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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1)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的「知覺易用性」及「知覺有
用性」對「使用態度」之影響，及(2)「成長需求」在「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
性」兩者與「使用態度」間之調節效果。本研究以結構式問卷調查臺灣地區數位
學習中心使用者，共完成 195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
響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知覺有用性亦對使用態度有正向的影響，而使用態度
與使用意願間存在正向關聯。此外，我們亦發現成長需求同時在知覺易用性與使
用態度，及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間之關聯具調節作用。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建
議：數位學習業者應同時提升系統有用與易用性，並激發學習者的成長需求，以
有效提升使用者的正向態度與使用意願。
關鍵詞：科技接受模式、成長需求、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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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1)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e-learning system on attitude and intention to use,
and (2) the possibl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strength of growth ne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attitude, and that between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attitude. One hundred and ninety-five users of the largest e-learning center in Taiwan
were surveyed us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 found that both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 Also, attitud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tention to use.
Furthermore, the strength of growth need could moderate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attitude, and that between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attitude. It
is thus recommended that the e-learning center need to attract the users with device easy
to use and usefulness. Meanwhile, it would also be helpful to stimulate users’ growth
need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attitude and intention to use.
Keyword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strength of growth need,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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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為提升競爭力，掌握並充份運用先進資訊通
訊科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增進學習效率，為當前的
學習趨勢。資策會為因應此等變遷，便於 2003 提出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中包含「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計畫」
，提出建構產業學習網、及建立數
位學習產業之國際競爭力等願景，欲藉由政策獎勵措施，促成數位學習供應端與
需求端業者之媒合（吳美美 2004）
。此外，各大學亦展開對數位學習產業的規畫，
其中臺灣大學於 2001 年始成立創新育成中心，開啟數位學習之大門，開設「網路
企家班」、「管理碩士網路學分班」等。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也陸續增設數位學
習課程。不論政府或民間皆積極辦理數位學習之產業規畫，在在顯示數位學習是
不可忽視的學習趨勢。
各企業在歷經 2008 金融海嘯席捲後，紛紛以縮減企業支出等消極手段來因應，
其中不乏以刪減數位學習預算以節省企業成本。然而，隨著景氣回升與相關產業
政策的帶動下，2009 年台灣數位學習產業產值高達新台幣 153.17 億元，較 2008
年成長 14.2%，2010 年的台灣數位學習產業總產值達到新台幣 265.69 億元。
儘管數位學習營運模式已漸上軌道，基礎設備也漸臻成熟，然而，與數位學
習相關的研究卻缺乏全面性的探討。筆者彙整中文期刊電子服務網（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 Service:CEPS）中 2008 年至今與數位學習相關的期刊論文，以
了解此議題之研究概況（中文期刊電子服務網 2012）。發現相關研究總計 30 篇，
其中首重系統發展技術或內容發展（占 62.50%）
，次之為普遍性地探討學習者態度
與意願（占 35.42%），最後，探討學習者個別差異的僅有一篇。然而，在互動論
（interactionist）的觀點下，個人態度（如：滿意度）與行為（如：使用頻率）會
同時受到個人本身（如：人格特質、需求）與所處環境兩大因素的交互影響（Pervin
1986）
。故，單獨考量個人因素或僅關注環境因素來分析個體行為，都無法完全瞭
解某一特定行為的真貌，研究者必須從兩者交互作用的角度加以分析（Schneider
1990）
。本研究循此脈絡，主張學習者知覺數位學習系統之特徵（含有用性與易用
性）與使用態度間之關聯，會因個人成長需求的強弱而有所差異。Hackman 與 Lawler
（1971）的研究指出，面對同樣的學習環境，相較於低成長需求者，高成長需求
的學習者傾向視所面對的學習環境為一種資源，而產生更為正向的態度與行為。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自 Davis（1989）提出後，
廣受業界與學界驗證與應用，累積了大量相關研究，從最初探討學生對 e-mail 及
一般文書軟體的接受度（Davis 1989; Davis et al. 1989），擴大至使用於不同人、不
同資訊軟體、不同工作場域及時間背景下的應用（Agarwal & Karahanna 2000;
Henderson & Divett 2003; Pai & Huang 2011; Van der Heijden 2003）
，成為一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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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研究對象的穩定研究模式，能有效預測及解釋特定資訊系統是否能被使用
者接受，並成為擬定提升使用者對特定資訊科技接受度策略的工具（洪新原等
2005）。故循此脈絡，筆者以 TAM 為基礎，探討使用者主觀知覺之數位學習系統
特徵與使用態度間之關聯。除此之外，更以成長需求為調節變項，了解數位學習
者的使用態度是否因個人成長需求不同而有差異，即探討成長需求在使用者知覺
數位學習系統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間所扮演的調節角色。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或稱 e-Learning，為一個持續發展演進的概念，隨著資訊科技發
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早期，數位學習係指學習者透過電腦和網
路設備等媒介，習得各種知識或技能。近年，英國將「數位學習」定義為利用「資
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協助學習活動」，學
習者交互使用資訊傳播科技與傳統面授學習，使學習者的時間、地點和學習方式
更具彈性。廣義而言，數位學習係指各種藉由網路、電腦、虛擬教室和數位化、
企業內部/外部網路合作等方式，提供錄音或錄影帶、衛星廣播、互動電腦和光碟
等方式，傳送教材進行學習的方式（Tavangarian et. al. 2004）。具體而言，數位學
習即是學習者運用數位化的教學科技，突破時間與空間的藩籬，藉由網路與電腦
等設備隨時隨地，獲得所需的資訊，進行學習。
本研究對象為當前全台最具規模的數位學習中心－TKB 數位學習中心學員。
該中心於 2000 年在台北設立學習中心總部，並於全台各縣市設立分部，至今已擁
有 30 個據點。開設的課程除了針對研究所升學考試所涵蓋文、理、工、商、語言
類等課程外，亦有因應各類特種考試（包含外交特考、國安局特考、司法特考等）、
就業考試（如台電、中油、自來水處等）
、證照考試（包含國際專案管理師、融證
照等）等而開立的課程。凡是 TKB 數位學習中心的學員，皆可藉由此平台進行課
業討論、網路留言、線上測驗、查詢學習紀錄、預約上課時間、地點、選課等活
動，以增進學習效能。在硬體方面，全面採一人一機，提供 TFT-LCD 液晶螢幕、
全系列品牌伺服器與高速網路等設備，優化學習設備，提升學習效率。
完整的數位學習系統包含學習者、教學者、資訊內容以及傳輸資訊的設備等
要素，過去在台灣與數位學習相關的研究，多半聚焦於「系統發展」
，而關注學習
者的研究卻付之闕如。儘管「系統發展」的研究有其重要性，但系統本身僅是數
位學習的元素之一，使用者的態度、使用意願亦為數位學習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據此，本研究的焦點之一即為探討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主觀知覺系統有用性及易
用性這兩項主要系統特徵，與使用態度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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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主要是用以解釋和預測
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接受程度。其發展脈絡源於 Davis（1989）援用了社會心理學
領域中，用於預測個人態度與行為意向的理論－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此模式主張：外部因素會影響使用者的個人信念（beliefs）
，這個信
念會影響使用者的態度（attitudes）及意願（intentions）
，進而影響資訊系統使用的
情形（Davis 1989），其核心價值為提供一個具一般性的理論基礎，普遍地用於解
釋或預測資訊科技使用的影響因素，如圖 1 所示。

外部
因素

知覺
易用性

使用
態度

使用
意願

使用
頻率

知覺
有用性
圖 1：科技接受模式（Davis et al. 1989）
TAM 中的個人信念（belief）包含「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兩面向。
「知覺易用性」係指「使用者相信使用特定一資訊系統，不需要耗費任何努力的
可能性」。應用在本研究中即是指，使用者感受到數位學習系統容易使用的程度，
當知覺易用性高時，表示使用者相信使用該數位學習系統不需要耗費任何努力；
反之，若知覺易用性低時，則表示使用者相信使用該數位學習系統需要耗費相當
大的努力。而當使用者察覺系統愈容易使用，對系統所抱持的態度會更趨向正面
（Davis 1989）
。
「知覺有用性」係指「使用者相信使用特定一資訊系統後，績效可
以獲得提升的程度」
（Davis 1989）
。在本研究中即指，使用數位學習系統，能讓使
用者確實學習到特定的知識。當知覺有用性高時，表示使用者相信使用該數位學
習系統，能確實學習到特定知識的程度高；反之，若知覺有用性低時，則表示使
用者相信使用該數位學習系統，能確實學習到特定知識的程度低。Venkatesh 與
Davis（2000）更進一步主張，由於知覺易用可以讓使用者付出相同的努力卻完成
更多任務，因此知覺易用會影響知覺有用，而此兩者皆會影響使用態度，再進一
步影響使用意願。本研究承襲先前研究脈絡，以 TAM 為主要理論框架，探討數
位學習使用者信念與態度間的關係，進而提出以下四項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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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間有顯著正向關聯
H2：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間有顯著正向關聯
H3：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間有顯著正向關聯
H4：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間有顯著正向關聯

三、成長需求的調節作用
根據互動論之觀點，情境因素（situation）與個人因素（person，如：人格特
質、需求）兩者在形塑個人態度與行為時是同樣重要的（Bowers 1973; Schneider
1983）
。情境因素係指在特定時間、空間下產生行為的因素，其因素的類型，可能
包含實體環境、社交環境、時間、任務目標類型（Belk 1975）
。正由於個體行為與
態度的產生，乃是個人與情境兩因素交互作用後的結果。因此在分析個體行為與
態度時，若單獨考量個人因素或僅關注情境因素，都無法全面地瞭解某一特定行
為為何會產生的真實面貌。故，研究者必須從兩者交互作用的角度加以分析，以
掌握個人行為與態度的產生（Schneider 1990）
。值得注意的是，互動論者並非全然
否定個體因素或情境因素對行為的影響，而是認為在個體與情境因素的雙重影響
下，個體與情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有其不可忽略的角色。根據 Belk（1975）對情境
因素的定義，筆者認為，可將本研究中學習者對數位學習系統知覺易用性與知覺
有用性視為情境因素，並循人境互動的脈絡，探討情境因素（即知覺易用性與知
覺有用性）與個人因素交互作用下，對數位學習系統使用態度的影響。
Hackman 與 Lawler（1971）提出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 Model, JCM），
旨在描述外在的任務/工作特性會影響員工對工作的認知，進而產生內在工作滿足，
提升工作後果。在本研究脈絡下，數位學習者接受了數位學習這項任務，並因此
與特定數位學習系統互動，產生對這項任務的認知與信念，正如同 JCM 中對任
務/工作的認知。
此外， JCM 的另一核心概念，即為指出個人成長需求程度，會影響工作特徵
與關鍵心理狀態間正向關聯的強弱。Hackman 與 Lawler（1971）指出，成長需求
係指個人為追求自我實現而學習與接受挑戰的欲望，而每個人的成長需求程度並
不相同，換言之，成長需求是具有個別差異的。具高成長需求的工作者，會強化
工作特徵與關鍵心理狀態間之正向關聯。Hackman 與 Oldham（1976）主張面對同
樣工作特徵的任務／工作時，具高成長需求者不僅會強化工作特徵與正向心理狀
態間之關聯，亦會強化心理狀態與滿意度及績效間之關聯。Shalley、Gilson 與 Blum
（2009）的研究亦發現成長需求強化了工作情境與創新間之正向關聯，在同樣面
對支持型的工作情境時，成長需求較高的員工有較高的創新績效。過去已有許多
實徵研究以成長需求為調節變項，探討任務特徵與工作滿意度或個人滿意度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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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e.g.. Champoux 1980; Evans et al. 1979; Hackman & Oldham 1976; Pierce et al.
1979）
，亦不乏回顧性文章彙整了成長需求在任務特性與工作後果關聯間所扮演的
角色（e.g.. Graen et al. 1986; Spector 1985）。其中，部分研究證實了高成長需求會
強化任務特性與工作後果間的正向關聯（Hackman & Oldham 1976; Pierce et al.
1979）
，亦有部分研究則證實了低成長需求會強化任務特性與工作後果間的負向關
聯（Porter et al. 1975）
。然而不論是何種研究結果，均顯示出成長需求確實存在個
別差異，且此個別差異會影響任務特徵與工作後果間關聯的程度，甚至是方向。
JCM 已廣泛的應用於工作再設計與內在激勵的研究領域及管理場域中（De
Jong et al. 2001; Ghani & Deshpande 1994; Stansfeld et al. 1999）
，與之相關的實證及
後設分析研究也都驗證此模式之直接、中介及調節效果（Fried & Ferris 1987;
Shalley et al. 2009）。
過去數位學習相關的實徵研究，皆僅關注在情境因素上（如：數位學習軟、
硬體設備）
，而忽略了個人因素。因此本研究以互動論為視角切入，援用知覺有用
性、知覺易用性，以及成長需求三構面與使用態度間之關聯，強調個人與情境因
素的交互作用對於形塑使用態度上的重要性，藉以彌補過去實徵研究之缺口。據
此，本研究延續個人對任務知覺與工作後果間關聯的研究脈絡，擬以成長需求為
調節變項，探討個人對數位學習系統之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間之
關聯，是否因個人成長需求不同而有所差異。
由於具高成長需求的個人，在面對能給予適當反饋、有掌控感、有意義的正
向任務情境，會產生較高的滿意度。因為這樣的任務特徵對他們而言是挑戰與刺
激，能激發出求知慾望、掌控意願、及勝任感（若挑戰成功的話）
，進而滿足其自
我實現的需求。相對的，具低成長需求者在面對正向任務情境，滿意度卻較低
（Hackman & Oldham 1976; Spector 1985）
。呈前所述，筆者推論，當學習者在面對
這樣的任務特徵時，具有高成長需求的學習者，會有的使用態度會更為正向，換
言之，我們推論在成長需求程度較高的學習者身上，數位學習的知覺有用性與使
用態度間的正向關聯，會高於成長需求程度較低的學習者。同樣的，在成長需求
程度較高的學習者身上，數位學習的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間的正向關聯，會高
於成長需求程度較低的學習者。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5：成長需求會強化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間之正向關聯
H6：成長需求會強化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間之正向關聯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TAM 為基礎，探討「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兩項因素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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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態度」、「使用意願」間之關聯，並以「成長需求」為調節變項，檢視「成長需
求」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之調節效果。研究架構圖
如圖 2 所示。
成長需求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H1
知覺有用性

使用意願
圖 2：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我們根據研究目的，以立意取樣選取使用數位學習者為研究對象，並以 TKB
數位學習中心的學生為受測對象。而在使用數位學習的所有學員中，因受人力、
時間等因素之限制，則採便利取樣的方式進行問卷發放。該數位學習中心成立於
2000 年，為一經營 e-learning 教學系統與數位學習相關產品研發之公司，提供包含
內容（套裝數位課程、題庫）
；服務（企業數位學習導入、課程委製、教育訓練）、
工具（數位教材及學習平台製作）及知識通路（TKB 數位學堂）的佈建，迄今已
完成超過 3300 門數位課程，涵蓋各類型考試而開設的課程，總學習人次超過 550
萬。本研究自 2012 年 5 月起於台北總部以便利取樣方式，總共發出 200 份問卷，
受測對象不限制學習課程種類，直至該年 6 月份共回收 197 份，有效問卷 195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 97.5%。

二、變數操作化與問卷發展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問卷進行施測，針對主要研究變項採用適合的量表加以量
測，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在問卷設計上採李克特（Likert）5 點或 7 點尺度來衡
量。主要研究變項包括「知覺有用性」
、
「知覺易用性」
、
「使用態度」
、
「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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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長需求」5 項。控制變項則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使用
經驗與收費影響 6 項。本研究所用之量表說明如下：

（一）控制變項
「使用經驗」是詢問受測者在受訪之前是否使用過此學習系統，以控制先前
使用經驗對知覺易用性的影響。題項為「您是否有使用 TKB 數位學習系統的經驗」
，
回答 0 表示未曾有過使用經驗，回答 1 則表示有使用經驗。
「收費影響」是詢問受
測者認為使用該數位學習中心的收費是否合理，以控制收費機制對使用態度及使
用意願的影響。題項為「您是否同意此數位學習系統的收費機制會減低您的學習
意願」
。以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
，回答分數
越高，表示越同意題項之描述內容。

（二）知覺有用性量表
筆者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並將原始的問項修改為適用於數
位學習系統使用之情境。原量表共有 6 題，題項分別為(1)使用特定資訊系統能讓
我更快速的完成任務、(2)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可以提升我的工作績效、(3)使用特定
資訊系統可以提升我的產能、(4)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可以增進我的工作效率、(5)使
用特定資訊系統，讓我的工作更容易完成、(6)整體而言，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對我
的工作而言是有用的。本研究聚焦於數位系統的有用性，對學習者使用系統態度
之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原題項之(1)著重於完成工作速度，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程度
低，而題項(3)中的核心概念－產能，在本研究脈絡下不易定義與衡量，刪除此兩
題項，而保留題項(2)(4)(5)(6)4 題，並依循研究目的與合適性，將之修改為，
「使用
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改進我的學習技巧。」、「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
提昇我課業學習學習的效率。」、「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方便我學習。」、
「整體而言，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對我的學習是有用的。」以符合研究脈絡。
以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回答分數越高，
表示越同意該數位學習系統有用性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86。

（三）知覺易用性量表
筆者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原量表共有 6 題，題項分別為(1)
學習特定資訊系統對我而言是容易的、(2)我認為使用特定資訊系統來完成我想完
成的工作是容易的、(3)與特定資訊系統互動是清楚易懂的、(4)使用特定資訊系統
來增進工作技巧是容易的、(5)特定資訊系統具有高的使用彈性、(6)整體而言，使
用特定資訊系統對我的工作而言是容易的。本研究聚焦於數位系統的有用性，對
學習者使用系統態度之影響，因此筆者認為題項(1)著重對這個資訊系統的學習，
而非應用這個資訊系統來進行學習，容易混淆受訪者，而題項(4)中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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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技巧，在本研究脈絡下不易定義與衡量。此外，題項(5)中的系統使用彈性難
以定義，亦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程度低，而題項(6)則在判讀時易與「知覺有用性」
的題項(4)混淆，故考量上述因素，刪除此 4 題項，而保留題項(2)(3)並依循研究目
的與合適性，將之修改為適用於數位學習系統使用之情境，題項內容分別為：
「這
個數位學習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容易完成想要做的事。」
，以及「這個數位學習
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容易使用。」以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
到 5（非常同意），回答分數越高，表示越同意該數位學習系統易用性高。在本研
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80。

（四）使用態度量表
筆者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並將原始的 3 問項修改為適用於
數位學習系統使用之情境。此量表共有 3 題，題項內容分別為：
「使用這個數位學
習系統，是聰明的。」、「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是吸引人的。」、「使用這個數
位學習系統，是愉快的。」
。以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
常同意），回答分數越高，表示對該數位學習系統態度越正向。在本研究中，內
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86。

（五）使用意願量表
筆者以 Davis（1989）發展之 TAM 為基礎，原量表共有 6 題，題項分別為(1)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能經常使用特定資訊系統、(2)如果有需要，我有意願使用特
定資訊系統、(3)我沒有意願經常使用特定資訊系統、(4)我盡可能的避免使用特定
資訊系統、(5)如果有機會，我將使用特定資訊系統進行其他任務，以及(6)如果有
機會，我樂於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其中題項(1)、(2)重複性高，可以題項(1)代表，
而題項(3)與(4)以反向敘述且核心內容亦與題項(1)類似，為減少受測者負擔，故不
選取此兩題。題項(5)的描述容易使本研究受測者困惑，因本研究對象為數位學習
系統之使用者，唯一任務就是學習，故題目中之「其他任務」不符合本研究脈絡。
故為考量上述因素，僅保留題項(1)與(6)，並將原始的問項修改為適用於數位學習
系統使用之情境。此量表共有 2 題，題項內容分別為：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能經
常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
、
「如果有機會，我樂於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
。以
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回答分數越高，表
示對該數位學習系統態度越正向。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
為.87。

（六）成長需求量表
筆者選用 Hackman 與 Oldham（1975）的 JDS（Job Diagnostic Survey）量表來
測量個人的成長需求強度。原量表有 6 題，題項分別為：(1)我喜歡利用工作中的
各種機會增長知識、(2)我喜歡在工作中儘量發揮（發展）自己的才能、(3)我喜歡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數位學習系統使用態度─以成長需求為調節變項

93

體會工作中的各種經驗、(4)我喜歡來自工作中的挑戰與刺激、(5)獲得工作成就感
對我而言很重要，與(6)工作中自我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對我而言很重要。其中題項
(2)的核心為在任務過程中發揮本身才能，與本研究旨趣相關程度低；而題項(4)所
強調的挑戰與刺激，不易在本研究中定義、衡量，題項(5)的成就感則容易使受測
者混淆，究竟題意是詢問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帶來的成就感，抑或是學習成果
帶來的成就感。據此，筆者刪除上述三題項，茲選取其中與本研究相關之題項，
並予以適度修正以符合本研究之脈絡，其問題如：「我喜歡利用各種機會增長知
識。」、「我喜歡體會生活中的各種經驗。」、「自我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對我而言很
重要。」以李克特 7 點尺度衡量，從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回答分
數越高，表示越同意題項之描述內容。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86。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樣本中，男性佔 57.7%，女性佔 42.3%，比率約為 6：4；受訪者年齡主
要分布在 20 至 30 歲之間，占全樣本的 86.7%，且擁有大學學歷以上居眾（占全樣
本 97%）
；全職學生與非全職學生之比例約為 4：6。未曾使用過與使用過該數位學
習系統的比例約為 4：6。上述人口學變項與主要研究變項間之相關詳見表 1。
各主要變項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矩陣如表 1 所示，首先，人口學變項中的教
育年數與後果變項（使用態度、使用意願）有顯著正相關。其次，兩個主要研究
變項，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皆與後果變項有正相關。再者，調節變項（成長
需求）除了與教育年數有正相關外，也與兩個主要研究變項間都有正相關。本研
究的假設至此獲得初步證實，以下將針對各項假設進行更嚴謹的統計檢驗，即層
級式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完整的結構方程模式來檢驗研究模式，首先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以
檢視量表的建構效度與測量模式的配適度。接續，探討結構模式的路徑關係與係
數，用以檢驗潛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是否達到顯著水準，檢定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Anderson & Gerbing 1988）
。至於調節變項分析上，則根據 Baron 與 Kenny
（1986）
所建議的階層式調節性迴歸（moderated regression）程序來檢驗。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 AMOS 6.0 軟體對使用多題量測的變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驗證性因素分析主要是確認觀察變數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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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口學變項與主要研究變項之相關分析
1.
1.性別

1.00

2.年齡

-.05

2.

3.

4.

5.

6.

7.

9.

10.

11

1.00

3.婚姻狀態

.04

4.教育年數

-.08

.46 *** .21 ** 1.00

5.使用經驗

-.15 *

.29 *** .20 **

6.收費影響

-.09

-.01

-.06

.06

7.知覺易用性 -.08

.09

-.04

.01

.22 ** .07 1.00

8.知覺有用性 .04

.18 * -.10

.06

.16 *

9.成長需求

-.07

.03

.02

.19 ** .05

10.使用態度

.06

.02

-.11

11.使用意願

.03

-.02

量表平均數

.58

24.03

標準差

.50

5.02

信度

8.

.46 *** 1.00

.14 * 1.00
-.17 * 1.00

.09

.61 *** 1.00

.03

.16 *

.19 ** 1.00

-.06

.04

.04

.25 **

.45 *** .19 ** 1.00

-.07

.01

.07

.21 **

.47 *** .13

.07

18.29

.57

.26

1.84

.50

.15 *

3.97 3.04
.94

.57 *** 1

3.09

3.91

3.07

3.22

.74

.66

.66

.84

.89

.80

.86

.86

.86

.87

註：1. * p < .05 ，** p < .01 ，*** p < .001
2. 性別：女（0）男(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
狀態：無婚姻關係（0）有婚姻關係(1)；使用經驗：無（0）有(1)

精確地衡量潛在變數（詳見表 2）
，本研究的模式包含 4 個潛在變數（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與 11 個觀察變數。首先，建立三個競比模式，
進行單一構面模式（創造一個新的潛在變數並強迫所有的題目都落在此潛在變數
上）
、兩構面模式（將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合併為前因構面、使用態度、使用
意願合併為後果構面）與四構面模式(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使用
意願)的巢套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單一構面模式（χ2 = 414.92，df = 44，
GFI = .67，CFI = .67，RMSEA = .21）與兩構面模式(χ2 =181.32，df = 43，GFI = .83，
CFI = .84，RMSEA =.13）的適配度明顯低於可接受水準，而四構面模式適配度指
標（χ2 = 81.24，df = 40，GFI = .93，CFI = .97，RMSEA = .07）。已達可接受範圍，
所以此四個構面應未聚合成一個或兩個潛在構念，換言之，本研究所測之四構面
應可視為彼此獨立可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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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摘要
潛在
構面

知覺
有用性

使用
態度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指標問項
1.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改進我
的學習技巧。
2.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提昇我
課業學習學習的效率
3.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可以方便我
學習。
4. 整體而言，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
對我的學習是有用的。
1.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是聰明的。
2.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是吸引人的。
3. 使用這個數位學習系統，是愉快的。

變異
誤差變 組合
數萃
異量 信度
取量

.72***

.05

.80***

.03

***

.04

.83***

.03

.73***
.86***
.86***

.06
.05
.04

.76

.86

.61

.86

.67

*** p < .001

表 3：模式適配度
χ2

CFI

GFI

RMSEA

單一構面模式

414.92

.67

.67

.21

兩構面模式

181.32

.83

.84

.13

四構面模式

81.24

.93

.97

.07

模式構面

接著，我們檢測基本模式配適度，依據 Bagozzi 與 Yi（1988）的建議：(1)不
能有負的誤差變異；(2)誤差變異須達到顯著水準；(3)標準化因素負荷量（題目與
因素的路俓係數）介於.50 至.95 之間；(4)標準誤差不宜過大。本研究的研究模式
誤差變異介於.02 至.07，標準化因素負荷量皆大於.55，標準誤差皆小於.07，顯示
研究模式均符合上述標準。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為：χ2 = 81.24，df = 40，GFI =.93，
CFI = .97，RMSEA = .07。由於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未盡理想，故依據 Joreskog 與
Sorbom（1984）的模式修正建議，將同一構面中題項之間具有相關者建立新的關
聯， AOMS 分析報表提供了修正模式的指標，指出「知覺有用性」的題項 1 與 2
兩題項間具有相關，故建立新的修正模式。新研究模式的適配度為：χ2 = 68.02，
df = 39，GFI = .94，CFI = .97，RMSEA =.06，皆達模式適配建議接受標準值，已
具良好的模式配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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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進行內在結構配適度，即信度與效度的檢測。首先檢測個別題目
的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依據 Hair 等（1998）的建議，理想的個別題
目信度是指個別題目的因素負荷量（題目與因素的路俓係數）須達.50 以上，且達
統計之顯著水準(t > 1.96, p = .05)。本研究模式符合上述的標準，其因素負荷量介
於.72 至.86 之間，顯示個別題目的信度良好。而潛在變數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表示研究構面的內部一致性，即潛在變數之建構信度。Hair 等（1998）
認為理想的 CR 值要大於 0.7，則研究構面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而本研究模式
的 CR 值皆為.86，表示研究模式的內部品質良好。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則代表觀察變數能測得多少百分比的潛在變數，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 AVE 要大於.50，本研究模式的 AVE 分別為.61 與.67。Hair
等（1998）認為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必須同時考量個別題目信度、潛在
變項組合信度（CR）與平均變異粹取（AVE）三項指標，若此三項指標均符合標
準，方能表示本研究所測之構念具收斂效度。由上述可知，本研究模式的題目信
度、CR 及 AVE 皆符合標準，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量（題目與因素的路俓係數）
皆達顯著水準（p < .001）
，且每一題目因素負荷量也無跨因子之情形（Bollen 1989）
，
顯示本研究各構面內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另外，我們採用卡方差異檢定
（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對四個構面間的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y）進行
考核。分別就兩兩構面比較未限定與限定（將兩構面的相關設定為 1）模式的卡方
值是否達顯著差異（Anderson & Gerbing, 1988）。結果顯示卡方差異檢定皆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性（卡方差異由 58.90 到 92.80），此顯示研究模式具有區別效度。

三、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整體模式配適度之 χ2 值為 68.02、p 值為.00、χ2/df 值為 1.74、GFI 值為.94，
AGFI 值為.90，CFI 值為.97，RMSEA 值為.06，顯示本研究整體結構模型的配適度
良好。結構模式驗證之結果顯示於圖 3。觀察圖 3，可發現「知覺易用性」對「知
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
的影響，以及「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的影響，皆達到統計顯著性。因此，
假設 1 至 4 皆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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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 .33**
R2 = .11***

知覺
易用性

λ=.73***
R2 = .53***

λ = .73***
R2 = .53***
知覺
有用性

使用態度

λ=.39***
R2 = .15***

使用意願

*** p < .001

圖 3：結構模式路徑分析結果

四、調節作用檢驗
筆者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所建議的階層式調節性迴歸（moderated
regression）程序來檢驗調節變項的作用。依據本研究架構，第一層放入人口學背
景變項作為控制變項；第二層則放入自變項「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
，觀
察其與依變項「使用態度」間的主要效果；第三層放入調節變項「成長需求」
；最
後再分別放入自變項「知覺有用性」與調節變項「成長需求」，「知覺易用性」與
調節變項「成長需求」的交互作用項（先行標準化兩者，再創造乘積項）
，以觀察
成長需求對知覺易用性及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之關係是否存在調節效果。
當交互作用的迴歸係數顯著時，即表示成長需求扮演了調節變項的角色，影
響著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或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之間關係的方向或強度。
根據表 2 的模型 3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變項與自變項的主效果之後，調節作用「知
覺易用性*成長需求」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 . 13（p < .05），顯示知覺易用性與成
長需求的交互作用顯著，亦即成長需求在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的關係中有干擾
效果存在，本研究之假設 5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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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成長需求調節作用檢驗結果
使用態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β

β

β

性別

.06

.06

.06

.06

年齡

.11

.05

.05

.06

教育年數

-.06

-.05

-.05

-.06

婚姻狀態

-.16*

-.09

-.09

-.08

使用經驗

.06

-.03

-.03

-.01

收費影響

.05

.01

.01

.00

知覺易用性

.28***

.28***

.27***

知覺有用性

.21**

.21**

.21**

.14*

.13*

控制變項

自變項

調節變項
成長需求
交互作用項

2

R

知覺易用性*成長需求

.13*

知覺有用性*成長需求

.14*
.03

△R2

.22

.23

.24

.19***

.01**

.01**

F

.10

6.14***

6.44***

7.12***

df

(6,176)

(8,174)

(9,173)

(11,171)

註：1. * p < .05 ，** p < .01 ，*** p < .001
2. 性別：女（0）男(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畢業（16）碩士（18）
博士（22）；婚姻狀態：無婚姻關係（0）有婚姻關係(1)；使用經驗：無（0）有(1)

為進一步了解上述交互作用的屬性，本研究依據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將
成長需求分成高/低兩個族群進行比較。由圖 4 可知，整體而言成長需求高的員工，
其使用態度皆高於成長需求低者；此外，從交互作用圖中亦可發現，知覺易用性
與使用態度的關係，在「成長需求高」與「成長需求低」兩個群體中有明顯不同
的強度（斜率）
，經檢驗，兩條迴歸線之迴歸係數（b1、b2）的差異達統計顯著程
度（t = -2.11, p <. 05）。同樣地，根據圖 5 可知，整體而言成長需求高的員工，其
使用態度皆高於成長需求低者；此外，從交互作用圖中亦可發現，知覺有用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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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態度的關係，在「成長需求高」與「成長需求低」兩個群體中有明顯不同的
強度（斜率）
，經檢驗，兩條迴歸線之迴歸係數（b1、b2）的差異達統計顯著程度
（t = 1.98, p <. 05）
。亦即，當員工的成長需求高時，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之間的
正向關聯較為強烈；反之，當員工的成長需求低時，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的正
向關聯便相對較弱。故本研究假設 6 獲得支持。

使
用
態
度

3.5
3.4
3.3
3.2
3.1
3
2.9
2.8
2.7
2.6
2.5

低成長需求
高成長需求

知覺有用性低

知覺有用性高

圖 4：成長需求對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的調節作用

3.7
3.5
使 3.3
用 3.1
態
度 2.9

低成長需求
高成長需求

2.7
2.5
低知覺易用性

高知覺易用性

圖 5：成長需求對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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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與管理意涵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以及實證資料統計分析的結果，來推衍並檢驗研究假設，
以數位學習者對使用該系統的「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為前因變項，探
討數位學習者對數位學習系統的信念與使用態度與意願間之關係。除此之外，本
研究亦視學習者的「成長需求」為一種個別差異因素，檢視其能否調節學習者知
覺數位學習系統特徵與使用態度的關聯。研究結果發現，在主效果上假設 1 至 4
全都成立，即「知覺易用性」和「知覺有用性」之間、此兩變項與「使用態度」
之間，以及「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間有正向的關係。
相較於一般實體學習方式，數位學習的學習者來源更為廣泛，除了學生族群
外，亦不乏希望來自以提升自我實力、獲取理想中職業或職位的現職員工，意即
「學生」並非這些學習者的主要身分（在本研究中占了 37.40%）
，學習者是對自身
未來有所規劃，在工作剩於時間選擇自我充實而放棄休閒。故，如何善用珍貴稀
少的時間，讓學習者對數位學習感到滿意，即為業者的一大挑戰。本研究之結果
再次驗證了科技接受模式在數位學習研究上的適切性，當數位學習者知覺到該數
位學習系統不需耗費精力及時間來理解，可以隨時上手、容易使用時，使用者即
會認為，使用這個系統能獲得所欲學習的知識，意即相信這個系統是有用的。而
當使用者知覺到該數位學習系統是有用的，則會對這個系統抱持正向的態度，進
而產生使用的意願。相同地，當數位學習者知覺到數位學習系統容易使用，亦會
對這個系統抱持正向的態度，進而產生使用的意願。具體而言，數位學習系統使
用者的使用態度，會受到對系統的主觀知覺影響。因此在進行數位學習系統的規
劃時，首重簡單清楚的設計，包含界面與清楚地使用指導語（Henderson 2003; Hong
et al. 2002）
，增加系統容易使用的程度。呈前所述，數位學習者的來源廣泛，面對
多元的學習者，數位學習業者除必須掌握各種考試的最新考情脈動外，亦需針對
不同族群進行知識內容的客製化，以協助學習者有效取得需要的知識，提升有用
性，協助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
再就成長需求的調節效果來看，我們發現假設 5 與 6 皆獲得支持，即成長需
求會強化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兩者與使用態度間之關聯，此調節效果與 Spector
（1985）及 Pierce 等（1979）之研究發現一致，即成長需求會影響個人對任務特
徵認知與滿意度間關聯之強度，但非方向。具體而言，相較於低成長需求的學習
者，成長需求較高的學習者在面對正向的數位學習系統特徵，即知覺該數位學習
系統是易用的，會產生更正向的態度；同樣地，當高成長需求者知覺該系統是有
用時，亦會產生相對於低成長需求者更正向的態度。由此可知，同樣是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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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數位學習系統，成長需求較高的學習者更會產生較正向的態度，進而產生
較高的使用意願。由於成長需求是一種較高層次的需求（Hackman & Oldman 1980）
。
根據 Alderfer（1969）提出之 ERG 需求理論，當較低層次的需求（即生存與關係
需求）被滿足時，能夠強化高層次的需求（即成長需求）
。循此脈絡，數位學習業
者可藉由既有的平台，規劃學習者間課業討論與資訊分享活動，或成立虛擬小組，
增進同儕凝聚力，創造同甘共苦的情誼，亦可請授課講師積極回應學員提出的疑
問、鼓勵學員們交流與分享，滿足學員在學習過程中的生存與關係需求，進而提
升成長需求。目前實徵研究在探討數位學習者的正向使用態度時，對個人因素變
項的調節效果付之闕如，本研究結果顯示，成長需求確實調節了系統特徵與使用
態度間之關聯，填補了個人因素在數位學習之重要性的研究缺口。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建議，供管理實務界參考。本研究建議數
位學習業者一方面重視軟硬體設備的規劃與設計，提升學習者知覺數位學習系統
的易用性與有用性，另一方面亦應從學習者身上著手，因為成長需求是可以藉由
任務再設計，改善任務環境而產生短期或長期的改變（Porter et al. 1975）。同時根
據互動論之觀點，個人態度與行為的產生是由個人與所處環境交互作用而產生，
並非由單方所決定。因此建議業者針對成長需求較低的學習者，了解其學習目標、
提供個人課程規劃方案，提出更適切與細緻的服務，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欲望。綜
而言之，數位學習業者應採取更積極的因應措施，同時提升數位學習系統的有用
與易用性，激發學習者的成長需求，進而提升使用正向使用度與使用意願。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仍有幾項限制，需予以說明。首先，本研究採便利取樣，僅以全台最
具規模的數位學習中心之學生為樣本，因此，樣本可能不具代表性，在結果外推
時可能會有偏誤，但由於本研究所涉及的問項非客觀性的評估數位學習系統特徵，
而是主觀知覺，故，選取數位學習中心是合理的做法。其次，本研究的調查採自
陳式問卷，可能會產生共同來源偏誤（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
然而 Conway 與 Lance（2010）的研究發現，自評在個人屬性的變項(如工作滿意)、
工作特質與工作績效的量測上仍是適合的，他們更認為自評會膨脹變項間的關係
根本是個迷思，他評並不一定會優於自評，事後的統計檢測亦無法有效偵測 CMV
的問題。然而為求慎重，我們仍採用潛在變數測試法檢驗了 CMV 的嚴重性
（Podsakoff et al. 2003）
，即對所有量表所欲測之理論構念同時進行 CMV 的檢測，
如前文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所示，單一構面模型與兩構面模型的契合指標不佳，
四構面模式相對較佳。意即，本研究中各量表所測得之理論構念並不能由單一構
念來解釋。由本研究的相關矩陣（表 1）亦可看出，並非所有的變項間都有顯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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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故共同來源偏誤的問題在本研究中可能不嚴重。此外，為避免 CMV 產生，我
們也遵照 Podsakoff 等（2003）的建議，在問卷的設計上，題項力求簡明、易懂，
採用受訪者資訊隱匿法，在問卷編排時，採用心理隔離法，各構面採用不同的量
測尺度（如五點與七點尺度），以期盡可能減少偏誤的影響。
本研究以 TAM 為視角，探討數位學習系統使用者主觀知覺系統有用性及易
用性這兩項主要系統特徵，與使用態度間之關聯。然而，後續有學者以 TAM 為基
礎，納入不同變數，進行構面擴充，如 TAM2（Venkatesh & Davis 2000）
、UTAUT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Use of Technology; UTAUT）（Venkatesh et al. 2003）
等模式，或探討不同的外在因素對使用者信念（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的影
響。未來與數位學習相關的研究，不僅可以採用更完整的理論模型，探討影響數
位學習系統使用者使用意願之因素，亦可細究各類型的外部因素（如：數位學習
教材內容編排、電腦自我效能等）對使用者信念的影響，以更全面的了解影響使
用者意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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