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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文獻探討部份已針對本研究之相關文獻加以整理，本章將以文獻探討為基

礎，建立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進而確立研究假說，並解釋各研究變數，予以操作

型定義，同時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設計與資料分析方法，以期對整個研

究有更深入的瞭解。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實際使用狀

況，以及相關的影響因素。基於理性行為理論本質上是一個一般化的模型，並非

特別針對某種特定行為而提出的，該理論雖可應用在資訊科技的使用情境下，但

解釋與預測使用者行為的能力卻不及科技接受模型（Davis，1989；Taylor & 

Todd，1995），因此本研究引用科用接受模型為理論基礎並加以修改，提出如圖

3-1 之研究架構，圖中虛線方框所包含的部分即為 Davis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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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接受模型中，行為會受到使用意願的影響，使用意願則受到態度的影

響，同時直接或間接的受到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的影響（Davis）。然而由文

獻探討可發現在網際網路的使用情境下，經學者證實「認知娛樂性」是相當重要

的因素（Atkinson & Kydd，1997；Moon & Kim，2000），Teo（2001）亦指出認

知娛樂性對網際網路應用活動，如即時訊息、網站瀏覽與下載等具有直接的影

響，因此本研究將「認知娛樂性」納入科技接受模型中，以期對即時通訊的使用

行為提供更豐富完整的解釋。 

除此之外，由於即時通訊的使用情境並非限制在辦公室的環境之下，因此

Davis 等人在提出科技接受模型之初，刪除主觀規範此一構念的原因已不存在，

此外即時通訊主要是提供使用者和現實生活中已經認識的人互通訊息，欲達此目

的交談雙方不僅需要使用即時通訊，且須使用相同的即時通訊軟體，因此人際間

彼此的影響對於即時通訊的使用應相當重要，而人際影響又是「主觀規範」此一

構念裡的重要因素，故在本研究中將「主觀規範」納入研究架構，以瞭解主觀規

範是否存在於即時通訊的使用情境下，以及主觀規範是否會瞭解後續變數之發

展。由於本研究並非將重點放在探討影響主觀規範產生之因素為何，因此架構內

雖納入主觀規範此一構念，但並不將規範性信念一併納入。 

另一方面，Davis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中提到使用者的認知信念會受到外

部變數的影響，外部變數包括系統特性、環境變數或使用者個人變項等，研究者

可以針對研究目的自行選擇適當的外部變數加以探討。本研究整理過去相關文獻

並根據焦點訪談結果，在外部變數部分納入「系統遲延性」、「系統穩定性」與「性

別」三者。在系統遲延部份，Endo et al.（1996）提出使用者主觀感受到的系統

遲延程度將直接反應在其對系統績效的評價，在網際網路的環境中遲延更成為網

友所關注的重要焦點，直接影響網友們對網際網路應用活動的看法（Padmanabhan 

& Mogul，1996），Ruppel & Fagan（2002）亦指出「速度」對即時通訊使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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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而速度是影響系統遲延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將「系統遲延性」納入研

究架構中；此外並根據焦點訪談的結果，將「系統穩定性」一併納入研究架構，

希望能藉以瞭解系統遲延性、系統穩定性與使用者認知間的關係性。 

在性別部分，Teo（2001）在網際網路使用行為的調查中發現兩性在網際網

路應用活動的偏好上有所差異，男性較喜歡從事的網路活動為線上購物與下載，

女性則是喜歡藉由網路傳遞訊息，使用電子郵件或討論群組等網路應用。此外

Tannen（1990）提出由於兩性成長背景不同，溝通型態亦有所不同，大多數的男

性屬於工作導向的溝通方式，對他們而言，言語對話就像一場江山爭奪戰，他們

藉由語言維繫個人的獨立性，並且掌握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女性則是網路導

向，對他們而言，溝通的語言是情感性的，重點在於展示彼此的相似性以及相彷

的經驗，他們藉由交談建立彼此的親密關係與社會支持，以 Tannen 的想法為基

礎，Gefen & Straub（1997）在研究中發現兩性對於溝通工具所抱持的認知確實

有所差異。有鑑於此，本研究將納入「性別」此一重要變數，探討性別差異是否

會影響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與接受程度。 

由圖 3-1 可以發現本研究架構並未將「年齡」特別獨立出來探討，主要原因

在於即時通訊發展至現階段，使用族群多集中在學生，以台灣而言，根據創世際

「台灣即時訊息服務市場現狀」調查結果顯示（2003），即時通訊使用者的年齡

主要介於 20-29 歲與 10-19 歲，亦即在樣本在年齡分布之表現會相當集中，具備

一定程度的同質性，故本研究不特別將「年齡」此一變數表示在架構中，然在本

研究之問卷設計中仍會請教受測者之年齡資訊，以對即時通訊使用者之人口統計

變項加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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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自 Davis 提出科技接受模型之後，許多學者相繼引用該模型研究使用者對不

同資訊科技的接受程度，這些相關研究主要是以實驗法與調查研究法進行，研究

者為了避免不必要的外部干擾，往往對研究的進行加以嚴密的控制，如限定研究

對象、給予受測者相同的刺激等等。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

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狀況，為避免控制太多的因素導致研究情境與現實不符，對

研究結果帶來負面的影響，將以「調查研究法」為主，針對網際網路使用者發放

網路問卷，以瞭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觀感與實際使用狀況。然而由於

即時通訊是近年來新興的網際網路應用服務，缺乏相關的背景資料以及評估使用

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行為的研究，僅管科技接受模型已歷經多年的驗證，但

Davis（1989）認為後續研究者在使用科技接受模型時，原始模型架構需順應系

統使用情境不同而加以微調，並針對目標系統修正模型內各變數定義，以豐富變

數之內涵，使符合目標系統特性，同時貼近研究目的，因此本研究在進行調查研

究前，先採取「焦點團體」訪談法，針對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想法與使用行為進

行瞭解，藉以強化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假說，進而確認研究架構中各變數之內

涵，協助後續量化問卷之設計，以期問卷題項能夠更加適切與深入人心。 

一、 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Focus group），亦可稱為團體深度訪談，通常是由八到十人所組

成的團體，針對某一個特定主題進行面對面的討論，典型的焦點團體討論會持續

一個半到二個半小時，討論過程則由中介者負責協調群體的互動與確保討論不偏

離主題（Edmunds，1999；歐素汝，民 88）。焦點團體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相當常

用的一種質化研究方法，尤其適合用在對於研究主題了解較少的探索性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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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常被使用在下列目的（Edmunds；歐素汝）： 

1. 獲得一項有趣主題的一般背景資料； 

2. 評估新的想法或概念； 

3. 產生可用比較量化的方法檢驗和進一步研究的研究假設； 

4. 刺激新想法或概念的產生與協助腦力激盪； 

5. 協助可用於量化研究的問卷設計與發展； 

6. 評估新方案、產品或服務的可行性與問題的潛在性； 

7. 新產品或服務的定位； 

8. 幫助解釋量化資料。 

綜上所述，焦點團體的使用情境與目的相當符合本研究之狀況，在缺乏對即

時通訊之瞭解的情況下，焦點團體將可協助獲得即時通訊的一般背景資料，確認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假說，並有助於後續量化調查之問卷設計與發展。 

典型的焦點團體是由八到十人所組成的團體，針對某特定主題進行面對面的

討論，除此之外 Edmunds 指出還有五種不同的焦點團體型態：電話焦點團體、

迷你焦點團體、三人/二人焦點團體、網路焦點團體、視訊焦點團體，利用這五

種焦點團體能夠節省較多的研究成本。 

1. 電話焦點團體（Telefocus gropus）：意指透過電話來進行焦點團體的訪

談，通常以六、七名參與者為限。參與者藉由撥打一支免費電話號碼，

並輸入事先指定好的密碼以進入團體的討論，討論過程由中介者負者協

調參與者是處在接聽模式，抑或是說話模式。 

2. 迷你焦點團體（Mini groups）：是典型焦點團體的縮小版，只需要五、

六名參與者即可進行討論。討論的進行和標準模型並無差異，然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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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較少，中介者較容易控制討論的進行，而參與者發言的機會和時間

也會增加，因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更為深入的資料。 

3. 三人/二人焦點團體（Triads/Dyads）：顧名思義是由二、三人所組成的超

小團體進行討論，討論的進行和迷你焦點團體並無太大差異，然而由於

人數稀少，通常會進行較多次的焦點團體，以取得更豐富完整的資料，

使訪談結果可以達到一般化的目的。 

4. 網路焦點團體（Internet focus groups）：此種焦點團體是一虛擬的焦點團

體，參與者已經被限定是上網人口，並透過網際網路進行討論。透過網

路焦點團體可以打破參與者時間與地域的限制，可以較省時省力的方式

進行討論，而網路匿名性也提供參與者一個相當自在的討論環境，可以

讓參與者知無不言、言無不盡。 

5. 視訊焦點團體（Video focus groups）：利用視訊設備為媒介進行的焦點

團體即為視訊焦點團體，討論的進行相當於視訊會議的縮影。 

由於即時通訊是屬於網際網路應用活動之一，使用者本身已經被限定是上網

人口，且考量到時間與成本問題，因此本研究採取「網路焦點團體」，利用即時

通訊直接和參與者進行團體的討論，以實際瞭解參與者的即時通訊使用行為，並

針對研究主題取得較為豐富的質化資料。為控制討論的有效進行以及讓參與者有

更深入的討論，每次的焦點團體人數將限制在 3-5 人；為避免訪談對象過少，無

法取得足夠完整的資訊加以分析，將進行 2-3 次網路焦點團體討論，以確保不會

造成訪談結果的偏誤。 

二、 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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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焦點團體」外，本研究同時採取了「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

然而如前所述焦點團體的進行主要是獲得即時通訊的背景資料，並協助問卷的設

計，本研究之主體仍是以「調查研究」為主。 

隨著網路網路的盛行，網路問卷調查法已經成為新興的一種調查研究方法，

一般是以電子郵件或全球資訊網兩種方式遞送問卷，此外尚可利用網路論壇與電

子佈告欄發送問卷（Solomon，2001；Shannon et al.，2002；周倩、林華，1997），

此四種形式視研究者需要可以單獨使用亦可混合使用。相較於傳統的問卷調查

法，如郵寄問卷、電話問卷等，利用網際網路進行問卷調查可以節省問卷遞送成

本、縮短問卷回收時間、降低手動輸入問卷資料可能產生的錯誤，且可以設計較

具吸引力之問卷（Solomon；Shannon et al.）。除了上述優點之外，網路問卷調查

法所使用的抽樣方式往往屬於非隨機抽樣，且受測者已經被限定是網際網路使用

者，因此可能會產生樣本不具代表性的狀況，此限制常為學者所詬病（Solomon；

周倩、林華），然而 Pitknow & Kehoe（1996）指出利用過度抽樣（over sampling）

取得大量樣本將可降低樣本代表性的問題。 

考量網路問卷調查的優缺點，以及過去有關科技接受模型的研究已有使用網

路問卷之先例，再加上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

知與實際使用狀況，研究對象已經被限定是上網人口，因此藉由網際網路做為遞

送問卷的管道應屬合理，且透過大量樣本的取得，亦可以降低樣本不具代表性的

可能性。 

第三節 研究變數與操作型定義 

根據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的整理，本研究將架構中各構念的定義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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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去有關即時通訊的研究相當缺乏，本研究同時將透過焦點團體的進行，協

助變數的操作型定義與豐富變數的內涵。 

一、 性別 

本研究在性別方面主要探討其差異是否影響即時通訊服務之認知。為瞭解問

卷填答者之概況，本研究除取得受測者人口統計變數之性別外，亦會取得年齡、

教育程度、職業、網路使用資歷等變數，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範圍鎖定在台灣網際

網路使用者，因此種族、國籍等變數不予納入考量。 

二、 系統遲延性 

本研究在系統遲延方面主要探討其是否影響使用者對即時通訊服務之認

知。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遲延意指使用者發出請求到收到回應的時間，通常是

利用計時器（timer）加以計算，然而在本研究中並不直接利用計時器計算出實際

耗費的時間，而是評估使用者主觀感受到的遲延程度，亦即評估使用者在使用即

時通訊時感覺自己花費在等待的時間多寡。因此本研究將「系統遲延性」定義為

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在使用即時通訊服務時主觀感受到的遲延程度。由於相關文

獻多以客觀數據做為系統遲延衡量標準，並未直接從使用者觀點出發評估使用者

認知之遲延程度，因此本研究以焦點團體訪談結果為基礎，設計題項衡量此一構

念，每個題項均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來加以衡

量。 

三、 系統穩定性 

此一變數主要是根據焦點訪談結果而來，定義為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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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通訊服務時主觀感受到的系統穩定程度，主要是藉由使用者在使用即時通訊

時是否經常無法順利登錄系統，以及在使用即時通訊服務時系統是否經常斷線等

題項加以評估，每個題項均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

意來加以衡量。 

四、 認知有用性 

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認知有用性」意指使用者認為使用特定資訊系統能

提昇個人工作績效的程度。在本研究中特定資訊系統即為「即時通訊」，由於即

時通訊主要是提供使用者和現實生活中已認識的人互通訊息，如協助使用者與家

人和朋友保持聯繫、與同事共同協調合作等等，故在有用性部分，除 Davis（1989）

提出的提昇個人工作績效的程度外，亦將維繫個人情感的程度涵蓋在內。因此在

本研究中「認知有用性」即為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認為即時通訊能提昇個人工作

績效與維繫個人情感的程度。 

在認知有用性的操作型定義上，本研究將此一構念之相關問項分成兩大類：

工作導向與情感導向。工作導向部份主要是探討即時通訊在提昇個人工作績效的

程度，此部分參考 Davis 的研究並以過去衡量網路及電子郵件使用之認知有用性

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 3 題題項來衡量；情感導向部份主要是探討即時通訊在維

繫個人情感的程度，亦即協助使用者取得情感上支持的程度，進一步分成友情之

維繫、親情之維繫、友情之創造三部分。由於過去認知有用性之相關研究主要是

探討特定資訊系統能提昇個人工作績效的程度，有關個人情感維繫部份之衡量的

文獻付之闕如，故此部份之問卷題項主要以焦點團體的訪談為基礎，針對友情之

維繫、親情之維繫、友情之創造分別設計數題題項加以衡量。在認知有用性部分，

每個題項皆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來加以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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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認知易用性 

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認知易用性」意指使用者認為學習使用特定資訊系

統所需耗費心力的程度，因此本研究之「認知易用性」即為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

認為學習使用即時通訊所需耗費心力的程度。此外並以過去衡量網路與電子郵件

使用之認知易用性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 4 題題項來衡量此一構念，每個題項均

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來加以衡量。 

六、 認知娛樂性 

「認知娛樂性」意指個人在採取某種行為或執行某種活動時主觀感受到的樂

趣。本研究參考 Moon & Kim（2001）的論述，從專注程度（Concentration）、好

奇心（Curiosity）、趣味性（Enjoyment）三方面來探討認知娛樂性，亦即台灣的

網際網路使用者（一）使用即時通訊時專注的程度，（二）在使用過程中感到新

鮮好奇的程度，以及（三）感到有趣好玩的程度。此外並以過去衡量網路使用之

認知娛樂性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 10 題題項來衡量此一構念，每個題項均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來加以衡量。 

七、 主觀規範 

在理性行為理讑中，Fishben & Ajzen（1975）認為行為意圖同時受到個人的

態度與主觀規範的影響，其中主觀規範意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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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信念與順從動機之乘積。雖然在科技接受模型

中，Davis 捨棄了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圖的影響，然而許多學者在其以科技接受模

型的研究中實規範信念對使用意願的影響相當重要（Malhotra & Galletta，1999；

Venkatesh & Morris，2000），因此在本研究中將主觀規範的概念重新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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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定義為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之重要他人，包含親人、朋友、同事、與上級，

對於使用者是否使用即時通訊之期待，並以 Fishben & Ajzen 的研究為基礎，發

展出 3 題題項來衡量此一構念，每個題項均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

不同意到非常同意來加以衡量。 

八、 態度 

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Fishben & Ajzen 將態度定義為個人對採取特定行為所

抱持的正向或負向的情感，而 Davis 則將態度定義為使用者對於藉由使用特定資

訊系統輔助工作完成的好惡情感表現，因此本研究將「態度」定義為台灣網際網

路使用者對於使用即時通訊協助個人工作完成與維繫個人情感之好惡情感表

現。此外並以過去衡量網路與電子郵件使用之態度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 4 題題

項來衡量此一構念，每個題項均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

常同意來加以衡量。 

九、 使用意願 

根據 Fishben & Ajzen 的定義，意願相當於個人主觀相信自己會在未來進行

某特定行為的可能性，本研究以此定義為基礎將「使用意願」定義為台灣網際網

路使用者在未來持續使用即時通訊的可能性。此外並以過去衡量網路與電子郵件

使用之意願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 3 題題項來衡量此一構念，每個題項均採取 5

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來加以衡量。 

十、 實際使用 

在預測資訊系統的使用行為中，學者傾向於衡量使用者的使用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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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與使用時間（duration of use），在網際網路應用活動的使用行為中

亦有相同之趨勢，因此本研究以「即時通訊的使用頻率」、「使用即時通訊和親友

互動的頻率」、「使用即時通訊協助工作或課業討論的頻率」、「平均每天使用即時

通訊的時間」、「平均每天使用即時通訊和親友互動的時間」與「平均每天使用即

時通訊討論工作或課業的時間」等題項來衡量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實際使用即時

通訊的情形。  

第四節 研究假說 

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與研究架構的建立，本研究將從以下四方面建立研究假

說。在假說部分本研究使用具有因果關係涵義之字眼「影響」來表示各構念間的

關係，雖然統計工具無法分析因果關係，但根據研究者的判斷與過去科技接受模

型相關文獻的支持可以得知本研究架構內之構念並非僅具相關性，而是具有影響

性的因果關係，因此以「影響」來表示構念間的關係應屬合宜。 

一、 使用者認知對使用者態度的影響 

在行為意圖模式中態度受到認知的影響，科技接受模型裡亦秉持此基本因果

關係，提出「認知易用性與認知有用性會影響使用者對資訊科技所抱持的態度」

的論述，後續學者加入內部動機之因素考量，納入認知娛樂性此一認知信念，並

證實態度受到認知娛樂性之影響。本研究以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型為基礎，為探

討認知信念與使用態度間的因果關係在即時通訊的使用情境下是否依舊成立，提

出以下假說： 

＜假說一＞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易用性會影響認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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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二＞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易用性會影響認知娛樂性。 

＜假說三＞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易用性會影響其對即時通訊的態度。 

＜假說四＞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有用性會影響其對即時通訊的態度。 

＜假說五＞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娛樂性會影響其對即時通訊的態度。 

二、 使用者認知、態度與主觀規範對使用意願的影響 

在理性行為理論中，Fishben & Ajzen 認為態度與主觀規範決定個人的行為意

圖；在科技接受模型中，Davis 則認為使用意願不僅受到態度的影響，同時會受

到認知有用性的直接影響，後續學者將內部動機加入考量，提出認知娛樂性會直

接影響使用意願的論逑。本研究綜合上述論逑，為探討構念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存

在於即時通訊的使用情境下，提出以下假說： 

＜假說六＞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有用性會影響其持續使用即時通訊的意願。 

＜假說七＞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娛樂性會影響其持續使用即時通訊的意願。 

＜假說八＞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態度會影響其持續使用即時通訊的意願。 

＜假說九＞主觀規範會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即時通訊的意願。 

三、 使用者使用意願對實際使用的影響 

在理性行為理論與科技接受模型中皆證實使用意願和實際使用具有關聯，本

研究為驗證此因果關係在即時通訊的使用情況下依舊成立，提出以下假說： 

＜假說十＞使用者持續使用即時通訊的意願會影響其實際使用狀況。 

四、 外部變數對使用者認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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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理性行為理論與科技接受模型中，認為外部變數會影響使用者的信念，並

透過信念間接影響態度、使用意願與行為。在本研究中以系統遲延、系統穩定與

性別三項為欲探討之外部變數，為驗證外部變數與使用者認知間的關係在即時通

訊的使用情況下依舊成立，提出以下假說： 

＜假說十一＞性別差異會干擾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是否影響其態度形成。 

＜假說十二＞系統遲延性會干擾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 

＜假說十三＞系統穩定性會干擾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認知。 

第五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實際使用

狀況，由於即時通訊的發展尚在初期階段，缺乏相關的背景資料以及評估使用

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行為的文獻，因此本研究先採取「焦點團體」來協助獲

得即時通訊的背景資料，強化研究架構與研究假說，增加架構內各變數內涵之

豐富性，同時協助量化問卷之設計，然而本研究之主體仍以「調查研究」為主，

希望藉由大量的問卷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以驗證研究架構和假說是否成立。以

下將介紹本研究之研究步驟、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焦點團體與網路問卷調查之方式進行，詳細的研究步驟如下：  

1. 進行焦點團體訪談 

進行焦點團體訪談之目的在於探索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於即時通訊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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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態度及使用行為。團體成員被要求討論影響他們使用即時通訊的因素、對即

時通訊的想法、使用即時通訊的目的、及使用即時通訊的狀況。團體成員同時也

被要求討論使用即時通訊後的經驗與感覺，包括對於連線品質、系統功能以及未

來繼續使用與推薦朋友使用的意願。 

團體的組成以 3 到 5 人為主，均有使用即時通訊的經驗。參與者是從研究者

本身即時通訊的聯絡名單中選出，並以滾雪球的方式邀請在參與者聯絡名單中的

其他聯絡人的參與，屬於非機率抽樣的立意樣本。由於焦點團體的目的僅是輔助

研究者瞭解即時通訊的背景資料，強化研究架構與假說，與協助變數之操作型定

義，並非用於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使用行為的關聯加以推論，因此採用非機率抽

樣的立意樣本有助於訪談到即時通訊使用者對即時通訊的看法與實際使用狀

況，進而達到進行焦點團體之目的。 

本研究於 2004 年 2 月進行二場焦點團體訪談，每次團體訪談進行時間約為

90 分鐘，進行方式則是透過即時通訊直接進行線上討論。團體成員共 9 人（4 男

5 女），年齡均介於 20 到 29 歲，為台灣使用即時通訊比例最高的族群，職業則

從全職學生、兼職學生，到全職工作者均包括在內，因此團體成員應具有相當之

代表性。 

即時通訊成為目前網際網路上的新潮流，愈來愈多網友們將之視為日常生活

的一部份，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團體成員多是受到周遭朋友的影響才開始接觸即

時通訊，除了人際影響之外，成員們之所以繼續使用即時通訊是因為其有用性與

娛樂性。在有用性方面，透過即時通訊團體成員可以輕鬆地和遠方的親友取得聯

繫，同時還可以節省通訊成本，除此之外即時通訊的傳檔與視訊功能均相當實

用，視訊功能可以讓成員在和他人進行文字交談的同時透過聲音與影像的傳輸

「看」到與「聽」到對方；傳檔功能則讓成員能夠直接在線上分享檔案，同時可

 36



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實際使用狀況 

以確認檔案傳送與接收的狀況，而毋須透過電子郵件附加檔案的方式傳送。在娛

樂性方面，即時通訊具備的遊戲功能可增加團體成員和他人互動的變化性與趣味

性，透過可愛的表情符號則讓雙方的對話更加生動活潑，不再只是單純的文字（訪

談大綱請參考附錄 A，訪談整理請參考附錄 B）。 

2. 擬定初步問卷 

根據相關文獻建立研究架構，進而建立假說與擬定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同時

藉由焦點團體之進行確認研究架構與假說，並提昇研究變數內涵之豐富性，再以

科技接受模型相關研究之問卷設計與焦點團體訪談結果為基礎擬定初步問卷。問

卷題項之遣詞用字力求明確清楚，並控制題數以同時達到適切衡量研究變數之目

的與避免受測者出現疲勞、喪失填答興趣、或注意力渙散等情況。 

本研究針對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發放網路問卷，問卷主要題項是針對即時通

訊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態度、使用意願與使用行為加以詢問，針對缺乏即

時通訊使用經驗的網際網路使用者，問卷亦會設計題項以初步瞭解此類受測者不

曾使用即時通訊的原因；針對曾經使用過即時通訊之受測者，則會設計題項以瞭

解此類受測者停止使用即時通訊的原因。 

3. 前測 

為確保初步問卷之設計能適切衡量研究變數，在初步問卷完成後將對網際網

路使用者進行前測，以瞭解初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在信度方面，利用 Cronbach

提出的α係數分析問卷題項的一致性與相關程度，並以 Cronbach 提出之判斷信

度的準則，即α＜0.35 代表低信度，0.35≦α＜0.70 代表中信度，α≧0.7 代表

高信度，做為本研究信度判斷之依歸（周文賢，民 91）；在效度方面，以逐題審

視的方法瞭解每題問項是否有語意不清或產生誤導效果之情況，確定問卷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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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並進一步瞭解每個變數的問項是否能完整呈現該變數所包含的概念意義範

圍，確定問卷之內容效度。 

4. 問卷內容修訂 

根據前測結果之分析，再和學術專家討論修訂問卷內容，設計出具合理數量

且夠水準之問項的問卷，以期問卷能夠精確地測量研究變項的各個屬性之間的差

異，同時能夠正確反映研究所針對的概念之真實意義。 

5. 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透過網際網路發放問卷，為接觸到龐大的網際網路使用者，同時利用

全球資訊網與電子佈告欄兩種管道遞送問卷，並透過電子郵件將問卷消息對外散

佈，主動尋找可能的受測者。此外由於即時通訊的使用者並無樣本清單（Sampling 

frame）之存在，為接觸到網際網路接觸不到的即時通訊使用者，本研究輔以滾

雪球方式取得樣本，透過即時通訊之聯絡網將問卷消息對外散佈，雖然滾雪球抽

樣可能造成樣本的偏誤或不具代表性，但在即時通訊較早期的研究中滾雪球抽樣

是最能夠接觸到即時通訊用戶的方式。因此為接觸到廣大的即時通訊使用者，並

兼顧樣本的普及性，本研究同時利用網路問卷調查與滾雪球抽樣取得受測者資

料，並藉由過度抽樣取得大量樣本，以盡力減少所有可能引起樣本代表性的問題。 

二、 研究對象 

在使用者方面，本研究將樣本鎖定在所有具網際網路使用經驗之族群，不論

其是否有使用即時通訊的經驗均可參與問卷之填答。本研究將針對有即時通訊使

用經驗者，進一步瞭解其對即時通訊的認知、態度、使用意願及實際使用狀況；

對於不曾使用或曾經使用過但目前已停止使用即時通訊者，雖非本研究主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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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但亦會設計題項以瞭解其過去不曾使用或停止使用即時通訊的原因。 

在即時通訊軟體方面，本研究以目前台灣前三大的即時通訊服務軟體 MSN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 及 ICQ 為主，並輔以其他即時通訊軟體，如騰訊

QQ、8dCall 網路大哥大、CICQ 等，以期更清楚掌握國內即時通訊的使用現況。 

三、 問卷前測與信效度分析 

一直以來精確度與準確性在研究測量中都是十分重要的，當社會科學研究者

建構以及評估測量結果時，往往是藉由「信度」與「效度」的衡量來評估研究測

量的品質（李美華，1998；朱柔若，2000）。信度意指根據相同的測量步驟重複

測量同一個現象時，會得到相同結果的可能性，側重衡量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

性。常見的信度評估方式包括以穩定性為基礎的施測－再測信度（test-retest 

reliability）、複本信度（alternate-form reliability），以及側重一致性的內在一致性

信度（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折半信度（split-half reliability）、Cronbach’s 

α信度等，其中 Cronbach’s α係數為目前行為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信度評估指標。 

在效度方面，指的是測量能夠正確反映研究所針對概念之真實意義的程度， 

其判斷方式較主觀，主要是經由邏輯討論以評估效度高低，不如信度衡量般擁有

多種量化衡量指標。常見的效度評估方式包括以判斷法為主的表面效度（face 

validity）與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以及以實證法為主的校標效度（criterion 

validity）與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等。實務上，當研究問卷題項之發展源

自於理論基礎、學術與實務專家經驗與共識或邏輯推理等基礎時，一般均認為問

卷具有一定之表面效度與內容效度（周文賢，民 91）。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係以過去的文獻與理論為基礎，同時與學術專家討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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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在前測問卷上線前，並以逐題審視的方式和即時通訊的使用者（2 男 3 女）

進行開放式的問卷填答與討論，以瞭解問卷題項是否有含糊不清或難以作答的情

況，同時確認問項確實涵蓋變數所包含的概念意義，因此本研究之問卷設計應具

有一定之表面效度與內容效度。問卷修訂完成後，本研究於 2004 年 4 月 14 日至

4 月 20 日進行問卷前測，透過網際網路、電子佈告欄、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將

前測訊息對外發佈，共取得 63 份有效問卷（男 30 筆，女 33 筆）。 

本研究採用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 Cronbach’s α係數來檢測問卷之信度。以

Cronbach 提出之判斷信度的準則為基礎，以α≧0.7 做為可接受之高信度判斷標

準；根據以上的檢定原則，本研究在各研究構念的α係數值如表 3-1 所示，皆達

到 0.7 之標準，表示問卷題項的信度良好。在研究架構中的「主觀規範」此一構

念裡，雖設計了三題題項加以測量，然而三題問項分別針對填答者的朋友、親人

與上級對填答者之即時通訊使用是否造成影響加以詢問，嚴格說來意義並不相

同，因此針對主觀規範此三個題項，並不需要進行 Cronbach’s α信度檢測，但

本研究會在問卷上提醒填答者，謹慎選擇適當的項目，以期提高本問卷題目信度。 

表 3-1 問卷之前測信度分析 
構念 問卷題項 Cronbach’s α 係數 
朋友聯繫 第二部份 4~8 題 0.812 
親人聯繫 第二部份 9~13 題 0.936 
網友聯繫 第二部份 14~15 題 0.864 

認知有用性 

工作聯繫 第二部份 16~18 題 

0.850 

0.811 
認知易用性 第三部份 1~4 題 0.981 

趣味性 第三部份 5~7 題 0.936 
專注程度 第三部份 8~10 題 0.855 認知娛樂性 
好奇心 第三部份 11~14 題 

0.894 
0.902 

系統遲延性 第三部份 15~16 題 0.765 
系統穩定性 第三部份 17~19 題 0.875 
態度 第三部份 20~23 題 0.839 
使用意願 第三部份 24~26 題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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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調查研究為主體，在量化分析部份，本研究採用 SPSS 

12.0 作為資料分析工具，針對問卷調查資料加以分析，使用的方法主要如下： 

一、 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利用敘述統計來描述樣本結構，包括樣本的性別、年齡等人口統計變

數資料的次數分配狀況與百分比情況。 

二、 配對樣本 t 檢定（Paired-samples t test） 

配對樣本 t 檢定係用來比較單一樣本或配對樣本在兩個變數的平均數，其原

理是計算每個受測者在兩個變數值之間的差異，並檢定平均是否為 0（邱皓政，

民 93）。本研究以此檢定考驗主觀規範及認知有用性兩構念之組成裡，其個別因

素之表現以何者為重。 

三、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主要目的是縮減變數，在使資訊喪失最少的前提下，將包含在原始

變數裡的資訊以較少構念或變量的方式呈現，主要可分為探索性因素分析

（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前者是當研究者對於基礎的潛伏因數結構缺乏瞭解時使用，藉由因素

分析從一組雜亂無章的變數中找出共同的屬性，萃取出潛伏因素，以建立新的假

設或理論架構；後者是當研究者對於潛伏因數結構有所瞭解時使用，主要是藉由

因素分析瞭解行為變數與潛伏因素間之關聯性，驗證理論架構與實際資料之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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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即瞭解實際資料結構與預期結構相符之程度。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衡量各

構念之問卷題項均以相關文獻為基礎而擬定，同時藉由焦點團體訪談結果強化文

獻之不足處，對問卷題項之結構已有相當程度之瞭解，因此本研究主要是利用因

素分析評估問卷各題項結構是否符合預期結構，並確認問卷之建構效度。 

四、 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 

路徑分析屬於遞歸體系，探討分析性變數間的單向影響關係，這一連串的分

析性變數多半依時間順序先後發生，先發生者視為解釋變數，後發生者視為反應

變量，變數間之因果關係以路徑圖表示之（周文賢）。路徑圖中各變數的影響途

徑（箭頭方向）與影響方向（正向、負向、模糊等）之建立必須有理論基礎，路

徑關係和路徑係數顯著與否之檢驗才有意義。 

本研究以路徑分析探討研究架構中各變數之單向影響關係是否顯著，藉以解

釋原始解釋變數對反應變量之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s）

係指路徑模式中反應變量對解釋變數之路徑係數，在本研究中包涵外部變數對認

知信念的影響、認知信念彼此的影響、認知信念對態度的影響、認知信念、主觀

規範與態度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使用意願對實際使用的影響；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s）係指解釋變數經由其他變數對反應變量所造成之間接影響，在本研究中

主要為瞭解認知易用性透過認知有用性與認知娛樂性影響態度與使用意願之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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