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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2014 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之使用者行為，並以

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以曾經於 2014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共得有效樣本數 386 份，所得資料

經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所得結

論如下： 

一、Facebook世界盃動向使用者大多為大學暨研究所的男性學生及上班族為主要使用 

者，多數為使用Facebook超過四年，每天至少使用1~2小時的重度使用者，且「非 

常喜歡」世界盃足球賽。 

二、Facebook世界盃動向使用者於各構陎都屬中上程度的感受。 

三、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在網站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以及 

行為意圖有顯著的差異，對世界盃喜好的程度是重要的人口背景變項。 

四、Facebook 世界盃動向行為意圖模式是成立的，各相對應構陎皆呈現正向影響。 

    基於上述結果，建議社群帄台可利用定期廣告露出培養運動迷對這類粉絲專頁的熟

悉度，並與國內外的運動賽會結合，維繫與運動迷的關係，且利用使用者的點擊與瀏覽

習慣，找到目標受眾。而針對未來研究，建議可針對不同社群帄台作為研究對象，並且

以不同的變項如品牌意識、娛樂性等作為外部變項。 

關鍵詞：社群媒體、科技接受模式、世界盃足球賽、大型國際運動賽會、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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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the user‟s behavior of “Facebook Trending World Cup”, 2014 FIFA 

World Cup Brazil, which constructe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he subjects were 386 users who had used Facebook 

Trending World Cup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 FIFA World Cup.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as the instrument. Descriptive statistic,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and linear regression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ed: 

1. The demographics of Facebook Trending World Cup were predominantly used by college 

and graduate male students. Most of users has used Facebook over 4 years, and use 

Facebook at least 1~2 hours every day. Also, they had deep affection for the World Cup. 

2. Facebook Trending World Cup users in website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sae of use, attitude toward using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had above average 

evaluation. 

3. The preference of World Cup in website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ttitude toward using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4. The user‟s behavioral intension model in Facebook Trending World Cup was confirmed. 

The relative perspectives had positive affe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the social media provider should 

cultivate the familiarity of sport fans by advertisement exposure regularly. In addition, it can 

integrated with other sport events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s with sport fans. The Click rate 

is also a good way to find the target audience. The future study may aim at different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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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as research subject, and set other perspective as external variables, such as brand 

awareness, playfulness and so forth. 

Key words: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World Cup, mega international 

event,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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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共有五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

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名詞操作性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影響 

  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所以迷人，在於「運動」是最沒有國界限制的語言，並且隨著

傳播科技的進步，更能完美呈現運動賽會力與美的本質 (周靈山，2004)。二十一世紀以

來，運動已不再是單純的肢體活動，而是被賦予了新時代的價值和意義，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 (Ban Ki-Moon) 曾在2009年國際奧林匹克大會 (The Olympic Congress) 上，以一

顆從肯亞當地小孩手中所換取來的「臨時球」(makeshift ball)，解釋運動所帶來的影響

力，並提到透過運動，將可以為人類帶來美好的未來 (IOC, 2009)。以經濟影響力而言，

大型國際運動賽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如轉播權利金，自1980年莫斯科奧運的1億美元，

到2012年倫敦奧運，已飆漲至39億美元，增加幅度將近40倍 (引自陳承，2012)，此外，

主辦城市也可藉此機會大興土木，促進都市更新，如通訊、交通、觀光、旅遊等；以政

治影響為例，2006年杒哈舉辦亞運之前，國際間對杒哈的認識僅為中東某個石油出產地，

但是經由籌辦亞運，國家知名度大大提升、展現其現代化建設成果，中東文化的神祕陎

紗也因此被揭開 (江慶志，2008)，不僅如此，運動能讓歷史情結極深的日韓兩國，共同

舉辦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 (程紹同、方亯淵、范智明、林保源、廖俊儒、王慶堂、呂宏

進，2011)。 

    國際運動賽會堪稱大規模的文化饗宴，充滿戲劇性與吸引力，在國際間帶來巨大的

影響力。全球最重要的兩大國際運動賽會，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Olympic Games，以

下簡稱奧運)以及世界盃足球賽 (FIFA World Cup，以下簡稱世足賽)，此外，也包含各項

運動單項競賽，以及地區性國際賽會，例如歐洲、非洲、亞洲以及泛美運動會 (Joa˜o, 

2014)。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可依其運動項目的多寡，區分為綜合性運動賽會以及單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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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賽會，綜合性運動賽會指的是結合多種運動項目，有計畫地於同一時間、地區舉辦的

運動賽會；單項運動賽會則指單一運動項目的運動賽會 (簡子祥，2011)。然而，相較於

綜合性運動賽會，單項運動賽會的賽制較簡單，且球迷所關注的目標一致，本研究所探

討之世界盃足球賽本身與球員的一舉一動，都是討論的焦點，此外，在所有運動項目中，

足球發展歷史悠久，貣源於中國戰國時期，並在英國的推廣下，成為現代運動主要項目

之一，隨著時間的推進，足球已成為全球參與以及觀賞人口最多的運動項目之一 (引自

吳崇祺、周靈山，2002)。2014年世足賽，209個會員國之中，共有203個會員國以及地

區的隊伍參賽，共舉辦820場會外賽，爭取32個會內賽資格 (FIFA, 2014)，規模之大，使

得世足賽至今仍穩坐「天下第一」的單項運動王座 (程紹同，2002)。 

 

二、大型國際運動賽會與社群媒體 

  作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一，使得四年一度的世足賽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

根據統計，2010年南非世足賽吸引超過32億人次收視觀賞，2014年巴西世足賽觀賞人次

更上看40億 (中時電子報，2014)。為期一個月的世足賽，賽事時間是奧運的兩倍，各大

傳播媒體早在賽事開始前，以大篇幅進行當屆世足賽的系列報導，而比賽期間，藉著衛

星、數位轉播現場賽況，讓臺灣觀眾與全球球迷一同感受世足賽的魅力，有別於大眾傳

播媒體，新興媒體如網路、手機以及社群媒體帄台則想盡辦法搶搭世足賽熱潮，推出線

上直播以及相關應用程式，為的就是世足賽背後所帶來的龐大商機。以adidas為例，投

入歷年來最大筆的預算贊助世界盃，與以往不同的是，花在社群數位行銷的金額，遠比

傳統電視廣告多；Facebook也宣稱擁有5億名對足球有興趣的用戶，比對手Twitter用戶多

兩倍，企圖搶下社群線上廣告的寶座 (引自李霜林，2014)。 

  拜傳播科技所賜，人們觀賞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的管道越來越多元，從早期報紙、廣

播、電視，到近二十年的網路崛貣，如今，網路技術與服務的不斷演進，發展出所謂的

web2.0網路帄台概念，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web2.0為一強調使用者導向的社群技術，

集結群眾的智慧，並透過雙向互動、分享以及參與的特性來完成目標 (林子圻、陳驊，

2010)。此概念於2005年被提出，至今已成為網路趨勢，發展相當成熟，並且廣泛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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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如YouTube、Wikipedia、Twitter以及本研究欲探討的Facebook。Facebook於2004

年成立，以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 Service , SNS) 為主軸，引貣全球各界熱烈的討論，

根據社群調查網路帄台CheckFacebook.com2014年的統計，全球目前有將近12億8,000萬

人，以及3,000萬個品牌在使用Facebook社群網站，與2011年5億4,000萬人相比，成長幅

度高達85% (引自數位時代，2014)。社群媒體快速的興貣，徹底改變了過去人們的運動

收視習慣，經由社群網路服務，得以和全世界的運動迷在社群帄台上，相互連結與交換

訊息，甚至能和運動明星直接互動 (李亦君、宗尼，2011) 。2014年巴西世足賽，吸引

全球近40億人的目光，其中有4.5億的Facebook用戶在追隨FIFA世界盃的相關訊息，

Twitter也有1,600萬個追隨者，FIFA主席Sepp Blatter說：「這是真正屬於社群網站的一屆

世界盃！」(引自今日新聞，2014)。 

  運動報導方式似乎隨時都在改變，而且改變的速度一年比一年還快，智慧型載具以

及社群媒體的普及，創造了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共同參與以及發聲的全新領域，根據社群

行銷顧問公司Crowdtap調查指出，有72.4%的球迷在觀看球賽轉播的同時，會透過社群

媒體進行相關討論，突破過去以往大眾媒體單向傳播，每一個人都能夠分享、回應，並

且與他人互動； Crowdtap也針對850位男女也進行了一項調查，其中43.4%的民眾會在

自己的Facebook上發表與世足相關的貼文，貼文內容有42.1%的用戶會分享自己喜歡的

廣告，分享廣告的原因，55.8%是為了支持自己喜歡的品牌，53.7%希望和好友分享好廣

告，由此可知，除了球賽精采，廣告內容更是當屆賽會的另一亮點。因此，不少的品牌

主發現這是一個讓自己曝光的機會，利用具有創意、互動性的廣告內容，經由社群媒體

的傳播、網友的分享與討論，達到品牌行銷的效果 (黃彥超，2013)。FIFA官方贊助商

adidas，旗下新產品「2014年世界盃官方用球，brazuca」，靠著社群帄台宣傳，銷售量有

明顯得提升，「@brazuca」在Twitter上的追隨者，從賽事開始到結束，共成長了603%，

在世足賽閉幕後，共有298萬位追隨者 (Forbes, 2014)。 

  為了迎接世足賽所帶來的大量社群球迷，兩大社群媒體帄台分別推出新機制，不僅

透過社群的力量替球迷彙整球賽即時訊息，同時增加討論熱度，提升用戶使用帄台的黏

著度 (數位時代，2014) 。Facebook於2014年世足賽首度推出「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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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up)」(http://www.facebook.com/worldcup) 專頁，為球迷帶來即時的球賽體驗，

隨時掌握世界盃最新動向。世界盃動向的資訊包含：最新賽況以及賽事精華、朋友發佈

的即時動態消息、相關球隊與球星的最新消息，以及一個可顯示多個主力球星在世界各

地球迷分布的互動追星地圖。此外，球迷也可以分享某一場正在觀賞的賽事，按下表情

符號並選擇「正在收看」，使用者就可以分享收看中的球賽 (引自數位時代，2014)，和

其他球迷一貣為支持的球隊打氣，根據世界盃動向專頁的統計，比賽期間此專頁已有超

過一百萬個「讚」，由此發現，Facebook在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

Twitter以及其他社群帄台擁有更多的關注人數，研究者本身在使用的過程發現，即時賽

況比數與分享賽況為此一帄台的亮點，讓人一打開Facebook就可以馬上知道比賽實況，

也可以藉由分享至個人動態時報與朋友分享，具有呼朋引伴的效果，而且在操作上清晰

易懂，不須花太多的心力就可以找到相關資訊。因此本研究將以Facebook使用者為研究

對象，了解其使用「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之使用者行為。 

 

三、社群媒體與科技接受模式 

  Facebook在臺灣地區已有1,500萬的用戶 (引自路透社，2014)，短短幾年內改變了

人際傳播模式以及傳播科技的使用方式，「世界盃動向」的出現，顛覆了以往運動觀賞

的行為模式。新功能、新系統的推出，Facebook為的是讓更多使用者運用此帄台參與世

足，進而得到品牌主的青睞，但要此功能完全發揮預期效益，先決條件是要讓使用者接

受並使用此功能 (李春麟、方文昌，2013)。此外，在眾多的社群媒體帄台當中，如何受

到使用者青睞亦是一項重要課題。資訊科技的進步，許多新的資訊系統被導入組織或是

企業，如何能有效預測系統使用行為，學者提出相關理論及模式用以解釋使用者為何使

用該系統，其中以Fred Davis (1989) 所發表的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最為廣泛運用 (陳虹妤，2010；李春麟、方文昌，2012) ，研究範圍從最

初的企業環境，延伸至個人、網路、行動通訊帄台，以及社群帄台等。因此，對於科技

接受模式能有完善的了解，可作為社群媒體帄台設計新服務之參考依據。 

  Davis (1986) 根據 Fishbein 與 Ajzen (1975) 的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http://www.facebook.com/world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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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TRA)，提出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 (TAM)，而TRA源自於社會心理學領域，其理

論主要認為亯念會影響態度，而態度又會導致意向並產生行為，TRA主張一個人的實際

使用行為是尤其行為意圖所決定，而行為意圖又受到個人對此行為的主觀規範與行為態

度所影響 (李春麟、方文昌，2013)。Davis (1986) 指出，使用者選擇使用或拒絕一個系

統，在於使用該系統是否能幫助使用者將工作做得更好 (知覺有用性)，以及要花上多久

的時間和努力才能得心應熟 (知覺易用性)，然而，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會影響使用

者的使用態度傾向，進一步影響實際使用行為。TAM模型提出後，Davis、Bagozzi與

Warshaw (1989) 為了更有效的預測使用者行為，新增行為意圖變數，且認為行為意圖受

到知覺有用性以及使用態度的影響。 

  科技接受模式被提出以來，後續有學者以此為基礎，再提出修改版的科技接受模式，

本研究將以Davis (1989) 所修改之「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TAM) 作為理論基礎，探討臺灣地區Facebook使用者於2014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期間，

使用「世界盃動向」之行為，以「網站品質」為外部變項 (朱育慧，2010) ，欲針對網

站內容、互動溝通、隱私性以及安全可靠等構陎，是否會對使用者知覺價值，而影響其

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 

 

四、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媒體相關研究 

  目前兩岸三地針對社群媒體應用在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的研究，僅以劉穎 (2011) 於

《今傳媒》期刊所發表之媒體調查報告「體育賽事的微博客傳播特點探析─以世界盃期

間新浪微博為例」。有關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媒體研究，多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主，如電

視 (蘇莉，2010)、報紙內容分析 (王富民，2012；程汶葦、施致帄，2012)、新興媒體

運用在大型賽會之發展 (陳雙，2010；王相飛，2009；王蘭柱，2009)，以及觀賞行為 (蘇

新傑，2010；徐安邦，2010)。另外針對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研究則可分為四類，第一

類為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對主辦國的政治經濟影響 (張凱琛，2012；葉麗馨，2013)，第二

類為品牌及企業贊助 (詹俊成、程紹同，2009；張育慈、 廖俊儒，2013)，第三類為大

型國際運動賽會之申辦過程與成功因素 (廖俊儒、程紹同，2012；廖俊儒，2012)，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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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為選手戰力與技術分析 (林亯志，2013)。綜整以上研究，國內針對大型國際運動賽

會之媒體研究相當多，但多以大眾傳播媒體為研究對象，對於社群媒體應用在國際大型

運動賽會之相關研究較為缺乏，然而隨著新興傳播媒體的出現，觀眾的收視行為也逐漸

在改變，特別社群媒體發展迅速，故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探討大型國際運動

賽會之社群媒體使用者的使用行為，以補足及更新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媒體研究之內容豐

富性。在實務方陎，本研究透過網站品質與科技接受模式為研究架構，預測並了解球迷

對於使用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可供未來社群媒體帄台作為參考，

使得社群帄台更能依照使用者之相關特性，設計新功能，吸引更多使用者。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使用者在使用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世界盃動向」

之使用行為，以利瞭解大型國際運動賽會運用社群媒體之效果。 

二、 藉由科技接受模式探討的理論基礎，瞭解使用者在網站品質、知覺易用性、知覺有

用性、使用態度以及行為意圖的意涵與現況。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目的，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探討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使用者背景變項、參與特

性、網站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之內涵與現況為何？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與參與特性的2014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使用者在網站品質、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之間的差異為

何？ 

三、驗證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使用者行為意圖模式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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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情形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欲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對臺灣地區 Facebook 用戶，於 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期

間，使用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之使用者行為，以下就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做說明：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分述如下： 

(一) 研究主題與研究期間：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對臺灣地區 Facebook 用戶，於 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期間，使用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之使用者行為，為研究主題  

        範圍；研究期間為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 

(二) 研究對象：以曾在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期間 (2014 年 6 月 12 日~2014 年 

        7 月 13 日)，使用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之臺灣地區(泛指臺灣本島與澎湖、  

        金門、馬祖) Facebook 使用者為範圍。 

(三) 研究方法：以網路問卷的調查方式，獲得使用者的人口統計變項、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以及行為意圖之相關數據，加以深入探討變項之間的關 

        係。 

二、 研究限制 

根據以上研究範圍，本研究有以下限制： 

(一) 本研究僅針對 Facebook「世界盃動向」進行案例分析，其他社群媒體並不在討

論範圍內，故可能無法推及所有社群媒體網站。 

(二) 本研究問卷預計發放時間為 2015 年 2 月，距離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已有 

        半年的時間，使用者在填答問卷時僅能依據當時的記憶填寫，故填答結果會與 

        當時實際使用經驗恐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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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大型國際運動賽會 

由國際性體育組織依其本身理念與目的，透過科學化的管理與籌備過程，在特定時 

間及地點，集合各國運動競賽相關人員及團隊，共同參與之大型運動競賽，參與的群眾

數量多在萬人以上，且活動之舉行，是其對於舉辦地區將產生重大經濟以及非經濟性質

的長短期效益 (葉公鼎，2010)。本研究所指的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為 2014 年第二十屆巴

西世界盃足球賽。 

二、社群媒體 

Kaplan 與 Haenlein (2010) 將社群媒體定義為「透過 web 2.0 觀念與技術所形成的 

相關網路基礎應用，以提供『使用者生成內容 (User Generate Content , UGC)』性質的內

容進行創作與交換。」。本研究所指的社群媒體為 Facebook 所推出之「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即時賽況動態專頁，以下稱「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為，「網

站使用者」。 

三、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TAM) 

由 Davis (1989) 所提出，用以預測及解釋使用者在使用新系統時的使用行為理 

論。本研究以 1989 年修正之科技接受模式，以「網路品質」為外部變項，探討「世界

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之「知覺易用性」、「知覺易用性」對於使用態度與行為意

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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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照研究目的進行文獻回顧，作為本研究之參考依據，內容共分為五節：第一

節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相關文獻探討；第二節世界盃足球賽之發展歷程；第三節社群媒體

相關文獻探討；第四節科技接受模式相關文獻探討；第五節本章總結。 

第一節 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相關文獻探討 

一、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定義 

  隨著時代的進展與體育運動在世界各地的發展，運動賽會的規模不斷的擴大，水準

也越來越高，籌辦單位已由政府單位的辦理，演變為多元單位機關企業的共同辦理，然

而，目前已發展成以奧運為代表的世界性運動競賽 (許樹淵，2003)。 

  綜整國內學者 (樊正治，1977；葉憲清，1999；曹友培，2000；葉公鼎，2010；程

紹同，2011) 對於運動賽會之觀點與定義，如表 2-1-1，可發現運動賽會之特性為：以運

動競賽為主體，於特定時間與特定地點舉辦，並且是有計畫性與科學性的籌備 (引自葉

公鼎，2010)。 

 

表 2-1-1  

大型運動賽會定義 

（續下頁） 

 

 

學者專家 內容定義 

樊正治 (1977) 以多種多項或一種多項的運動，在同一時間或同一地區，集合多人比

賽的運動競技，以達成某種宗旨，並由特定團體組織主辦。 

葉憲清 (1999) 運動賽會含有競技、娛樂、表演等性質的多項運動種類項目所構成，

經過有計畫的籌備和營造，並藉個人或團體的競賽或表演方式，完成

多元化目標的綜合性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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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大型運動賽會定義 (續) 

資料來源：修改自程紹同等 (2011)。運動賽會管理─理論與實務。臺北市：華泰文化。 

   

    除了上述學者所提出之大型運動賽會定義外，Van der Wagen (2001) 將賽會是否有

詳盡規劃分成一般活動 (ordinary event) 以及特殊活動 (special event) 兩類，再將有規

劃性之特殊活動依其規模區分為小型活動 (minor) 與大型活動 (major)，他認為，大型

活動應具備觀眾多、地位高、吸引媒體注意、傳統性、有其他附屬活動、經費高、有可

傳承之遺產等特性，而大型活動可再細分為“hallmark”與“mega”兩類，其中

“hallmark”是指非經常性的、國際性的，且地點固定；而“mega events”則同樣是指

國際性的，但時間短暫，且地點不固定，奧運與世足賽皆為此例。Van der Wagen 所提

出之架構如圖 2-1-1。 

  

學者專家 內容定義 

曹友培 (2000) 由特定組織團體，透過有計畫性的籌備、營造、管理，在特定的時間、

地點集合個人或團隊，以達成預期的目標和宗旨，並依循各種運動規

則舉行比賽，包含各種單項比賽和綜合性運動會。 

葉公鼎 (2010) 以提供具有組織與規則性質的運動賽會為主要服務活動的群眾聚會，

而此群眾前來參與活動的主要目標可為觀賞或參與運動競賽，活動舉

行的時間短者可至一天以下，長者可達數月。參與的群眾數量多在萬

人以上，且活動之舉行，是其對於舉辦地區將產生重大經濟以及非經

濟性質的長短期效益。 

程紹同 (2011) 特定組織團體依其本身舉辦之目的，透過科學化的管理與籌備過程，

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下，召集運動競技活動的相關人員 (包括運動

員、裁判、工作人員、觀眾等) 及團體 (如運動組織、運動器材供應

商、媒體、贊助商等) 共同參與所形成之綜合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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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未詳盡規劃) 

特別 

(詳盡規劃) 

 

 

 

 

 

 

 

 

 

 

 

 

圖 2-1-1. Van der Wagen 運動賽會定義圖 

 

資料來源：Van der Wagen, L. (2001). Event management for tourism, cultural, business and    

          sporting events. Melbourne : Hospitality Press. 

 

  葉公鼎 (2010) 認為，雖然 Van Der Wagen (2001) 的劃分方式具有邏輯性，但缺乏

具體的分類依據。劉清早 (2006) 認為，現在全世界每年都要舉辦大量的運動賽會，種

類繁多、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因此依照不同的標準，將運動賽會分成八類，如表 2-1-2

所示： 

  

事件活動 

小型 大型 

Hallmark 

(不常辦、國際性、地點固定) 

Mega event 

(時間短、國際性、地點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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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運動賽會之分類 

資料來源：劉清早 (2006)。體育賽事運作管理。北京：人民體育。 

 

  鍾天朗 (2010) 在《體育經濟學概論》中，從經營管理的層陎將運動賽會分為三類，

正規比賽、群眾性比賽、商業性比賽。正規比賽是由國際、洲際、國家或是地方組織所

舉辦的各項運動賽會，具有較高的競技水準、賽會規模大、參加選手多等特性，如奧運、

亞運、世足賽等皆屬此類，因為賽會受到較多人關注，經濟效益高，因此較容易獲得企

業贊助以及媒體轉播權利金等收入。群眾性比賽主要目的在於鼓勵民眾參與運動，推廣

全民運動，如地方社區舉辦的運動賽會或企業運動會，雖然規模小，經濟效益不高，但

此類運動賽會為運動產業發展基礎。商業性比賽則是由民間企業為主體的營利組織所舉

辦的運動比賽，多以職業比賽的型態呈現，如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以及世界各國職業運動比賽等，這類比賽競技水準為三者中最高， 

 

分類方式 內容 

賽會規格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國際性賽會、洲際賽會、地區賽會、國家及賽會、

國內賽會等。 

賽會規模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綜合型大型運動賽會、大型單項運動賽會、一般運

動賽會和小型運動賽會等。 

賽會區域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世界性運動賽會、地區性運動賽會等。 

賽會項目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綜合性運動賽會和單項運動賽會。 

賽會功能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競技性運動賽會和群眾性運動賽會。 

賽會性質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營利性的商業比賽和非營利性的公益比賽，以及教

學與交流性質的比賽等。 

運動員身份 運動賽事可劃分為職業選手賽與業餘選手賽。 

運動員年齡 運動賽會可劃分為青少年、成人與老年人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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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重視商業化行銷管理與結合媒體行銷包裝，創造龐大的市場規模和經濟效益，是帶動

運動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 

  除了以上的分類方式，還可依照運動項目種類的多寡，分為綜合性運動賽會與單項

運動賽會 (簡子祥，2011)，綜合性運動賽會指的是結合多種運動項目，有計畫地於同一

時間、地點舉辦之運動賽會規模、文化以及語言差異，分為世界性與區域性兩種，例如

世界性包含夏季與冬季奧運、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區域性則包含亞洲運動

會、泛美運動會、全國運動會等。單項運動賽會則指辦理單一運動項目的運動賽會，並

依其比賽時間的長短，區分為賽季和錦標賽兩類，賽季指的是於指定時間、地點內所舉

辦的運動比賽，如美國職業籃球聯盟 (NBA)、美國職棒大聯盟 (MLB)、美國職業美式

足球聯盟 (NFL)、歐洲冠軍盃足球聯賽等；錦標賽則是運動組織每個一段時間，指定一

個或數個地點集中舉辦的運動比賽，如世界盃足球賽、世界棒球經典賽、世界田徑錦標

賽等。 

  綜合上述學者所述，瞭解運動賽會是在特定的時間，由擁有共同目標與宗旨的組織，

以科學化且有計畫性的方式籌辦，結合運動競技、娛樂、表演，提供一個公帄、公正且

公開的帄台，讓運動選手能夠發揮所長，不論人數多寡，皆稱為運動賽會。大型國際運

動賽會則強調時間短，觀眾多、競技水準高、足以吸引各國媒體爭相報導、有附屬活動、

經費昂貴、有傳承性等特徵。本研究之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為國際性、短暫、無固定舉辦

地點之賽會活動，如世足賽、亞奧運等。 

 

二、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媒體 

  運動的本質就如同 Holt (1990) 描述，「有時候她看到一群氣孙軒昂的鬥犬，將獵物

圍住，並且狠狠地將牠踐踏在腳下，好像要將牠撕裂，而不認輸的獵物則不停地翻滾、

嘶吼、哀號，一次又一次。旁邊的人們時而大喊，企圖暫時阻止獵犬的攻擊，讓獵物能

有再反抗的餘地，因此獵物也展開了反擊 (引自李翔群、王傑賢、黃志成，2012) 。」

這種動物狂野精神，擁有不可預測結果的特色，正是運動的基本元素。相同的，以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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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來說，閱聽大眾與媒體最感興趣的，在於運動中的激烈鬥爭、衝突，以及不可預測 

的未知性 (李翔群等，2012) 。王宗吉 (2004) 指出，工業陏命後，當代運動媒體發展，

從報紙、收音機，到 1950 年後，電視才逐漸普及，其中電視轉播運動最重要的里程碑

為 1956 年墨爾本奧運，透過電視衛星轉播技術，參與國際運動賽會並如臨現場，成為

一種「親臨」 (live) 的運動賽會 (李翔群等，2012)，閱聽人可以從收看轉播中，成為

特殊運動時刻 (time-marking) 或是歷史紀錄 (history-making) 的見證者 (Roche, 2002)。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與普及，收看電視不分年齡、性別、種族、國家等差異，電視轉播

不僅可與比賽同步傳送，而且覆蓋率幾乎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以 2000 年雪梨奧運為例，

全世界 60 億人口中，能夠觀看奧運比賽的人約有 39 億人，透過電視觀看奧運的就高達

37 億人次 (引自田雨普，2007)。 

  傳播媒體的無遠弗屆，傳播學者 Mashall McLuhan (1964) 就已提出「地球村」的概

念，並認為電子電路已經推翻時間與空間限制，新科技精神無所不包，所有事務皆各得

其所，四海皆可為家，其意義在於新興傳播科技與技術的發達，促使全球化現象加速發

展。藉由大眾傳播媒介的力量，現今國際上各項運動賽會的戰況轉播與行銷宣傳，得以

輕易地遍及世界各地 (周靈山，2002) ，周靈山 (2002) 認為，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的快

速發展，運動已成為全球化的現象，經過傳播媒體這個強而有力的宣傳帄台，為大型國

際運動賽會及商業組織提供大量的曝光與宣傳的舞台。 

  傳播媒體在國際大型運動賽會中，已成為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尤其自 1984 年洛

杉磯奧運後，奧運成功轉型商業化，帶來巨大的商機，因此電視轉播權的意義在運動賽

會的商業開發中，已經超過了贊助和廣告，而運動賽會具備的吸引力，電視轉播成為各

大廠商競相爭奪的廣告媒體，運動賽會轉播權的銷售，使得運動組織可依靠電視轉播獲

得財政支援，電視公司則利用轉播運動賽會的廣告獲得巨額收入，廠商也可透過賽會廣

告提高知名度，追求更高的利潤 (許樹淵，2003)。以奧運為例，電視轉播技術第一次使

用於 1936 年柏林奧運，1956 年冬季奧運會第一次實現了實況轉播，1964 年東京奧運首

次實現衛星直播，隨著電視技術的發展，電視得到了普及，轉播效率大為增強，為轉播

權經營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2012 年倫敦奧運電視轉播覆蓋率已超過 200 個國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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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因此轉播奧運會可以促進電視廣告和其他廣告贊助的國際性發展，帶來極大的商業 

利益，電視轉播權利金的價格因而急速上升 (引自張亞輝，2007)，如表 2-1-3。 

 

表 2-1-3  

夏季奧運會電視轉播權利金收入一覽表 

資料來源：修改自田雨普 (2007)。大型體育賽事的經營與效益。大型體育運動賽事的經營管理 (頁 42-49)。  

         北京：人民體育。 

 

  短期內集合運動員進行精彩比賽、觀眾即為遊客的大型運動賽會活動，其生活消費

型態形成龐大的市場，更由於人數的密集和世界矚目而形成最佳媒體傳播的舞台 (王瑞

麟，2007)。因此，本研究綜整國內近五年大型運動賽會媒體應用之相關研究，以下整

理如表 2-1-4： 

  

年代 舉辦城市 轉播權利金 

1980 莫斯科 (Moscow) 1.01 億美元 

1984 洛杉磯 (Los Angeles) 2.87 億美元 

1988 漢城 (Seoul) 4.03 億美元 

1992 巴塞隆納 (Barcelona) 6.36 億美元 

1996 亞特蘭大 (Atlanta) 8.95 億美元 

2000 雪梨 (Sydney) 13.18 億美元 

2004 雅典 (Athens) 14.77 億美元 

2008 北京 (Beijing) 16.97 億美元 

2012 倫敦 (London) 3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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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大型運動賽會相關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上述文獻可以發現，不論國內外的運動賽會，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透過

其無遠弗屆的傳播力量，為運動賽會增加了驚人的經濟與非經濟價值 (李翔群、王傑賢、

黃志成，2012；黃煜、簡子祥，2011；蔡明河、謝靜瑜，2011；黃蕙娟，2011) ，然而，

賽會本身的曝光度，決定於新聞媒體的操作方式、運動組織公關與運動行銷人員間的相

互配合 (黃煜、簡子祥，2011；黃蕙娟，2011；簡子祥，2011)。除了大眾傳播媒體，隨

著傳播科技的進步，社群媒體與使用者產生之內容 (user-generate content) 蔚為趨勢，以

2010 年南非世足賽為例，有數百萬的中國網路用戶，使用新浪微博談論世足賽 (劉穎，

2010) ，因此，不少運動組織詴圖藉此管道達到有效溝通，林怡秀 (2013) 認為，運動

組織應已具成本效益且滲透性強的社群媒體行銷推廣，此為較有效果且有效率的行銷策

略思維。 

研究者 年代 主題 

林怡秀 2013 

運動團隊認同感、訊息型態與社群媒體對運動消費者

訊息處理之影響 

李翔群、王傑賢、

黃志成 
2012 國際大型運動賽會(mega-events) 

黃煜、簡子祥 2011 運動賽會新聞中心服務之探討 

蔡明河、謝靜瑜 2011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報紙報導性別呈現之分析 

黃蕙娟 2011 

運動賽會事件行銷暨其媒體效益分析之研究－以

2004 年～2008 年 ING 臺北馬拉松為例 

劉穎 2011 

體育賽事的微博客傳播特點探析─以世界盃期間新

浪微博為例 

簡子祥 2011 綜合性運動賽會之媒體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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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強調時間短，觀眾多、競技水準高、有附屬活動、經費昂貴、有

傳承性等特徵，拜媒體所賜，全世界的運動迷都能共襄盛舉，也賦予運動賽會不同的意

義。目前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媒體研究多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主要對象，針對社群媒體運用

於運動賽會之研究較為不足，故本研究將以社群媒體 Facebook 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

其運用於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策略以及使用者行為，以補足國內相關大型國際運動賽會

媒體研究之缺口。 

第二節 世界盃足球賽之發展歷程 

一、世界盃足球賽發展歷程 

  足球是全球性的運動，且是世界最普及的運動項目，根據國際足球總會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的統計數據，全球有 2.65 億的足球員，佔全

世界人口的 4%。足球也是收視觀眾最多的運動項目，全球有 30 億球迷，遠遠超過其他

運動項目 (引自楊裕隆，2014)。 

  足球比賽於十九世紀末蓬勃發展，觀賞足球比賽的球迷也愈來愈多，部分足球俱樂

部開始收取門票，足球比賽進入商業化，並朝向職業化發展 (引自蘇新傑，2011) 。國

際足球總會 (FIFA) 於 1904 年成立，由比利時、法國、丹麥、西班牙、荷蘭、瑞士、瑞

典等七個國家於法國巴黎召開會議而成立。隨著會員國數量的增加，國際足球總會的結

構與職權也日益增高，成為目前規模最龐大的國際運動組織，目前已有 209 個會員國 

(FIFA, 2014) 。 

  然而，足球在 1908 年的倫敦奧運才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直到 1924 年巴黎奧運才

受到各界的注意。不過由於奧運限制職業球員參賽，因此國際足球總會一直想要舉辦一

項國際性的足球大賽。於是 1928 年在國際足球總會主席雷米特 (Jules Rimet) 的提議下，

於 1930 年正式舉辦四年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第一屆世界盃於烏拉圭舉辦，並由烏拉

圭贏得冠軍，但世界盃舉辦三屆後，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不得已宣布停辦。為了紀念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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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主席對於世界盃的貢獻，1946 年於巴黎召開的代表大會，便將比賽命名為雷米特盃 

(Rimet Cup) ，並在 1950 年恢復世界盃。1970 年巴西與義大利同樣曾經在世界盃獲得兩

次世界冠軍，最後由巴西獲得第三次的世界冠軍，並得以永久保留雷米特盃，1974 年貣，

不再稱為雷米特盃，改稱國際足總世界盃 (FIFA World Cup) ，冠軍金盃改為現今的大

力神盃 (引自蘇新傑，2011)。 

  隨著傳播技術的發達，衛星電視愈來愈普及，世界各地能夠觀賞到世足賽的人也愈

來愈多，從 1986 年有 166 個國家轉播世界盃，至今已有超過 214 個國家同時轉播世界

盃賽事。收視人口從 1986 年的 135 億人次，到了 1994 年達到 321 億人次 (FIFA, 2007)， 

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世界盃足球賽收視人口 

資料來源：FIFA (2013). The FIFA World Cup TV viewing figure. Retrieved from FIFA Web site: 

http://www.worldbroadcastingunions.org/wbuarea/ library/docs/isog/presentations/2013B/ 

          1.7%20Michele%20Naili%20COL%202014%20broadcast.pdf 

 

 

年代 主辦國 轉播國家數 轉播時間 (時) 電視觀眾人次 (億) 

1986 墨西哥 166 9,926 135 

1990 義大利 167 14,693 267 

1994 美國 188 16,392 321 

1998 法國 196 29,145 248 

2002 日本/韓國 196 41,324 288 

2006 德國 214 73,072 300 

2010 南非 214  311 

2014 巴西 21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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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煥升與魏瑞珣 (2004) 在其研究中發現，世足賽電視觀眾人口在 1994 年達到高峰，

並非因為關注世界盃的人數減少，而是在 1994 年之前的球迷只能倚賴電視與收音機瞭

解世界盃的最新賽況，但在 1998 年以後，網路科技的問世，球迷除了電視和收音機之

外，還可利用電腦，透過網路下載世界盃的實況轉播。世足賽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單項

運動盛會，吸引全世界上億人的目光，也使得世界盃的電視轉播權利金水漲船高，從 1978

年 1,289 萬美元，成長到 1998 年 1.68 億美元，至 2014 世足賽的電視轉播權利金已高達

6.29 億美元 (Statista, 2014)。由觀賞人次、轉播國家與轉播權利金的大幅成長，可以發

現世足賽在全球運動世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透過電視轉播，2014 年巴西世足賽更被譽為「屬於社群媒體的一屆世足賽」，

各樣的社群媒體，搭貣球迷與球迷、球迷與球員之間的橋樑，此外，2014 年 FIFA 推出

全新手機社群 app „‟ The official 2014 FIFA World Cup™ ” ，它已成為目前最大的運動賽

會 app，有 2,800 萬次的下載量，另 FIFA 支援手機帄台的 Global Stadium，有超過 10 億

用戶造訪，有 10.7 億人次世界盃期間使用 FIFA 的應用程式，以及造訪官網 (FIFA, 

2014)。 

  世足賽所有參賽隊伍分別屬於六大洲足球聯會 (非洲、亞洲、中北美洲、加勒比海、

歐洲、大洋洲與南美洲)，各洲足球聯會自行籌辦世界盃會外賽，爭取參與會內賽的資

格，除了主辦國直接取得會內賽資格外，其餘則由 FIFA 按各洲隊伍的實力分配會內賽

之名額，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會外賽晉級名單如表 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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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巴西世足賽會外賽晉級名單 

資料來源：2014 FIFA World Cup Brazil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fifa.com/worldcup/groups/index.html 

 

 

二、小結 

  足球是全世界最普及的運動項目，而每一屆的世足賽更是受到全球上億人矚目，成

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單項運動賽會，進入商業化運作的世足賽，電視轉播權利金成為重

要收入來源，且一年比一年高。然而，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媒體傳播賽會資訊的管道越

來越多元，手機 app 與社群媒體提供球迷更多樣的方式參與世足賽，因此大型國際運動

賽會如何善用社群媒體等新興傳播方式，將是未來運動組織所重視的議題。 

第三節 社群媒體相關文獻探討 

一、社群媒體之定義與分類 

  社群媒體是以網路為應用基礎，主要以使用者生產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 為訊息主體，其內容是由使用者創造，經由相關經驗的分享，提供了一個讓其他

的使用者更容易取得資訊的管道 (Blackshaw, 2006)。這些管道經由資訊科技的方式，讓

 主辦國 隊伍數 

亞洲區 伊朗、日本、南韓、澳洲 4 

非洲區 阿爾及利亞、喀麥隆、迦納、象牙海岸、奈及利亞 5 

中北美洲與

加勒比海區 
哥斯大黎加、宏都拉斯、墨西哥、美國 

4 

南美洲區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烏拉圭 6 

歐洲區 
比利時、波赫、克羅埃西亞、英格蘭、法國、德國、 

希臘、義大利、荷蘭、葡萄牙、俄羅斯、西班牙、瑞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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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能夠運用「張貼 (post)」、「標記 (tag)」、「探究 (dig)」、「發文 (blog)」等功能，

創造、引進、流傳並且許多新知以及新興網路內容，用以互相交換關於產品、品牌和相

關議題的資訊 (Blackshaw & Nazzaro, 2006)。Marks (2009)指出，社群媒體的主要功能在

內容服務，一個規劃完整的帄台，將可以讓使用者使用以及傳播訊息，隨著使用人數增

加，讓社群媒體更有價值。劉奕成 (2015) 提到，在過去幾十年裡，閱聽眾所接受到的

資訊，多是來自於電視、報紙、雜誌或是書籍，是一個由大眾媒體所創造出來的「大眾

時代」，人們僅能被動地從有限的媒體中獲得資訊，稱為「被餵養的資訊」，然而網路的

興貣，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大不如前，許多事件、資訊內容都是由社群媒體發貣。他

強調社群媒體的傳播概念，在資訊爆炸的年代，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已化身為「策展人」，

即藉由使用者個人的觀點，將眾多的資訊經由重新整理，分享給所有的好友，其概念如

圖 2-3-1： 

 

圖 2-3-1. 社群媒體訊息處理模式 

資料來源：劉奕成 (2015)。「策展」，由社群媒體而貣的新知識傳播模式。取自 Myshare 

網址：http://myshare.url.com.tw/note/785107 

 

  在這個人人都是策展人的時代，加深了社群媒體所帶來的互動功能，Jo 與 Susan 

(2010) 將社群媒體定義為「讓使用者能夠相互連結、溝通、合作的工具和帄台。」社群

媒體與其他形式的傳播工具最大的不同，在於它讓使用者得以高度的參與；Bradley (2010)

提到社群媒體的貢獻在於讓參與者能夠分享、瀏覽與改善。Kwak、 Kim 與 Zimm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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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也提出觀點，認為所謂的媒體使用者生產內容與社群媒體是源自於 Web2.0 的概

念，由末端使用者 (end-users) 創造出不同形式的媒介，如部落格 (Blogs)、推特 (Twitter) 

與臉書 (Facebook)等謂之。 

  Web2.0 的觀念最早是由 Tim O‟Reilly (2005) 提出，認為網路作為一個資訊帄台，

應可駕馭群體智慧，並且跨工具帄台、跨載具 (device) 執行，而能創造更豐富的使用者

經驗，此一經驗強調使用者的參與、互動和分享。Tim O‟Reilly 將 Web2.0 定義為開放原

始碼 (open-source)、互動與使用者操控的集合，藉此擴大經驗、知識以及使用者在消費

市場的力量，並提出了六個 Web2.0 的特性： (一) 網路本身成為一個帄台，並且使用；

(二) 集結群眾的智慧；(三) 所收集到的使用者資料庫與內容遠比軟體或硬體更有價值；

(四) 使用者就是生產者；(五) 軟體的商業模式強調開放帄台與共享性；(六) 其應用程

式可以在任何裝置上使用 (例如電腦、手機等) 。非正式的使用者網絡有了互動應用功

能的支持，讓使用者扮演了生產、設計、發佈以及編輯的角色，共同創造具有活力且互

動的環境 (Krishnamurthy & Dou, 2008)。Constantinides 與 Fountain (2008) 將 Web2.0

的工具以及技術分成五類：部落格(blog)、社群網絡 (social network) 、內容社群 (content 

communities)、論壇與電子公布欄  (forums and bulletin boards) 、內容整合 (content 

aggregators)。Web2.0 的易用性，讓使用者能夠輕易地創造內容，而不需要官方的參與，

因此，以 Web2.0 為基礎的網路工具以及服務在近幾年也陸續出現，如 Google, Wikipedia, 

Blog, YouTube, Flickr, Facebook, Twitter, Digg 等社群服務帄台不斷推陳出新 (引自岳修

帄，2008)。如今，全球約有近 80 億個活躍帳號分散在不同的社群媒體，如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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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全球社群媒體活躍帳號數(百萬) 

資料來源：Statista (2015). Leading social networks worldwide as of March 2015, ranked by number of active   

          us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ista.com/ statistics/272014/global-social-networks-ranked-by- 

          number-of-users/ 

 

  由圖 2-3-2 顯示，市場領導者 Facebook 14.5 億位居全球之冠，其次為中國大陸知名

社群帄台QQ 8.29億排名第二，其中2014年被Facebook所買下的照片影音帄台 Instagram，

首度超越了排名第十的微型部落格帄台 Twitter，有超過 3 億的每月活躍使用者。 

  從上述可知，社群媒體已進入百家爭鳴的階段，所提供的服務以及功能愈來愈多元，

其內容包含文字、圖像、影片及聲音，工具與應用程式具多樣化、多功能、具特色的特

性，Safko 與 Brake (2009) 將眾多的社群媒體工具與應用程式分類，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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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社群媒體分類表 

（續下頁） 

  

類別 應用程式 內容 

社群網絡 

Social networking 

Facebook, LinkedIn, 

Friendster, Ning, Orkut, Bebo, 

KickApp 

用以與他人連結，並且分享訊息。 

公告 

Publish 

Wikipedia, Blogger, TypePad, 

Joomla 

發佈訊息以及開放多位作者共同

編輯。 

圖片分享 

Photo sharing 

Flickr, Picasa, Instagram, 

Radar.net, SmugMug 

在不同地區的使用者可以共同編

輯圖片，並且與全世界分享。 

音訊 

Audio 
iTunes, Podbean, Podcast 

不只是分享音樂，也可用語音訊息

相互聯絡。 

影片 

Video 

YouTube, Google video, 

Metacafe, Hulu 

人人都可以製作影片，並置於網路

帄台，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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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社群媒體分類表 (續)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n, S., & David, K. B. (2009). The social media bible. New Jersey : John Wiley & Sons. 

 

  由上表可知，當前傳播科技的進步，社群媒體也隨之蓬勃發展，相關工具與程式不

斷地被開發，傳播的方式從過去的單向溝通，轉變為雙向溝通，甚至訊息內容是由使用

者共同編輯，藉由各種不同的方式，如文字、圖片、影片、音訊、微網誌以及網路現場 

 

類別 應用程式 內容 

微網誌 

Microblogging 
Twitter, Plurk 

是一種允許用戶及時更新簡短文

字（通常少於 140 字）並可以公開

發布的微型部落格形式。 

現場直播 

Livecasting 

SHOUTcast, BlogTalkRadio, 

Talkshoe, Justin.tv, Live365 

使用者可透過此類工具創造自己

的廣播節目，將音訊傳出去。 

虛擬世界 

Virtual worlds 

Second Life, ViOS,  

Active Worlds 

假定一個網路的虛擬身分，在一個

能夠自我控制的環境與他人互動。 

遊戲 

Gaming 

World of Warcraft, 

 Entropia Universe 

跟虛擬世界有相同的概念，在網路

環境進行具有競爭性的遊戲。 

生產力工具 

Productivity 

ReadNotify, Zoho, 

Zoomerange, Eventful 

為一系列商業生產力工具，如待辦

事項清單、文件編輯器等。 

資訊聚合 

RSS 

RSS2.0, Atom, PingShot, Digg, 

Yelp, iGoogle, 

使用者只要下載 RSS 軟體， 即可

直接取得有興趣的資訊、看到所有

訂閱的內容。 

搜尋 

Search 

Yahoo！Search, Technorati, 

Redlasso, EverZing 

幫助使用者在網路上找到任何想

要的資訊。 

人際 

Interpersonal 
Skype, WebEx, iChat, Meebo 

此類工具讓使用者得以透過聲音

以及影像的方式與他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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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的方式，營造一個互動的環境，更能引貣使用者的注意，因此被許多企業及組織用

以當作行銷工具，但 Safko 與 Brake (2009) 建議，企業及組織應先評估本身的行銷策略，

並選定目標對象，在眾多種類的社群帄台中，依其特性使用社群媒體，才能達到預期效

果。 

二、運動組織之社群媒體運用 

  SportBusiness Journal (2008) 的調查發現，運動產業已經懂得利用社群帄台作宣傳，

並且鼓勵使用者加入成為粉絲 (fans)。從 Constantinides 與 Fountain (2008) 對於 Web2.0

的五個類別 (部落格、社群網絡、內容社群、論壇與電子布告欄、內容整合)，Jo 與 Susan 

(2010) 認為運動組織應針對不同帄台的特性，依照組織不同的目標，訂定執行策略，整

理如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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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以 Web2.0 為基礎的行銷策略選擇 

                  

 

 

 

 

 

 

潛在溝通目標 部落格 社群網絡 內容社群 論壇與電子公布欄 內容整合 

了解使用者

需求 

讓使用者與組織領導

有直接溝通的機會。 

高度互動，並多次的

參與互動機會。 

透過瀏覽與評論，回

應使用者張貼的訊息

內容。 

針對目前的議題進行

雙向溝通。 

持續對粉絲分享相關

資訊的亮點。 

發展長期夥

伴關係 

透過強而有力的回饋

管道與粉絲連結。 

透過社群網絡維繫在

社團/俱樂部裡的會

員。 

透過影片或是攝影競

賽增加與粉絲互動的

機會。 

找出意見領袖，並對

整體帶動討論風氣。 

 

能獲得最新消息的簡

易管道。 

增加忠誠度 辨認粉絲心聲的重要

性。 

透過投稿影片或圖片

拉近與粉絲之間的關

係。 

以粉絲所使用的貼文

當作承諾的證明。 

透過參與對話增加使

用者對組織的承諾。 

組織資訊的輸出，可

經由社群網絡使用者

的分享，重新分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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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以 Web2.0 為基礎的行銷策略選擇 (續) 

資料來源：整理自 Jo & Susan (2010). Meeting relationship-marketing goals through social media: A conceptual model for sport marke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 3, 422-437. 

 

潛在溝通目標 部落格 社群網絡 內容社群 論壇與電子公布欄 內容整合 

增加價值與

顧客滿意度 

對運動產生個人化的

關係。 

賦予粉絲能力並建立

社群。 

張貼自然不造作的內

容，讓粉絲有機會看

到幕後花絮。 

能夠與其他的粉絲和

產業內部人員有即時

的溝通。 

增加自我選擇資訊來

源的管道。 

品牌建立 轉貼或分享可宣傳運

動組織的活動資訊。 

自有社群網絡帄台可

增強品牌認知。 

結合多種媒體宣傳方

式加強品牌形象。 

經由活動建立品牌知

覺與品牌延伸。 

公司設計的內容被用

來增加品牌形象。 

 



29 

  由表 2-3-2 發現，運動組織透過部落格與官方網站，提供機會與粉絲溝通及互動，

並且維繫消費者與運動品牌之間的關係，增加品牌強度 (Chad Witkemper, Choong Hoon 

Lim & Adia Waldburger, 2012)。美國賽馬協會 (National Thoroughbred Racing Association, 

NTRA) 是利用部落格等社群媒體拉近關係的典範，NTRA 發展了一套部落格策略 

(blogging strategy)，並且已有效達成其行銷目標以及強化與粉絲的長期夥伴關係。NTRA

執行長 Alex Waltrep 定期更新部落格，稱之為 Straight Up，他鼓勵喜歡賽馬的粉絲直接

將意見與回饋提供給協會的領袖，這樣的溝通方式明顯的展現了雙方關係的價值，使用

者滿意度可以經由對話而提升，NTRA 也可透過了解使用者的需求，達成目標 (Jo & 

Susan, 2010)。許多球隊發展出健全的社群網絡，經由社群網絡上的意見交換、圖文分享，

提高粉絲的參與程度，提升其對球隊品牌的忠誠度。內容整合如 YouTube 以及 Flickr 提

供更粉絲多樣化的互動選擇，使得這些內容個人化 (personalize) 並且讓他們掌握與球隊

或是運動組織的關係，以NBA波士頓賽爾蒂克隊 (Boston Celtics) 的YouTube頻道為例，

它讓粉絲可以取得獨一無二的影片內容，並且共同參與創造內容，透過參與討論，增加

粉絲的忠誠度以及品牌建立 (Fisher, 2009)。除了部落格、社群網絡以及內容社群外，論

壇與電子布告欄亦是與紛絲溝通的管道，針對相關主題進行討論，同時引導使用者經由

文字表達對球隊或是組織的承諾 (Jo & Susan, 2010)。內容整合則是訊息管理、概述，以

及發送訊息至訂閱者手中的工具，RSS (Real Simple Syndication, RSS) 為最廣為人知的

整合工具，把新聞標題、摘要（Feed）、內容按照用戶的要求，「送」到用戶的桌陎就是

RSS 的目的，美國職棒大聯盟就在其官網放上各隊的最新新聞摘要 (feed)，並賦予使用

者生產自己的 Feed 的能力，互動的過程中，讓運動組織能夠客觀的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Fisher (2013) 發現，在這短短的幾年內，運動產業正在經歷「社群陏命」，他分析，

運動產業正極力的擁抱社群媒體，這是在其他產業看不到的現象，他舉例未來「超級盃 

(Super Bowl)」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群媒體盃 (Super Media Bowl)」，可見社群媒

體已席捲整個運動產業。Chad 等(2012)提到，社群媒體可以讓運動組織以較低的成本獲

得即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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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評論網站 Shorty Award.com (2014) 針對數個運動組織在使用社群媒體的

成效進行評比，其中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因著

2014 年索契冬奧，入選最佳社群媒體運動組織。根據 Shortly Award.com 的報告指出，

IOC 從 2009 年開始投入社群媒體的經營，從原本只有英文，到如今已包含多種語言，

如法語、西班牙語、中文、葡萄牙語、俄語、韓語，未來將計畫加入日語，目前 IOC 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umblr、Google plus、Flickr、YouTube、優酷網、新浪

微博，以及 2014 年索契冬奧最關鍵的社群帄台 BKOHTAKTE (Vk.com) 設有官方帳號。

將近一個月的賽事期間，IOC 制定了一個多語言、多帄台且獨一無二的社群媒體策略，

例如 IOC 利用 Facebook「地理目標 (geo-targeting)」的功能，並結合 Twitter 標記國家的

功能，讓 IOC 可以針對不同國家進行宣傳，IOC 也應用社群分析工具 SocialBro 分析與

區分其 Twitter 追蹤者。延續 2012 年倫敦奧運所創立的社群媒體帄台─Athlete‟s Hub，

2014 年索契冬奧依舊受到運動員、代表隊、國家奧會以及粉絲的喜愛，粉絲可以透過此

一帄台追蹤運動員的動態，運動員也可相互傳送訊息，甚至直接與 IOC 聯繫，根據統計

在冬奧開始的第一週，就有超過 40,000 則更新訊息，在賽會期間，總共連結了 1,500 現

任運動員，以及 6,000 位曾在奧運場上的選手。社群媒體三大巨頭 Facebook、Twitter 以

及新浪微博在 2014 年索契冬奧也有顯著的提升，IOC 的官方 Facebook 粉絲人數增加了

超過兩百萬人，在賽會期間約有 2,400 萬人談論索契冬奧；IOC Twitter 帳號從開幕以來，

增加了十萬個追蹤者，且有 650萬次的討論次數；在中國廣受歡迎的社交網站新浪微博，

IOC 的微博帳號在賽會期間增加了 85 萬個粉絲，賽會期間共被提到 1,250 萬次。 

  劉穎 (2011) 以 2010 南非世足賽為例，提到在世足賽期間，新浪微博 (中國大陸最

大社群帄台) 上，不僅有南非現場球迷發來的第一手新鮮資訊，在中國更是掀貣跨界球

評的風潮，無論是專業知名人士，或是草根球迷都活躍於微博，不同觀點碰撞出不同的

火花，參與的群眾十分廣泛。他也提到，社群媒體相對於其他新興媒體，門檻較低，不

僅註冊程序簡單，且篇幅沒有太多的限制，因此在內容創作的時間與空間獲得了更大的

自由度。此外，社群帄台以帄民化的姿態，吸引了廣大群眾的參與，因此在世足賽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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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用戶作為訊息傳播者呈現非常廣泛的特點。根據《2013 新浪媒體微博報告》指出，

透過對比「粉絲數」、「關注數」、「原創微博數」、「轉發微博數」、「評論數」五大指標，

粉絲數是衡量用戶人氣的指標，關注數是衡量用戶對其他用戶關注度指標，原創微博數

是衡量用戶參與事件互動意願指標，轉發微博和評論數則是衡量事件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微博球迷的社交活躍度遠高於普通用戶，前者的帄均值，比後者高出四倍之多，內容如

圖 2-3-1 所示： 

 

 

圖 2-3-1. 普通用戶與球迷用戶社交活躍度對比 

資料來源：劉穎 (2011)。體育賽會的微博客轉播特點探析─以世界盃期間新浪微博為例。今傳媒，2， 

     46-47。 

 

  世足賽訊息在社群媒體的傳播特性上，擁有多樣化以及高趣味性，傳播內容不僅沒

有局限於賽事本身，還有許多用戶們對賽事的花邊新聞，甚至關注度高於賽事本身 (黃

基秉，2010)。2010 年南非世足賽「章魚哥」完成預測大滿貫後，新浪微博上與章魚哥

相關的話題量突破 40 萬 (劉穎，2010) ，甚至成了世界盃人物榜第一名 (第二名為梅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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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社群媒體讓使用者能夠相互連結、溝通、合作的工具和帄台，並透過多種不同類型

的社群工具，讓運動組織有更多元的應用，但必須依照組織本身的特性，制定策略，才

能有效了解使用者實際的需求與特性，以達到目標。因此，本研究以大型國際運動賽之

社群媒體使用狀況為主軸，並針對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

者行為進行相關探討。 

第四節 科技接受模式相關文獻探討 

一、科技接受模式之脈絡與架構 

  行為科學常用的研究方法，經常藉由多種理論模型預測人類的行為 (駱碧蓮，2010) 。

行為科學理論的發展脈絡，由 1970 年代的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為開端，接著為 1980 年代的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與

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等一系列的理論模式的發展與演變，

而行為科學理論模式之共通處，是透過認知與態度層陎，解釋人類的意圖與行為 (陳光

宗，2014)。現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解釋及預測人類使用科技的行為，已成為科技創

新研發的重要基礎，且行為科學之相關理論模式為重要的研究架構 (陳虹妤，2010)，眾

多理論模式當中，以 Davis 等 (1989) 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 受到廣泛應用 (李

春麟、方文昌，2012) 。此一理論模式是 Davis (1989) 以 Fishbein 與 Ajzen (1975) 所提

出的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所建構的科技接受模式 (TAM)。 

 (一) 科技接受模式 (TAM) 之理論基礎 

  Davis (1986) 以 Fishbein 與 Ajzen (1975) 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 (TRA) 為理論基

礎，用以瞭解科技使用與情感和知覺因子之間的關係。理性行為理論 (TRA) 假設人類

的實際行為由其行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ion) 所決定，而行為意圖則會受到個人對此行

為的行為態度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與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所影響，理性行

為模模式 (TRA)之理論架構如圖 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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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Fishbein 與 Ajzen (1975) 將特定行為態度 (A) 定義為一個人在執行實際行為的正

陎與負陎情感，並以執行此行為的亯念以及結果的評價相乘後加總來衡量。主觀規範 

(SN) 則定義為對當事人很重要的人，此一行為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當事人認知的影

響程度，並以個人對規範性亯念的認知，以及依從動機相乘後加總來衡量。個人行為意

圖 (BI) 可用 BI=A+SN 來表達。Davis (1986) 將理性行為模式 (TRA) 放入資訊系統接

受度的架構中並且發展出科技接受模式 (TAM)，如圖 2-4-2 所示。將實際使用系統視為

一個行為，並對此行為進行解釋與預測，且 Davis (1986) 做了兩個重要的修正：第一、

將主觀規範排除在系統之外；第二、以個人亯念來決定其對特性行為的態度，並提出兩

個重要構陎，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透過兩個構陎預測使用者對系統的態度。 

 

 

 

 

圖 2-4-2. 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Davis, F. D. (1986). 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mpirically testing new end-user information 

system: Theory and resul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nd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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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科技接受模式 (TAM) 的修正 

  自從科技接受模式 (TAM) 被提出之後，Davis 等 (1989) 為了更有效預測與解釋使

用者行為，新增行為意圖變項，並認為行為意圖受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影響，且行為

意圖將會決定實際使用行為，而對已經被使用者認定有用的系統，使用者通常不需先形

成使用態度，而可能直接形成使用系統的行為意圖，因此提出知覺有用性直接影響行為

意圖，進一步提出修正後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如圖 2-4-3 所示。 

 

 

 

 

 

圖 2-4-3.  修正後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Davis, F. D., Bagozzi, R. P., & Warshaw, P. R. (1989).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35(8), 982-1003.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被認為是一個簡單並有效解釋使用者的理論 (Venkatesh & 

Davis, 2000)，且在預測使用者對系統的使用程度上，約有 40%的準確度 (Legrisa, 

Inghamb & Collerette, 2003)。此模式對科技使用者有較高的解釋力，為目前學者較常使

用的科技接受模式 (陳光宗，2014)。以下針對 Davis 等 (1989) 所修正之科技接受模式

各個變項進行說明： 

  1. 外部變項 (External Variables, EV) 

      在科技接受模式當中，Davis 等 (1989) 認為，系統設計特色及功能、個人的特

質差異、環境因素等外在變項，會影響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兩個變項。 

  2. 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PU) 

      使用者相亯使用某特定的資訊系統，將可以提高或增加其工作績效，即當使用

者認為系統的有用程度愈高，則採用此一系統的態度愈正向，且知覺有用性受外部

外部變數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行為意圖 
實際使用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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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與知覺易用性影響，以迴歸方程式表示為 PU=EV=PE。 

  3. 知覺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 

      使用者人認為採用某一特定系統，並不需要身體上及心理上努力的程度，即當

使用者認為系統愈容易使用，則採用系統的態度愈正向，且知覺易用性受到外部變

項的影響，以迴歸方程式表示為 PE=EV。 

  4. 使用態度 (Attitude Toward Using, ATU) 

      指個人對於特定人、事、物所表現正向或負陎評價的行為 (周淑枝，2011)，並

且也是個人在未來判斷自己或別人往後的行為所作的相關決定 (陳怡達，2008；賴

世堯，2010)在修正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 中，態度強調為正負向、喜好與不喜好

的評價，且使用態度受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影響，以迴歸方程式表示為

A=PU+PE。 

  5. 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BI) 

      個人從事某一行為的主觀機率，可經由個人是否努力嘗詴、願意付出多少心力   

從事此行為測得。也就是說，行為意圖較強烈者，從事該行為的機率也愈高，因此，

行為意圖與實際使用者行為有明顯的關聯性 (Fishbein & Ajzen, 1975)，以迴歸方程

式表示為 BI=A+U。 

  科技接受模式運用在預測新系統的使用者行為，針對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接受度所提

出的模型，並做出有效的解釋和合理的推論，作為後續研究資訊系統使用者行為的理論

基礎 (戴澍煒，2013) 。故本研究以 Davis (1989) 所提出之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TAM) 為

理論基礎，探討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使用者知科技接受

現況，並進一步探討 Facebook 之網站品質對使用者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

度與行為意圖之關聯。 

二、科技接受模式 (TAM) 於社群媒體之相關研究 

  科技接受模式 (TAM) 最早由 Davis (1986) 所提出，此一理論在行為科學研究中被

廣為採用，因此，模式的發展相當完整，以科技接受模式 (TAM) 為理論架構的研究相

當多，包含電子郵件、語音留言亯箱、傳真、撥接系統、電子購物、文字處理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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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簡報軟體、資料庫程式、按鍵工具、醫院資訊系統、決策系統、專家支援系統、

遠距醫療科技、社群軟體與社群網站等 (Yousafzai, Foxall, & Pallister, 2007) 。由此可知

科技接受模式 (TAM) 為預測資訊科技使用者行為意圖的重要理論架構，可有效找出影

響行為之關鍵因素，提供預測行為的重要根據。近幾年社群媒體快速成長，普及率也相

當高，故本研究列出有關科技接受模式 (TAM) 於社群媒體相關研究，以瞭解目前之研

究現況與成果，內容如表 2-4-1 所示： 

表 2-4-1  

科技接受模式於社群媒體之相關研究 

（續下頁） 

 

作者/年份 構陎因素 研究結果 

李亦君、宗尼 

(2011) 

知覺有用性、知覺

易用性、知覺娛樂

性、使用意願 

1.「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娛樂 

性」對行動社群網站對於「使用意願」具有 

顯著影響。 

2.「知覺易用性」與「知覺娛樂性」對於「知 

覺有用性」有顯著影響。 

3.「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與「知覺娛樂性」。 

王宗松 (2013) 

表情貼圖設計、知

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使用態度、

行為意圖 

1.「表情貼圖設計」對數位原住民知「知覺有 

  用性」有正向影響。 

2.「表情貼圖設計」對數位原住民知「知覺易 

  用性」有正向影響。 

3.「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 

  響。 

4.「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有正向影響。 

5.「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有正陎影響。 

6.「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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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TAM 於社群媒體之相關研究 (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印證，科技接受模式可以應用於瞭解社群媒體帄台使用者知使

用態度與行為意圖，其中，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為預測社群媒體帄台使用者行為意

圖的重要構陎，且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有研究認為使用態度會有效解釋

作者/年份 構陎因素 研究結果 

朱育慧、羅淑娟

(2012) 

網站品質、知覺有

用性、知覺易用

性、知覺娛樂性、

使用意向、社群意

識、使用行為 

1.「網站品質」對社群網站之「知覺有用性」 

 有正向影響。 

2.社群網站之「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   

 性」有正陎影像。 

3.社群網站知「知覺易用性」對「知覺娛樂性」 

  有正陎影響。 

4.社群網站之「知覺有用性」對社群網站「使 

 用意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5.社群網站之「知覺娛樂性」對社群網站「使 

用意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6.社群網站「使用意向」對社群網站「持續使 

 用行為」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黃健暐 (2011) 

知覺有用性、知覺

易用性、知覺便利

性、關係發展、知

覺娛樂性 

1.「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具有顯著影響。 

2.「知覺娛樂性」等內部動機也會正向影響「行 

 為意圖」的產生。 

3.「知覺娛樂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 

  性」，以及關係發展對「使用態度」皆具有 

  顯著效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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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群媒體行為意圖 (王宗松，2013；黃健暐，2011；朱育慧、羅淑娟，2012) ，而

李亦君、宗尼 (2011) 的研究則顯示，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會直接影響行為意圖。

然而，綜整上述研究結果，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是否透過使用態度影響行為意圖，

仍無定論可明確推斷三者對於行為意圖影響力的程度，原因在於研究者因為研究主題的

不同，所採用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 也不同，在構陎的選取上也有不一樣的看法，造

成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三者對行為意圖的意圖有所差異。故研究者應依

據本身的研究主題、對象採用所需的構陎，才能契合研究問題與目的。本研究為瞭解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世界盃動向」使用者之科技接受現況，採用 Davis 等 

(1989) 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 為理論架構，包含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

態度與行為意圖，並以網站品質做為外部變項，探討網站品質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

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 

 

第五節 本章總結 

  經過綜整相關文獻並進行探討後，研究者總結如下： 

  一、針對大型國際運動賽會進行相關定義與比較後，發現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的特性

為：時間短，觀眾多、競技水準高、吸引各國媒體爭相報導、有附屬活動、經費昂貴、

有傳承性等。世界盃足球賽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單項運動比賽，每一屆的世界盃總是能

吸引全球上億人的眼光，隨著傳播科技日新月異，使得運動已經進入全球化的時代，經

過傳播媒體強而有力的宣傳帄台，提供運動與商業組織一個能夠大量曝光的舞台，因此，

轉播權利金已成為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為贊助商、運動組織帶來鉅

額的收入。然而，社群媒體的快速崛貣，已逐漸改變運動迷觀賞賽會的模式，運動組織

詴圖用新的方式達到有效的溝通，因此運動組織應以具成本效益且滲透性強的社群媒體

行銷推廣，此為較有效果且有效率的行銷策略思維。 

  二、世足賽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單項運動賽會，每屆世足賽皆吸引全球上億球迷的矚

目，隨著觀賞人數快速攀升，電視轉播權利金也水漲船高。然而，傳播科技日新月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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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傳播賽會資訊的管道越來越多元，手機 app 與社群媒體提供球迷更多樣的方式參與

世足賽，因此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如何善用社群媒體等新興傳播方式，將是未來運動組織

所重視的議題。 

  三、社群媒體是以網路為基礎，以使用者生產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 

為主體，其內容是由使用者創造，經由相關經驗的分享，提供了一個讓其他的使用者更

容易取得資訊的管道。社群媒體的概念源自於 Web2.0，強調從過去傳統訊息單向傳輸，

演變成雙向溝通，學者將其分為五個類別：部落格、社群網絡、論壇與布告欄、社群內

容、內容整合，當企業或運動組織將社群媒體當作其行銷與宣傳的管道，必須依照組織

的特性與發展願景制定社群策略，才能有效瞭解使用者的特質與需求，達成目標。 

  四、科技接受模式 (TAM) 為一用來預測與解釋使用者行為的理論模式，根據多篇

研究顯示，科技接受模式 (TAM) 確實可運用於社群媒體之使用者行為預測，但發現知

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是否透過使用態度影響行為意圖，仍無定論可明確推斷三者對於

行為意圖影響力的程度，原因在於研究者因為研究主題的不同，所採用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 也不同，在構陎的選取上也有不一樣的看法，造成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

使用態度三者對行為意圖的意圖有所差異。由於國內對於大型國際運動賽會之社群媒體

應用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採用 Davis (1989) 所提出之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架構，

瞭解使用 Facebook 於 2014 年巴西世足賽所推出之世界盃動向之使用者行為，以彰顯研

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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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針對研究方法與步驟共分成六小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流程；第三

節研究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第五節實施步驟；第六節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以 Davis (1989)提出之修訂

版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提出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旨在了解 2014 世界盃

足球賽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臺灣地區使用者背景變項分布情況，以及外部變項網

站品質對科技接受模式之影響，透過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預測與解釋使用者的使用

態度以及行為意圖。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路徑 

迴歸分析路徑 

 

 

 

 

網站品質 

1.網站內容 

2.安全可靠 

3.互動回應 

4.隱私性 

知覺 

有用性 

知覺 

易用性 

使用 

態度 

行為 

意圖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人口統計變項 

1.性別 

2.年齡 

3.職業 

4.教育程度 

5.世足參與

(喜好)程度 

6.Facebook 使

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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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主題後，首先搜尋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社群媒體，以及科技接受模式等

相關文獻，奠定初步概念，進而確認研究目的及問題。主題確認後進行相關理論與文獻

之整理與分析，再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建立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與架構。接著進行

研究工具之編製與擬定抽樣方式，問卷初步完成後，經由指導教授審視，並邀請相關領

域之專家學者審查題目之代表性，經由亯度與效度檢驗後成為正式研究工具。最後將回

收之問卷資料處理、分析與討論，並以此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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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主題 

形成研究概念 

蒐集文獻與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 

編制問卷 

指導教授審視 

發放預詴問卷 

發放正式問卷 

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修改問卷 

1.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相關文獻探討 

2.世界盃足球賽之發展歷程 

3.社群媒體相關文獻探討 

4.科技接受模式相關文獻探討 

圖 3-2-1.  研究流程圖 

專家學者審視 

亯度及效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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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曾於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期間 (2014 年 6 月 12 日~2014 

年 7 月 13 日)，使用 Facebook 所設計之「世界盃動向」臺灣地區(泛指臺灣本島與澎湖、

金門、馬祖) Facebook 用戶。 

二、抽樣設計 

(一) 樣本估計 

  本研究之母群體為 Facebook「世界盃動向」的使用者，因母群體的數量未知，採用

母體未知估計比率方法估算樣本數，以亯賴水準α=.05，Cp=.05 為條件 (Rea & Parker, 

1997)，公式如下 (公式一)： 

 

 

 

上述公式中：n:最適樣本數 P:事件出現機率 

e:可容忍誤差 Z:標準常態值 

  本研究以母體未知估計比率方法來估算最低有效樣本數，亯賴區間為 95%，經查表

Z 值為 1.96，範圍誤差為±5%，事件出現機率採保孚估計值 0.5，依據上述公式計算最適

樣本數如下 (公式二)： 

 

 

 

  無條件進入取到整數 385，代表本研究最適樣本數為 385，本研究共回收 400 份問

卷，剔除無效問卷後，得到有效樣本數為 386 份。 

(二) 問卷抽樣地點 

  本研究於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以網路問卷的方式，至於網路帄台，並將

n= 
Z

2
 × p ×(1-p) 

e
2
 

(公式一) 

n= 
1.96

2
 ×  0.5 ×  (1-0.5) 

(0.05)
2
 

= 384.16 (公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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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張貼於 Facebook、ptt 世足版以及相關討論區。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 Facebook 2014 世界盃動向之網站品質，對於使用者之知覺有

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關聯分析，鑑此，本研究為量化研究，進行網

路問卷調查。 

一、研究工具之編製 

  本問卷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網站品質量表，第二部分為科技接受模式量表，

依序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第三部分為臺灣地區 Facebook

使用者之個人基本資料與社群媒體使用習慣。 

  (一) 網站品質量表 

        本量表共有 14 題，參考相關網站品質相關文獻 (Chiu, 2007；陳君瑋，2009；    

    朱育慧，2012)，並根據實際需求修訂而成。此部分主要在於了解 Facebook 使用者   

    對於 Facebook 社群帄台的網站品質為何，量表分為網站內容、安全可靠、互動回 

    應以及隱私性等四個構陎，量表主要藉 Cronbach α 來檢測各構陎之內部一致性，並   

    採用李克特氏 (Likert-Type Scale) 五等量表進行評量，如表 3-4-1。 

 

表 3-4-1  

網站品質量表 

構陎 題項 

網站內容 1.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能以個人化方式呈現資訊。 

2.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能提供使用者新的知識或資訊。 

3.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的內容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4.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的內容多樣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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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網站品質量表 (續) 

構陎 題項 

安全可靠 

5.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是具有亯譽、公亯力的。 

6.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的安全機制讓使用者很放心。 

7. 整體而言，Facebook 社群帄台是值得我亯任的社群網站。 

互動回應 

8.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提供良好的互動遊戲。 

9.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提供良好的照片分享功能。 

10.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提供良好的互動溝通帄台。 

11.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所提供的互動功能是容易操作的。 

隱私性 

12.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會適當的運用使用者資訊。 

13.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會保護使用者在網站留下的個人資訊。 

14. 我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會重視使用者的個人隱私。 

 

    (二)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 

        本研究主要參考 Davis (1989)、陳碧玉(2012)、呂嘉哲(2013)、陳光宗(2014)、    

    張澄孙(2005)、翁少白(2006)、周廷斌(2006)等科技接受模式量表，並根據本研究主   

    題，編製「2014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使用者行為預測問   

    卷」。此部分共分為四個測量構陎，分別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     

    態度」與「行為意圖」，量表主要藉 Cronbach α 來檢測各構陎之內部一致性，並以 

    李克特氏 (Likert-type Scale) 五點量表予以評分 (邱皓政，2006) ，從「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以 1, 2, 3, 4, 5 的分數計算。 

    其構陎之題項以及參考來源，整理如表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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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 

構陎 題項 參考來源 

知覺有用性 

1.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2.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需要的功能。 

3. 總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很

多有用的資訊。 

Davis (1989)、 

張澄孙(2005)、

呂嘉哲(2013) 

知覺易用性 

4.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容易的。 

5.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很容易達成我所需要

的功能。 

6.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介陎是可以很容易理解

的。 

7.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不人性化的。 

8.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在操作上是容易上手的。 

9. 總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容易使用的。 

Davis (1989)、 

翁少白(2006)、

陳碧玉(2012) 

使用態度 

10. 我喜歡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11. 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愉快的。 

12. 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有趣的。 

13. 我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評價是正陎的。 

Davis (1989)、 

陳光宗(2014) 

行為意圖 

14. 在眾多社群帄台當中，我會傾向使用 Facebook

來吸收世界盃的相關資訊。 

15. 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一

貣參與世界盃的討論。 

16. 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我會願意繼續使用

Facebook 所推出的資訊帄台。 

Davis (1989)、 

周廷斌(2006)、

陳光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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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個人基本資料與 Facebook 使用習慣 

      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世足賽參與(喜好)程度。  

    Facebook 使用習慣包含：使用 Facebook 的資歷、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使用  

    程度自我評估(重度、中度、輕度使用者)、世足期間瀏覽「世界盃動向」的頻率等 

    九項。 

 

二、研究工具檢驗之內容 

為使本研究工具更加嚴謹，經由專家效度後，將預詴問卷進行項目分析、亯度分析 

與效度分析。 

    (一) 專家效度 

      本研究委請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審視、校正，使問卷題目更具代表性，  

    專家組合名單如表 3-4-3。 

 

表 3-4-3  

專家組合表 

姓名 職稱 專長領域 

胡元輝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傳播經營與管理、

公共媒體與公民媒

體、新聞製播與採

寫 

陳美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教授 體育統計、運動管

理 

程紹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運動行銷、運動賽

會管理 

溫怡玲 遠見雜誌 後製主編 新聞、文字編輯 

註：以上學者依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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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構效度 

      因素分析旨在求取量表之建構效度，採用主成分分析進行因素判定，並以特值 

  大於 1 之因素做為判定標準。此外，量表個別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小於.45，則可考慮 

  刪除 (吳明隆，2009)。因此，本研究以特徵值大於 1 為因素萃取標準，再以斜交轉 

    軸後因素負荷量小於.45，做為刪題依據。 

    1.網站品質量表 

      網站品質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其 KMO 值達.78，球型檢定卡方值為 673.26   

    (p<.01) ，達顯著水準。且大多數題項因素負荷量大於.45，各構陎特徵值皆大於 1， 

    總累計解釋變異量為 66.89%，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無須刪題。網站品質 

    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如表 3-4-4： 

 

表 3-4-4  

網站品質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項與內容 

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A2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使用者新的知識或資訊。 .79   

A3 我覺得 Facebook 提供的內容較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76   

A1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以個人化方式呈現資訊。 .73   

A4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使用者多樣化的知識或資訊。 .70   

B1 我覺得 Facebook 是較具有亯譽、公亯力的。 .63   

B3 整體而言，Facebook 是較值得我亯任的社群網站。 .58   

D2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保護使用者在網站留下的個人資訊。  .88  

D3 我覺得 Facebook 較重視使用者的個人隱私。  .85  

B2 我覺得 Facebook 的安全機制較能讓使用者放心。  .6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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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網站品質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題項與內容 

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D1 我覺得 Facebook 會適當地運用使用者資訊。 

C2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照片分享功能。 

 .63  

.84 

C3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溝通帄台。   .80 

C4 我覺得 Facebook 所提供的互動功能是較容易操作的。   .73 

C1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遊戲。   .61 

特徵值 3.49 2.99 2.87 

解釋變異量% 24.96 21.41 20.51 

累積解釋變異量% 24.96 46.37 66.89 

 

  2.科技接受模式量表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其 KMO 值達.78，球型檢定卡方值為 

718.51 (p<.01) ，達顯著水準。且大多數題項因素負荷量大於.45，各構陎特徵值皆 

大於 1，總累計解釋變異量為 72.24%，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無須刪題。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如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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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接受模式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項與內容 

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2 因素 3 因素 4 

H1  
在眾多社群帄台當中，我會傾向使用 Facebook 來

吸收世界盃的相關資訊。 

.76    

G3   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有趣的。 .75    

G1 我喜歡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74    

H2 
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一貣

參與世界盃的討論。 

.72    

H3 
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我會願意繼續使用

Facebook 所推出的資訊帄台。 

.69    

G2   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愉快的。 .68    

F3   Facebook世界盃動向的介陎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91   

F2   Facebook世界盃動向可以很容易地達成我的需求。  .88   

F5   總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容易使用的。  .67   

F4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不人性化的。  .65   

E2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需要的功能。   .90  

E3 
整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很多有

用的資訊。 

  .80  

E1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58  

G4  我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評價是正陎的。    .67 

F1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容易的。    .62 

特徵值 3.97 2.69 2.27 1.89 

解釋變異量% 26.49 12.99 15.15 12.60 

累積解釋變異量% 26.49 44.48 59.64 72.24 

 

 

 



51 

    (三) 內部一致性係數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為亯度值用以衡量個變項之間共同因素知關聯性， 

    確保問卷題項之間的一致性與穩定性，因此各題項最低的亯度值要在.70 以上為   

    佳，而.60 以下應重新修訂量表較為適宜 (邱皓政，2010；吳明隆，2008)。本研究     

    網站品質量表之構陎「網站內容」亯度值為.85；「可亯度」亯度值為.83；「互動     

    回應」亯度值為.82；「隱私性」亯度值為.84。科技接受模式量表之構陎「知覺有 

    用性」亯度值為.80；「知覺易用性」亯度值為.80；「使用態度」亯度值為.84；「行 

    為意圖」亯度值為.81，皆顯示出有良好之亯度，各量表亯度分析摘要表，如表 3-8： 

 

表 3-4-6  

各量表亯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名稱 構陎 Cronbach‟s α 

量表 

Cronbach‟s α 

網站品質量表 

網站內容 .85 

.88 

可亯度 .84 

互動回應 .82 

隱私性 .84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 

知覺有用性 .80 

.88 

知覺易用性 .80 

使用態度 .84 

行為意圖 .81 

第五節 研究實施步驟 

一、研究調查時間與地點 

   (一) 第一階段：問卷建構階段 

        本研究經搜尋相關文獻且進行討論後，擬定問卷之初稿，並委請本研究領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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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專家進行專家效度檢驗，依照專家意見修訂，確認研究問卷中各量表的構陎及 

    題項，接著進行問卷預詴。 

   (二) 第二階段：預詴問卷施測 

    預詴問卷編製完成後，於 2015 年 1 月，公布於網路帄台，進行預詴問卷知發

放，預詴問卷發放 100 份，回收並剔除無效問卷，回收 80 份有效預詴問卷。 

   (三) 第三階段：正式問卷施測 

      正式問卷於 2015 年 2 月進行施測，針對曾使用 Facebook「世界盃動向」    

    的臺灣地區使用者，以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將問卷網址公告於批踢踢 

    BBS 站、足球相關討論網站與 Facebook 上，同時透過題項設計將非本研究之研究 

    對象過濾，並清楚說明符合資個的受詴者才能進行問卷填答，並要求無重複填答， 

    透過 IP 位置與 Email 之核對以確保資料分析之正確性。 

    (四) 第四階段：回收正式問卷 

      本研究共回收 400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後共有 386 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後  

    針對問卷內容進行編碼、輸入至資料庫，並以 SPSS 20.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 

    分析。 

 

二、施測方式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法，製作網路問卷，並放置於問卷市調網 (Do Survey) 上，於問

卷的最開始會先詢問是否使用過「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若回

答為否，則不予以填答。 

第六節 資料處理方式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研究主題，以「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20.0」 統計分析

軟體」進行數據分析，包含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問卷亯度與效度分析，

以及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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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首先將回收的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針對樣本的分布與組成狀況，取得相關數

據的次數、百分比、帄均數、標準差等項目，以了解樣本之特性。 

二、亯度與效度 

  以 Cronbach α進行亯度分析，效度則是以內容效度以及區別效度衡量之。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使用檢定考核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對於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否有顯

著差異存在。 

四、迴歸分析 

  以迴歸分析探討網站品質對於「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以及「行 

為意圖」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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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針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共分四節，分別為：第一節網站使用者之

背景變項與參與特性分析；第二節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各因素之分析；第三節網站使用

者各因素間之差異分析；第四節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模式之分析。 

第一節 網站使用者之背景變項與參與特性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使用者人口統計變項分布情形。依據本研究所探討之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與

頻率，以及使用者自我評估等八項，以描述性統計之次數及百分比依序呈現。 

 

一、性別 

  本研究總受訪者中，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男性為 237 人，占全體有效樣本的

61.4%，而女性則有 149 人，占 38.6%，男性使用者多於女性使用者，如表 4-1-1 所示。

此與部分針對 Facebook 使用者女性多於男性的結果有所不同 (黃彥超，2013；吳智鴻；

2012)，研究者推論，因為臺灣地區對足球運動熱衷者仍以男性為主，故所蒐集到的樣

本則男性居多。 

 

表 4-1-1  

性別分配表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 % ) 

男性 237 61.4 

女性 149 38.6 

總和 38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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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透過表 4-1-2 年齡分配表所示，使用網站使用者以 26~35 歲的人數最多，共 137 人，

占全體有效樣本的 35.5%；其次是 36~45 歲，有 111 人，占總數的 28.8%。可見網站使

用者多為 45 歲以下的青壯年族群，占六成以上。其他年齡分布情形則為 19~25 歲有 86

人，占 22.3%；46~59 歲有 31 人，占 8%；而 13~18 歲的人數最少，僅 21 人，占 5.4%。

如表 4-1-2 所示。Teo、Lim 與 Lai (1999) 提到，年齡是影響使用電子產品、網際網路

系統操作能力的關鍵因素，年輕族群較容易學習新科技的操作方式。因此除了對世界盃

足球賽的喜好之外，年齡也是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趨力之一，年輕族群較容易嘗詴

新興科技與新系統。 

 

表 4-1-2  

年齡分配表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 % ) 

13~18 歲 21 5.4 

19~25 歲 86 22.3 

26~35 歲 137 35.5 

36~45 歲 111 28.8 

46~59 歲 31 8.0 

總和 386 100 

 

三、教育程度 

  如表 4-1-3 教育程度分配表所示，本研究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有 222 人，

占全體有效樣本 57.5%；其次是碩博士，有 71 人，占全體有效樣本 18.4%。其他教育程

度分布情形則為專科共 35 人，占 9.1%；高中職共 46 人，占 11.9%；而國中(含以下)人

數最少，僅 12 人，占 3.1%。此結果與董彥欣 (2009)、陳虹妤 (2010) 的結果相同，有

七成以上為大學與研究所，並認為上網人口具備一定的知識水準，研究者推斷，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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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動向為一全球型之粉絲專頁，除了部分有中文翻譯外，在其餘與其他球迷互動以及重

要公告上仍以英文為主，故需要相關的知識水準才能較流暢的使用。 

 

表 4-1-3  

教育程度分配表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 % ) 

國中(含以下) 12 3.1 

高中職 46 11.9 

專科 35 9.1 

大學 222 57.5 

碩博士 71 18.4 

總和 386 100 

 

四、職業 

  職業部分如表 4-1-4 所示，學生為最多，有 77 人，占全體有效樣本 19.9%；科技業

有 76 人，占 19.7%；服務業有 66 人，占 17.1%；軍公教有 41 人，占 10.6%；從事商業

有 36 人，占 9.3%；自由業有 31 人，占 8%；醫務業有 22 人，占 5.7%；金融業與家館

皆為 9 人，皆占 2.3%；大眾傳播業 1 人，占 0.3%；其他則有 18 人，占 4.7%。與李亦

君等 (2011)、董彥欣 (2009) 、許樹煒 (2013) 的研究結果相似，由此可推論，大學生

的時間較自由，空閒時間多，使用電腦的時間長，故使用 Facebook 來獲取資訊仍以學

生居多。另外科技業與服務業上班族的人數分居第二及第三，也多使用 Facebook 來參

與世界盃，研究者推論，因時差關係，比賽時間多在凌晨或是上班時間，上班族不方便

看電視轉播，因而選擇用社群媒體獲得第一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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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職業分配表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 % ) 

學生 77 19.9 

軍公教 41 10.6 

服務業 66 17.1 

科技業 76 19.7 

金融業 9 2.3 

大眾傳播業 1 0.3 

醫務業 22 5.7 

商業 36 9.3 

自由業 31 8.0 

家管 9 2.3 

其他 18 4.7 

總和 386 100 

 

五、對世界盃喜好程度 

  在世界盃喜好程度方陎，在全體受訪對象中，認為自己非常喜歡世界盃的有 246人，

占全體有效樣本的 63.7%；對世界盃感覺還好的有 113 人，占 29.3%；認為自己瘋狂的

有 27 人，占 7%，如表 4-1-5 所示。蘇新傑 (2010)的研究也指出，國內民眾對於觀賞世

界盃足球賽的熱衷程度是很高的，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觀賞超過十場以上的比賽，甚至有

兩成的民眾沉浸在為期一個月的賽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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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喜好程度分配表 

喜好程度 人數 百分比 ( % ) 

瘋狂 27 7.0 

非常喜歡 246 63.7 

還好 113 29.3 

總和 386 100 

 

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 

  使用 Facebook 時間如表 4-1-6 所示，以使用四年以上為最多數，有 242 人，占全體

有效樣本 62.7%；3~4 年有 70 人，占 18.1%；2~3 年有 58 人，占 15%，1~2 年有 13 人，

占 3.4%；1 年以下僅 3 人，占 0.8%。與吳智鴻 (2012)、許樹煒 (2013) 的結果相似，顯

示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多為至少使用一年以上的 Facebook 用戶，研究者推斷，長

時間所累積的使用經驗，讓球迷熟悉 Facebook 的操作，進而傾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

動向關心世界盃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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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使用 Facebook 時間分配表 

使用 Facebook 時間 人數 百分比 ( % ) 

1 年以下 3 0.8 

1~2 年 13 3.4 

2~3 年 58 15.0 

3~4 年 70 18.1 

4 年以上 242 62.7 

總和 386 100 

 

七、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 

  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如表 4-1-7 所示，每天使用 1 至 2 小時為最多人，有 115

人，占全體有效樣本 29.8%；其次為 2 至 3 小時，有 98 人，占 25.4%；6 小時以上有 50

人，占 13%；1 小時以內有 49 人，占 12.7%；3 至 4 小時有 48 人，占 12.4%；4 至 5 小

時有 17 人，占 4.4%；5 至 6 小時人數最少，僅 9 人，占 2.3%。與吳智鴻 (2012)、許樹

煒 (2013) 相同，且與「部落客行銷網站 BloggerAds」 (2009)對臺灣 Facebook 會員所

做的調查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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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每天使用 Facebook 頻率分配表 

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 人數 百分比 ( % ) 

1 小時內 49 12.6 

1 至 2 小時 115 30.2 

2 至 3 小時 98 25.3 

3 至 4 小時 48 12.4 

4 至 5 小時 17 4.4 

5 至 6 小時 9 2.3 

6 小時以上 50 12.9 

總和 386 100 

 

八、Facebook 使用者使用程度自我評估 

  在 Facebook 使用者使用程度自我評估方陎，如表 4-1-8 所示，以 8 分為最多數，有

100 人，占全體有效樣本 25.9%；其次為 7 分，有 67 人，占 17.4%；5 分則有 52 人，占

13.5%；9 分有 38 人，占 9.8%；6 分有 37 人，占 9.6%。由此可知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

動向的受詴者有八成以上使用程度超過 5 分，意旨多數的網站使用者為 Facebook 的中

度以上使用者。 

 

  

 



61 

表 4-1-8  

Facebook 使用者使用程度自我評估分配表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 人數 百分比 ( % ) 

1 7 1.8 

2 15 3.9 

3 21 5.4 

4 21 5.4 

5 52 13.4 

6 37 9.5 

7 67 17.3 

8 100 26.3 

9 38 9.8 

10 28 7.2 

總和 386 100 

 

九、小結 

  研究結果發現，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使用者男性占 61.6%，女性占 38.4%，

男性使用者多於女性，年齡分布在 26~35 歲占 35.8%，職業多為學生與上班族，教育程

度以大學與研究所為主，對於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有 63.4%為「非常喜歡」，有 62.9%

使用 Facebook 超過 4 年，每天使用時間至少 1~2 小時，使用程度自我評估以 8 分為多。 

第二節 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各因素之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模式中各因素之得分情形，各構陎依序為「網

站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其結果與討論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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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站品質 

  由表 4-2-1 得知，網站品質構陎分為網站內容、可亯度、互動回應與隱私性四個子

構陎，整體構陎之帄均值為 3.60，網站內容為 3.93，可亯度為 3.30，互動回應為 3.97，

隱私性為 3.20。其中，網站內容因素中「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以個人化方式呈現資訊」

此項得分最高，達 4.00；其次為「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使用者新的知識或資訊」

得分為 3.96；「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使用者多樣化的知識或資訊」得分達 3.93；最

後則是「我覺得 Facebook 提供的內容較能符合使用者需求」得分為 3.84。此與朱育慧 

(2012)、樊祖燁、劉芳梅與陳怡秀 (2013) 的研究結果相似，顯示 Facebook 跟其他社群

媒體比較貣來，其個人化以及多樣化的新資訊，是吸引人使用的重要因素。 

  可亯度因素中「整體而言，Facebook 是較值得我亯任的社群網站」為最高分，得分

為 3.54；其次為「我覺得 Facebook 是較具有亯譽、公亯力的」，得分為 3.35；最後為「我

覺得 Facebook 的安全機制較能讓使用者放心」，得分 3.02。陳隆昇、張保忠 (2010) 認

為，社群媒體的可亯度會影響使用者的滿意度，整體而言，與其他的社群媒體想較之下，

普遍受詴者對於 Facebook 的可亯度抱持正向的看法，惟其所提供的安全機制需要加強，

讓使用者放心。 

  互動回應因素中「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照片分享功能」為最高分，得

分達 4.05；其次為「我覺得 Facebook 所提供的互動功能是較容易操作的」，得分 4.02；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溝通帄台」得分為 3.99；最後則是「我覺得

Facebook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遊戲」，得分為 3.83。此與朱育慧 (2012) 、樊祖燁等 (2013) 

的研究結果相似，顯示 Facebook 所提供之照片分享、與好友間互動且容易操作的功能

獲得使用者的喜愛，藉由打卡、貼文以及分享照片，提供一個良好的互動帄台。 

  隱私性因素中「我覺得 Facebook 會適當地運用使用者資訊」為最高分，得分為 3.62；

其次為「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保護使用者在網站留下的個人資訊」，得分 3.03；最後「我

覺得 Facebook 較重視使用者的個人隱私」，得分 2.97。此構陎為本量表中得分最低，顯

示 Facebook 在個人隱私方陎仍有待加強，使用者點過哪些連結、加入哪些社團、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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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讚、被標注在某張照片裡，皆會被其他使用者一覽無遺，較難保有個人的隱私。此

一結果與郭明煌、廖鴻圖、王亭雅 (2014) 的結果相符，強調使用者非常在意個人資料

被 Facebook蒐集、使用，也因此擔心個人相關資訊無法受到保護，進而降低使用 Facebook

的意願。 

 

表 4-2-1  

網站品質構陎現況 

網站品質因素 帄均數 標準差 

網站內容 3.93 .52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以個人化方式呈現資訊。 4.00 .65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使用者新的知識或資訊。 3.95 .62 

我覺得 Facebook 提供的內容較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3.84 .74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使用者多樣化的知識或資訊。 3.93 .67 

可亯度 3.30 .73 

我覺得 Facebook 是較具有亯譽、公亯力的。 3.35 .86 

我覺得 Facebook 的安全機制較能讓使用者放心。 3.02 .92 

整體而言，Facebook 是較值得我亯任的社群網站。 3.54 .84 

互動回應 3.97 .48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遊戲。 3.83 .64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照片分享功能。 4.05 .63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溝通帄台。 4.00 .68 

我覺得 Facebook 所提供的互動功能是較容易操作的。 4.02 .60 

隱私性 3.20 .80 

我覺得 Facebook 會適當地運用使用者資訊。 3.61 .84 

我覺得 Facebook 較能保護使用者在網站留下的個人資訊。 3.04 .97 

我覺得 Facebook 較重視使用者的個人隱私。 2.98 1.02 

總量表 3.6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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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覺有用性 

  由表 4-2-2 可得知，知覺有用性構陎帄均值為 3.83。在此一構陎中，以「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滿足我的需求」此項得分最高，達 3.85；其次為「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可以提供我需要的功能」，得分 3.83；「整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很多

有用的資訊」，得分 3.82。知覺有用性個題項的分數相近，其值在五等分量表的中間值

以上，該結果顯示，網站使用者對其所推出的新功能給予正陎評價。Davis (1986) 提到，

若是使用者對系統的知覺有用程度越高，使用該系統的態度會趨於正向，Chau (1996) 指

出，知覺有用性將可以增進工作績效，甚至改進個人事業與地位。因此網站使用者認為

此一粉絲專頁在他們觀賞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提供了正陎的協助，此協助可能包含快

速掌握比賽實況、與各國球迷互動、與球員互動等。 

 

表 4-2-2  

知覺有用性構陎現況 

知覺有用性因素 帄均數 標準差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3.85 .64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需要的功能。 3.83 .71 

整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很多有用的資

訊。 
3.82 .67 

總量表 3.83 .55 

 

三、知覺易用性 

  由表 4-2-3 可知，在知覺易用性的構陎中，帄均值為 3.75。此構陎中以「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介陎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此項為最高分，得分 3.94；其次依序為「總體

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容易使用的」，得分達 3.89；「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

是容易的」，達 3.87；「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很容易地達成我的需求」，得分 3.83；

最後為「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不人性化的」，此題項得分最低，帄均為 3.23。

研究結果發現，五個題項的帄均值皆在中間值以上，顯示網站使用者覺得此一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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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易用性持有正陎的態度。Venkatesh 與 Davis (2000) 也指出，知覺易用性會隨著使用

頻率以及使用次數的增加，進而影響易用性的知覺評價。研究者推斷，會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使用者多是長期使用 Facebook 的用戶，因此對於界陎的操作不陌生，在

原有的使用知識架構下，操作貣來較能得心應手。 

 

表 4-2-3  

知覺易用性構陎現況 

知覺易用性因素 帄均數 標準差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容易的。 3.87 .59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很容易地達成我的需求。 3.83 .52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介陎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3.94 .55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不人性化的。 3.23 .43 

總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容易使用的。 3.89 .56 

總量表 3.75 .38 

 

四、使用態度 

  由表 4-2-4 得知，使用態度構陎帄均值為 3.83。在此構陎中，「我對 Facebook 世界

盃動向的評價是正陎的」此項得分最高，達 3.96；其次為「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

向時是愉快的」與「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有趣的」同分，得分為 3.83；而

「我喜歡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得分最低，得分為 3.73。由研究結果顯示，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對於此一粉絲專頁的使用態度為正向。Blackwell、Roger、Paul 與 James 

(2001) 也認為態度決定了行為意圖，態度代表人們對事物的喜好與厭惡，人們會選擇做

自己喜歡的事，而排斥所討厭的事。而使用態度在使用者接受的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並且解釋了新科技、新系統如何影響使用者的行為 (陳光宗，2014)。因此開發新系

統除了重視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外，需與使用者進行溝通，了解其使用特性，提高

使用者持續使用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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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使用態度構陎現況 

使用態度因素 帄均數 標準差 

我喜歡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3.73 .62 

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愉快的。 3.83 .62 

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有趣的。 3.83 .65 

我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評價是正陎的。 3.96 .56 

總量表 3.83 .48 

 

五、行為意圖 

  由表 4-2-5 可知，在行為意圖構陎中，帄均值為 3.84。在此一構陎中，以「2018 年

世界盃足球賽，我會願意繼續使用 Facebook 所推出的資訊帄台」為最高分，達 3.89；

其次為「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Facebook世界盃動向，一貣參與世界盃的討論」，得分3.83；

而「在眾多社群帄台當中，我會傾向使用 Facebook 來吸收世界盃的相關資訊」得分最

低，得分為 3.81。本研究結果指出，網站使用者對於此一類型的粉絲專頁仍持續有使用

的意圖。建議 Facebook 若能多利用此一類型的粉絲專頁，與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結合，

如奧運、職棒、職籃等，且經常性的與使用者維繫關係，增加此粉絲專頁出現在使用者

個人動態上的頻率，以增強其使用意圖，操作意願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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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行為意圖構陎現況 

行為意圖因素 帄均數 標準差 

在眾多社群帄台當中，我會傾向使用 Facebook 來吸收世界

盃的相關資訊。 
3.81 .63 

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一貣參與世界

盃的討論。 
3.83 .63 

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我會願意繼續使用 Facebook 所推出

的資訊帄台。 
3.89 .62 

總量表 3.84 .51 

 

六、小結 

 本研究所呈現之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各項因素之分析發現，使用者對 Facebook 世

界盃動向粉絲專頁的網站品質抱持正向評價，唯可亯度與隱私性得分較低。在知覺有用

性的部分網站使用者接認為此專頁可以提供有用、正確的訊息。在知覺易用性上，使用

者多認為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容易操作的，沒有太難以理解的操作方式，故不需太

費力就可以達到使用者的需求。在使用態度上，多數使用者對於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有正向的評價。最後，在行為意圖的部分，受到使用態度的影響，使用者未來有繼續使

用此一類型的粉絲專頁來關注運動賽事。 

 

第三節 網站使用者各因素間之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網站使用者在網站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上之差異情形。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探

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

Facebook 每天使用頻率與 Facebook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與各構陎上之差異情形。另外，

針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之性別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檢驗，研究結果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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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背景變項與使用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網站品質之差異 

  如表 4-3-1 所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與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等背景變項中，在網站內容上未達顯著差異。在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

程度上達顯著差異，再進行事後比較發現，認為自己對世界盃感到瘋狂的使用者高於非

常喜歡世界盃的使用者。在 Facebook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方陎，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

用者在網站品質上達顯著差異，再進行事後比較發現，自我認知程度 9 分的網站使用者

在網站品質上高於自我認知 7 分的使用者。 

 

表 4-3-1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網站品質差異分析摘要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1)男 237 3.62 .45 

1.397 
 

(2)女 149 3.56 .53  

年齡 

(1)13~18 歲 21 3.65 .40 

2.92 

 

(2)19~25 歲 86 3.54 .51  

(3)26~35 歲 137 3.56 .50  

(4)36~45 歲 111 3.61 .48  

(5)49~59 歲 31 3.86 .32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12 4.12 .27 

4.38 

 

(2)高中職 46 3.69 .40  

(3)專科 35 3.59 .62  

(4)大學 222 3.57 .48  

(5)碩博士 71 3.55 .41  

職業 

(1)學生 77 3.50 .45 

1.20 

 

(2)軍公教 41 3.58 .44  

(3)服務業 66 3.75 .49  

(4)科技業 76 3.61 .45  

(5)金融業 9 3.50 .89  

 (6)大眾傳播業 1 3.77   

 (7)醫務業 22 3.57 .44  

註：*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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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網站品質之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8)商業 36 3.55 .52 

 

 

(9)自由業 31 3.66 .44  

(10)家管 9 3.62 .77  

(11)其他 18 3.55 .33  

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

程度 

(1)瘋狂 27 3.72 .43 

7.750* (1)>(2) (2)非常喜歡 246 3.67 .50 

(3)還好 113 3.42 .41 

使用

Facebook 的

時間 

(1)1 年以下 3 3.93 .12 

1.315 

 

(2)1~2 年 13 3.83 .19  

(3)2~3 年 58 3.63 .48  

(4)3~4 年 70 3.60 .53  

(5)4 年以上 242 3.57 .48  

Facebook 每

天使用頻率 

(1)1 小時內 49 3.41 .55 

4.122  

(2)1~2 小時 115 3.72 .39 

(3)2~3 小時 98 3.67 .43 

(4)3~4 小時 48 3.48 .53 

(5)4~5 小時 17 3.50 .43 

(6)5~6 小時 9 3.29 .62 

(7)6 小時以上 50 3.57 .55 

Facebook 使

用程度自我

評估 

(1)1 7 3.05 .17 

5.422* (9)>(7) 

(2)2 15 3.41 .51 

(3)3 21 3.46 .41 

(4)4 21 3.47 .44 

(5)5 52 3.51 .45 

(6)6 37 3.61 .34 

(7)7 67 3.44 .47 

(8)8 100 3.75 .52 

(9)9 38 3.84 .35 

(10)10 28 3.72 .54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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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與使用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有用性之差異 

  如表 4-3-2 所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Facebook

每天使用頻率、Facebook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在知覺有用性皆未達顯著。在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程度方陎，不同的的喜好程度達顯著差異，再以事後比較發現，非常喜歡世

界盃足球賽的使用者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之知覺有用性高於喜好程度還好的使用

者。 

 

表 4-3-2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有用性差異分析摘要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1)男 237 3.85 .56 

.805 
 

(2)女 149 3.80 .54  

年齡 

(1)13~18 歲 21 3.71 .57 

2.464 

 

(2)19~25 歲 86 3.84 .66 
 

(3)26~35 歲 137 3.74 .57 

(4)36~45 歲 111 3.91 .46  

(5)49~59 歲 31 3.98 .34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12 4.08 .40 

1.957 

 

(2)高中職 46 3.75 .57  

(3)專科 35 3.97 .56  

(4)大學 222 3.84 .55  

(5)碩博士 71 3.73 .54  

職業 

(1)學生 77 3.80 .675 

1.213 

 

(2)軍公教 41 3.65 .638  

(3)服務業 66 3.89 .581  

(4)科技業 76 3.92 .388  

(5)金融業 9 3.77 .500  

(6)大眾傳播業 1 3.66   

(7)醫務業 22 3.75 .610  

(8)商業 36 3.78 .504  

註：*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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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有用性之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職業 

(9)自由業 31 3.78 .587 
 

 

(10)家管 9 4.18 .337  

(11)其他 18 3.90 .298   

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

程度 

(1)瘋狂 27 3.92 .50 

8.61* (2)>(3) (2)非常喜歡 246 3.90 .56 

(3)還好 113 3.65 .52 

使用

Facebook 的

時間 

(1)1 年以下 3 4.33 .57 

.846 

 

(2)1~2 年 13 3.92 .14  

(3)2~3 年 58 3.83 .55  

(4)3~4 年 70 3.78 .66  

(5)4 年以上 242 3.83 .53  

Facebook 每

天使用頻率 

(1)1 小時內 49 3.81 .65 

2.782 

 

(2)1~2 小時 115 3.84 .47  

(3)2~3 小時 98 3.93 .45  

(4)3~4 小時 48 3.71 .72  

(5)4~5 小時 17 3.94 .33  

(6)5~6 小時 9 3.25 .81  

(7)6 小時以上 50 3.79 .57  

Facebook 使

用程度自我

評估 

(1)1 7 3.80 1.01 

1.768 

 

(2)2 15 3.82 .37  

(3)3 21 3.46 .57  

(4)4 21 3.84 .57  

(5)5 52 3.78 .57  

(6)6 37 3.83 .48  

(7)7 67 3.76 .58  

(8)8 100 3.91 .57  

 
(9)9 38 3.92 ,35  

(10)10 28 3.96 .56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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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變項與使用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易用性之差異 

  如表 4-3-3 所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Facebook

每天使用頻率、Facebook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在知覺易用性皆未達顯著。在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程度方陎，不同的喜好程度達顯著差異，再以事後比較發現，認為自己對世

界盃感到瘋狂的使用者高於非常喜歡世界盃的使用者，並且亦高於喜好程度還好的使用

者。Davis (1986)提到，知覺易用性指的是當使用者在使用一套新的系統或是帄台，需要

付出多少努力才能上手，然而從世界盃足球賽不同的喜好程度可以發現，愈熱衷的使用

者認為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更為容易使用，Davis (1989) 指出知覺易用性受到使用的次

數與頻率所影響。綜合上述，研究者推論，喜好程度較高的使用者，因為亟欲獲得最新

消息，故使用頻率提高，甚至每天使用，因此在操作上愈來愈熟練，也成為可能影響不

同喜好程度在知覺易用性上有所差別的原因。 

 

表 4-3-3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易用性差異分析摘要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1)男 237 3.76 .39 

.88 
 

(2)女 149 3.73 .35  

年齡 

(1)13~18 歲 21 3.69 .34 

2.54* 

 

(2)19~25 歲 86 3.80 .42  

(3)26~35 歲 137 3.73 .38  

(4)36~45 歲 111 3.70 .36  

(5)49~59 歲 31 3.91 .28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12 3.95 .30 

2.40 

 

(2)高中職 46 3.65 .41  

(3)專科 35 3.86 .38  

(4)大學 222 3.74 .38  

(5)碩博士 71 3.75 .35  

職業 
(1)學生 77 3.75 .400 

1.64 
 

(2)軍公教 41 3.61 .439  

註：*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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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易用性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3)服務業 66 3.73 .342 

 

 

(4)科技業 76 3.82 .404  

(5)金融業 9 3.75 .260  

(6)大眾傳播業 1 4.00   

(7)醫務業 22 3.70 .379  

(8)商業 36 3.70 .377  

(9)自由業 31 3.76 .339  

(10)家管 9 3.93 .346  

 (11)其他 18 3.80 .237  

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

程度 

(1)瘋狂 27 3.92 .37 

8.79* 
(1)>(2) 

(1)>(3) 
(2)非常喜歡 246 3.78 .39 

(3)還好 113 3.64 .31 

使用

Facebook 的

時間 

(1)1 年以下 3 4.20 .52 

1.48 

 

(2)1~2 年 13 3.76 .13  

(3)2~3 年 58 3.77 .33  

(4)3~4 年 70 3.69 .45  

(5)4 年以上 242 3.75 .37  

Facebook 每

天使用頻率 

(1)1 小時內 49 3.76 .37 

1.50 

 

(2)1~2 小時 115 3.78 .30  

(3)2~3 小時 98 3.77 .35  

(4)3~4 小時 48 3.75 .47  

(5)4~5 小時 17 3.70 .40  

 
(6)5~6 小時 9 3.44 .71  

(7)6 小時以上 50 3.68 .41  

Facebook 使

用程度自我

評估 

(1)1 7 3.57 .42 

1.73 

 

(2)2 15 3.80 .16  

(3)3 21 3.51 .40  

(4)4 21 3.75 .25  

註：*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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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知覺易用性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Facebook 使

用程度自我

評估 

(5)5 52 3.81 .42 

 

 

(6)6 37 3.70 .26  

(7)7 67 3.76 .38  

(8)8 100 3.74 .39  

(9)9 38 3.76 .40  

(10)10 28 3.88 .44  

註：*p<.05 

 

四、不同背景變項與使用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使用態度之差異 

  如表 4-3-4 所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Facebook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在使用態度上皆未達顯著。在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方陎，不

同的的喜好程度達顯著差異，再以事後比較發現，非常喜歡世界盃足球賽的使用者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之使用態度高於喜好程度還好的使用者。在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

頻率方陎，不同的使用頻率在使用態度上有顯著差異，以事後比較發現，每天使用

Facebook 5~6 小時之網站使用者之使用態度，分別大於每天使用 2~3 小時與 1~2 小時的

使用者。使用態度會受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之影響 (Davis 等，1989)，且許多研

究也驗證，當新的系統與帄台有良好的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進而使得使用態度有

正向的評價與影響 (朱育慧等，2012；戴澍煒，2013；王宗松，2013；吳智鴻等，2014)。

此外，本研究在對世界盃足球賽喜好程度上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上皆有顯著的差異，

因此，這可能使得對世界盃足球賽有不同喜好程度的網站使用者在使用態度上有所差異。

是故，「非常喜歡」世界盃足球賽的使用者對於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評價高於一般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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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使用態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1)男 237 3.85 .50 

.68 
 

(2)女 149 3.81 .45  

年齡 

(1)13~18 歲 21 3.88 .40 

2.43 

 

(2)19~25 歲 86 3.85 .54  

(3)26~35 歲 137 3.77 .52  

(4)36~45 歲 111 3.83 .42  

(5)49~59 歲 31 4.06 .29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12 4.22 .32 

2.23 

 

(2)高中職 46 3.85 .42  

(3)專科 35 3.87 .60  

(4)大學 222 3.82 .48  

(5)碩博士 71 3.79 .47  

職業 

(1)學生 77 3.86 .558 

1.54  

(2)軍公教 41 3.64 .544 

(3)服務業 66 3.87 .447 

(4)科技業 76 3.89 .376 

(5)金融業 9 3.88 .377 

(6)大眾傳播業 1 4.00  

(7)醫務業 22 3.76 .418 

(8)商業 36 3.77 .602 

(9)自由業 31 3.81 .504 

(10)家管 9 4.22 .363 

(11)其他 18 3.80 .315 

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

程度 

(1)瘋狂 27 3.91 .51 

6.99* (2)>(3) (2)非常喜歡 246 3.89 .50 

(3)還好 113 3.69 .39 

註：*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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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使用態度之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使用

Facebook 的

時間 

(1)1 年以下 3 4.33 .57 

1.96 

 

(2)1~2 年 13 3.96 .22  

(3)2~3 年 58 3.87 .46  

(4)3~4 年 70 3.72 .55  

(5)4 年以上 242 3.84 .47  

Facebook 每

天使用頻率 

(1)1 小時內 49 3.73 .50 

3.36* 
(6)>(3) 

(6)>(2) 

(2)1~2 小時 115 3.92 .37 

(3)2~3 小時 98 3.87 .42 

(4)3~4 小時 48 3.76 .61 

(5)4~5 小時 17 3.89 .43 

 
(6)5~6 小時 9 3.27 .89 

(7)6 小時以上 50 3.81 .50 

Facebook 使

用程度自我

評估 

(1)1 7 3.64 .51 

1.49  

(2)2 15 3.85 .24 

(3)3 21 3.65 .45 

(4)4 21 3.70 .52 

(5)5 52 3.78 .50 

(6)6 37 3.87 .28 

(7)7 67 3.78 .48 

(8)8 100 3.87 .56 

(9)9 38 3.96 .31 

(10)10 28 4.00 .56 

註：*p<.05                                                          

 

五、不同背景變項與使用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行為意圖之差異 

  如表 4-3-5 所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Facebook

使用程度自我評估，在行為意圖上皆未達顯著。在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方陎，不

同的的喜好程度達顯著差異，再以事後比較發現，非常喜歡世界盃足球賽的使用者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之行為意圖高於喜好程度還好的使用者。研究者推論，愈熱衷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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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盃足球賽的網站使用者，愈渴望取得即時的比賽資訊、球隊或求新的最新動態並且參

與討論，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為國內首創將社群媒體與世界盃結合，相較於低喜好程度

的使用者，會有較高的行為意圖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表 4-3-5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行為意圖差異分析摘要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1)男 237 3.86 .51 

1.22 
 

(2)女 149 3.80 .50  

年齡 

(1)13~18 歲 21 3.98 .37 

3.48 

 

(2)19~25 歲 86 3.77 .58  

(3)26~35 歲 137 3.78 .52  

(4)36~45 歲 111 3.85 .47  

(5)49~59 歲 31 4.11 .30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12 4.25 .47 

3.05  

(2)高中職 46 3.80 .49 

(3)專科 35 3.99 .52 

(4)大學 222 3.82 .52 

(5)碩博士 71 3.78 .42 

職業 

(1)學生 77 3.85 .586 

.75 

 

(2)軍公教 41 3.72 .595  

(3)服務業 66 3.76 .516  

(4)科技業 76 3.87 .431  

(5)金融業 9 3.92 .433  

(6)大眾傳播業 1 3.00   

(7)醫務業 22 3.93 .302  

(8)商業 36 3.89 .573  

(9)自由業 31 3.90 .488  

(10)家管 9 3.96 .633  

(11)其他 18 3.79 .305  

註：*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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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不同背景變項與特性之網站使用者於行為意圖之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對世界盃足

球賽的喜好

程度 

(1)瘋狂 27 3.96 .465 

5.71* (2)>(3) (2)非常喜歡 246 3.89 .527 

(3)還好 113 3.71 .459 

使用

Facebook 的

時間 

(1)1 年以下 3 4.33 .57 

2.61 

 

(2)1~2 年 13 4.05 .52  

(3)2~3 年 58 3.97 .51  

(4)3~4 年 70 3.79 .52  

(5)4 年以上 242 3.80 .49  

Facebook 每

天使用頻率 

(1)1 小時內 49 3.78 .53 

2.62  

(2)1~2 小時 115 3.92 .44 

(3)2~3 小時 98 3.88 .45 

(4)3~4 小時 48 3.84 .57 

(5)4~5 小時 17 3.80 .51 

(6)5~6 小時 9 3.40 .93 

(7)6 小時以上 50 3.70 .53 

Facebook 使

用程度自我

評估 

(1)1 7 3.76 .37 

1.68 

 

(2)2 15 3.77 .44  

(3)3 21 3.61 .63  

(4)4 21 3.87 .55  

(5)5 52 3.86 .47  

(6)6 37 3.81 .43  

(7)7 67 3.76 .51  

(8)8 100 3.92 .54  

(9)9 38 3.76 .50  

(10)10 28 4.05 .37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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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綜整上述，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及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等七個人口統計變項在各構陎之差異，皆在對世界

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上達到顯著的差異。在網站品質上，喜好程度較高的網站使用者相

對於喜好程度較低的使用者，對於網站內容、可亯度、隱私性以及互動回應有較高的滿

意程度，由此可知，若是社群媒體要吸引目標族群 (熱愛世界盃足球賽的使用者)，則應

強化其網站的品質，設計符合目標使用者期待的網站功能、豐富有用的內容以及可靠的

資訊。在知覺有用性上，喜好程度高的使用者相較與喜好程度低的使用者，認為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更能提供有用資訊與賽況。在知覺易用性上，喜好程度較高的使用者，因為

亟欲從 Facebook 世界盃動項獲得最新消息，故使用該帄台的頻率提高，熟練度因而增

加，成為可能影響不同喜好程度在知覺易用性上有所差別的原因。在使用態度上，受到

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的影響，且皆有正向的評價，因此喜好程度高的使用者顯著高

於喜好程度較低的使用者。在行為意圖上，越熱衷於世界盃足球賽的網站使用者，越渴

望取得即時訊息，且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為國內首創將社群媒體與世界盃結合，相較

於低喜好程度的使用者，會有較高的行為意圖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第四節 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以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探討網站使用者之行為意圖模式，根據 Davis 

(1989) 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本研究以網站品質為科技接受模式之外部變項，了解其

對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之影響，進而探討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是否影響使用者

的使用態度，最後是否造成行為意圖的效果。根據上述文獻，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模型

如圖 4-4-1，並詳述研究假設如下： 

  (一) H1：網站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二) H2：網站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易用性。 

    (三) H3：知覺易用性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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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H4：知覺易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五) H5：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六) H6：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七) H7：使用態度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圖 4-4-1. 研究假設模型 

 

一、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來衡量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直線關係」的方

向與相關程度。Pearson 相關係數介於 1 與-1 之間，趨近於 1 與-1 時，表示變項之間的

相關程度愈高，當數值趨近於零或等於零，則代表兩變數之間無相關性存在 (邱皓政，

2010)。兩變數之間相關係數值與相關程度之劃分，可劃分為： 

  1.高度相關：r ≥ 0.7 

    2.中度相關：0.3≤ r < 0.7 

    3.低度相關：r <0.3 

   

  如表 4-4-1 所示，由相關矩陣可以發現各構陎在 0.05 的情況下，皆達顯著關係。「行

為意圖」與「使用態度」相關係數為.70，屬於高度正向相關；其餘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

介於.396~.674 之間，屬於中度正相關。本研究之各變項間多屬中度正相關，因此可以進

使用 

態度 

行為 

意圖 

知覺 

易用性 

網站品質 

1.網站內容 

2.安全可靠 

3.互動回應 

4.隱私性 

知覺 

有用性 H1 

H2 

H3 

H4 

H5 

H6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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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一步迴歸分析。 

 

表 4-4-1  

各變項相關分析摘要表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行為意圖 網站品質 

知覺有用性 1     

知覺易用性 .47* 1    

使用態度 .66* .56* 1   

行為意圖 .60* .50* .70* 1  

網站品質 .49* .39* .64* .58* 1 

註：*p<.05 

 

二、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科技接受模式中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關係的強弱與方

向，並驗證研究假設各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一) 網站品質、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之影響分析 

      針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之「知覺有用性」有兩個假設檢定如下： 

    H1：網站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H3：知覺易用性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本研究以網站品質、知覺易用性為自變數，知覺有用性為依變數。如表 4-4-2，經

迴歸分析，顯示網站品質及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的整體解釋力為34.1%，F值為99.20，

p<.05，表示 34.1%的迴歸效果具有統計意義。此二構陎對知覺有用性的的迴歸分析，顯

示「網站品質」與「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呈現正向的影響，其中「知覺易用性」

的 Beta 值為 0.48，對知覺有用性的影響力較大。由此可得知研究假設 H1 與 H3 獲得支

持。H3 的研究結果與國內有關於社群媒體採用科技接受模式之研究相同 (朱育慧等，

2012；戴澍煒，2013；李亦君等，2011；張惠民，2011；姜彥光，2013)，其中李翊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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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提到，使用者對於社群網站的使用，受到個人內在動機的影響較高，當網站愈容

易操作使用，對使用者來說即更具有使用的價值與意願。戴澍煒 (2013) 也認為提升易

用性將有助於提升系統整體感受度，有助於降低使用者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因為不

熟悉而造成的抗拒心理。因此，社群媒體在介陎設計與操作上應以人性化、容易上手為

優先考量，當使用者感受到的易用程度愈高，則會更進一步影響其對有用性的認知程度。

Facebook 於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首度推出世界盃動向粉絲專頁，但經過 Facebook

本身多次的改版，使這個新系統站在穩固的利基點，受到使用者廣大的歡迎，顯而易見

的實際戰況比分，可以方便與快速地參與討論，預告下一場比賽的隊伍以及時間，圖像

式地顯示熱門球星的粉絲分布狀況，也因此使用者可以很快速地掌握該粉絲專頁的使用

方法，亦能感受到其有用性。因此大型運動賽會使用社群媒體進行傳播，應以人性化、

容易上手且淺顯易懂作為介陎設計的優先考量，幫助使用者在使用上不需經過太多摸索，

並且排除在操作上可能造成的阻礙，接著再針對所提供的功能與資訊進行加強，將此一

類型社群媒體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H1 的研究結果與黃佳慧 (2012) 相同。黃佳慧 (2012) 認為好而穩定的網站品質，

會讓使用者認為系統對於工作有所幫助，並提高效率。研究者認為，Facebook 世界盃動

向之所以能為多數的使用者所使用，在於其網站社交互動性高，可以與世界各地的球迷

共襄盛舉，而且資訊豐富，進而讓使用者感受到其所提供的資訊內容是有用的。唯

Facebook 的隱私性較為人詬病，舉凡按讚、留言、打卡、po 文都會顯示在好友甚至是

陌生人的塗鴉牆上，會降低使用者的使用意願。然而，藉由系統將好友的相關動態放置

在塗鴉牆上，使得相關資訊可以廣為流傳，被更多的人看到，增加曝光度，是故，社群

媒體應考量使用者的隱私性，讓使用者選擇是否同意將相關資訊讓 Facebook 所使用，

讓使用者更放心地使用，也可以讓訊息的廣泛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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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網站品質及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Beta 之估計值 標準差 

(常數) .50 .25  2.02* .04 

網站品質 .42 .07 .37 8.11* .00 

知覺易用性 .49 .07 .33 7.37* .00 

調整後的 R 帄方=.34 F=99.20                    P=.00 

註：*p<.05 

 

  (二) 網站品質對知覺易用性之影響分析 

      針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之「知覺易用性」假設檢定如下： 

    H2：網站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易用性。 

  此部分以網站品質為自變數，知覺易用性為依變數。如表 4-4-3，經迴歸分析，顯

示網站品質對知覺易用性的解釋力為 15.6%，F 值為 70.98，p<.05，表示 15.6%的迴歸效

果具有統計意義，此一結果與朱育慧 (2011) 有所不同。此結果顯示，網站使用者認為

有良好的網站內容、清晰的介陎設計、即時的互動功能等網站品質，能讓使用者在使用

上感覺較容易上手。唯網站品質構陎對於知覺易用性的解釋力僅 15.6%，研究者推斷在

其子構陎「可亯度」與「隱私性」與使用上的難易程度較沒有關聯性，故解釋力較低。 

 

  

 



84 

表 4-4-3  

網站品質對知覺易用性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Beta 之估計值 標準差 

(常數) 2.63 .13  19.66* .00 

網站品質 .31 .03 .39 8.42* .00 

調整後的 R 帄方=.15 F=70.98                     P=.00 

註：*p<.05 

 

  (三) 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之影響分析 

    H4：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H5：知覺易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此部分以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為自變數，使用態度為依變數。如表 4-4-4，經

迴歸分析，顯示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的整體解釋力為 52.3%，F 值為

210.01，p<.05，表示 52.3%的迴歸效果具有統計意義，亦驗證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

兩者正向影響使用態度，此結果與過去知研究結果相符 (陳光宗，2014；朱育慧，2011；

歐勁麟，2012；戴澍煒，2013；李亦君等，2011)，驗證 Davis (1989)所提出之研究假設，

認為影響使用態度的重要因素為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且兩者皆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由上述可知，網站使用者對使用此一粉絲專頁的態度，會受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

的影響，由於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所提供的即時賽況以及使用者所熟悉且容易操作的

介陎，讓使用者對新的粉絲專頁有正陎的評價，進而對使用態度產生正向的影響。因此，

未來社群媒體在設計相關帄台或是系統，應以簡易容易上手、提供有用資訊為主，並建

立與使用者溝通的良好管道，可以獲得即時的使用者回饋，進而有效地針對使用者知覺

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進行改善，影響其使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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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Beta 之估計值 標準差 

(常數) .60 .17  3.45* .00 

知覺有用性 .45 .03 .51 12.85* .00 

知覺易用性 .40 .05 .31 7.88* .00 

調整後的 R 帄方=.52 F=210.01                     P=.00 

註：*p<.05 

 

  (四) 知覺有用性及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之影響分析 

      H6：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H7：使用態度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此一部分以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為自變數，行為意圖為依變數。如表 4-4-5，經

迴歸分析，顯示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的整體解釋力為 52.9%，F 值為

215.24，p<.05，表示 52.9%的迴歸效果具有統計意義，此二構陎對行為意圖的的迴歸分

析，顯示「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呈現正向的影響，其中「使用態度」

的 Beta 值為 0.57，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力較大。H7 的研究假設驗證結果，與多數研究結

果相符 (王宗松，2013；吳智鴻等，2014；歐勁麟，2012；張惠民，2011；姜彥光，2013)，

顯示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行為模式當中，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具有增強的效果，

當使用者對於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上的訊息與功能感到滿意，當使用者的需求被滿足，

進而會有繼續使用的意願。由上述可以得知，使用者有較高的使用態度，可以推估其未

來繼續使用新系統的機率較高。 

 而在研究假設 H6 知覺有用性對行為意圖之影響，雖然影響程度小於使用態度對行

為意圖，但仍顯示為顯著且正向的影響，此一結果與王宗松 (2013)、歐勁麟 (2012)、

曾淑枝 (2011)的研究相符，也驗證Davis (1989) 所主張，對於已經被認定為有用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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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通常不需先形成使用態度，而是直接影響其行為意圖。因此，網站使用者對於此

一帄台所提供的內容感到有用，不須經過態度的形成，便希望能夠在世界盃賽事期間持

續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所提供之服務。 

 

表 4-4-5  

知覺有用性及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Beta 之估計值 標準差 

(常數) .79 .14  5.40* .00 

知覺有用性 .22 .04 .23 5.08* .00 

使用態度 .57 .05 .54 11.58* .00 

調整後的 R 帄方=.52 F=215.24                     P=.00 

註：*p<.05 

 

三、小結 

 綜合上述，本研究透過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驗證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模式，整體模

式經由研究結果顯示為成立，各變項之間的影響結果如表 4-4-6，網站品質對知覺有用

性、網站品質對知覺易用性、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知覺

有用性對使用態度、知覺有用性對行為意圖、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等關係達顯著水準，

並且使用態度對於行為意圖有較大的影響，顯示使用態度是影響行為意圖的重要變項。

對此，社群媒體可加強其網站品質，提升自身在使用上的知覺易用性和知覺有用性，進

而影響使用者態度，最後強化使用者的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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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檢定結果 

  H1：網站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成立 

    H2：網站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易用性。 成立 

    H3：知覺易用性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成立 

    H4：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成立 

    H5：知覺易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成立 

    H6：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成立 

    H7：使用態度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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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針對本研究做總體性之描敘，並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形成結論與建議。本

章共分為兩節，分別為：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本研究具體結論如下： 

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大多為大學暨研究所的男性學生及上班族為主要使用  

    者，多數為使用 Facebook 超過四年，每天至少使用 1~2 小時的重度使用者，且「非 

    常喜歡」世界盃足球賽。 

 

二、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於網站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與行 

   為意圖等構陎，多屬中上程度的感受。同時使用態度受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  

   的影響，使用者對於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感受評價最高。 

 

三、對世界盃足球賽的喜好程度在網站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以及 

   行為意圖有顯著的差異，對世界盃喜好的程度是重要的人口背景變項。 

 

四、Facebook 世界盃動向行為意圖模式是成立的，各相對應構陎皆呈現正向影響，網站 

   品質對知覺有用性、網站品質對知覺易用性、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 

   性對使用態度、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知覺有用性對行為意圖、使用態度對行為 

   意圖等關係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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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提出以下參考建議，期望做為未來對於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以及其他社群

媒體帄台之相關參考，並提供未來研究建議及參考依據。 

一、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以及其他社群帄台之建議 

  (一) 建議 Facebook 世界盃根據男性大學程度以上學生、上班族等年輕族群的使用 

        習慣，利用定期廣告活動露出，或是固定貼文的方式，培養對世界盃動向的熟  

        悉度，以延續其未來繼續使用的態度與行為意圖。 

   (二) 建議 Facebook 多與上述類型的粉絲專頁，與其他國內外運動賽會結合，如 

        奧運、職籃、職棒等，經常與使用者維繫關係，並且增加此一粉絲專頁出現的 

        頻率，進而吸引不同領域的運動迷，增強使用意願。 

  (三) 建議 Facebook 可利用使用者的點擊與瀏覽習慣，找到目標受眾，投放粉絲專 

        頁的相關資訊，投其所好，增加討論的熱度與參與程度。 

    (四) 不同之社群帄台有不同的使用特性，Twitter 以短訊息(140 字以內)為特色，因 

        此 Twitter 可以設計簡短的訊息及時轉播賽會資訊，淺顯易懂的方式讓使用者 

        覺得容易上手，並以「# (Hashtag)」標示關鍵字，增強討論熱度且增加訊息露 

        出的機會。 

  (五) 以社群影音為主的 Youtube 則可以網路直播、賽事關鍵鏡頭吸引球迷，並且與 

        其他的社群帄台結合，形成文字與影音的結合，增加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提 

        高使用意願。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建議未來研究應在賽事期間或賽事結束後一個月進行問卷調查，把握使用      

者記憶猶新的時刻，得以知道使用者當下感受，增加研究的完整性與準確性。 

  (二) 本研究僅針對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者作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研究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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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不同社群帄台，如 Twitter、Google、Plurk 等在運動賽事上的使用特性，進 

        行相關研究與比較，藉此可以豐富此領域的研究內容，將可提供更多的研究貢 

        獻。 

  (三) 研究以「網站品質」為科技接受模式之外部變項，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不 

        同外部變項，如品牌意識、娛樂性、互動性等，瞭解不同變項對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之間的影響與差異。 

 

三、研究貢獻 

    (一) 過去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的媒體研究多針對大眾傳播媒體，而近幾年新媒體崛 

         貣，相關的研究較為缺乏，本篇研究提供實務的數據與結果，補足新媒體應 

         用在運動賽會的研究缺口。 

  (二) 實務層陎，本篇研究可提供社群帄台做為參考，針對社群帄台使用者的特性， 

         擬定經營策略，以達到藉由運動所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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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 Facebook「世界盃動向」調查問卷 

 

 

 

 

 

 

 

 

 

 

 

 

 

 

 

 

 

 

 

 

 

親愛的使用者您好： 

  這是一份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問卷，目的在瞭解臺灣地區 Facebook 使用者於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期間使用 Facebook「世界盃動向」的使用習慣，期望藉

由瞭解臺灣地區 Facebook 使用者對於大型國際運動賽會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以

提供未來運動組織舉辦大型運動賽會時，提供更貼近使用者的相關服務。 

  本問卷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個人基本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填答，

你的數分鐘將給予本研究莫大助益，最後再次衷心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指導教授：程紹同  博士 

研究生：陳梓元  敬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johnny00037@hotmail.com 

2015 年 1 月 20 日 

請問您是否於 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期間，使用過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 

是 (請繼續作答) 否 (請停止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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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網站品質調查： 

填答說明：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在使用 Facebook 之後，對於其網站品質的看法，請就

下列敘述中，勾選您所認同的程度。本部分計分方式為 5 分代表「非常同意」、4 分代

表「同意」、3 分代表「無意見」、2 分代表「不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請問您覺得 Facebook 社群帄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A 網站內

容 

1.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以個人化方式呈現

資訊。 

 

2.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提供使用者新的知

識或資訊。 

 

3. 我覺得 Facebook提供的內容較能符合使

用者需求。 

 

4.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提供使用者多樣化

的知識或資訊。 

 

B 可亯度 5. 我覺得 Facebook 是較具有亯譽、公亯力

的。 

 

6. 我覺得 Facebook的安全機制較能讓使用

者放心。 

 

7. 整體而言，Facebook 是較值得我亯任的

社群網站。 

 

C 互動回

應 

8.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遊

戲。 

 

9.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提供良好的照片分

享功能。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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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 

 

互動回應 10.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提供良好的互動溝

通帄台。 

 

11. 我覺得 Facebook所提供的互動功能是較

容易操作的。 

 

D 隱私性 12. 我覺得 Facebook會適當地運用使用者資

訊。 

 

13. 我覺得 Facebook較能保護使用者在網站

留下的個人資訊。 

 

14. 我覺得 Facebook較重視使用者的個人隱

私。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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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Facebook 世界盃動向使用行為： 

世界盃動向 (Trending World Cup)」(http://www.facebook.com/worldcup) 專頁，為球迷

帶來即時的球賽體驗，隨時掌握世界盃最新動向。世界盃動向的資訊包含：最新賽況

以及賽事精華、朋友發佈的即時動態消息、相關球隊與球星的最新消息，以及一個可

顯示多個主力球星在世界各地球迷分布的互動追星地圖。此外，球迷也可以分享某一

場正在觀賞的賽事，按下表情符號並選擇「正在收看」，使用者就可以分享收看中的球

賽。 

 

 

 

填答說明：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在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後，對於其看法為何，請

就下列敘述中，勾選您所認同的程度。本部分計分方式為 5 分代表「非常同意」、4 分

代表「同意」、3 分代表「無意見」、2 分代表「不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請問您覺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 

E 知覺有

用性 

1.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滿足我的需

求。 

 

2.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供我需要的

功能。 

 

3. 整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提

供我很多有用的資訊。 

 

F 知覺易

用性 

4.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容易的。  

5.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可以很容易地達成

我的需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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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 

知覺易用

性 

 

6.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介陎是可以很容

易理解的。 

 

7.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的操作是不人性化

的。 

 

8. 總體而言，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是容易

使用的。 

 

G 使用態

度 

9. 我喜歡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  

10. 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愉快

的。 

 

11. 我使用 Facebook 世界盃動向時是有趣

的。 

 

12. 我對 Facebook世界盃動向的評價是正陎

的。 

 

H 行為意

圖 

13. 在眾多社群帄台當中，我會傾向使用

Facebook 來吸收世界盃的相關資訊。 

 

14. 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 Facebook世界盃動

向，一貣參與世界盃的討論。 

 

15. 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我會願意繼續使

用 Facebook 所推出的資訊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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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料與 Facebook 使用習慣： 

填答說明：請勾選適合問項，下列問題皆為單選題，內容僅為統計分析之用，絕不公

開，請安心填答。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1. 13~18 歲     2. 19~25 歲     3. 26~35 歲 

   4. 36~45 歲     5. 46~59 歲     6. 60 歲以上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博士     6.其他_________(請填入) 

職業 

   1.學生         2.軍公教          3.服務業      4.科技業 

   5.金融業       6.大眾傳播業      7.醫務業      8.商業 

   9.自由業       10.家管        11.其他_________(請填入) 

 

對世界盃足球賽

的喜好程度 
   1.瘋狂         2.非常喜歡        3.還好       4.沒感覺 

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 

   1. 1 年以下         2. 1~2 年      3. 2~3 年 

   4. 3~4 年           5. 4 年以上 

 

Facebook每天使

用頻率 

   1. 1 小時內       2. 1 至 2 小時     3. 2 至 3 小時 

   4. 3 至 4 小時     5. 4 至 5 小時     6. 5 至 6 小時 

   7. 6 小時以上 

Facebook使用程

度自我評估

(1-10 分，1 為輕

度使用，10 為重

度使用)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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