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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當無線網際網路蓬勃發展之際，我國政府也正積極推動公眾無線網路。然而，參照歐美日各國經

驗，業者投入的結果，卻由於用戶規模未能順利開發而面臨倒閉。如同全球發展趨勢一般，國內的公眾

無線區域網路服務市場同樣也是面臨諸多的發展障礙。 

因此，本研究以台北市地區為研究範圍，針對曾使用「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的使用者，探討影響其

採用意願之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的認知因素，會影響其採用態度，進而影響其採用意

願；另一方面，使用者對於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的認知因素，又會受到政府倡導的影響。因此，整體而言，

政府的各項倡導措施可間接影響使用者的採用態度，進而提升其採用意願。 

關鍵詞：公眾無線區域網路、創新擴散、知覺風險、網路外部性、技術接受理論 

 
1.前言 

資訊科技發展至今，網路基礎建設已由有線的

區域網路(LAN)進步到無線區域網路(WLAN)，乃至

於公眾無線區域網路(PWLAN)。然而，這樣的發展

成果，固然是由部分需求所引導，加上技術層面的

突破，但其市場與實用價值卻猶待考驗。 

參照歐美日各國經驗，PWAN 所帶來的商機，

使得無線 ISP(WISP)業者競相投入無線寬頻接取服

務市場。但各業者投入的結果，並非穩賺不賠，例

如 MobileStar 即因財務危機而面臨倒閉命運，其主

要原因之一，即在於用戶規模未能順利開發(拓墣產

業研究所，2004)。 

如同全球發展趨勢一般，國內的公眾無線區域

網路服務市場同樣也是面臨諸多的發展障礙。深究

目前國內已建置完成的計畫，PWLAN 的使用率均

相當低，除了少數區域如機場等每個月可達兩、三

萬分鐘外，大多數的公眾無線網路點的使用率仍

低，追究其原因，恐怕仍是業者對於 PWLAN 的商

業模式的設定與消費者需求存在相當大的落差。在

台灣寬頻上網環境已相當成熟的情況下，大部分的

民眾會選擇在家或辦公室處理上網需求，並不會另

外付費在外上網。若沒有具吸引力的應用引導，

PWLAN 在商業執行上則較有難處。因此，探究公

眾無線區域網路採用者的採用行為及其影響因

素，便成為服務功能與市場開發的首要任務，如此

方能有助於對潛在採用者行為之掌握。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擬以台北市地區為研究

範圍，針對曾使用「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的使用者，

探討影響其採用意願之因素。 

為達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依序探討下列主

題： 

一、 探討可能影響公眾網路使用者採用態度及採

用意願之因素。 

二、 探討政府倡導是否將影響使用者之採用態

度，進而影響其採用意願。 

 

2.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使用者採用公眾無

線區域網路意願的因素，因此，本章第一節將先介

紹公眾無線區域網路，從而界定本研究之研究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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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範圍。其次，以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作為一種新技

術/產品的導入與推展而言，對其使用者採用意願之

探究，指涉概念包括創新技術、影響使用者採用之

因素及過程（個體-微觀面）、影響其擴散之因素及

過程（社會-宏觀面）。由此，本章將於第二節探討

創新概念之後，分別再於第三、四節引介相關理

論，由微觀而宏觀地探討可能影響公眾無線區域網

路使用者採用意願的因素。 

 

2.1 公眾無線區域網路(PWAN) 
一、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之意義與技術 

在探討「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之前，需要先了

解「無線區域網路(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的技術功能。 

儘管目前產官學界經常使用「公眾無線區域網

路(PWLAN)」一詞，並常與「無線區域網路(WLAN)」

混合使用，但至今未對此概念有明確的定義。事實

上，「公眾無線區域網路」不論自使用者、技術規

格、使用範圍甚至建置單位等個別角度來說都不容

易定義，在一般認知上更是容易與休閒飲食店家自

行架設之室內無線網路混淆。在此，本研究擬綜合

前文探討，同時自使用者、技術功能、使用範圍以

及建置單位等角度，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初步

定義為「由政府主導、業者建置，可為公眾使用之

無線區域網路；其使用地區係以市區街廓(如：整個

台北市行政區及整個高雄市行政區)為範圍或以特

定區域(如宜蘭傳統藝術中心、南港科學園區、觀光

導覽區而不限於室內，使用者在區域範圍內可於行

進間或定點使用之)。 

目前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熱點的類型眾多，包括

機場、旅館、咖啡廳、飛機、車站、會議中心、零

售店、加油站、休息站等人潮匯集地點皆有服務業

者進駐建置，而服務業者類型亦十分多元，從最早

跨足市場的網路服務業者(ISP)至後續進入的行動

電話業者、固網業者以及系統整合業者均有，甚至

是一些具指標性的場地業者也想切入此服務市場

以進一步擴展其獲利空間。 

二、台北市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之發展狀況 

身為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示範區，台北市政府於

1999 年提出「網路新都計畫」，以「數位城市、行

動臺北」為計畫願景。其中，建設台北市成為無線

寬頻之都，即為台北市政府網路新都續階計畫之重

要施政計畫。 

「網路新都」以結合民間業者力量的方式，建

置全市無線寬頻網路。第一波行動是將關渡自然公

園以及信義計畫區(範圍包括基隆路、信義路、松仁

路和忠孝東路四條主要道路所包圍的區域，共設置

22 個熱點)規劃為無線上網示範區，並分別於 2002

年 11 月以及 2004 年 5 月開始啟用。  

然 而 ， 根 據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委 託 資 策 會

ACI-FIND 研究群進行 2004 年「我國家庭之寬頻、

行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 ( 資策會

ACI-FIND，2004)，特別針對行動與無線上網應用

行為進行調查發現，台閩地區個人使用行動設備上

網或使用/無線區域網路上網的普及率達 11％，約

238 萬人；而台北市地區即佔其中 12%，即約 28 萬

5 千人。其中，曾經使用行動與無線上網的受訪者，

所使用的連網設備以「手機」為大宗，佔 64％，其

次是「無線網卡+筆記型電腦」，佔 41％。以此比例

推估，台北市地區使用「無線網卡+筆記型電腦」

上網的人口數約 11萬 7千人，佔台北市總人口數(約

262 萬人)的 4.47%，可見，台北市無線上網人口仍

有很大的開發空間。 

 

2.2 創新採用相關理論 
根據 Rogers(1995)定義，所謂創新擴散是指一

創新事物在社會系統的成員中，在特定管道經過一

段時間後的溝通過程。簡言之，擴散可視為一種特

殊型式的溝通，而溝通訊息的「創新性」，就是創

新擴散有別於一般溝通的特色。也就是說，溝通具

有創新性訊息的過程，即可稱為創新擴散。同時，

擴散也是一種社會系統的變更，而社會系統的變更

可定義為一種改變社會系統結構及功能的過程。由

此可見，創新擴散主要在描述某種特殊的動態過

程，從過程中可以了解個人或組織採用創新事物的

變化狀態。 

本研究擬依 Rogers(1995)所提之定義，將創新

擴散界定為「創新事物在社會系統的成員中，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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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管道經過一段時間後的溝通過程」。以下即提出

Rogers 創新擴散模型以及 Bass 擴散模型等兩種學

界用以分析創新擴散過程(模式)的主要模型。 

(一)Rogers 創新擴散模型 

Rogers(1995)指出創新擴散包含四個元素：創

新事物 (Innovation) 、溝通管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時間(Time)及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 

Rogers(1983)從創新擴散理論的角度出發，認

為影響個人形成與改變對採用創新產品態度的因

素有五，茲分別說明如下： 

1. 相對利益(relative advantage)：即創新產品被認為

比舊產品好的程度。決策者若能認知的相對優點

愈多，則採用速度就愈快。 

2. 相容性(compatibility)：即創新產品被認為與個人

價值觀及需求契合的程度。若個人愈不需要改變

自己來配合新產品，便愈容易被採用。 

3. 複雜性(complexity)：即創新產品被認為難以了解

或使用的程度。一項新產品若使人覺得難以了解

其品質、利益或根本不知道它的功用何在，就會

延遲採用的時間。 

4. 可試用性(trialability)：即創新產品可被試用的程

度。當一項新產品可以讓消費者免費或僅花費些

微投資就能獲得試用，則會鼓勵人們提早採用此

項新產品。 

5. 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創新產品的利益或功能

容易被認知或用口語表達出來時，則資訊流通速

度會加快，促使更多人提早採用。 

（二）Bass 擴散模型 

根據 Bass(1969)的擴散模式，新產品的潛在採

用者受到兩種傳播方式影響：大眾媒體與口碑。在

發展的過程中，他進一步假設這些潛在採用者可以

分為兩種群體，一是受大眾媒體的影響(外部影響)

而自行採用的使用者，並不受已購買者的影響；另

一則是受到口碑的影響(內部影響)而採用新產品，

受已購買者的影響。除了創新者的採用決策是獨立

自主之外，模仿者的採用時機均會受先前已購買使

用的採用者之數量影響；其影響方式，便是透過所

謂的口碑宣傳。 

Boyd & Mason(1999)也認為，在創新擴散的過

程中，消費者的採用決策除了會受到產品屬性的彚

總評估影響外，消費者個人特色與訊息的傳播，同

樣也會影響消費者採用決策。 

Midgley(1993)認為，創新擴散是經由創新者透

過口碑傳播至社會網路而影響非創新者的採用過

程。故其將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評估過程以「個人在

產品分類上的創新性傾向」及「形成產品創新屬性」

對於「社會訊息網路」的影響，再探究真實的採用

時間。在其研究中，「個人在產品分類的創新性傾

向」是以消費者對於新產品的經驗程度或意見領袖

的程度來衡量，而其中社會訊息網路是指整個創新

訊息擴散的來源，藉由此擴散過程觀察消費者的採

用時間。 

整 合 前 述 學 者 之 論 ， 不 論 是 Boyd & 

Mason(1999)或 Midgley(1993)所提出的影響因素，

都可謂依循 Bass(1969)的因素成分，著重資訊傳遞

在創新擴散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傳遞路徑各

有不同。 

本研究主旨，係以台北市地區公眾無線區域網

路之推展與使用情況為例，探討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之採用意願。由於台北市無線區域網路之基

礎建設已具初步規模，而現階段台北市政府也極力

倡導民眾使用無線區域網路，其作為符合 Bass 所稱

之「大眾傳播」。同時，為探究台北市政府對公眾

無線區域網路之倡導與推廣是否有助於增強行為

者之採用意願，本研究擬將「政府倡導」納入前文

所提研究架構模型之外部因素，作為研究變項之

一，探討其對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用者採用意願之

影響；並將其界定為政府為推行政策，透過各電子

及平面媒體向政策對象傳遞政策內容相關資訊。 

 

2.3 技術接受模型(TAM) 
Davis(1986)配合資訊系統使用的應用情境，提

出了「技術接受模型(Techo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技術接受模式(TAM)係針對電腦科技的使

用者接收新資訊系統的行為所設計，其目的在於演

繹出有效的行為模式，使吾人了解個人在使用科技

時，影響其內在信念、態度及意願的外在因素。 

TAM 為解釋行為者採用資訊科技的特別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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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認為信念會影響一個人的態度，態度會影響個

體行為意願，並進一步影響到個體的行為表現。 

Davis et al.(1989)認為，由於主觀規範來自於外

在社會文化的影響，所以不容易測量，因此Davis 等

人並未將主觀規範納入。 

其次，Davis et al. (1989)認為態度會受到一些心

理因素的影響，因而從技術接受的角度出發，提出

兩個主要的態度決定因素：包括「知覺有用

(Perceived Usefulness)」和「知覺易用(Perceived Ease 

of Use)」影響；而兩者也同時受「外部變數(External 

Variables)」的影響。 

根據 Davis et al.(1989)的定義，所謂「知覺有用」

係指「在組織的環境中，使用者對於使用特定的應

用系統將會提高其工作績效或學習表現的期望主

觀機率。」當使用者認知到系統的有用性程度愈

高，採用系統的態度愈正向。「知覺易用」則指「使

用者認知到學習採用系統的容易程度。」當使用者

認知到系統愈容易學習，則採用系統的態度愈正

向。就一套系統的設計而言，系統是否簡單易學，

將會影響到使用者接受系統的動機，進而影響使用

的行為。而「外部變數」是指其他可能影響潛在使

用者有用性及易用性的一些外部因素，例如使用者

的個人變項、系統特性、環境變項等，這些外部變

數都會透過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來影響使用者的

認知信念。 

 

 

 

 

 

 

 

 

圖 1 技術接受模型(TAM) 

資料來源：Davis et al.(1989) 

 

根據 TAM，人們使用科技的行為，可從其行為

意圖作合理的推測，個體對新科技的行為意圖會受

到其使用態度的影響，也就是當一個人對科技使用

的態度越正向，想要使用新科技的行為意圖就越強

烈，而其對新科技的接受度也就越高。影響個體對

新科技的使用態度最重要的兩個信念為「有用認

知」與「易用認知」。「有用認知」是個體使用新科

技的主要影響因素；「易用認知」為個體使用新科

技的次要影響因素。 

其理論架構如圖 1 所示：相對利益意指行為者

認知到使用特定系統可增進其工作效能的程度，知

覺易用則係指行為者認知特定系統易於使用的程

度。行為意圖主要受態度的影響，並受相對利益直

接影響。例如由於工作的需求，使用者即使對採用

的態度是負向或是操作困難的，但因系統對於工作

有用，所以仍然具有較高的行為意願。態度受相對

利益與知覺易用兩個信念影響；相對利益則又會受

知覺易用的影響，而兩者又同時受外部因素所影

響。 

此外，Moore & Benbasat(1991)在其研究中也特

別提到，「相對利益」和「易使用性」與 Davis et al. 

(1989)所提出的技術接受模型中「相對利益」和「知

覺易用」是相似的。 

 

2.4 知覺風險 
由於無線傳輸的速率與安全機制仍有待加

強，且相關網站內容與法規基礎建設仍然不足。行

為者在採用公眾無線區域網路服務的過程當中，均

須注意可能的資訊安全風險問題。此外，學者

Mitchell and Greatorex (1989)的研究中顯示消費者

對於無形的服務較有形的產品所知覺到的風險程

度來的高。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瞭解行為者對公

眾無線區域網路的採用態度時，應將「知覺風險」

納入考慮當中。 

關於知覺風險，Bauer(1960)認為消費者的消費

行為本身就是從事一項冒險(risk-taking)的行為，因

為消費的行動將有可能產生非預期的結果，而此種

非預期的結果可能是令人不愉悅的。因此他將知覺

風險定義為：當消費者無法預知購買決策的結果

時，所必須面對的不確定性。 

Cox and Rick(1967)則將知覺風險的概念予以

觀念化，他認為知覺風險理論假設消費者是目標導

知覺有用 

實際行為

知覺易用 

外部因素 
使用新科技

的態度 
行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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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goal-oriented)，即每一次的購買行為都有其購

買目標，因此，當消費者無法決定何種購買決策最

能符合或滿足其目標水準，或消費者假設其購買產

品後，發現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將可能產生不利

的後果，就會產生知覺風險。Cunningham(1967)進

一步將 Cox 所提出的兩個知覺風險因素，定名為不

確定(Uncertainty)和不利結果(Consequence)因素。並

定義知覺風險為不利結果和不確定性的乘積。Baird 

and Thomas(1985)認為，消費者知覺到風險程度以

及消費者所能容忍的風險程度，決定了他們購買商

品的策略。強調知覺風險的重要在於，即使實際風

險是不存在或很低的，若消費者知覺到的風險程度

很高，仍會影響其消費的決策。 

進一步分析知覺風險之內涵， Cox and 

Rick(1967)認為消費者對後果的認知可能與財務

(Financial)或社會心理(Social-Psychological)有關，

可見知覺風險為一多構面的概念。 Perry & 

Hamm(1969)則再將 Cox and Rick 所提之社會心理

因素再區分為社會因素及心理因素，並增加身體安

全因素。Roselius(1971)首次提出「時間風險」之構

面，這是過去學者所沒有考慮到的構面，其指出消

費者購買時可能蒙受時間損失(Time Loss)、危險損

失(Hazard Loss)、自尊損失(EgoLoss)、金錢損失

(Money Loss)。而 Jacoby and Kaplan(1972)的研究則

綜合性地提出了財務風險、績效風險、心理風險、

實體風險及社會風險等五種類的風險。 

綜合以上所述，消費者進行購買決策時會認知

到之風險構面主要有財務風險、績效風險、心理風

險、實體風險、社會風險以及時間風險等六種。消

費者在面對此六種類知覺風險時，都將考慮因風險

而產生損失的可能性以及損失的嚴重性。 

然而，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體為公眾無線區

域網路之採用，在上述六項構面中，心理風險

(Psychological，產品會使消費者自我形象受到損傷

的風險)、實體風險(Physical，產品本身對消費者帶

來傷害的風險)及社會風險(Social，購買決策會受週

遭人士或親友嘲弄的風險)之發生可能較小，因而不

予討論，而將重點置於財務風險(Financial，預期財

物損失)、績效風險(Performance，產品表現不如預

期)以及時間風險(Time，購買、乃至使用產品所需

花費的時間)等三構面。 

 

2.5 網路外部性 
除了一般因素之外，Katz 和 Shapiro 在 1985 

年提出網路外部性理論(Network Externalities)，指出

消費者自產品或服務中所獲得之效用，並不一定會

全然決定於產品或服務本身，有時此效用會隨著使

用者的增加而增加，此種因其他消費者亦使用該產

品或服務而產生效用的特性，Katz 和 Shapiro 將之

命名為「網路外部性」。 

Katz 和 Shapiro(1985)認為，雖然使用者的數目

對於網路外部性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但

是，部分的網路外部性並非導因於使用者數目對效

用的直接影響，而係中介變數造成影響；並強調一

項產品會成為標準，不只是因為它有良好的特質，

更在於它有來自於廣大的使用群眾所獲得的效

益。這邊的效益指的就是網路外部性，它可以決定

產品標準化的程度。 

網路外部性的來源可分為直接網路外部性、間

接網路外部性以及耐久財的提供等三種：直接網路

外部性來自於採用產品的使用者數量增加，促使使

用者的效用增加；間接網路外部性的產生來自於當

使用者增加時，會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例如：如

果一項產品有很多人採用的話，則會有一系列互補

的產品出現，因為大家都遵循了一個共同的標準；

第三種為來自於完善的售後服務，使得使用者享受

的價值提升，進而增加使用意願。 

Farrel and Saloner(1986)研究網路外部性其結

果顯示，網路外部性的外顯效果有四：產品品質增

強效果、後續服務增強效果、使用成本降低效果、

擁擠的負面效果。其中前三項是歸屬於正面網路外

部性的影響；因為使用者越多，會使廠商更願意投

入金錢和時間來改善品質和後續服務；同樣地，基

於成本分攤的結果，也會使每個使用者所分攤的成

本降低。而第四種是由於使用人數過多而產生的負

面影響，例如當過多人使用網路時，就可能造成網

路塞車而降低服務品質，如此也可能導致使用滿意

度的降低。然而，一般來說，對電腦資訊產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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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是軟體或硬體，就使用上來說，大部分的網路

外部性都是正面的，如愈多人使用微軟的視窗作業

系統，新加入的使用者其利益就愈大。 

 

3. 研究方法與設計 
3.1 研究架構及假說 

綜合前述，本研究提出的研究架構(如圖 2)，將

以「相對利益(知覺有用)」、「易用性(複雜性、知覺

易用)」、「相容性」、「知覺風險」、「網路外部性」等

認知因素以及「政府倡導」外部因素列為研究變

項。據此，一則以各研究變項作為自變項，探討其

對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用者使用態度之影響；二則

以外部因素─政府倡導─為自變項，各認知因素為

應變項，探討外部因素與認知因素之關係；三則以

外部因素─政府倡導─為自變項，各認知因素為中

介變項，探討政府倡導對於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用

者使用態度之影響，是否因各項認知因素而得以強

化。 

 

 

 

 

 

 

 

 

 

 

 

圖 2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本研究據此研究架構提出之主要假說如下： 

H1：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之認知因素與使用者之採用

態度呈正相關。 

H2：「外部因素(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

用者對認知因素知覺呈正相關。 

 

3.2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 
本研究為探討影響公眾無線網路使用者採用

意願之研究，並以台北市地區為研究範圍，因此抽

樣對象為生活於台北市地區，並曾於此地區使用公

眾無線網路之民眾，以量化問卷訪問之。 

在抽樣方式方面，由於「公眾無線網路採用者

(使用者)」為網際網路(不論有線或無線)使用者之子

集合，因此本研究將透過電子郵件散佈方式，選取

受訪者，並告知問卷網站位置。樣本選取方式主要

採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方法，先向研究者

本身的同學、親友及同事以電子郵件傳遞問卷訪談

訊息，進而透過這些第一層的受訪者向其親友傳達

訊息。此法主要目的是為了估計在母體中很難尋找

或十分稀少的幾種特性，以有效選取符合研究條件

(有無線上網經驗)之受訪對象，邀請受訪者接受問

卷調查。待受訪者直接於網站填寫問卷後，將經由

網站程式運作，直接將訪問結果傳送至研究資料

庫。 

本研究計畫調查期間為一個月，研究者於調查

時間結束後，即針對資料庫內容使用 SPSS 13.0 版

為資料分析工具，進行下列統計方法：1.敘述統計、

2.信度與效度檢驗(因素分析)、3.多元(複)迴歸分析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4.實證分析 
本研究為探討影響公眾無線網路使用者採用

意願，並以台北市地區為研究範圍，故以生活於台

北市地區，並曾於此地區使用公眾無線網路之民

眾。研究調查期間為一個月，共計回收 120 份問卷，

扣除其中無效問卷 2 份，獲得有效問卷總計 118 份，

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98.33%。 

 

4.1 信度及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係數作為信度檢測之觀

察工具，同時以因素分析對問卷量表之衡量結果進

行建構效度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 

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用以測量各構面主要變

項之量表 Cronbach α係數最低為 0.8192（政府倡

導），各構面變項均大於 0.7。由此可以驗證，本研

認知因素外部因素 

相對利益

採用

意願

易用性

相容性

知覺風險

網路外部性

政府倡導 
採用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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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問卷量表具有高度信度。 

在效度分析方面，各構面之 KMO 值均大於

0.5，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小於 0.05 來看，表

示本研究構念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表 1 公眾無線區域網路採用意願量表信效度分析 

 Cronbach 

(α)係數值 
KMO 值 

Bartlett 球 形

檢定顯著性 

政府倡導 .8192 .793 .000 

相對利益 .9454 .876 .000 

易用性   .9537 .876 .000 

相容性   .8556 .790 .000 

知覺風險 .8346 .850 .000 

外部性   .8366 .825 .000 

採用態度 .9280 .839 .000 

採用意願 .9428 .500 .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 迴歸分析 
一、迴歸模型＜I＞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模式的「逐步迴歸分析

法」，檢測研究構念中的外部因素(政府倡導)與認知

因素(相對利益、易用性、相容性、知覺風險、網路

外部性)交互作用對採用態度的影響 (表 2)。 

 

表 2 多元迴歸模式＜I＞ 

依變項：採用態度 

自變項 

標準化

Beta 

係數 

t 值 F 值 
調 整 後

R2 
  

相對利益 .438   5.685 

外部性 .305** 4.913 

易用性 .245** 3.363 

69.75 ** .638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 

 

分析結果發現，此迴歸模型有三種模式與採用

態度有顯著相關：(1)模式 1：預測變項僅有相對利

益，其 F 值為 132.359，p 值小於 0.001，其調整後

的 R 平方為 0.529，顯示此模式具有 52.9%的解釋

力；(2)模式 2：預測變項為相對利益與網路外部性，

其 F 值為 90.832，p 值小於 0.001，其調整後的 R

平方為 0.606，顯示此模式具有 60.2%的解釋力；(3)

模式 3：預測變項包括相對利益、網路外部性以及

易用性，其 F 值為 69.754，p 值小於 0.001，其調整

後的 R 平方為 0.638，顯示此模式的解釋力提升為

63.8%。 

由此可見，在原本納入分析的變項中，政府倡

導、相容性以及知覺風險均被排除，對使用態度具

有預測力之變項僅包括相對利益、網路外部性以及

易用性。其中，在包含此三變項的模式 3 中，其標

準化 Beta 值與 t 值為：相對利益 Beta 值 0.438、t

值 5.685；網路外部性 Beta 值 0.305、t 值 4.913；易

用性 Beta 值 0.245、t 值 3.363。 

二、迴歸模型＜II＞ 

在前述模式＜I＞下，進一步以簡單迴歸分析外

部因素(政府倡導)對各創新認知因素之相關性及解

釋力。 

由表 3 可以看出，此模式之相關顯著性均小於

0.05。其中，政府倡導對知覺風險的標準化 Beta 係

數值為負數，意味著政府倡導有助於降低使用者所

認知的風險。惟各變項關係調整後 R 平方普遍偏

低，可見政府倡導對於使用者的各項認知因素具有

影響，但可能仍有其他影響因素有待發覺。 

 

表 3 多元迴歸模式＜II＞ 

自變項：政府倡導 

依變項 

標 準

化Beta 

係數 

t 值 F 值 
調整後

R2 
  

相對利益 .510 6.392 40.86** .254 

易用性 .409 4.831 23.34**  .160 

相容性 .533 6.779 45.95** .278 

知覺風險 -.204 -2.244  5.04*   .033 

網路外部性 .380 4.427 19.60** .137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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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 

 

三、採用態度與採用意願 

由表 4 可以看出，採用態度與採用意願之迴歸

模式相關顯著性小於 0.05，標準化之後的 Beta 值為

0.812，且其解釋力(調整後 R 平方)達 66%。可見採

用態度對於採用意願具有高度的解釋與預測力。 

 

表 4 採用態度與採用意願迴歸分析 

自變項：採用態度 

依變項 
標準化 Beta 

係數 
t 值 F 值 

調整後

R2 
  

採用意願 .812 15.001 225.04** .66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 

 

4.3 假說驗證 
總結本文分析，整體而言，認知因素與使用者

採用態度呈現顯著相關。但進一步分析，其「相容

性」與「知覺風險」對採用態度之影響及預測力則

不顯著。再論「政府倡導」與各認知因素之相關性，

則可分別獲得假設成立之結果。茲將假設驗證結果

以表 5 示之： 

 

表 5 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之認知因素與使用

者之採用態度呈正相關。 
成立 

H1-1  「相對利益」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之採用態度呈正相關。 
成立 

H1-2  「易用性」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

用者之採用態度呈正相關。 
成立 

H1-3  「相容性」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

用者之採用態度呈正相關。 
不成立 

H1-4  「知覺風險」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之採用態度呈負相關。 
不成立 

H1-5  「網路外部性」與公眾無線區域網

路使用者之採用態度呈正相關。 
成立 

H2：「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

用者對認知因素知覺呈正相關。 
成立 

H2-1 「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對「相對利益」認知因素知

覺呈正相關。 

成立 

H2-2 「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對「易用性」認知因素知覺

呈正相關。 

成立 

H2-3 「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對「相容性」認知因素知覺

呈正相關。 

成立 

H2-4 「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對「知覺風險」認知因素知

覺呈負相關。 

成立 

H2-5 「政府倡導」與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對「網路外部性」認知因素

知覺呈正相關。 

成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發現 
一、創新認知因素對採用態度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政府倡導、相容性與知覺風

險等構念對採用態度之預測力均未達顯著水準；將

外部因素─政府倡導之變項影響去除之後，則顯示

認知因素對採用態度之各研究構念對採用態度之

相關水準均有提升。 

研究結果亦驗證學者 Davis et al.(1989)的技術

接受模型、Rogers(1983)與 Moore and Benbasat(1991)

所認為「相對利益」、及「相容性」等影響因素將

對使用者之採用態度產生正向影響；另外在網路外

部性方面一驗證 Katz 和 Shapiro(1985)之理論，認

為公眾無線區域網路存在網路外部性特質，且此特

質會影響使用者對於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的使用態

度，亦即網路外部性亦對採用態度呈現正向之影響

效果。然而，在實證研究結果中，對於學者

Bauer(1960)之研究，認為使用公眾無線區域網路的

知覺風險應會影響其使用態度之結果，卻呈現不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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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之現象；亦即普遍認定之知覺風險程度愈高，將

使採用公眾無線網路意願降低之概念不成立。 

根據文獻及本研究推論，排除政府倡導之變項後各

項認知因素中相對利益、易用性及網路外部性均有

顯著的影響效果，而相容性及知覺風險對採用態度

影響不顯著之結果應與使用者之使用習慣相關。 

二、外部因素對各認知因素之相關性及解釋力 

本研究結果發現，政府倡導對於使用者創新認

知因素中之相對利益、易用性以及相容性等因素其

解釋力均達顯著水準而具有預測力；然而，對於知

覺風險以及網路外部性此兩因素，雖同樣具有顯著

水準以上之預測力，其解釋力卻較為有限。 

本研究之結果與 Bass(1969)的擴散模式以及

Boyd & Mason(1999)之論述相同，學者認為創新技

術或產品之使用者會受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採用產

品/技術或將影響消費者之採用決策，而本研究之結

果亦顯示政府倡導措施會影響公眾無線區域網路

使用者對創新科技之知覺以及其採用態度。 

三、採用態度對於採用意願之影響 

分析採用態度對於採用意願之影響程度，顯示

採用態度對於採用意願具有高度的解釋與預測

力，即兩者具有極為顯著的相關性。此結果與推論

相符，若能使一般網路使用者採用公眾無線區域網

路的感覺程度提升，必然將有效提高其採用電腦無

線上網的行為意向。 

 

5.2 實務建議 
本研究針對使用者採用意願之分析係以台北

市地區為例，因此在實務上即是可以研究結論作為

台北市無線區域網路計畫執行之參考。同時，由於

台北市為台灣地區公眾無線區域網路建置之示範

區域，因此，可藉由對台北市地區使用者行為之研

究，供台灣其他各地區發展參考。 

其中，政府倡導影響相對利益、相容性、易用

性、知覺風險、網路外部性等創新認知因素，而這

些創新認知因素也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採用態

度，進而又影響使用者的採用意願。因此，可從以

上發現，思考未來發展公眾無線網路之方向： 

1. 加強宣導措施，使潛在的使用者能清楚接到訊

息，了解 PLWAN 的內容與使用方式。 

2. 提高公眾無線網路之實用性，使民眾可藉由

PLWAN 的使用，而獲取生活、工作或學習上更

大的便利。 

3. 提高公眾無線網路之易用性，降低使用設備及

技術的複雜度，使潛在使用者易於學習使用。 

4. 公眾無線網路技術設計應考量使用者之習慣。 

5. 公眾無線網路服務之提供，應降低如網路安

全、收訊品質以及費用等不確定性。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以相關文獻及理論架構

為基礎進行問卷之實證研究。然而，儘管本研究力

求符合科學原則，卻仍有下列限制：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利用滾雪球抽樣法所得到的樣本，往往

由於成員彼此的聯繫比較強，內部的同質性（如使

用經驗及感受）很容易偏高，因而可能產生研究結

果的偏差。 

二、樣本代表性 

本研究是透過網路在線上直接填答問卷，但網

路調查的最大問題在於代表性，無使用網路習慣者

或在調查期間沒有上網的大眾便無法在網路調查

中表達意見。網路調查的結果可以適度代表網路

族，卻難以代表非網路族的意見。 

 

5.4 未來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台北市之使用者作為研究對象，因

此，將使得研究結果僅侷限於台北市區，未來可將

範圍擴大至台灣主要城市之使用者，將使研究結果

更具周延、務實，以切合了解台灣地區公眾無線網

路使用習性。 

二、政府倡導的討論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結果，提出「公眾無線網

路之使用者認知因素將正向影響採用態度」以及

「政府倡導將正向影響公眾無線區域網路使用者

對認知因素」之研究假設，然而，在將政府倡導之

外部因素納入自變項討論時會降低其對採用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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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著水準，則政府政策對採用態度是否有直接影

響性，將可作為未來研究之方向。 

三、知覺風險之討論 

 自研究中發現認知因素中的知覺風險構念，無

論對於採用態度的影響或政府倡導對知覺風險的

解釋力上均呈現較為薄弱的反應結果，在後續研究

上可針對此為構念作更深入的問項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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