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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以計劃行為理論模式、科技接受模式、擴散式的計劃行為理論
模式為基礎所提出本研究的整合模式，應用模糊類神經網路的方法，分析潛在
使用者對線上學習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的關係和交互作用，並蒐集 300 份完整
填答資料進行分析，並獲得下列研究結果：潛在使用者線上學習模式的「使用
意向」主要受「行銷組合」、「使用動機」、「態度」等三項正向和「認知有用」、
「知覺風險」負向的影響;「態度」變項，主要受「認知有用」、「認知易用」
等正向和「知覺風險」負向的影響；「行為控制知覺」變項，主要受「行銷組
合」正向和「知覺風險」負向的影響；「認知易用」變項，主要受「使用動機」
等二項正向和「知覺風險」的負向影響；「認知有用」變項，主要受「使用動
機」和「行銷組合」正向的影響；學習的「使用動機」，主要受「行銷組合」
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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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Decomposition TPB(DTPB) and integrate
Model with Fuzzy-Neural method by this study as basis to construct user e-Learning
intention causal model. Then, we retrieve 300 valid samples to examine model whether
or not suitable for e-Learning market, compare the goodness of fit of hypothesis,
establish the use intention of e-Learning market and analysi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By implementing above analysis, the findings and
result yield out of the study are obtained as the followings:
1. Latent user e-Learning “use inten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by
“marketing mixes”, “use motive”, “attitude” and negative effect by “perceptive
risk”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2. Latent user e-Learning “attitud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by “”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y of use”and negative effect by. “perceptive risk”.
3. Latent user e-Learning “behavior contro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by
“marketing mix” and negative effect by “perceptive risk”.
4. Latent user e-Learning “perceived easy of us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by “use mo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by “perceptive risk”.
5. Latent user e-Learning “perceived usefulness” have effect by “marketing mixes”,
“use motive”.
6. “Marketing mix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latent user e-Learning
“use motive”.
Keywords

： Electronic

Learning(e-Learning),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Use Intention , Fuzzy-Neural
Network

壹﹑緒論

以從事線上學習產業來看，根據 IDC 對台灣、歐美，甚至全世界的預測，
均看好線上學習在未來具有高產值的市場，而 Cisco 的總裁 John Chambers 也
認為線上訓練及教育將是下一波在網際網路上成長最快且改變最大的產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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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科技成熟和受到經濟景氣的變化，未來線上學習的需求大增，將創造
出廣大的消費群。而在如此高產值的市場環境以及加入 WTO 後的全球化競爭
下，線上學習市場將是各界覬覦的一塊市場大餅，因此，在線上學習市場發展
的產業如何運用市場機能，利用政府對網際網路推廣、終身學習的理念以及企
業對教育訓練的實際需求等因素的激盪下，在目前台灣線上學習市場正處於萌
芽期，應採用何種絕佳的行銷策略以及了解消費者在線上學習市場的消費行為
來取得領先地位，以獲取最高產值，將是各業者在龐大的線上教育商機所急於
追求的。
過去教學平台的建置因所需花費的時間與投入成本高，因此，以教育單位
自建和使用者較多，對於線上學習相關研究也較著重在教學平台的滿意評估、
教材內容的設計以符合教學理論和學習成效的評估上。此外，線上學習可視為
成人教育或繼續教育的一環，而成人教育或繼續教育也可視為商業行為的一部
份，但由於線上學習是近幾年教育的新興應用，因此，對於線上學習和成人教
育或繼續教育市場間的相關性也較缺乏相關文獻。而在相關企業所做的研究報
告，也只提出潛在消費者對線上學習的觀感和影響使用因素，較少以模式理
論、市場機能以及潛在消費者個人與環境因素等四方面的綜合研究。就學界而
言，過去對於線上學習的研究較著重在系統品質和學習者使用後的學習成效的
評估(Taylor and Todd, 1995c；Szajan, 1996；Goodhue ,1998 ; Arbaugh, 2000)，
強調改善系統平台使其更具人性化、更符合學習理論以提升在線上學習的學習
成效。但是，由於線上學習的使用者包含自主性或被動性的潛在使用者，會影
響這些目標消費者的因素有很多且複雜，除了本身市場機能的影響外，潛在使
用者本身對線上學習產品的認知、能力等重要因素也會影響潛在使用者使用對
線上學習產品的使用意向，甚至最終的決策行為。而且以往研究資料分析的方
法，大多以迴歸為基礎的多變量技術，或者結合路徑分析方法以探究變數間的
因果關係，屬於線性化的模式，對於以非線性之模糊類神經(Fuzzy-Network)
模式來分析，則較少涉及。
本研究方法採用模糊類神經網路模式，主要原因是本研究探討影響線上學
習使用意向的相關因素是探討人類行為的層面，以往研究方法大多採用線性的
多變異統計分析，所得出來的研究結果若與本研究的方法比較，模糊類神經網
路模式具有下列的優點：(1)能夠充分逼近任意非線性函數（本研究抽樣的樣
本即代表為一種高度非線性函數）；(2)所有定量或定性的訊息都均勻分布貯存
於網路內的神經元，故有很強的容錯能力與強韌性；(3)所需前置作業少，只
需要輸入層與輸出層的資料，輸入系統，即可得出變數間的關係；(4)可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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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學習的循環次數和應用在不須事先了解變數間的關係，以及抽樣方法的實證
例子上，應用的範圍比傳統統計方法更廣；(5)模糊類神經網路建構模式的方
式，是將輸入與輸出的關係分布於相連各個神經元的權重中，藉由樣本的訓練
而將誤差值收斂至合理的範圍內，同時也藉由誤差值來修正各個權重值的大
小，最後便可得出這些連接各神經元的權重值，而系統的模式便由這些權重值
來建構，因此像社會科學行為模式等這些高度非線性模式更適合由模糊類神經
網路來建構模式。
本研究嘗試以消費者行為模式、計劃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擴散的計劃行為理
論(Decomposed TPB)為基礎，配合線上學習的市場機能與影響個人相關因素，
以了解影響潛在使用者對線上學習的使用意向。故本研究的目的分列如下：
(一) 線上學習市場上存在多樣化線上學習產品的供給，學術研究也偏重在
線上學習的系統開發，繼續教育領域較少從事有關線上學習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整合市場行銷組合、消費者行為相關理論與模式，建立
影響線上學習使用意向的相關評量因素。
(二) 對從事線上學習機構來說，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夠準確的了解潛在使用
者對線上學習使用意向，如此才能將資源有效利用以掌握消費群。因
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潛在使用者對線上學習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
間之關係和交互的影響性。
(三) 以往研究資料的分析大多運用多變量統計分析，本研究乃嘗試運用模
糊類神經網路的技術來驗證使用意向模式各變項之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 線上學習與消費者行為

雖然以往相關學者對線上學習(e-Learning)的定義有不同的見解，不過，
互動性、以電腦及相關工具為中介媒介、系統性與學習目的為其共同的因素
(Moore and Kearsley,1996；Mayadas,1997；Masie, 1998；Piccoli, Ahmad and Lves,
2001)。因此，本研究對線上學習(e-Learning)採取廣義的解釋，即「透過任何
科技，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而進行的學習方式」。
此外，學者也針對線上學習提出相關研究，譬如:在吸引網路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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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發現學習網站的產品(如：教材內容、教材設計、教學平台)、學員
服務、資訊豐富、架構簡潔分明、互動機制與特色、師資、發給修業證明等是
影響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而在影響網路使用者是否購買線上學習的動機主要包
括：費用收費高低、線上學習品牌、學習具彈性、個人特質相關因素(如：經
驗、認知)、網站更新速度與使用方便性等因素(Burns, Clift and Duncan,1990；
Taylor and Todd, 1995c；Szajna, 1996；Arbaugh, 2000)。
有關消費者行為模式之論著甚多，譬如：Howard and Sheth(1969)之模式
從購買者之學習過程探討購買行為； Nicosia(1966) 、 Engel , Kollat and
Blackwell(1984)從購買者之決策過程探討購買行為；Roger(1995)之創新擴散理
論從新產品之擴散程度探討顧客之購買行為；Kotler(1998)之購買行為模式則
從消費者之刺激－反應過程探討顧客之購買行為。而在這些消費行為模式中，
影響消費者行為決策過程的因素涵蓋的範圍很廣，大致可歸納為三類
(Nicosia,1966 ； Howard and Sheth,1969 ； Engel et al.,1984 ； Roger,1995 ；
Kotler,1998)：
(一) 個人因素：年齡、性別、所得、教育、居住地點、職業、興趣等。
(二) 內在心理因素：(1)知覺：個人對外在事物的看法或因對事物的認知而
產生的評價；(2)動機：驅使人們從事各種行為背後的力量；(3)人格：
人格型態的分類常和產品與品牌的選擇有密切關係；(4)學習：個人透
過其經驗和資訊而改變其行為，當使用一產品的過程，即經歷了一次
學習的過程，例如試用；(5)態度：個人對某事物所抱持有利或不利的
認知評價、情感及行動傾向。
(三) 外在環境因素：(1)文化因素；(2)社會因素：有家庭因素、社會價值
觀、參考群體的影響和社會階層等；(3)行銷組合：產品、價格、通路、
促銷。

二、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是由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所延伸而來
的。理性行為理論的主要基本假設為：大部份的人行為發生時，皆由自己本身
的意志所控制，而且合乎理性；而人們對某項行為的行為意向是立即決定該行
為發生與否的重要因素。因此，該理論的基本前提是：人是有「理性」的個體
並認為，當人們有時間去思考他們所要表現的行為，行為意向是檢視其行為的
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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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理性行為理論是在「行為的發生乃是基於個人的意志力控制
(volitional control)」的假設下，對個人的行為進行預測解釋，但在實際情況下，
個人對行為的意志控制程度往往會受到如時間、金錢、資訊和能力等諸多因素
的影響，因此，理性行為理論對不完全由個人意志所能控制的行為，往往無法
予以合理的解釋(余泰魁、李能慧，民 90；Ajzen, 1985)。因此，Ajzen(1985)
便將理性行為理論加以延伸，提出了計劃行為理論，期望對行為的預測與解釋
能更具適切性，其模式架構如圖一所示。

Σb e
i

態度

i

Σnb mc

j

主觀規範

Σcb pf

k

行為控制知覺

j

k

行為傾向

行為

圖一 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與理性行為理論不同之處在於對行為意向的預測上，計劃行
為理論除了在「態度」、「主觀規範」外，另增加第三個變項「行為控制知覺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PBC)」
。
「行為傾向」是指個人對於某特定行為的採用意願，會受到個人對於從事
某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態度(A)、外在社會影響從事某特定行為的主觀規範(SN)
以及個人否能夠擁有機會、資源和控制去從事行為的能力(PBC)，這三者常被
用來預測或解釋實際行為(B)的表現。
「態度」是指個人對某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由「行為信
念(behavioral beliefs，bi)」與「結果的評價(outcome evaluation，ei)」的乘積和
所構成的評價。所謂「行為信念」是指個人認為行為所能產生的重要結果；「結
果的評價」指該行為產生的結果對於個人的重要程度。
「主觀規範」是指個人對於是否採取某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
力，由「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s，nb)」與「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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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乘積和所構成。所謂「規範信念」是指其他個人或團體對於個人採取
行為的意見；「依從動機」是指個人對其他個人或團體意見的依從程度。
「行為控制知覺」是指個人知覺到完成某一行為容易或困難的程度，它反
映個人對某一行為過去的經驗和預期的阻礙。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
機會越多，所預期的阻礙越小，對行為的控制知覺也就越強。行為控制知覺是
由「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cbk)」與「便利性知覺(perceived facilitation，pfk)」
的乘積和所構成。所謂「控制信念」是指個人對自己所擁有表現某一行為所需
的資源、機會或阻礙多寡的認知；「便利性知覺」是指這些資源、機會或阻礙
對行為的影響程度。
mc)

B = w 1 BI + w 2 PBC
BI = w 3 A + w 4 SN + w 5 PBC

∑be
SN = ∑ nb mc
PBC = ∑ cb pf
B=實際行為；BI=行為意圖；PBC=行為控制知覺；A=態度；SN=主觀規
範； w =權重；b =行為信念；e =結果評價；n b =規範信念；m c =依從動機；
cb =控制信念；pf =便利知覺
A =

i

i

j

j

k

i

k

i

k

i

j

j

k

三.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型利用理性行為理論(TRA)的基礎，探討認知和情感因子與接
受科技的行為，而發展出科技接受模型(TAM)，期望能解釋和預測對資訊科技
的接受度，以了解外部變數對使用者內部信念、態度與意圖的影響(Davis,
1986)，其模型架構如圖二所示。
知覺有用
程度
外部變數

態度

行為意向

知覺易用
程度

圖二 科技接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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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M 模型中，影響態度的兩個認知信念分別為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這兩個構面在許多研究上均已
被證實在統計上可以明顯區分、具有相關性且達到模型簡潔的要求又同時具有
高度的解釋力。
「認知有用性」是指使用者主觀地認為使用此科技對於工作表現及未來的
助益，當使用者對於某一資訊科技的認知有用性愈高，則採用此科技的態度愈
正向。
「認知易用性」是指使用者所認知到科技容易使用的程度，當使用者對於
某一資訊科技的容易使用程度愈高，則採用科技的態度愈正向。(Davis,1986；
Dishaw and Strong, 1999；Moon and Kim, 2001)。此外，使用者的認知易用性
也會強化使用者對科技的認知有用性。
「外部變數」是指其他可能影響潛在使用者採用資訊科技的因素，如系統
特性、操作手冊等其他的外部支援。
B ≡ BI = w1 A + w 2U ,
A = w 3U + w 4 E ,

。

U = w5 E .

實際行為；BI=行為意圖；A=態度；U=認知有用；E=認知易用；
w =權重
B=

i

與 TRA 的差別有二個：其一，將兩個認知信念(認知有用性和認知
易用性 導入以影響使用的態度。其二，捨棄 TRA 中的主觀規範變數，其理由
認為認知有用性和認知易用性可以取代主觀規範。此外，由於計劃行為理論
(TPB)是由理性行為理論所延伸而來，因此，再與 TPB 比較，差別在於：TAM
也捨棄了 TPB 所包含的行為控制知覺變項，其理由認為有無行為控制知覺的
模型在對態度或是實際使用上，模型均無差異(Davis, 1986；Dishaw and Strong,
1999)。除了上述兩變項外，TAM 在態度、使用意圖和實際使用的變項上均與
TRA 和 TPB 相同。
TAM
)

四、擴散式的計劃行為理論

在理性行為理論、計劃行為理論中，對於態度、主觀規範和行為控制知覺
等構面的信念結構，皆為單一構面的衡量方式。這種整體的信念結構衡量方
式，被質疑其構面內的信念是否具一致性且無法對信念的形成獲得完整的了
解，因此 Bagozzi(1981) 和 Shimp and Kavas(1984)建議採用多構面的方式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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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信念結構，可以較清楚的瞭解信念結構與行為意向決定因素間的關係。而
Taylor and Todd(1995a, 1995b)進一步指出為增強模式解釋力，在許多研究證
實，若將信念予以擴散(decomposition)成多個構面，將有助於從結果中了解有
哪些特別的因素對行為意向有較大的影響力，因此指出採用多構面的衡量方式
有下列優點：
1. 藉由信念結構，可以更清楚的瞭解每一個因素構面對行為意向的影響。
2. 擴散的信念因素提供了一個穩定的信念組合，可以應用到不同的研究
上。
3. 避免信念構面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不一致，而在加總的過程中相互抵消。
有鑑於此，Taylor and Todd(1995c)根據創新採用的觀點，結合計劃行為理
論和科技接受模式，並考慮外部變數對於態度、主觀規範、以及行為控制知覺
的影響，將影響行為意向的構面予以擴散，發展出擴散式的計劃行為理論模
式，如圖三。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態度

相容程度
同儕影響
上級影響
下屬影響
自我效能
資源便利
程度
技術便利
程度

主觀規範

行為傾向

行為控制
知覺

圖三 擴散的計劃行為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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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機理論與知覺風險

一般而言，動機的類型可依動機的來源或基礎而區分成內發動機(intrinsic
motives) 與外誘動機 (extrinsic motives)( 張春興、林清山 , 民 79 ; Ryan and
Deci ,2000) 。所謂內發動機指某些行為的動力是個體自發自動的。而外誘動
機即指環境中刺激的外在力量促動個體的行為。而 Davis (1992)也提出影響潛
在使用者採用系統的原因中，對內發動機的定義為除了採用本身好玩以外，沒
有其他外部明顯的加強利益；對外誘動機是指使用者知覺到採用系統，可以達
到除了採用本身以外更有價值的結果。
根據 Pintrich, Smith and Mckeachie(1989) 編製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其中在動機量表部
份，乃依據 Eccles (1983)所提出動機的「期望-價值」模式(expectancy-value
model) 而發展出來的，其動機量表內容主要動機成份包括：價值成分 (value
components) 、 期 望 成 分 (expectancy components) 和 情 感 成 分 (affective
components)。其中，價值成份係指個體從事一項學習工作的理由及對該工作
的重要性、價值、效用和興趣等信念。此成份又分為目標導向和工作價值兩個
構念：
1. 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會因為持有不同的目的，而產生不同的認知表
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例如好奇心、挑戰、贏得別的人的讚美或
報酬等心理傾向。Harter (1981)又將目標導向區分為兩種：一種為內在
的目標導向(intrinsic goal orientation)，一種為外在的目標導向(extrinsic
goal orientation)。內在目標導向的人具有精熟、挑戰、學習、好奇等
心理傾向，反之，外在目標導向的人較注重成績、報酬、及別人的讚
美。
2. 工作價值：此構念包含三個重要成分：重要性的知覺，即個人對此工
作重要性的知覺；興趣價值，即對學習工作的態度和喜好程度；效用
價值，即工作對於自己是否有用的知覺，此價值會影響學習者對學習
工作的選擇與參與。
以往許多學者均認為知覺風險具多構面(Roselius, 1971；Kaplan
and Jacoby, 1972；Brooker, 1984；Tan, 1999)，因此，對於知覺風險的
衡量構面不外乎包括：
1. 財務風險 (financial risk)：產品價值無法達到購買成本的風險。
2. 金錢損失 (money loss)：當產品品質不良或無法產生作用，消費者為
修復或替換產品所造成金錢上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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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風險(performance risk)：指無法達到預期效能的風險。
4. 身體風險 (physical risk)／危險損失 (hazard loss)：產品可能危害消費
者健康或安全的風險。
5. 自我損失 (ego loss)：當產品有暇疵或購買不當產品而因本身(心理風
險，psychological risk)或他人(社會風險，social risk)令傷害消費者自
尊或精神損失的風險。
6. 時間損失 (time loss)：當產品無法作用時，因調整、修理或替換所造
成時間及精力的浪費。

3.

六、模式與假設的建立

認為，在解釋資訊科技的採用時，使用「計劃行為理論」
或「科技接受模式」均可以獲得不錯的解釋力。兩者不同在於「科技接受模式」
是一個簡化的模式，主要是針對一般資訊系統的探討，並且認為潛在使用者對
資訊科技系統的「態度」，主要只受到「認知易用」和「認知有用」的影響。
然而「計劃行為理論」認為潛在使用者是否採用資訊科技系統，需要考量到社
會層面變數的影響，以及本身對行為的控制能力。
在消費者行為的模式中，消費者會因為對產品有資訊模糊或知覺偏差的現
象而影響到購買行為，因此透過資訊的展露﹑行銷媒體與刺激物﹑以及當消費
者主動尋找情報時，企業就可以透過完善的行銷組合，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和了
解，進而使消費者接受(Howard and Sheth, 1969；Engel et al., 1984)。另外，消
費者內在動機和外在影響力會間接或直接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和使用意
向，譬如：社會壓力及廠商的行銷活動。
對於線上學習的使用意向，雖為資訊科技的一種，但若只以科技接受模式
預測，似乎沒有考慮到社會壓力所帶來的影響，這也是科技接受模式的缺點；
而若只以計劃行為理論模式預測，又缺少了潛在使用者對使用線上學習的自主
權，且其理論模式像科技接受模式專門探討其資訊科技的採用。因此，本研究
乃結合兩個理論模式來建構影響線上學習使用意向的因素，做為本研究的架
構，所持原因如下：
1. 考慮各種層面的影響：除了能對線上學習的特殊情境下有良好的預測
外，也考慮在組織環境中，使用者可能會感受到很多使用資訊科技的
社會壓力，譬如:上司壓力和同事間的壓力。
2. 模式的簡化與精確性：在所處環境的複雜程度下，結合兩模式所參考
Mathieso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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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一定比其他單一模式所考量到的較多，且來的精準；但
相對的，模式也會比單一模式來的複雜。若以另一觀點來看，用 EKB
模式在預測消費者行為，雖皆面面俱到，但模式過於複雜以致於無法
衡量，確是模式無法推廣且成本過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整合模式
中，採用兩者取其輕的方式：在模式複雜度上介於簡化與複雜間，易
於後續研究且測量成本低外；在預測的精確度雖無完全考量，但也包
含相當顯著的影響因素。
3. 解釋能力：由於整合模式是使用兩個均具有不錯的解釋能力的模式進
行整合，因此，在解釋能力上是具有一定的水準。
4. 驗證模式：由於整合的模式與擴散的計劃行為理論模式所持的論點相
同，均具有兩個模式的優點和排除其缺點，但在模式架構還是有不同
之處。擴散的計劃行為理論以多維因素來進行構面信念的衡量，認為
能更清楚瞭解對行為意向的影響；但本研究則認為將擴散的因素用來
直接或間接影響行為意向會較擴散模式準確，也更能清楚了解影響的
關係。這也是本研究最終所要驗證的模式。
綜合上述，本研究自行發展出整合模式: 以建構線上學習市場潛在使用者
對線上學習的使用意向模式。（如圖四）並建立假設一至假設六，
行銷組合
認知有用
使用動機

認知易用

態度

知覺風險

圖四 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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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使用意向」受「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認知有用」、「行為控制
知覺」、「態度」等正向和「知覺風險」的負向影響。
假設二：「態度」受「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認知有用」、「認知易用」等
正向和「知覺風險」的負向影響。
假設三：「認知有用」受「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認知易用」等正向和「知
覺風險」的負向影響。
假設四：「認知易用」受「行銷組合」、「使用動機」等正向和「知覺風險」的
負向影響。
假設五：「行為控制知覺」受「行銷組合」、「使用動機」等正向和「知覺風險」
的負向影響。
假設六：「使用動機」受「行銷組合」的正向影響。

一、 問卷設計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問卷內容共分成五大部份：第一部份為使用動機程度；第二部份包括主觀
觀範、行為控制知覺、認知有用、認知易用、知覺風險、態度；第三部份則為
行銷組合，包括產品、價格、通路、推廣、形象；第四部份為使用意向；第五
部份則為個人基本資料。此五大部份皆採用結構式問項，以 Likert 五點量表由
填答者分別針對認知或實際情況來填答。
利用 neural fuzzy 時，此部份要保留，因為要提高問卷的準確度，如此根
據這些數據所得到的模式才會準確。問卷預試在於檢測問項是否具有內部一致
性，其主要目的在於刪除信度較低的問項，做為發展正式問卷的基礎。本研究
以網路問卷共蒐集 21 份進行問卷預試。將預試問卷進行整理後，對各潛在變
項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如表一所示。
根據前測資料所進行內部一致分析結果，發現 Cronbach α 係數絕大部分
達建議值 0.7 以上(Gay, 1992)，並將結果發展出結構式調查問卷做為本研究的
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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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項
使 興趣求知
用 主觀規範
動 求工作進展
機
行為控制知覺
認 知 易 用
認 知 有 用
知 覺 風 險
產
品
行 價
格
銷 通
路
組 推
廣
合
業者形象
態 度
使用意向

表一 信度係數

衡量變項個數

Cronbach α

3

0.9374

5

0.7508

5

0.7736

4

0.6867

5

0.7908

5

0.8931

5

0.8199

13

0.9276

4

0.7442

4

0.9510

10

0.8329

4

0.9039

3

0.8892

5

0.8326

係數

二、 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問卷潛在測量變項包括行銷組合、知覺風險、使用動機、認知易用、認知
有用、行為控制知覺、態度和使用意向等及其操作性定義如表二所示。
研究
構面

行銷
組合
知覺
風險

表二 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操作性定義
變數衝量
行銷組合係指開辦業者在線上學習市場使用行銷方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案以刺激潛在使用者使用線上學習的手法，構面衡量 在使用者經由行銷組合
之變數為產品(包括系統品質、教材內容、課程特色、會影響使用線上學習的
系統服務)、價格(包括學費便宜、學費優惠、合理收 可能性各問項由非常低
費、不滿意可退費)、通路(包括可隨處取得簡章或資 (1分)到非常高(5分)。
料、和所處公司有進修教育合作、透過入口網站可連
結到、業者地點在國外或外縣市)、推廣(包括廣告、
促銷活動、公共報導)、業者形象(包括名氣口碑、辦
學經驗、專業性、行業別)。
是指個人對情境風險的評價，亦即個人對情境不確性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可估計的機率和控制的程度。本研究定義為潛在使用 在使用者若使用線上學
者對於使用線上學習學習時，主觀認為會為個人帶來 習會帶來的風險各問項
負效益的程度，以無法兼顧工作、沒有休閒時間、浪 由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

～734～

中山管理評論

使用
動機

認知
有用
認知
易用
行為
控制
知覺
態度
使用
意向

費金錢、浪費時間、學習效果差，來衡量潛在使用者 常同意(5分)。
的知覺風險。
使用動機係指潛在使用者會選擇線上學習的內外在影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觸
響因素，構面衡量之變數為個人的興趣求知(包括具高 發潛在學習者使用線上
度興趣、想嘗試新的學習管道、滿足求知慾)、工作進 學習的程度問項由非常
展(包括為獲升遷或更好的工作機會、擴展人際關係、 低(1分)到非常高(5分)。
工作狀況或周遭環境需要、取得相關修業證明、修業
時間長短)、主觀規範(包括參考群體都在使用及推薦;
家人、朋友、同事及所處服務機關和主管的認同)。
是指潛在使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用者主觀認為使用線上學習對於工作表現及未 在使用者對於使用線上
來的助益。本研究以可改善工作績效或學習效 學習的認知有用程度，衡
率、能得到想要的資訊、可提高個人競爭優勢、量變數由非常不同意(1
可增進在工作或學習上的效能、對工作或學習 分)到非常同意(5分)。

是有用處等五項衡量潛在使用者使用線上學習
之認知有用。

是指潛在使用者所認知到操作線上學習容易使用的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程度。本研究以操作線上學習系統是容易的、熟練使 在使用者對於操作線上
用線上學習功能是容易的、在學習上具便利性、不需 學習的認知易用程度，衡
他人協助、學習簡單容易了解等五項衡量潛在使用者 量變數由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分)。
操作線上學習之認知易用。
行為控制知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覺是指個人知覺到完成某一行為容易或困難的 在使用者對於使用線上
程度，受限於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和機會。本研 學習學習的行為控制知
究以在能力控制內、有方便的設備、有休閒時 覺，衡量變數由非常不同
間、能充份運用時間等四項衡量使用線上學習 意(1分)到非常同意(5
分)。
之行為控制知覺。
態度為個人對事物、行為喜惡的感覺。本研究定義為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潛在使用者對於線上學習學習的喜好情形，以使用線 在使用者對於使用線上
上學習學習是很棒的方法、會積極學習、是愉快的學 學習的態度，衡量變數由
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
習體驗，來衡量潛在使用者的態度。
同意(5分)。
使用意向為個人對於某目標物所可能採取的特定行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潛
動。本研究定義為潛在使用者對於使用線上學習的意 在使用者對於使用線上
願，以未來會考慮選擇線上學習做為進修或學習管 學習的使用意向，衡量變
道、願意使用線上學習取代其他進修管道、無論學習 數由非常不同意(1分)到
效果，依然會選擇線上學習、強烈介紹他人使用、整 非常同意(5分)。
體而言我會選擇使用線上學習，來衡量潛在使用者的
使用意向。

三、 抽樣方法與樣本特性

線上學習為跨區域性的學習環境，打破了空間的限制，且任何個體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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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參與線上學習的意願，就國內情況而言，對線上學習所抱持想法以在職進
修為主要導向。基於上述原因，在樣本的選擇上以台灣地區境內的中山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之在職人士為主要對象，且為求樣本取得之便
利，本研究將根據前測所發展出的正式問卷，採立意抽樣法由訪員進行問卷調
查。根據 Tanaka(1987)的建議，樣本數以最少五倍的測量變數之個數為原則，
本研究問卷之測量變數為 66 個題項，發出 423 份，回收 356 份，回收率 84%
（如表三）。樣本處理以資料超過一半問項漏填者視無效樣本，因此在扣除 13
份資料不全和 43 份部份遺漏值，完整回答題項之問卷數為 300 份，因此符合
建議值。
樣本特徵
性別

表三 樣本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特徵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10.8%
176 51.3%
37
男
工
9.9%
160 46.6%
34
女
商
遺漏值 7 2.1%
軍警公教 100 29.2%
2.9%
10
製造業 26 7.6%
20 歲以下
37.9%
130
金融業 12 3.5%
21-25 歲
職業
103 30.0%
資訊業 27 7.9%
26-30 歲
13.7%
47
年齡
服務業 39 11.4%
31-35 歲
7.9%
27
學生 48 14.0%
36-40 歲
6.4%
22
其他 16 4.7%
40 歲以上
遺漏值 4 1.2%
遺漏值 4 1%
國中(含)以下 2 0.6%
未滿半年 12 3.5%
高中(職) 60 17.5%
半年~1年 34 9.9%
24.5%
84
教育程度 大專 231 67.3%
1~2 年
研究所 38 11.1% 網路經驗 2~3年 62 18.1%
42.6%
146
遺漏值 12 3.5%
3 年以上
123 35.9%
是
遺漏值 5 1.4%
曾使用過
209 60.9%
否
線上學習 遺漏值 11 3.2%
註：有效樣本 343 份，扣除 43 份中有部分遺漏值，完整回答題項之問卷數為 300 份

四、 資料分析方法

一)模糊類神經網路架構
模糊理論首先是由 Zadeh (1965)所提出，其乃根據人類語言變量來設計
的，所以更接近人類的行為模式。此外，模糊系統最初乃是根據專家經驗來設
計一連串的 if -then 規則庫，以達到符合專家知識的表現。在此可利用所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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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輸出數據來還原原來的專家經驗（隸屬函數及規則庫），並藉由類神經網
路的技術來修正隸屬函數及規則庫，以獲得最佳且最接近真實系統的非線性模
式。本研究採用 Sugeno (1985) 的模糊推論系統，並參考 Chen and Peng (1999)
的模糊類神經技術來完成整個模糊類神經網路的模型。
在本研究中我們嘗試利用模糊類神經網路的技術，將所蒐集的數據進行模
糊化處理，轉化成通過隸屬度及模糊子集表達的模糊量。這樣便可將原輸入輸
出數據對描述系統輸入輸出之間的內在關係(精確數學模型)，轉化成一種相應
的由條件語句 if (輸入語言變量 Fuzzy 子集) then (輸出語言變量 Fuzzy 子集) 表
達的 Fuzzy 關係，這便完成了系統的 Fuzzy 模型。此外，語言變量可將其區
分為不同的程度，如低、中及高三個變量，甚至可再區分更為精細的變量，以
達更精確的效果。在模糊系統中“模糊化”→“模糊推理”→“模糊判決”是
構成模糊系統的最基本架構。將模糊系統表達成連接方式的網路結構，即可得
到一種模糊神經元網路。這種模糊神經網路在輸入輸出端口上與模糊系統完全
等效，而其內部權值或節點參數可通過學習加以修正。此外，通過一定的學習
演算法可自動產生隸屬函數的合適形狀及模糊規則。而這些隸屬函數
(membership function)及模糊規則 (fuzzy rule) 修正完畢後便可得到此系統的
非線性模式。
在此，以二個輸入一個輸出的模糊類神經網路架構來做說明，若是其他多
輸入多輸出的形式則可由此模式加以擴充。而其架構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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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層
模糊化介面
(Input Layer) (Linguistic term layer)

模糊推理 解模糊化介面及輸出
(Rule Layer)
(Output Layer)

圖五 模糊類神經網路架構
Layer 1: 輸入層(Input layer)
(1)

Input units: I i

= X i , i = 1, 2

(1)
ij

Output units: O

= I i(1) , i = 1, 2;

j = 1, 2, ..., n

模糊化介面(Linguistic term layer)
這一層乃將第一層的輸入利用 Gaussian function 來推論相關隸屬函
數的隸屬度

Layer 2:

Input units: I ij( 2) = −

此處的

(Oij(1) − a ij ) 2
bij2

, i = 1, 2;

j = 1, 2, ..., n

Output units: Oij( 2) = μ Aij = exp(I ij( 2) ), i = 1, 2;

aij

j = 1, 2, ..., n

及 b 分別代表 Gaussian function 的中心點及寬度
ij

Layer 3: 模糊推理(Rule layer)
這一層乃是將規則庫中的每條規則其適用程度推論出來
Input units: I ((3j −) 1) n + l = O1( 2j ) O2( l2 ) ,

j = 1, 2, ..., n; l = 1, 2, ..., n

Output units: Oi( 3) = μ i = I i( 3) , i = 1, 2, ..., m (= 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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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4:

解模糊化介面及輸出 (Output layer)

Input unit: I (4) =

∑O
m

(3)
p

wp , p = 1,2,...,m

p =1

I ( 4)

Output unit: O ( 4) = u * =

∑O
由以上的架構可知，典型的規則可寫成
m

p = 1,2,..., m

,

( 3)
p

p =1

if X 1 is M

and X

is M

then W i = K i

此外，j = 1,2,...,n；= 1,2,...m (= n ) 而
A1 j

2

A2

j

2

Ki =

or

常數 (zero-order Sugeno fuzzy model)

K i = p × X 1 + q × X 2 + r (first-order Sugeno fuzzy model,

乃經由學習而修正的參數)
至於隸屬函數( a ij 及 b )的學習演算法，在本文中乃採用倒傳遞
(backpropagation)模式中的陡坡法 (the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而規則庫( K )
的學習演算法乃採用最小平方估計法(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p, q, r

ij

i

(

二)研究進行的步驟：
1. 進行數據整理，共有 300 筆完整數據。
2. 定義 6 個假設的輸入輸出變數的模式，並決定每個輸入變數其對應的
隸屬函數的個數。
3. 進行模糊類神經模式的訓練，每訓練完 300 筆資料則算一個學習循環
(epoch)，在這期間並進行參數的更新，以得到最佳的隸屬函數形狀及規
則庫。
4. 訓練完畢後即得模糊類神經模式，此時便可進行測試輸入變數對輸出
變數的影響。在此，由於是針對某一個輸入變數對輸出變數的影響，所
以除了此一輸入變數外，其他輸入變數皆為固定值(取其 300 筆資料的
平均值，以使這些變數的影響最小)，而所測試的輸入變數的範圍將取
1.5~4.5，以符合真實資料的範圍。

五、 結果與討論

首先針對假設一，探討 6 個輸入變數 「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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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知覺風險」、「行為控制知覺」以及「態度」對輸出變數「使用意向」
的影響。每個輸入變數都有二個隸屬函數分別為 Low 與 High，而規則庫部分
則採用 zero-order sugeno fuzzy model，此乃因為此 model 擁有 26 條規則，若
採用 first-order sugeno fuzzy model 則可能計算時間要非常久才能收斂。經過
約 250 次的學習循環後，平均錯誤率(average testing error)為 0.32951。測試結
果如圖六所示，圖中 • 表輸入變數的測試數據，而*表模糊類神經網路 model
所推論出來的輸出數據。由圖六(a)，(b)，(g)可看出「行銷組合」對「使用意
向」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使用動機」和「態度」對「使用意向」有正向的影
響；由圖六(c)，(e)中可看出「認知有用」與「知覺風險」對「使用意向」乃
為負向的影響；至於「認知易用」與「行為控制知覺」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較不顯著。所以。假設一獲得部分的支持。
其次針對假設二，探討 5 個輸入變數 「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認知
有用」、「認知易用」與「知覺風險」對輸出變數「態度」的影響。每個輸入變
數皆有二個隸屬函數，而規則庫部份採用 first-order sugeno fuzzy model（假設
的模式二～六的規則庫部份皆採用 first-order 的型式），經過約 300 次的學習
循環後，平均錯誤率為 0.19659。測試結果如圖七所示。由圖七(a)與(b)中可看
出「行銷組合」與「使用動機」在某個程度範圍內對於「態度」有正向的影響，
但超過此一範圍則有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而「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對
於「態度」則有正向的影響；至於「知覺風險」對於「態度」乃為負向的影響。
所以，假設二獲得大部分的支持。
為了驗證假設三，探討 4 個輸入變數 「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認知
易用」與「知覺風險」對輸出變數「認知有用」的影響。每個輸入變數皆有二
個隸屬函數，經過約 300 次的學習循環後，平均錯誤率為 0.3045。測試結果如
圖八所示。由圖中可看出「行銷組合」對於「認知有用」有輕微正向的影響；
「使用動機」對於「認知有用」有較顯著的正向影響；「認知易用」在較低程
度時對於「認知有用」有負向的影響，而在較高程度時對於「認知有用」卻有
顯著正向的影響；至於「知覺風險」對於「認知有用」乃為輕微的負向影響。
所以，假設三獲得部分的支持。
同樣為了驗證假設四，探討 3 個輸入變數 「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與
「知覺風險」對輸出變數「認知易用」的影響。每個輸入變數皆有四個隸屬函
數，經過約 150 次的學習循環後，平均錯誤率為 0.16689。測試結果如圖九所
示。由圖中可看出「行銷組合」與「知覺風險」對於「認知易用」乃為負向的
影響；而「使用動機」對於「認知易用」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所以，假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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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大部分的支持。
為了驗證假設五，探討 3 個輸入變數 「行銷組合」、「使用動機」與「知
覺風險」對輸出變數「行為控制知覺」的影響。每個輸入變數皆有四個隸屬函
數，經過約 100 次的學習循環後，平均錯誤率為 0.24721。測試結果如圖十所
示。由圖中可看出「行銷組合」對於「行為控制知覺」有正向的影響；「使用
動機」在中等程度範圍內有正向的影響，但在此範圍之外則有可能造成負面的
影響；至於「知覺風險」對於「行為控制知覺」乃為負向的影響。所以，假設
五獲得部分支持。
為了驗證假設六，探討 1 個輸入變數 「行銷組合」對輸出變數「使用動
機」的影響。而輸入變數有 15 個隸屬函數，經過約 15 次的學習循環後，平均
錯誤率為 0.49945。測試結果如圖十一所示。由圖中可看出「行銷組合」對於
「使用動機」大體上為正向的影響。所以，假設六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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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a) 行銷組合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圖六(e) 知覺風險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圖六(b) 使用動機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圖六(f) 行為控制知覺對使用意向的影
響

圖六(c) 認知有用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圖六(g) 態度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圖六(d) 認知易用對使用意向的影響

圖六 以使用意向為輸出變項模式之各輸入變項及歸屬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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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a) 行銷組合對態度的影響

圖八(a) 行銷組合對認知有用的影響

圖七(b) 使用動機對態度的影響

圖八(b) 使用動機對認知有用的影響

圖七(c) 認知有用對態度的影響

圖八(c) 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的影響

圖七(d) 認知易用對態度的影響

圖八(d) 知覺風險對認知有用的影響

圖八 以認知有用為輸出變項模式之
各輸入變項及歸屬函數
圖七(e) 知覺風險對態度的影響
圖七 以態度為輸出變項模式之各輸入變項及歸屬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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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a) 行銷組合對認知易用的影響 圖十(a) 行銷組合對行為控制知覺的影響

圖九(b) 使用動機對認知易用的影響

圖十(b) 使用動機對行為控制知覺
的影響

圖九(c) 知覺風險對認知易用的影響

圖十(c) 知覺風險對行為控制知覺的
影響
圖十 以行為控制知覺為輸出變項
模式之各輸入變項及歸屬函數

圖九 以認知易用為輸出變項模式
之各輸入變項及歸屬函數

圖十一 行銷組合對使用動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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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六個假設之驗證結果如圖十二顯示，理論上運用模糊類神經網路
來進行模式之建構是可行的方案，因為這便是將數據還原成專家 (受測者) 的
知識，而且近似高度非線性行為的系統，更適合用於人類行為模式的建立。雖
然增加規則的數目(即增加隸屬函數的數目)，可以大幅提高建立模式的精確
度，但也使得收斂的速度非常的慢。因此要達到非常精確的模式，只要電腦設
備能夠支援的話，理論上皆是可行的。由分析所得的結果可以發現，輸入與輸
出變數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完全線性的，輸入變數可能在某種程度範圍內與輸出
變數呈正向關係，但在某種程度之下又呈負向關係，而這正是社會科學非線性
行為的真正表現。然而，這也是傳統迴歸方法所無法媲美的。
行銷組合
?

認知有用

+
_ +

使用動機

+

認知易用

?
_

?

? ++
_

+

+
_

態度
?

使用意向

+
_

?
_

+

行為控制
知覺
?

知覺風險

圖十二 本研究各假設變項間的驗證結果

註：”+”符號表示正向，”－” 符號表示負向，”?” 符號表示不確定

就管理意涵而言，受到行銷組合的吸引力，對於潛在使用者的使用意向﹑
使用動機﹑認知易用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因此，建議線上學習業者對於行銷組
合的方案以宣傳介紹線上學習產品功能和業者本身在專業﹑口碑的形象為首要
的行銷重點，其次再以推廣組合和通路以誘導潛在使用者使用線上學習。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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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潛在使用者對使用線上學習能否具有學習方便性的認知易用和能否得到想
要資訊的認知有用將是主要直接影響對使用線上學習進行學習所抱持的態
度。因此，為加強潛在使用者對使用線上學習有認知程度上的提升，進而提高
使用意向，除了可對線上學習的優點加以宣傳外，也可透過各入口網站或周遭
環境以即時取得線上學習的相關資訊，並開放試用有助於潛在使用者對開課的
課程內容和學習便利有相當的了解。
本研究之進行，可獲致以下幾點貢獻：(一)綜合消費者行為各理論的觀
點，引進多層面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模式除了應用各相關理論模式的影響因素
外，也考量在上學習市場環境以及個人因素的影響，且引進的影響因素是具有
信度和效度，因此有助於後續研究與實務上具相當的參考價值；(二)運用模糊
類神經網路的技術進行資料的分析：可充分應用非線性模式加以驗證資料分析
的結果，此不但能重現專家（受測者）的經驗，同時也可把人類行為的非線性
特性充分的表現出來；(三)行銷組合的轉換：本研究將應用於實體商品的行銷
組合轉換至無形商品，譬如:線上學習的教育商品，可作為後續相關研究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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