavior X
Behavior X

Influence
Feedback  

圖 2-1 理性行為理論 

資料來源：Ajzen & Fishbein（1975，p.16） 

在理性行為理論中，「行為意圖」意指個人執行特定行為之意願的強度

（Fishbein & Ajzen，1975，p.288）；「態度」是個人對執行特定行為所抱持的正

向或負向的情感表現（Fishbein & Ajzen，p.216）；「主觀規範」是個人主觀認知

對於重要他人對自己是否採取特定行為的期待（Fishbein & Ajzen，p.302）。Ajzen 

& Fishbein認為個人對特定行為的態度相當於個人預期採取該行為可能產生的後

果乘上對該行為後果的評估，其中個人主觀預期採取該行為可能產生的後果即為

理性行為理論中所謂的信念（Fishbein & Ajzen，p.223）；主觀規範則為規範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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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e beliefs）與順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乘積，亦即個人認知

重要他人對於自己是否採取特定行為的期待乘上個人試圖滿足他人期待的動機

（Fishbein & Ajzen，p.302）。  

整體而言理性行為理論是一個一般化的模型，企圖解釋與預測人類所有行

為，並未限定特定的信念與行為，因此該理論可應用的研究範圍十分寛廣。通常

研究者在進行此類型的研究時，會先針對欲研究的行為找出相關的顯著信念

（salient beliefs），再以理性行為理論之架構為基礎，驗證信念與態度、意圖及行

為之間的關係（Davis，1989）。80 年代 Davis 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即為相當著名的實例，其以理性行為理論為基礎，針

對人類電腦使用行為提出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兩種認知信念，探討認知信

念、態度、意圖與電腦使用行為間的關聯。 

第三節 科技接受模型 

一、 科技接受模型之簡介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為 Davis 於 1986 年以

理性行為理論為基礎所提出的行為意圖模式，試圖對組織內部資訊科技的使用行

為與接受程度提出合理的解釋及預測，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個理論基礎，為使用

者電腦接受度之決定因素提供一般性的解釋，並且能夠跨越使用者族群的界限解

釋與預測使用者的行為（Davis，1989；Davis、Bagozzi & Warshaw，1989）。該

模型保留理性行為理論中信念─態度─意圖─行為的關聯，捨棄主觀規範的影

響；在信念部份，Davis 特別強調「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與「認

知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的重要，認為此兩者係直接影響使用者對資

 14



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實際使用狀況 

訊科技所抱持之態度的主要因素，而態度進一步會影響使用者的行為意圖，行為

意圖則決定了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接受程度與使用行為。 

在科技接受模型裡，「認知有用性」係指使用者對於使用特定資訊科技會增

加本身工作績效程度的主觀想法；「認知易用性」是使用者主觀認為學習使用特

定資訊科技所需耗費心力的程度；「態度」係個人對使用特定科技輔助工作完成

所持的好惡情感（Davis；Davis et al.）。在科技接受模型中，認知有用性與認知

易用性除直接影響個人對使用資訊科技所持的態度外，Davis 認為儘管使用者對

特定資訊科技可能抱持著負面的態度，但若使用者感覺到使用該資訊科技能夠提

昇個人工作績效，使用者仍然會願意使用，換句話說，認知有用性除透過態度間

接影響資訊科技之使用意願外，尚能直接影響使用者的行為意圖。 

如前所述，科技接受模型中認知信念、態度、意圖與行為間具有重要的關聯

性，除此之外 Davis 認為「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兩者間的關聯亦相當

密切，Davis 認為在需要花費相同心力完成工作的情況下，易用性較高的資訊科

技可以協助個人在同樣時間內完成較多的任務，進而提昇個人的工作績效，因此

認知易用性具有強化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認知有用性的功能。而在影響使用者之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的因素上，則為所謂的「外部變數」，包含使

用者的個人變項、系統特性、環境變項等變數，視資訊科技的特性與使用情境之

不同，外部變數的選擇可有不同的變化。圖 2-2 為 1989 年經 Davis 修改後提出

之科技接受模型架構，此架構亦即後續學者最常引用之科技接受模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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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Variables

Perceived
Usefulness

(U)

Perceived
Ease of Use

(E)

Attitude
Toward

Using (A)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BI)
Actual

System Use

 

圖 2-2 科技接受模型 

資料來源：Davis、Bagozzi & Warshaw（1989） 

科技接受模型與理性行為理論的主要差異在於理性行為理論試圖為人類所

有的行為提出合理的解釋，科技接受模型則是針對組織內的科技使用行為進行

探討，並試圖找到影響資訊科技接受程度的外部變數。此外理性行為理論認為

行為意圖同時受到態度與主觀規範的影響，然而在科技接受模型中，Davis 認為

在組織內部資訊系統的使用情境裡，規範性的信念與動機並不會對使用者接觸

資訊系統造成影響，且主觀規範來自於外在社會文化的影響，難以具體衡量，

因此模式中捨棄了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圖的影響。 

二、 科技接受模型之應用 

科技接受模型被用來解釋與預測資訊科技的使用行為與接受程度迄今已獲

得許多學者驗證，確認該理論的有效性。早期科技接受模型主要是被應用在檢驗

員工對於組織內部特定資訊系統的接受程度，Davis（1989）本人針對 IBM 位於

加拿大多倫多發展實驗室的 112 名員工進行檔案編輯器 XEDIT 與電子郵件

PROFS 的使用行為調查，其後又以文書處理系統 WriteOne，以及繪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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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Master 與 Pendraw 為目標系統，針對 107 名研究所學生進行使用行為與意

圖的研究，驗證其模式架構的合理性，後續學者秉持 Davis 的精神，陸續對組織

內部文書處理系統（Adams et al.，1992；Chau，1996）、資料庫管理系統（Szajna，

1994）、試算表（Adams et al.；Chau）、電子郵件（Adams et al.，Gefen & Straub，

1997），語音郵件（Adams et al.）以及病人管理系統（Rawstorne et al，2000）等

進行使用行為與意圖的調查，種種研究結果顯示科技接受模型對於不同資訊系統

的使用行為皆能夠有效地解釋與推論。 

隨著網際網路的興起，部份學者開始將科技接受模型延伸應用至網際網路的

使用行為上，希望能夠藉此瞭解科技接受模型是否適用於網際網路的使用情境

下，同時並藉此改善網際網路應用活動與服務的品質，讓使用者對網際網路產生

正面的認知（Atkinson & Kydd，1997；Lederer et al.，1998；Lin & Lu，2000；

Moon & Kim，2000；Johnson & Hignite，2000；Dasgupta, Granger & McGarry，

2002；黃正瑋，民 92），如 Moon & Kim、Johnson & Hignite 等人將科技接受模

型應用至網站瀏覽的研究中；Chen（2002）應用科技接受模型衡量線上消費者對

於虛擬商店的接受程度；Szajna（1996）、Gefen & Straub（1997）將科技接受模

型延伸應用至電子郵件的使用行為。種種相關研究均證實科技接受模型亦適用在

網際網路應用活動，能夠解釋及預測網際網路使用者的線上行為，而部分研究中

亦指出有時候「認知易用性」比「認知有用性」更能影響使用者的態度。 

三、 科技接受模型之擴充與修改 

科技接受模型是 Davis 以理性行為理論為基礎，針對組織內資訊系統的接受

程度所發展的解釋及預測模型，該模型認為「認知易用性」與「認知有用性」會

影響使用者的態度，進而影響使用意願與實際使用行為，然而 Davis 本人在提出

科技接受模型後曾表示，後續研究者若想繼續以此架構探討使用者對新興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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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和使用行為而能會有所不足，因此必須尋找是否還有其他變數亦會影響使用

者對資訊科技的接受桯度，因應研究之目標系統特性與使用情境的不同建立較佳

的預測模式（Davis，1989；黃正瑋）。 

許多學者從動機理論的觀點出發，探討個人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行為，此派

學者將動機理論和科技接受模型加以結合，認為內部動機與外部動機均會影響個

人的行為意圖，外部動機牽涉的是採取特定行為可以提昇工作績效的程度，內部

動機則是行動過程中個人可以獲得的樂趣（Webster & Martocchio，1992；Atkinson 

& Kydd，1997；Moon & Kim，2000；Teo，2001）。加入內部動機後之科技接受

模型陸續經過學者的驗證，證實內部動機對使用意圖的影響十分深遠，尤其是在

網際網路的使用情境下，學者提出「認知娛樂性（Perceived Playfulness）」此一

新的認知信念（Atkinson & Kydd；Moon & Kim），證明加入「認知娛樂性」的模

式較 Davis 提出的原始模型具有更強的解釋及預測能力。 

根據 Atkinson & Kydd 與 Moon & Kim 的論述，「認知娛樂性」意指個人在採

取特定行為或執行特定活動時主觀感受到的樂趣，Moon & Kim 進一步以

Csikszentimihalyi & Deci 的研究為基礎，提出認知娛樂性的三個面向：專注程度

（Concentration）、好奇心（Curiosity）與趣味性（Enjoyment），認為當使用者處

在娛樂的狀態時，使用者會因為發現互動過程本身具有的趣味性而進行特定活

動，而不是因為任何外在的報酬，在活動過程中使用者的好奇心將會被激發，且

會將心力專注在本身所從事的活動上，外在干擾將會被自動過濾，因此使用者在

活動過程中不會察覺到時間的流逝。Moon & Kim 修改 Davis 提出的科技接受模

型，加入「認知娛樂性」此一新的構念，此修正後模型除保留科技接受模型原有

之各構念與構念間的關聯性外，認為認知娛樂性會受認知易用性之影響，且會直

接影響使用者的態度與行為意圖，並經研究證實此模型的有效性。 

 18



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實際使用狀況 

 除此之外，有學者結合理性行為理論與科技接受模型，認為在科技的領域

中，同儕與上司對使用者的資訊科技接受程度影響十分深遠，而人際影響又是「主

觀規範」此一構念裡的重要因素，因此僅管在 Davis 的科技接受模型中捨棄了「主

觀規範」的影響，仍有學者主張不可忽略主觀規範對資訊科技使用行為的影響

力。其中 Malhotra & Galletta（1999）認為主觀規範不只是影響使用意願，同時

也會影響使用者的態度，然而其研究結果並未確認主觀規範和使用意願間的關係

性，僅證實主觀規範對態度產生影響；而後 Venkatesh & Morris（2000）在其研

究中則證實了主觀規範與使用意願間的關係確實存在，亦即證實理性行為理論中

「行為意圖受到主觀規範影響」的論述。 

近年來陸績有學者將性別差異、使用者經験、涉入程度、知覺風險（Perceived 

Risk）、認知資源（Perceived Resource）等變項納入科技接受模型（Taylor & Todd，

1995；Gefen & Straub，1997；Venkatesh & Morris，2000；Mathieson et al.，2001），

如 Gefen & Straub 探討性別差異對於 E-mail 使用造成的影響時，發現在溝通模式

上兩性承受了不同的社會壓力，對於溝通工具的有用性也抱持著不同的認知；

Venkatesh & Morris 則發現男性受到認知有用性的影響較大，女性則較受到認知

易用性的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科技接受模型雖然意圖為資訊科技接受程度之決定因素

提供一般性的解釋，然而其並非一個僵化的模型，學者可從不同觀點出發，因應

目標系統的特性與使用情境之不同，修改 Davis 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以加強模

式的解釋及預測能力。因此本研究雖以科技接受模型為基礎，但考量即時通訊的

系統特性與使用情境，針對 Davis 所提出之原始架構加以修改，以期更適用於解

釋與預測即時通訊之認知與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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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系統遲延 

傳統上電腦系統績效衡量通常是以「產出（Throughput）」為主要指標，產

出代表系統在每單位時間內（秒或分）可以處理的工作量，或者說是每單位時間

可處理的交易數量，然而對使用者來說，產出僅提供使用者有關完成特定工作系

統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的資訊，並無法區別出個別活動所需的處理時間變異，亦即

無法區隔出高遲延性與低遲延性的活動，因此產出並不能夠直接表達出在使用系

統時使用者所感受到的系統績效，尤其是在強調人機互動的系統中，使用者直接

感覺到的系統績效是受到處理速度（ Speed ）的影響，系統的回應性

（responsiveness）才是決定使用者認知系統績效的主因，因此直接衡量使用者認

知的系統遲延（system latency）成為目前重要的績效衡量標準之一（Endo et al.，

1996）。 

在工程學上「遲延（Latency）」的定義是訊息從發送端傳送到接收端所需要

花費的時間，在系統績效衡量上則是以使用者送出請求到收到回應的時間為主

（Endo et al.；Haff，2002）。對使用者而言，在和系統互動的過程中，若感覺系

統回應所產生的延遲較小，對系統的評價會較高，也會比較願意去使用。 

 隨著網際網路的興起，人們對於遲延的忍受程度越來越低，對於速度的要求

則越來越高，尤其是在網際網路應用活動上，使用者們更無法容忍花太多時間在

等待上（Padmanabhan & Mogul，1996），網路遲延會造成使用者們對網際網路應

用活動的負面評價，進而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遲延」的重要性可見一般，

使用者認知的遲延程度成為直接影響使用者對系統或網路活動評量的一個重要

準則。根據 GVU（1998）的調查，目前在網際網路上遭遇到最重要的挑戰是如

何在網路上取得有用的資訊，以及降低使用者所察覺到的遲延程度，因此許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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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致力於研究如何改善遲延，以提昇網際網路應用活動的績效與使用者正向的評

價（Padmanabhan & Mogul；Bouras & Konidaris，2001）。 

 根據 Bouras & Konidaris 引述 Cohen & Kaplan 的定義，在網際網路的環境

中，使用者認知遲延（UPL，User Perceived Latency）一般為使用者發出一個頁

面請求（request for a document）到收到回應的時間。認知遲延會受到許多因素

的影響，如頻寬、資料存取速度、伺服器處理速度等，研究者可根據研究目標的

不同將認知遲延的定義做進一步的分析解釋，以符合本身的研究設計

（Padmanabhan & Mogul；Bouras & Konid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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