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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論為基礎，探討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態

度、認知、環境對行為意圖及應用行為之影響，同時，探討壓力、激勵因子對數

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之干擾。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的「數位科技應用量

表」為研究工其，以高雄縣、市及屏東縣、三縣、市之大學生為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

共獲得有效問卷 409 份，所得資料進行結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獲得下列結

果:

一、本研究建構之科技應用行為模式整體過配指標良好，且其有良好之解釋力，

而模式中認知、態度、環境、行為意圖、行為各潛在變項路徑皆存在顯著正相

關，行為主要受到行為意圖所影響，而行為意圖受環境影響最大，其次為認知

及態度。

二、本研究經由高激勵與低激勵或高壓力與低壓力之多群組模式分析，發現雖然

各群組中，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皆有顯著影響，然而高、低激勵兩群組或

高、低壓力兩群組模式，並無差異，亦即激勵與壓力干擾作用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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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ference of stress and motivation to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odel.

Questionnaire survey approach was adopted to develop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college students 企om

Kaohsiung city, Kaohsiung county, and Pingtung county.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administered for collecting 409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ith AMOS 17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1) 也e model's goodness fitting is fine with good explanation

power. Additionally, the paths of cognition, attitude, environment,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ll behavioral latent valuabl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at is,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a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most, secondly by cognition and attitude, and (2)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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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show 由at behavioral intention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mong all group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dels of the high motivation and low motivation groups or high s甘ess and

low stress groups, indicating the interference of motivation and of s甘ess are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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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綺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科技的蓬勃發展，人類生活型態由傳統生活模式，逐漸轉為數位行動的

生活型態。數位科技的多功能發展，網際網路成為資訊、娛樂與溝通的平台。行

動商務、線上遊戲、虛擬商店等各種新興數位科技的應用，儼然成為現代人類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數位科技的應用日益普遍，影響人類數位科技應用的因素

也越趨複雜。如果能深入探討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或許有助於提升數位科技

之應用。

回顧有關人類行為研究中，以理性行為理論 (the。可 ofreasoned action ;TRA) 、

計畫行為理論 (the。可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強調人類的態度、主觀規範或知

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及行為之影響 (Ajz凹， 1991 ; Fishbein & Ajzen,1975) ;而在

針對科技應用行為研究中，則以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必1)

為主，強調態度透過行為意圖影響行為 (Davis ， 1989) 。然而，數位科技進展神述，

促使社會產生多元變化，科技應用行為因而改變，人類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與環境

之間有諸多互動影響。因此，結合社會認知論(social cognitive the。可;SCT) 的行為

觀點，主張個體的認知及環境也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林單滴譯， 1995 ; Bandura,

1986; Davis & Luthans, 1980) 。此外，部份實證研究發現當個人應用數位科技時，

會因壓力、激勵因素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對應用行為之影響(汪明生、陳正料、

林錦郎， 2005; ，林少龍， 2006 ;蔡段通， 2008 ; Belfield & Marsden, 2003 ; Kember,

Hong & Ho, 2008 )。

基於上述相關之行為研究，多數以單一理論來研究行為棋式，缺乏整合性的

理論依據，以及深入研究對行為的干擾因素。鑒於此，本研究根據科技接受模式

( Davis,1989)與社會認知論 (Bandura ， 1986) 為跨理論途徑，嘗試從現有文獻回

顧，建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以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應用行為的影響為

核心，探討若干對行為意圖影響的相關因素，同時探討干擾行為模式之因素。期

望本研究所得結果，可作為進一步驗證人們應用數位科技的行為之基礎。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認知、態度、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影響。

(二)探討激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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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TAM) 與社會認知 (SCT) 跨理論為基礎，據以推

衍研究的概念，並選擇研究變項。科技接受模式是以理性行為理論( TRA) 為基

礎，主要探討影響個人科技行為模式的因素為何，研究重點為人的行為受意圖所

影響，有意圖才會產生行為，因此，研究眾焦在暸解哪些因素會影響人的意圖，

屬於個人、心理認知層次，用於解釋或預測有關科技的行為。該理論主張個人行

為是以個人的知覺作為基礎，認為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 PU) 及知覺

易用( perceived ease of use ; PEU) 兩項信念會影響個人的態度，進而影響行為意

圖 (Davis， 1989; Davis,Bagozzi,&Warshaw, 1989; Djamasbi,Strong, & Dishaw, 2010) 。

然而人的科技應用行為也深受社會及個人認知影響，社會認知論(SCT) 主張環境、

個人認知及行為三者產生交互影響(林單渴譯， 1995 ; Bandura, 1986; Davis &

Luthans, 1980) 。該理論提出三角互動觀點，以個人(person) 、行為 (behavior)及

環境( environment) 三者持續相互影響關條來解釋人類認知互動的學習過程。其

中，在個人構面強調人的認知能力、生理特徵、信念與態度，因此，人經由直接

或替代性的經驗累積知識，而觀察學習他人行為可獲得大量、整合的行為模式，

人類的動機或行為也深受個人先見(認知)所影響，亦即人類在決定是否進行某

行為時，會先評估自己是否能夠做到，與從事該行為的可能後果，再決定是否實

行該項行為 (Bandura， 1986) 。

有關人類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綜合上述相關文獻可從兩方面來分析其行為的

形成:第一為個人的認知、態度、環境三者問彼此相關，且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

與行為，第二為激勵或壓力因素會干擾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行為的影響，如圖 1

所示。若個人對該行為的認知越高、態度愈正面、環境配合度越高，則個人行為

意圖將愈強，個人出現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越多，然而當行為意圖或行為表現受

到壓力或激勵的干擾時，則個人的行為意圖或行為將因其影響而有降低或升高的

趨勢。本研究依據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提出下列兩項理論假設。

一、認知、態度、環境的提高會增加個人的行為意圖反行為

個人對該行為的認知越高、態度愈正面、環境配合度越高，貝IJ個人行為意圖

將愈強，個人出現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越多，因此，個人的認知、態度、環境會

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並透過行為意圖進而影響個人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社會認知論強調認知對人類學習的重要及其決定行為日守所扮演的角色，認知

能力可決定認知方向，將外界所發生的事物經由語言或想像的方式表達出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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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導其行為(宋大雍， 1983 ;廖克玲， 1982) 。對數位科技應用而言，應用者除

需其備應用數位科技知識外，還需自我能力的認知，亦即個人評估完成某項行為

所需能力的認知，因此，認知會經由行為意圖影響科技應用行為，可做為解釋行

為意圖或科技應用行為的預測變項(余泰魁， 2006 ;李顯儀、吳幸生臣、王元章，

2006 ;游光昭、蔡福興， 2004 ;蕭志同、廖宛瑜、陳建文， 2006 ; Bandura,1986 ;

Lee ,1983) ，根據上述提出研究假設1 。

從訊息處理角度而言，態度形成是個人對某一行為結果的信念及其對行為評

價的連結(Fishbein & Ajzen,1975 ) ，理性行動理論與計畫行為理論皆強調源自於個

人內在本身對某項行為的態度會影響個人是否從事某種行為 (Ajz凹， 1991 ; Fishbein

& Ajzen， 1975) 。以數位科技應用而言，個人對數位科技行為抱持態度越正面時，

則他從事該行為意圖就會越高，反之，當個人對於該行為態度愈負向，則行為意

圖愈低。換言之，行為的態度與行為意圖的發生有直接關餘，國內外多項實證研

究發現態度愈正向，行為意圖愈強(吳盛、林東清， 2007 ;吳忠宏、蘇珮玲， 2005 ;

許菁芬、賴香如， 2007 ;許義忠、余泰魁， 2006 ; Lau & Woods, 2008) ，根據上述

提出假設2 。

個人行為除受到自我內在因素(如認知、態度)之影響外，亦會受個人所接

觸環境所影響，而此環境涵蓋社會群體及物理環境。個人從事數位科技應用的原

因，受重要關條人影響，重要關條人的參與使其行為意圖被強化，因而導致行為

產生，這些社會群體力量主要是來自於重要關條人是否認同他的行為，比重要關

條人色含:同儕、長輩或專業人士。此外，個人在考慮是否應用某項數位科技產

品時，物理環境也十分重要，除考慮個人認知能力是否足以應付外，同時必須考

慮其所處的物理環境是否有足夠的設備與資源提供數位科技應用所需。國內外多

位學者研究，亦有相關發現，環境會影響其行為意圖，且透過行為意圖會影響個

體數位科技應用的行為(林明瑞、陳柏言，2007; :郭淑珍、丁志音，2008 ;葉國

樑、黃禎貞、陳佩英，2005 ; Annat帥， Holt ,& Rice, 2003 ) ，根據上述提出假設 3 。

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而言，個人對於某特定數位科技產品應用的意圖越強

烈，就表示其應用該數位科技產品的行為可能性越高。行為意圖可視為個人欲從

事某特定行為的主觀機率 (Fishbein & Ajzen,1975) ，亦即個人想要從事某項行為的

傾向程度。因此，提升行為意圖會使個人更願意努力嘗試、付出心力去實現該行

為。國內外多位學者研究發現，行為意圖是決定行為的重要因素，亦即當個人對

應用數位科技的意圖越強，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越高(~子泰魁，2005 ;張玲星，

2006 ;鍾志強， 2008 ; Teo, 2009) ，根據上述提出假設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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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勵、壓力的提高會干擾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行為的影響

當行為意圖或行為表現受到壓力或激勵干擾峙，則個人的行為意圖或行為將

因其影響而有降低或升高的趨勢。當個人行為受到壓力後，會對壓力所產生的負

面影響進行緩解作用，使身心得以舒緩維持平衡，對多數人而言，壓力會干擾其

行為，長期在壓力情境下，其工作行為表現將降低(沈映伶、廖瑞銘， 2007 ;陳

建丞， 2008 ; Cohen, 1980) ，壓力主要來自個人內在壓力及外在壓力，內在壓力意

指個人內在倫理道德的限制，外在壓力主要來自周圍團體對個人行為產生的社會

規範。此外，激勵因素也會干擾其行為，激勵因素之存在多數會帶給個人滿足戚，

進而提升個人行為效率或激發良好的行為表現(蔡肢通，2008 ; Belfield & Marsden,

2003)。激勵亦泊蓋兩類，來自個人的內在激勵，如成就是長及自尊心，社會的外

在激勵色含財富、權勢、社會地位。當個人想要應用數位科技時或實際應用數位

科技後，會由於壓力或激勵的因素而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或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 2005 ;林少龍， 2006 ; Kember, Hong, & Ho, 2008) ,

故激勵與壓力可視為在行為意圖形成實際行為歷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根據上述

提出以下研究假設5及研究假設6 。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和社會認知之跨理論模式為基本架構，並根據前述之

研究目的與理論假設，擬定六項研究假設。同時，依據六項研究假設，自變項、

依變項、中介變項及干擾變項間的關靜、如圖 1 。

(一)探討認知、態度、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影響:

假設 1 :個人的認知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假設 2: 個人的態度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假設 3 :個人所處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假設 4: 個人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有正向影響。

(二)探討激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影響:

假設 5 :高激勵與低激勵兩群組在行為意圖對行為模式有顯著不同。

假設6 :高壓力與低壓力兩群組在行為意圖對行為模式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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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H6

圖 1 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與研究假設圖

二、研究費項定 A

(一)認知

認知色含訊息獲得、處理、儲存與社會學習等，在現實生活中所有來

自經驗性的認知，都是透過觀察他人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宋大雍， 1983 ;

廖克玲， 1982) ，本研究之認知定義為「選擇」、「操作」、「經驗」。

(二)態度

態度是經由學習對人、事物或理念所採取的相當穩定與持久的評價(陳

億貞譯， 2004) ，對行為的態度即個人對某一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評

價，本研究之態度定義為個人對某一行為的「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

(三)環境

環境指個人所接觸到的周圍涵蓋社會群體及物理環境，社會群體可以

視為是家人、朋友或其他人的人為環境，而物理環境則是指周圍的設備與

可用資源(張春興，1996 ;廖克玲， 1982 ; Bandu間， 1986) 。本研究之數位

科技應用環境定義拈「物理環境」構面中「設備」、「提供解答環境」。

(四)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

行為意圖為個人想從事某種行為的主觀機率，即想要或不想要從事某

種行為的程度，是任何行為表現的必經過程( Fishbein & Ajzen,1975)。本研

究之行為意圖定義為「行為的傾向」與「行為的主動」。

(五)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指使用數位化科技的行為，包含數位電視、網際

網路、無線網路、行動電話、電腦、數位攝影機、衛星導航等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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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府組織中使用數位化科技的行為(鄭仁傑， 2008 ;龔繼衛， 2004) 。本

研究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定義為受試者使用「電腦及網際網路與無線網

路」、「行動電話」、「隨身聽 (MP3 、 MP4 、 MP5)J 、「數位相機」、「電子遊

樂器 (PSP 、 Wll 、 Xbox 、 pS)J 科技產品的使用頻率。

(六)激勵

激勵是一種能持續激發人行為動機的心理過程，亦即激發人的積極

性。 Porter and Lawler (1968) 提出了綜合激勵，將激勵分為內和外激勵兩

種。外激勵物拈與績效無直接關餘的報償:金錢、名利、權勢。內激勵物

則拈與績效有直接關餘的報償:如自我認可、成就戚等(俞文釗，1996 ;

陳億貞譯， 2004) 。本研究將激勵界定為內激勵「成就戚」、「自我認可」、

外激勵之「財富」、「權勢」。

(七)壓力

壓力為個體對環境中具有威脅性的刺激，經認知其性質後所表現的反

應，換言之壓力就是環境的刺激與個人特殊反應彼此互動的結果(張春興，

1991) ，其涉及個人主觀知覺屬於個別性、負面的情緒經驗，伴隨著可預測

的生理、認知和行為上的改變(吳英瑋，1994 ; Hayward,1998)。本研究界

定壓力為「內在的倫理道德」與「外在的社會規範」。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以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三縣、市之大學院校(包括大學、學

院)學生，屬於地區性研究，因此平均樣本數在 500 至 1000 人之間較為適當(吳

明隆， 2000) 。依據教育部九十七學年度統計資料，採第二校區計入所在縣、市之方

式，三縣市全部大學院校學生人數總計為 190386 人(教育部， 2009) ，抽取約1/350

約 551 人，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按母群體結構比例分配來抽取樣本，亦即

依各縣市大學院校學生之分布百分比，作為抽取樣本人數之依據。

本研究於2009年4月隨機分別抽取高雄縣、三所、高雄市三所及屏東縣兩所大學

院校學生施以問卷調查，刪除問卷中漏填過多與規律作答的廢卷，有效問卷共計

409份，有效回收率為 74.23%。有關樣本結構，在性別方面男生占全部的 44.25%( 181

人) ，女性占 55.75% (228人) ，在學校類別中，一般大學占全部的 55.26% (226人) ,

技職院校占44.74%( 183人) ，在縣市類別屬性中，高雄市占全部的28.61%( 117人)、

高雄縣、占全部的47.92% (196人)及屏東縣、占全部的23.47% (96人) ，統計數據如

下表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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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樣本結構分析摘要表

類別 性別 學校類別 縣市類別

男 女 整 一般 技職 整 高雄 高雄 屏東 整

生 生 體 大學 院校 體 市 縣 縣、 體

人數(人) 181 228 409 226 183 409 117 196 96 409

百分(%) 44.25 55.75 100 55.26 44.74 咀且圓 υ00 28.61 47.92 23 .47 100

田、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是參照文獻探討結果，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編擬「數位科

技應用量表 J '問卷初稿擬定後，函請三位在公私立大學任教之學者專家填寫專家

諮詢問卷，以協助確定問卷內容之過當性，建立問卷之內容效度，在專家對問卷

內容典語句修正潤飾後完成正式問卷。問卷分做兩部分:一為基本資料;二為「數

位科技應用量表 J '此部分研究變項包括「數位科技應用態度」、「數位科技應用認

知」、「數位科技應用環境」、「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 j鼓勵」、「壓力」、「數位

科技應用行為 J '問卷再經 100 份預試樣本之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最後以 409 份

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檢定各觀察變項能否有效反映其潛在變頃。

(一)項目分析

數位科技應用量表中，除了第 13 題(隸屬環境層面)未達顯著水準須

刪除外，其於所有各題目均達顯著差異 (p=O.OO) ，表示每一題項均具有鑑

別度。

(二)信度分析

各分量表 Cronbach'sα 值如下: r 態度」層面為 .77; r 認知」層面為 .80 ;

「環境」層面為.81 ; r 行為意圖」層面為.84 ; r 壓力」層面為 0.71 ; r 激勵」

層面為 0.86 ; r行為」層面為 0.68 。其中除行為層面略低，未能達到信度接

受值.70 (吳明隆， 2000) ，其餘皆符合標準，其次，總量表Cronbach'sα 值

為 .87 '表示問卷各層面題目其有一致性，整體而言，量表題目屬可接受之

範園。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方面，資料常態性分配考驗結果，偏態值介於-.597

到 .038之間，均未大於3 '峰度值則介於-.326到1.54間，均未大於10 '可視

為常態性資料，故選用ML估計法(Kline， 1998)。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模式符合適配度評鑑指標(GFI為 .96 、 NFl為 .94 、 CFI為 .97 、 CN為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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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為.04 皆符合標準)。觀察變項信度 (R2值)介於.22到 .85之間，潛在

變項之建構信度介於.62 至IJ .83之間;其次檢定效度，觀察變項效度 (λ) 值

介於.47到 .92之間，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效度) .除科技應用行為之

效度稍低為.36· 其餘介於.49到 .72之間，皆符合標準(黃芳銘· 2004) 。科

技應用行為靜、以學生實際應用各種科技產品之頻率為其觀察變頃，而學生

使用各種數位科技產品(電腦及網路、行動電話、隨身聽、數位相機、電

子遊樂器等)差異性較大，故造成科技應用行為該潛在變項之效度稍低，

然而其各觀察變項之信、效度及科技應用行為建構信度均符合標準'故該

變項仍予以保留。因此，本量表之信效度仍屬可接受之範園，詳細之數據

請參閱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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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信度與效度表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觀察變項觀察變項 建構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M SD 效度ω 信度。的 (潛在變項信度) (潛在變項效度)

態度 .83 .72

信念 4 .1 8 .69 .86 .74

評價 4 .1 5 .72 .83 .69

鶴如 .77 .53

操作 3.84 .63 .68 .46

選擇 4.11 .55 .82 .67

經驗 4.08 .58 .68 .46

環境 .65 .49

設備 4.33 .72 .78 .61

解答 3.88 .86 .61 .37

意圖 .79 .65

傾向 4.28 .63 .81 .66

主動 3.79 .79 .80 .64

激勵 .81 .69

內激勵 3.05 .79 .92 .85

外激勵 3.40 .79 .72 .52

壓力 .83 .72

道德、 2.22 .81 .76 .58

社會 2 .28 .79 .92 .85

應用行為 .62 .36

頻率 1 4.10 .65 .47 .22

頻率 2 4 .3 1 .67 .64 .41

頻率 3 3.44 .97 .66 .44



孫仲山、劉一慧 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99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409 份問卷為資料分析之主體，主要以 AMOS 17 版統計軟體進行結

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首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檢定，再檢定結構模式

及相關假設(台灣統計方法學會， 2006) ，最後針對干擾因素進行群組比較，其分析

步聰如下: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檢定測量模式中各觀察變項能否有致反映其潛在變頃，包含整體過配度

評鑑、觀察變項信度、效度及潛在變項之建構信度、聚合效度(平均變異

抽取量)與區別效度之檢驗。

(二)結構模式分析

檢定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及其各潛在變項之關餘，包含整體過配度評

鑑、研究假設 1 至 4 之檢定、路徑效果分析與整體模式的解釋力。

(三)多群體模式分析 (multiple-group analyses)

以群組方式檢定干擾變項(陳順宇，2007) ，分別比較樣本之高激勵(前

27%) 與低激勵(後27%) 及高壓力(前27%) 與低壓力(後27%) 之群

體模式是否有差其，檢定研究假設5和6之干擾作用。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認知、態度、環境對斜拉應用行為意圖是行為的影響

首先針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進行模式通配度評鑑'模式指標中包含絕對過配

指標、相對過配指標、簡效過配指標之三類型指標都符合評鑑指標(GFl 為 .97 、

NFl 為 .95 、 CFl 為 .98 、 CN 為 316 ， RMSEA 為 .04 'χ2/df為1.76 皆符合標準)，顯

示由樣本資料分析所得之模式是一個過配良好的模式，能解釋數位科技應用行

為，其次驗證研究模式1-4 假設是否成立，各變項間的路徑妓果分析及整體研究模

式的解釋力。

(一)研究假設的驗證

科技應用行為模式經由SEM估計各構面間的徑路關餘，其徑路值條採

用標準化餘數，驗證研究模式中的1-4 個假設，各路徑條數分別是:認知→

行為意圖 (.22*)) ;態度→行為意圖(.18*) ;環境→行為意圖(.49*) ;行

為意圖→應用行為(.77*) ，上述路徑皆達到顯著水準'因此，研究假設1-4

都成立(請參閱圖2) 。上述結果顯示，對數位科技應用的認知、態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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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週遭數位科技環境設備配合，確實能夠增進樣本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

行為意圖，而行為意圖的提高會提升數位科技應用的行為頻率，符合本研

究的第一項理論假設:認知、態度、環境的提高會增加個人的行為意圖及

行為。

(二)路徑效果分析

由實證結果顯示: I行為意圖」顯著受到「態度」、「認知」、「環境」的

直接顯著影響，而「行為」受到「行為意圖」的直接顯著影響及「態度」、

「認知」、「環境」的間接顯著影響， I行為意圖」可視為「態度」、「認知」、

「環境」對「應用行為」的一個中介變頃，亦即對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

行為而言，除了受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影響外，其應用態度、認知、環

境透過行為意圖也影響到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如表 3 及圖 2 所示)。

其次，針對各變項分析從樣本資料中發現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受行為意圖影響最大 (.77) ，而大學生的行為意圖則受環境影響最大(.49) ,

以下依序為認知( .22) 及態度(.1 8 )。由此可見，行為意圖乃是影響行為

之主要因素，此與國外諸多學者之理論相吻合 (Ajzen， 1991 ; Fishbein &

Ajzen,1975 ; Davis， 1989) 。至於影響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之變項，以環境

最高，據此推論，數位科技之應用首先需要有良好設備，因高科技日新月

其進步神速，環境中設備的隨時更斬、及環境中能隨時提供使用者解答或

協助，都將是影響其行為意圖的關鍵因素。

此外，由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結構圖得知(如圖2)' 各潛在變項對模式的

變異解釋力 (R2 ) 分別為: I 態度」、「認知」、「環境」對「行為意圖」的解釋力為

58% '而「態度」、「認知」、「環境」及「行為意圖」對「應用行為」的解釋力亦高

達59% '對照國內多項實證研究發現，個人的行為，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而個

人的認知、態度及週遭的環境除影響個人行為意圖外，也影響其行為(吳忠宏、

蘇珮玲， 2005 ;林明瑞、陳柏言， 2007 ;許菁芬、賴香如， 2007) 。整體而言，大

學生週遭的科技環境設備越佳，對科技產品的選擇或操作有較好的認知，或對於

科技應用評價較正向時，其行為意圖會越強烈，而在實際應用數位科技的行為頻

率也越高。本研究之實證資料中顯示各潛在變項對整體模式的解釋力均良好，亦

即本研究所建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對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其有良好之

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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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圖

二、激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

以多群組方式分別檢定激勵、壓力兩變項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之干擾

作用，在多群組分析 (multiple-group analysis) 中，分別以此兩個變項中高分組(大

約前 27%)與低分組(大約後 27%)之群體為比較樣本，比較高、低分組之模式是否

有差異，以檢定研究假設 5 和 6 之干擾作用(陳順宇， 2007) 。首先將 409 份樣本

分群，高激勵群樣本數為 116 、低激勵群樣本數為 104 ;高壓力群樣本數為 110 、

低壓力群樣本數為 112 。

(一)激勵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

由高、低激勵群組模式指標分析結果顯示，模式符合適配度評鑑指標

(GFI 為 .99 、 NFl 為 .97 、 CFI 為1.00 、 CN 為 509 ， RMSEA 為.00 'χ2/df

為 .83 皆符合標準) ，顯示樣本資料之多群組模式為過配模式。

針對高激勵與低激勵之群體在模式上是否有差異，以 AMOS 內設之

巢型模式( nested model) 為分析方式，探討各種型態下模式是否有差異，

其分析方式先以所有路徑都未設限制(unconstrained) 為基底模式，再分

別以四種巢型模式加以探討(陳順宇，2007) 。四種巢型模式分析設定如

下: (1)測量路徑條數(measurement weights) 相同; (2)測量路徑條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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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路徑像數( structural weights) 相同; (3)測量路徑靜、數、結構路徑靜、數、

結構共變異數(struc仙.ral covariance) 相同; (4)測量路徑像數、結構路徑

靜、數、結構誤差( structural residuals) 相同。

經上述四種模式比較後其結果顯示，以j鼓勵而言，雖然在高、低激勵

群中，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之路徑值皆達顯著(分別為.71 及.63) ，然

而不論在何種模式限制下，此高、低激勵兩群組模式皆無顯著不同，亦即

高激勵與低;鼓勵對科技應用行為無顯著之干擾作用(詳細統計數據請參閱

表 4 與表 5) 。

(二)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

由高、低壓力群組模式指標分析結果顯示，模式符合適配度評鑑指標

(GFI 為 .98 、 NFl 為 .96 、 CFI 為 .98 、 CN 為 279 ， RMSEA 為.05 'χ2/df

為1.54 皆符合標準) ，顯示樣本資料之多群組模式為過配模式。

進一步探討高、低壓力之群體在模式上是否有差其，以 AMOS 內設

之四種巢型模式( nested model) 為分析方式，發現此兩群在行為意圖對科

技應用行為之路徑值亦皆達顯著(分別為.68 及.62) ，但在各種模式限制

下，此兩群組模式亦皆無顯著不同，研究假設5 與 6 '未能成立，因此，

不同的激勵或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無顯著之干擾作用(詳細統計數據請參

閱表 4 與表 5) 。

綜觀以上所述，統計結果與本研究的理論假設二頗為不同，或許因為對大學

生科技應用意圖及行為而言，壓力主要來自倫理道德及社會規範，因此，屬於個

人內在的層面，雖然高、低壓力群組與整體模式相同其意圖對行為都有顯著性影

響，但不同群組卻無差異性，也就是大學生並不會因個人的高倫理道德或外界社

會高度的規範，影響他使用數位科技的意圖及行為;同時，大學生也不會因個人

內在成就成及自尊心，或外在財富、權勢、社會地位的激勵而影響其使用數位科

技的意圖及行為;此雖與國內外學者研究壓力、激勵的因素會增強或削弱其行為

意圖及行為有所不同(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 2005 ;林少龍， 2006 ; Kember,

Hong ,& Ho, 2008) ，然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比現象或許可以說明數位科技應用

行為除了是一種高度自主與主觀性的行為外，在數位科技時代中，對大學生而言，

科技應用行為已成為現代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不易受到壓力與激勵所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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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群組棋式分析表

Model 車直 星主

DF CMIN P DF CMIN P

測量路徑f學、數 3 5.88 .12 3 3.45 .32

結構路徑條數 4 6.22 .1 8 4 4.67 .32

結構共變異數矩陣 5 7.37 .20 5 5.50 .36

結構共變異數 6 8.84 .1 8 6 5.50 .48

*P<0.05

表 5 激勵、壓力的干擾路徑效果分析

假設 徑路關條 總樣本 乏堂皇旦

高分組 低分組

5 激勵在行為意圖→應用行為 .72* 0.71. 0.63*

6 壓力在行為意圖→應用行為 .72* 0.68* 0.62*

*P<0.05

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隨著數位科技應用普遍，現今人類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及其間的關條也越

趨複雜，因此暸解影響大學生使用數位科技之因素就十分重要，在本研究中以科

技接受模式 (T必的及社會認知 (SeT) 跨理論途徑為基礎，建立一個理論研究

架構，並提出認知、態度、環境、行為意圖四個構面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之影響

因素，同時探討壓力及激勵兩個構面是否會干擾大學生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透

過實證及資料分析，以提供學界或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認知、態度、環境的提高會增加數位科技應用的行為意圖及行為

本研究以409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經結構模式檢驗，從建構之科

技應用行為理論模式和實際收集的資料通配情形良好，研究假設一至假設

四，四條因素間影響關你已全部獲得實證資料之支持，結論如下。

1.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意圈，受其環境影響最大，其次依序為認知及態

度，換言之，欲提高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良好的設備十分重要，

同時提供數位科技應用的諮詢協助也是一個極重要的環境因素，此外，

對於數位科技應用的認知愈高，態度愈正向，也會提高其數位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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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由路徑條數及影響效果來看，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是非常大

的影響因素，而態度、認知、環境三者也彼此相關。此或許是因為數位

科技不斷推陳出新，對大學生而言，設備更新及環境中能隨時提供使用

者解答或協助，是促使其有較高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然而若能較

了解數位科技產品的操作知識並能加以選擇過合的產品，會有較正面的

經驗、評價時，科技應用行為意圖也會提升。因此，數位科技應用之態

度、認知、環境三者彼此環環相扣，同時影響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基於

上述，提昇大學生的認知、態度及所處環境設備，能夠顯著提高大學生

的科技應用行為意圈。

2.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受到行為意圖影響最大，同時，應用態度、認

知、環境透過中介變項行為意圖也會間接影響科技應用行為，由影響放

果來看，認知、態度、環境及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整體模式能有效解釋數

位科技應用行為。換言之，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產生，首先決定

於個人行為意圖之高低，當個人使用數位科技應用意圖愈高時，其數位

科技應用行為也愈高，而透過個人認知、態度及週遭環境之提升，會提

升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因而間接影響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由此可知，欲

提升大學生數位科技使用行為，應先增強其科技應用行為意圈，同時也

必須增加數位科技設備，良好的設備有助於提高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此

外，大學生對數位科技產品的認知及態度也十分重要，能對數位科技有

正面看法或評價，也其備選擇、操作數位科技產品的知識或經驗，會提

昇大學生使用數位科技行為意圖，進而提升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二)i鼓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無干擾現象

本研究經由高激勵與低激勵或高壓力與低壓力之多群組模式分析，發

現雖然各群組中，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皆有顯著影響，然而高、低激

勵兩群組或高、低壓力兩群組模式，並無差其，研究假設五與假設六未獲

支持，亦即激勵與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與行為模式並不會有顯著干擾

作用。此結果雖與激勵、壓力因素會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及行為之理論

主張有所不同，但就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而言，在數位時代中，科技

應用已成為生活基本需求，屬個人自主性之行為，因此外界高的激勵報償

如財富、權勢，或個人內在的高激勵誘因如成就戚、自我認可，皆不會干

擾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之高低;此外，大學生個人內在倫理道德，或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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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規範同樣的也不會對其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形成干擾現象，根

據上述，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或許可視為一種穩定的主觀性行為。

綜合言之，若要提昇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首先讓學生對數位科技應用

持正面的態度，同時提供良好的數位科技設備，並針對數位科技應用相關認知加

以整合，進而引導提高學生主動參與的意圖，如此將促使學生有較高的科技應用

行為，此外，壓力與激勵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並無干擾作用，換言之，數位

科技應用模式中認知、態度、環境及行為意圖才是決定行為的主要因素，且能有

效解釋其行為。

二、建議

針對本研究之結論，及未來研究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由於個人對科技應用的認知、態度、環境及行為意圖會影響其數位科技應用

行為，因此，若要垮養良好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必須針對學生的科技認

知設計完整的課程，並建立科技應用分享平台。以提供學生科技新知，使

其具備有選擇、使用科技產品之基本能力，同時藉由分享平台的彼此交流，

多給予科技使用的正面案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將能獲得更豐富的科技應

用經驗與樂趣，垮養對科技應用正面的信念與評價，進而提升其數位科技

應用行為。此外，校園中良好的科技應用環境亦十分重要，配合學生經常

應用的科技產品，設計規畫良好的科技應用環境，讓學生在操作上覺得毫

無阻礙、得心應手，以提升學生應用科技的意圖，在校園中形成主動積極

參與科技應用的風氣。

(二)本研究發現激勵與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與行為之模式並不會有顯著干

擾作用，比現象與以往學者研究結果不同。探究其因，乃因大學生的數位

科技應用為穩定的主觀性行為，必須考慮個人不同的需求。因此，結合社

會上數位科技業者進入校園，針對學生常接觸或戚興趣的各部分，隨時提

供多元數位化資訊，使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自然接觸各種數位化產品，

提升其應用數位科技之內在動機。此外，因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

料蒐集，對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雖有整體性的暸解，但因量化資料不

夠深入而受到限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激勵與壓力因素，採分層隨機

方式，抽取樣本，配合焦點團體及個別訪談方式，應用質性研究分析深入

探討，以暸解干擾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之真正內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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