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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使用者參與與使用者涉入對電腦化資訊系統滿意度的影響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1 )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職責、及直接涉及活動(使用者參與)的不同﹒皆會影

響使用者對系統涉入的程度﹒即使用者與系統關係越密切、對系統所負責任越多﹒及直接活動 l

越頻繁時，使用者願意涉入的程度越高，(2)使用者對系統責任的不同﹒會影響系統產出的滿意

度﹒當使用者越為系統付出多的責任時，使用者對系統輸出的滿意度越高，(3)使用者和系統閉

關係與涉及活動程度不同時，會影響系統整體績效滿意度﹒即使用者與系統關係越密切與涉及

活動越多時，使用者對整體系統緻效的滿意度也越高﹒

關鍵詞使用者參與﹒使用者涉入、使用者資訊滿意

一、目!JI=!

近年來，由於經濟成長快速‘國民所得逐年提

高、人們生活型態改變、以及生活步調的緊湊，使

得圍內民累的消費型態與消費習性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零售產業為滿足消費者「服務性」、「便利

性」﹒「一次購足」、「提供生活資訊」、「多樣

且便宜」等不同需求，紛紛引進國外的經驗與技

(i間，因而產生不同型態的零售撮點，如生鮮超市、

便利商店、量販店等。這股風潮也正衝擊著我國傳

統農產品運銷通路，農政單位與農民團體也在思索

利用現代化的物流中心、 量販超市等為生鮮農產品

尋求新的運銷通路， 各地農會超市的興起﹒即為最

佳例證﹒

擁有生鮮農產品販賣部門的零售業者對於其生

鮮產品之管理除需考慮包裝精緻、食用衛生、品質

外，尚須注意店內庫存的維持，以避免缺貨造成的

商機喪失或存貨過多所導致的過期損失﹒為有效管

理商品，確保商品品質與數量合於消費者需求，超

市與量販業者紛紛引進電腦化資訊系統，例如銷售

點系統(point of sales, POS) 、電子資料交換系統

(electronic data mterchange, EDI) 、電子訂貨系統

(electronic ordermg system, EOS)等，以配合各項業

務如進出貨管理、庫存管制、銷售管理、撿貨等，

期能藉由提高自動化的程度，確實掌握銷售數字、

提高商品迴轉率，並避免不當的庫存﹒

然而電腦化資訊系統的導入往往需昂貴的開發

成本與持續的維護費用，使用者需能利用資訊系統

產生的資訊解決其工作上所面臨的決策問題，系統

的開發建置方真意義，因此如何提高資訊系統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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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一直是被關切的重要問題。一個電腦化資訊系

統的成功與否，除了系統的技術問題外(Dtckson 及

Stmon, 1970, Power 及 Dtckson， 1973) ，還有"人"的

因素(Baroudi 等人， 1986 , Dtckson 及 Slmon ， 1970, 

Ives 及 Olson， 1984) 。許多研究分別從使用者立場

來探討資訊系統實施的成效，例如 Cyert 和

March( 1963)利用使用者資訊滿意(user information 

sattsfact tOn, UIS)的觀念分析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是否

被滿足。 1960 年初，使用者與系統開發者的溝通

被視為發展資訊系統的關鍵工作，可見使用者的參

與(user participation)對資訊系統品質有很大的影

響。 Hartwtck 和 Barkl (1994)綜合心理學、組織行

盾、行銷學和資訊管理等領域文獻的觀點，認為使

用者涉入 (user mvolvement)是使用者對資訊系統

之重要性和對其工作攸關性的一種主觀'L、理感受，

在此之前，使用者參與和使用者涉入被學界與實務

界視為相等的名詞，但自此篇文獻倡導之後，學界

始將參與視為使用者或使用者代表之實際參與系統

開發活動，而與代表心理狀態的使用者涉入有所區

別。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利用使用者資訊滿意度、使

用者參與、使用者涉入等理論，以具有生鮮農產品

販賣部門的量販店與超市(包括農會超市)之電子訂

貨系統使用者見對象，探討使用者資訊滿意程度與

使用者參與、使用者涉入、及使用者個人因素對使

用者資訊滿意程度之影響。本文之組織架構除第一

節為緒論外，第二節為相關文獻之回顧，第三節詳

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第四節為實證資料之分析與

解釋，第五節則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之

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使用者資訊滿意理論

使用者資訊滿意度(user mformation satisfaction) 

是衡量資訊系統符合使用者資訊需求程度的概念，

它源自於 Cyert 及 March( 1963)之間於「資訊系統

資訊輸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程度與使用意願關係」的

研究。 Ives， Olson 及 Baroudt (1983)指出資訊系統的

使用程度可視為系統成功與否的指標，而使用者資

訊滿意度與系統使用程度有正向的關係。 B甜甜，

Thornton 及 Cabe(1968), Gallagher (1974), 

Lucas( 1975, 1976), Pearson (1977), Zmud( 1978)等人

的研究當中，都曾利用使用者滿意度來衡量系統的

整體續效。

某些文獻利用單一問項評估尺度評估系統使用

者滿意度(Barrett 及 Cabe， 1968) ，但其評估結果往

往無法正確反應使用者滿意程度與內涵，其衡量結

果被認為是不具信度與效度的(Larcker 及 Lesst皂，

1980) 。使用者資訊滿意度的多問項評估方式有兩

種較被普遍接受，其一是針對資訊系統本身，如系

統接受度 (lgersheim， 1976) 、資訊產出品質

(Lucas， 1975) 、資訊系統的評價(Swanson， 1974) 。這

些尺度項目包括資訊系統內容之特質(如系統資訊

產出之正確性和攸關性)以及資訊系統資訊產出的

格式。另一是包含發展和維護系統的多項組織支援

項目，例如訓練文件、系統發展過程、系統維修

等。戴維舵及楊正甫( 1991 )參考 Bailey 與

Pearson (1983)所發展之資訊系統評估工真，針對我

圓迷你級電腦系統之資訊應用系統使用者，提出

39個問項以衡量使用者資訊滿意度。

從歷年來學者之研究可知資訊系統滿意度的評

估工具有四種主要類型。其一， Gallagher (1974)針

對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價值認知，將問卷分為管理

者對系統輸出報表的價值評估以及利用語意差別法

去詢問管理者對系統輸出報表的看法。此份問卷曾

測試 75 位管理者，結果發現針對相同的情況作相

關性研究，其相關性較低。該研究只針對系統輸出

報表作評估，無法瞭解整體系統服務的品質。其

二， Jenkins 及 Rlcketts (1979)參照文獻和面訪此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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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家，架構出 20 項評估項目之間卷。其中 18 項

經過 197 位參與者的測試，發展出代表建構使用者

資訊滿意度的五因素，即投入過程、系統程序、報

表內容、報表格式、報表價值。另兩項目則是針對

整體資訊系統的評估。 Jenkins 及 Rlcketts 問卷的問

題項目屬於一般性，並無對特定系統的描述，且問

卷格式也比較重視系統輸出報表的產出，無法真正

反應系統服務狀況。其三﹒ Larcker 及 Lessig( 1980) 

發展出建立認知有效性的兩種三項尺度。第一種尺

度是評估認知的重要性，而另一種尺度則評估認知

的有用性。此兩尺度係透過 29 位研究生的測試而

得之結果。其四， Bailey 及 Pearson (1983) 發展出

一系列資訊滿意度的問題項目。他們面訪 32 位電

腦使用者，進行 39 項問題項目差別語意分析，並

透過分數來代表相關性或重要性。

本研究對系統使用者滿意度的評量項目，主要

分為對系統產出的使用者資訊滿意度與對整體系統

續效滿意度的評估。對使用者資訊滿意的評估是引

用 Ives， Olson 及 Baroudi( 1983)所提出使用者對系統

的看法。其次參考 Bailey 及 Pearson( 1983) 提出之

整體系統續致滿意度的問題項目，再與業者面談而

發展出本研究對整體系統績效滿意度之評估問項。

(二)使用者參與理論

Hartwick 和 Barki (1994) 指出使用者參與是使

用者或使用者代表在資訊系統開發階段，直接從事

相關活動(例如階段性進度的認可、試用、輸出設

計等) • Vroom 和 Jago(1988)認為‘參與，可以有不

同的形式，如直接型(個人行動參與)與間接型

(由他人代表參與)、正式型(利用正式的群體、

團體、會議或機構)與非正式型(透過非正式的關

係﹒如討論和工作) .獨立作業型(獨立完成)與

分攤型(與他人共同完成)。

Franz 和 Robey( 1 986)以六項與資訊系統設計相

關的活動和七項與資訊系統製作相關活動的來評估

使用者參與程度，其優點馬具有較高信度，但對其

效度則無報導。 Baroudi 等( 1986)設計包含的項與

資訊系統發展相關的活動、 20 項一般性活動和 27

項從系統定義、系統設計和系統製作相關活動的問

卷。此間卷包括的參與活動之範圍較廣，也藉著測

試選擇理論結合使用者參與及使用者滿意度理論，

而其缺點則是沒有信度和效度報的導出。

Robey 等 (1989)利用兩種不同的方法評量系統

閱讀專案會議的參與度。其問卷有三大項目，包括

詢問使用者自行評量準備建議的時間、建議的內容

和專案會議期間所發表問題的數量。此類評量方法

可得知在會議期間使用者發表意見的數量和參與程

度間的關係'但其缺點是僅能評估提供專案會議期

間的參與度，而對許多發生在會議以外的參與活動

則無法顧及。

Doll 和 Torkzadeh(l 989 ' 1990) 提出針對使用

者所參與的八項系統發展活動的涉入評估方法，並

驗誼評估的信度與效度的。雖然該研究攝充參與項

目的內容，但未包含 1983 年 Ives 和 Olson 所提參

與架構活動的被動特質觀念，如使用者在專案過程

當中，被資訊系統人員告知的參與，以及使用者透

過觀察及傾聽的參與。

本研究依循 Hartwlck 和 Barki(l 994)提出之觀

念﹒將使用者參與的觀念定義為使用者所有參與的

形式。衡量使用者參與的問包括系統發展過程各階

段(如一股住系統參與、系統定義、系統實際規畫

和系統製作等)的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的活動

(user-IS relationship activitles) 、使用者對系統責任

的活動(user responslblhties actlvitles)和使用者對系

統直接平預的活動(hands on activitles) 。

(三)使用者涉入理論

Hartwlck 和 Barki(l 994)將使用者涉入定義為使

用者主觀的心理狀態，且反應著資訊系統對使用者

個人的重要性與其工作的攸關性 。研究使用者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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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於增進資訊系統的使用率及提高資訊使用

者的滿意度。在使用者涉入的研究領域中有兩個重

要理論，即參與決策理論和計畫性組織變革理論。

Ives 及 Olson (1984) 指出參與決策理論是令管理階

層與非管理階層員工扮演資訊系統使用者和設計者

的角色。藉由參與和其工作有關的各項資訊系統發

展階段的相關決策與活動，可使員工的資訊需求被

充分瞭解，而使員工產生參與感，並培養對資訊系

統正向的態度而能在系統上線後，樂於使用資訊系

統。 Loche 和 Schweiger( 1979), Lucas( 1976), N orton 

和 Mcfarland( 1975), Glbson( 1977), Robey, Farrow和

Franz( 1989) , Zaichowsky( 1985), Hartwick 幸日

Barkl(l 994), Gallagher( 1974), Guthrie( 1972), 

Igershelm( 1976), King 幸日 Rodnguez (1978), King 幸口

Rodriguez( 1981), Lucas( 1975), Swanson(1974)都發現

使用者涉入與使用者對系統的態度、瞭解程度、抗

拒程度、責任感、系統使用度和使用者滿意度有顯

著的相關性。

Zand 及 Sorensen (1975) 提出組織變革的要素

讀包括問題、管理技術、管理者和組織。 Zand 及

Sorenson (1975)曾提出組織變革實施的成功關鍵，

在於有無完備的實施程序。使用者涉入程度能改變

使用者的態度，並提高組織的工作效能及產生變革

的原動力，所以使用者涉入是計量性組織變革的必

要條件。組織變革理論使得使用者可以發揮影響

力﹒參與者和變革設計者的涉入，使協調合作關係

良好﹒並有較高的認同 (Baroudl ， Olson 及 Ives，

1986) 。

根撮 Lucas( 1974), Glbson(1977), Zmud( 1979)等

學者之建議，涉入程度可分為以下六種: (1)沒有

涉入，即在系統開發過程中，使用者完全無法表達

意見;(2)象徵性的涉入，即在系統開發過程中，曾

象徵住地徵詢使用者的意見，但不很重視其意見，(3)

徵求意見的涉入， 即在系統開發過程中，會透過面

談或問卷的方式， 徵詢使用者的意見，加以審慎參

考，(4)弱控制性的涉入，即在系統開發過程中，使

用者曾有類似簽名同意的方式，表示其認可的行動

涉入;(5)實際參與世涉入(invo1vement by doing)'即在

系統開發過程中，使用者確實有參加實際規章設計

的工作並深入瞭解問題而提出意見;(6)強控制性的

涉入，即在系統開發過中，使用者除有參與的行動

外，並有控制專案預算的能力。 Swanson(1974)將

涉入分為兩階段的涉入: (1)事前涉入，即使用者

在系統設計期間的涉入狀態，(2)事後涉入，即在資

訊系統引進後，使用者使用此系統的頻率。其研究

結果顯示，兩種涉入都會影響系統接受及抗拒的程

度，而事前涉入會透過接受或抗拒程度影響事後涉

入。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擁有生鮮販賣部門的零

售業者﹒超市(含農會超市)與量販店在引進電腦化訂

貨資訊系統輔助營運與管理生鮮商品時，其使用者

個人因素、使用者參與系統開發的程度、使用者涉

入的程度對使用者資訊滿意度的影響。本研究採取

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即設計包括使用者個人

背景資料、使用者參與、使用者涉入、使用者滿意

度之調查問卷，並對研究對象實施調查。本研究的

前測問卷經信度分析與填答時間計算後，修訂為正

式問卷，並使平均填答的時間控制在 30 分鐘內。

正式問卷調查時間為民國 87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採取郵寄與專訪兩種方式。問卷原先訂定回

收日為七天。經過七天後，再以電話與傳真跟催﹒

前後歷經三次跟催﹒量販店發出問卷 26 份，實際

回收有效問卷 12 份，連鎖超市部份發出 22 份，實

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8 份，農會超市共發出的份問

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25 份。發出問卷總數為

133 份，回收有效問卷厲的 份，有效回收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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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3% 。

(二)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說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是建立在使用者參與、使用

者涉入和使用者滿意度等三個理論之上，並整合成

一個雙層的研究架構(見圖 1 )。此架構之構面分

別為﹒ (1)使用者個人因素; (2)使用者參與程度，

包括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使用者對系統責任、及

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的活動; (3)使用者涉入程

度; (4)使用者資訊滿意程度，包括使用者對資訊

系統輸出之滿意程度與使用者對系統整體續效滿意

程度。

在圖 1 中，使用者個人因素、使用者與系統間

關係、使用者對系統職責、及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

及的活動會直接影響資訊系統輸出滿意度與整體系

統績效滿意度，也會透過使用者涉入程度間接影響

資訊系統輸出滿意度與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由以

上之架構，本研究之待驗證假說分述如下:

使用者參與程度

|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 i

(使用者對系統職責 l

(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活動 i

Hl.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其涉入的程度。

的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會影響使用者對系統的涉

入程度。

而在 H2 之下，叉可分為以下三個假說:

的 l 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會影響使用者的

涉入程度。

H22 使用者對系統責任，會影響使用者的涉

入程度。
H2.3 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的活動，會影響

使用者的涉入程度。

的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資訊系統輸出滿

意度。

H4.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資訊系統整體績

效滿意度。

H5 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會影響資訊系統輸出滿意

度。

而在的之下，又可分為以下三個假說:

H5.1 使用者與系統間關{系，會影響資訊系統

輸出滿意度。

使用者資訊

[系統輸出滿意度 l

|整體系統，償效滿意度l

固一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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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 2 使用者對系統責任，會影響資訊系統輸

出滿意度。

的 3 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活動，會影響資

訊系統輸出滿意度。

H6 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會影響系統整體續效

滿意度。而在恥之下﹒叉可分爵以下三個假

說 :

H61 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會影響系統整體

續效滿意度。

H62 使用者對系統責任，會影響系統整體續

效滿意度。

H63 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活動，會影響系

統整體續效滿意度。

H7 使用者涉入的程度，會影響資訊系統輸出

滿意度。

H8 使用者涉及程度，會影響系統整體續效滿

意度。

(三)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所指使用者個人因素變數為資訊系統使

用者之年齡、教育程度、個人使用電腦年限以及工

作年資等﹒年齡之衡量劃分爵 30 歲以下、 31 歲至

40 歲、 41 歲至 50 歲、及 51 歲以上等四個程度，教

育程度之衡量JJ1J分為高中以下、專科、大學、研究

所以:工作年資之衡量會l分為 1 年以下、 1 年至 3

年、 3 年至 5 年、 5 年至 10 年、及 10 年以上;個

人使用電腦年限之衡量'IJ分為 1 年至 3 年、 4 年至

6 年﹒ 7 年至 9 年、 10 年至 12 年、 13 年以上。

使用者參與費項乃參照 Hartwick 及 Barki( 1994) 

之研究，分為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使用者對系

統的職責﹒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入的活動等三類﹒

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包含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

{萃，如資訊系統或資料處理人員會告知我相關事

宜、我需正式審核資訊系統或資料處理的相關工

作、我需正式鐘核資訊系統或資料處理的相關工

作。使用者對系統的職責則指典型專案經理所被賦

予的工作和活動，如我有責任選擇系統軟硬體、我

有責任評估發展成本、我有責任尋求資金、以及我

是此專案的負責人等。使用者對系統的直接及的活

動，是指使用者對發展及延續此系統的相關反應和

活動﹒如我協助規畫報表裕式、我爵此系統規畫使

用者操作手冊、我為此系統規畫訓練課程。使用者

與系統間的關係及使用者對系統的職責構面代表系

統發展前的活動項目，而使用者對系統的直接涉及

活動則包含系統規畫階段和系統執行階段的活動。

本研究在使用者參與的變項方面共有 53 個問題項

目，詢問受訪者對資訊系統之參與，如有參與則答

‘是'，其分數為 l 分，反之，則為 0 分。整體參

與部份的總分介於 0 至 53 分之間，總分越接近 0

分者，則代表此使用者參與程度較低，皮之，若總

分越接近 53 分 ， 則代表此使用者對此資訊系統開

發的參與程度越高。

使用者涉入程度區分為六個程度，沒有涉入馬

0 分、象徵性的涉入為 l 分、徵求意見的涉入為 2

分、弱控制性涉入為 3 分、實際參與的涉入為 4

分、強控制性涉入為 5 分。

本研究評估資訊系統整體續效滿意度有 40 個

問題項目，而評估資訊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則有

16 個問題項目。此二部分乃參考 Balley 與 Pearson

( 1983)所發展出的資訊系統績效評估研究。兩位學

者發展此評估工具時，曾做過完整的統計分析，在

顯著水準α=0.01 之下，完整性高達。 99. 而此評

估工具也經由 Ives 等學者( 1983)引用和駿證。本研

究資訊系統整體續效滿意度構面的總分介於 40 分

至 200 分之間﹒越接近 40 分，代表使用者對資訊

系統運作續效的滿意度越低;反之，越接近 200

分，代表使用者滿意度越高;資訊系統的輸出結果

滿意度構面的總分越接近的分，代表使用者對資

訊系統的輸出結果滿意度越低 ，皮之，若總分越接

近 80 分，則代表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輸出結果的

滿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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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蒐集與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間卷資料調查對象為超市(含農會超

市)及量販店使用電腦化訂購資訊系統的員工。問

卷調查採郵寄、傳真、及人員訪談等三種方式。本

問卷共發出 133 份，回收之完整問卷的份。關於

樣本的使用者基本資料如下表

表一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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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l 可知，受訪對象所屬單位，以農會超市

最多，佔 55% :男性受訪人共 35 位，佔 778%:

年齡方面多集中在 31-50 歲，約佔 75% :受訪者的

教育程度以專科最多，其次爵高中興大學，受訪者

的現職年資以 10 年以上最多，佔 422% .其次為 5

到 10 年，佔 40% .使用電腦的經驗 .6 年以下估

了六成:受調查的職位以主管居多，共佔八成;在

使用的電子訂貨相關系統中，使用 POS 佔 69% • 

使用 EOS 佔 17% .而使用 EDI 則佔 14% 。

(五)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一種衡量工真的穩定性與一致性。一

個量表可包括若干問項，這些問項都在衡量相同的

態度，故各項目之間應具有一致性。在同一量表之

內，一致性係指該量表中各項目的內一致性或內部

同質性。 Cronbachα 係數是一種用來評估一組項目

之內同質性的指標。一般而言， α係數低於 0.6 表

示信度不足，而高於 0.9 就算高信度。如果量表中

的所有項目都反應相同的特質，則各項目之間應具

有某一程度的相關性。如果某一項目和量表中的其

他項目之間並無相闖關係存在，就表示該項目不屬

於該量表，而應將其剔除。 Cronbachα 係數的公式

如下:

α= (k/k. 1 J (1- L σ ，2/σ2 ) 

k: 量表中項目的數目

σf: 問項 l 的變異數。

(i=I ,2,3. ....,k) 

σ2:k 個問項總分的變異數。

本研究在使用者參與及使用者滿意度各問題項

目的 Cronbachα 值皆大於 06 (見表 2) 的標棠，

故保留所有問題項目以作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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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使用者參與及使用者滿意度信度評估

變數名稱 ICronbachα係數
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 I 06176 
使用者對系統的職責 I 09273 
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的活動 I 09039 
資訊系統整體續效滿意度 I 0.9672 
資訊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 I 097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實證資料分析與闡釋

(一)使用者涉入程度與使用者資訊滿意度

受者個人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本節將探討資訊系統使用者涉入程度與使用者

資訊滿意程度受使用者個人因素影響之情形。馬達

分析目的，我們以使用者個人因素為自費項，分別

以使用者涉入程度與使用者資訊滿意程度為依變

項，進行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使用者涉入程度會因個人

因素中的歌使用者目前職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見表 3 ， p叫lue=0.017 )。因其同質性檢定結果支

持各群變異數相同，故再以 Sche能多重比較法進

行檢定。結果發現‘一級主管，的涉入程度顯著高

於‘二級主管，'‘二級主管'的涉入程度顯著高

於‘一般員工，。個人因素之‘性別，項目之 t 檢

定結果顯示、男性，的使用者涉入程度顯著高於

‘女性H ( 見表 4)

表三目前職位對使用者涉及程度的變異數分析

及 Scheffe 事後檢定

自由度平方和均方 F值 P值

2 27.606 13.803 4523 0017車

42 128. 171 3.052 
44 155.778 

平均數族群 01 02 03 
166 基層員工

352 二級主管 * 
373 一級主管 • • 

*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其它使用者個人因素如‘年齡，、 ‘教育

程度，、 ‘年資，、 、個人使用電腦年限，等之變

異數分析結果均顯示使用者涉入程度不因這些變數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外，變異數分析結果亦顯示

資訊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與系統整體績效滿意度不

因使用者個人因素(職位、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年資、個人使用電腦年限)不同而有差異。

表四性別對使用者涉入程度的 t檢定

950/0{言賴區間

族群比較平均差 下限 上限 P 值

男性.女性 1 83 0.57 3.08 0037* 

* p<O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上結果，僅有部份無法拒絕本研究的假說一

(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使用者涉入的程度) ，但

完全拒絕本研究假說三與假說四(的使用者個人，

因素，會影響資訊系統輸出滿意程度， H4.使用者

個人因素，會影響資訊系統整體續效滿意度)。

(二)路徑分析

路極分析(path analysls)是用來愉驗一個因果模

式。其不同於一般複迴歸分析之處為可同時分析一

組迴歸方程式 。 在路徑圍中，以箭號表示某變數影

響另一變數之方向，箭號上馬路徑係數，可由此看

出變數的影響程度。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中有兩組迴

歸方程式。其中一組以使用者涉入程度為依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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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與系統關係、使用者對系統責任、及使用者

直接涉及活動為自變項。男一組則以資訊系統輸出

結果滿意度與系統整體績效滿意度為依變項，使用

者涉入程度、使用者與系統關係、使用者對系統責

任、及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為自變項。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假說，並利用兩組模式進行

路徑分析，一組是以 X1(使用者與系統關f係)、
X2(使用者對系統責任)、及 X3(使用者直接涉及活

動)為自變項， Y1(使用者涉入程度)爵依變項;另

一組則以 X1 、 X2. X3 、及 Y1 為自費項， Y2(系統

輸出滿意程度)、 Y3(整體系統續效滿意程度)為依

變項。利用路徑分析求得路徑係數，如下表五所

η"\ 0 

綜合以上結果，修正本研究之架構如下:

l 影響使用者涉入程度因素之分析

由以上路徑分析的結果可看出，使用者與系統

間關係、使用者對系統職責和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三者，對使用者涉入皆有顯著影響。現就其重要性

做一說明如下:

(1)使用者對系統的職責因素-

發現使用者對系統所負責任越多，則其願意涉

入的程度越深。其所職責包括成為系統發展人或領

導者、負責控制成本、評估系統績效與收益成本、

馬系統選擇所需軟硬體等活動。此結果顯示本研究

假說二之第 2 假說(使用者對系統責任會影響使用

者的涉入程度)無法被拒絕。

(2)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因素:

當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越頻繁時，使用者願意

涉入的程度越高。其直接涉及活動，包括負責系統

螢幕配置、報表格式﹒系統流程的控制、規格的測

試、規畫訓練方法、訓練人員以及製作操作手冊

等，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說二之第 3 假說(使用者

對系統直接涉及的活動會影響使用者的涉入程度)

表五路徑分析結果

自變數與依變數

X1 使用者與系統關係

X2.使用者對系統責任

X3 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Y1 使用者、涉入程度

X1 使用者與系統關係

X2.使用者對系統責任

X3 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Y1 使用者涉入程度

/Y2 系統輸出滿意程度

X1:使用者與系統關係

X2:使用者對系統責任

X3: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Y1:使用者涉入程度

/Y3 整體系統績效滿意程度

句，達 1%顯著水準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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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被拒絕。

(3)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因素﹒

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越密切，願意涉入系統

的程度越高。諸如為系統制訂工作細節、與系統人

員共同解決問題、簽核工作細節和做溝通協調的角

色等，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說二之第 1 假說(使用

者與系統間關係會影響使用者的涉入程度)無法被

拒絕。

2 影響系統輸出滿意程度與整體系統續效滿意程度

因素之分析

路徑分析結果發現系統輸出滿意度僅受使用者

對系統職責的顯著影響。換言之，當使用者執行此

系統之發展時，願意負責審核所有系統人員與資料

處理人員的工作、是此專案的領導者、系統專案上

的時間成本由此專案預算支付、由專屬部門管理者

評估此專案的績效、有責任評估新系統的發展成

本、有責任評估新系統的利潤收益、有責任尋求資

金以因應此系統專案所無法預知的額外時間與成

本、有責任為新系統選擇需要的硬體和軟體、需對

新系統的成功與否負起責任、為發展系統專案負責

所有資訊系統和資料處理工作都、在系統定義期間

負責追蹤考胺資訊系統和資料處理成員的績效、在

系統定義期間負責暸解且發展此系統的使用者資訊

需求分析、在系統定義期間負責發展此系統的損益

分析、在系統定義期間負責簽核資訊人員和資料處

理人員所發展出的損益表等以上項目，對系統發展

付出越多，心力時，其使用者滿意程度也越高，此結

果顯示本研究價說五之第 2 假說(使用者對系統責

任，會影響系統輸出滿意度)無法被拒絕。

就使用者對整體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而言，本

研究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其懂受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

係因素以及使用者的涉入程度的顯著影響。亦即，

當使用者與系統間的關係越密切時，諸如為系統制

訂工作細節、與系統人員共同解決問題、簽核工作

細節和做溝通協調的角色等，對整體系統績效滿意

的程度愈高;同時使用者的涉入程度，也影響使用

者對整體系統績效滿意的程度，當使用者在系統執

行期間，涉入的程度越高，則使用者對整體系統續

效的滿意程度亦超高。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說六之

第 l 假說(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會影響整體系統

績效滿意度)無法被拒絕。

在本研究中使用者的涉入程度對於系統輸出滿

意度的影響並不顯著，但對系統整體續效滿意度卻

有顯著影響。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說七(使用者涉

入程度，會影響系統輸出滿意度)被拒絕;但卻頭

示本研究假說八(使用者涉入程度，會影響整體系

統積煎滿意度)無法被拒絕。此結論與 Tmt 及

Vessey(1988)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 Tait 及 Vessey

假設使用者若願意對資訊系統多投入及參與時，則

較能接受系統的引進，而對系統覺得滿意，但在其

研究與羅世輝的研究驗證下，皆未能支持此假說。

本研究結果則雖發現使用者涉入對系統輸出結果影

響不顯著，但對整體系統續效的滿意度卻具有頭著

影響。

表 6 為各因素對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與整體系

表六各類因素對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的直接、間接效果和輝、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R 值)

XI:使用者與系統關係 -0034 -0177 -0359 
X2 使用者對系統職責 0160 0.022 0.689 
X3.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0273 0.214 0.040 

YI.使用者涉入程度 0.227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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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5 
使用者與系統閉關係 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

使用者對系統職責 0.667 
系統輸出滿意度

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0.610 

圖二本研究之修正研究架構路徑圖

統續效滿意程度的直接、間接效果和總效果。由表

6可看出使用者對系統的職責因素對系統輸出結果

滿意度影響最大，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對系統輸出

結果滿意度僅有少許的正面影響，使用者與系統的

關係對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有反向影響。表 7 顯示

使用者與系統的關係因素對整體系統續效的滿意度

影響力最大，使用者對系統職責因素與使用者直接

涉及活動因素的正面影響較小。至於使用者涉入程

度因素，對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與整體系統績效滿

意度的直接效果相當接近。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資訊系統使用者參與、使用者涉

入、及使用者個人因素對使用電腦化訂貨資訊系統

滿意度的影響提出的八項假說，經統計檢定結果摘

要如下:

假說一(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其涉入的程

度)僅有部份無法拒絕。檢定結果顯示男性系統使

用者涉入程度較女性系統使用者涉入程度高，換言

之，使用者個人因素中的、性別，因素會影響使用

者的涉入。結果亦顯示，一級主管比二級主管對系

統的涉入程度高，二級主管叉比基層員工的涉入程

度高，亦即，個人的職位因素會影響使用者的涉

入。
假說二(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會影響使用者對系

統的涉入程度)包含以下的三個假說:使用者與系

統間關係會影響使用者的涉入程度;使用者對系統

責任會影響使用者的涉入程度:使用者對系統直接

涉及的活動會影響使用者的涉入程度。經檢定結果

顯示此三個假說，皆無法被拒絕。換言之，使用者

表七各顯因素對整體系統績效滿意度的直接、間接效果和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R 值)

XI:使用者與系統關係 0.249 0.167 0.442 
X2:使用者對系統職責 0.205 0069 0.274 
X3:使用者直接涉及活動 0.189 0054 0243 
YI:使用者涉入程度 0254 
資料爽、順 :本研會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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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統間關係、使用者對系統職責、及使用者直接

涉及活動三者，對使用者涉入皆有顯著影響。當使

用者對系統所負責任越多、直接涉及活動越多、及

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越密切時，使用者涉入的程度

也越高﹒

假說三(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系統輸出滿意

度)與假說四(使用者個人因素會影響整體系統績

效滿意度)經檢定發現兩個假說完全被拒絕。換言

之，系統輸出結果滿意度與整體續效滿意度程度不

因使用者個人因素(職位.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年資、個人使用電腦年限)不同而有差異。

假說五(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會影響系統輸出滿

意度)包含以下三個假說: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會

影響系統輸出滿意度;使用者對系統責任會影響系

統輸出滿意度;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及活動會影響

系統輸出滿意度。經驗證結果發現，使用者參與中

僅‘使用者對系統的職責，對系統輸出滿意度有顯

著正向影響，此假說不被拒絕，其他兩個假說則完

全被拒絕。亦即，當使用者對系統職責付出越多

時，使用者對系統輸出的滿意度越高。。

假說六(使用者的參與程度會影響整體系統續

效滿意度)包含以下三個假說.使用者與系統間關

係會影響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使用者對系統責任

會影響整體系統績效滿意度:使用者對系統直接涉

及活動會影響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經驗證結果發

現使用者參與中僅‘使用者與系統間關係'，對整

體系統續效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他兩個假說

則完全被拒絕。換言之，使用者與系統關係越密切

時，使用者對整體系統續效的滿意度越高。。

假說七(使用者涉入的程度會影響系統輸出滿

意度)經驗證結果發現此假說被拒絕﹒假說八(使

用者涉及程度會影響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 ，經驗

證結果，此假說無法被拒絕 。 表示當使用者涉入程

度越高時，使用者對整體系統續效滿意程度越高。

此外，根據此次問卷資料分析結果發現，生鮮

販賣組織電子訂貨系統的使用者評估對系統產出與

整體系統續效滿意度，最有影響力的前十名項目

為:資訊人員的技術能力、使用者與資訊人員的溝

通重要性、系統供應商的支援、組織內部資訊單位

與作業單位的良好相處情形、資訊人員的工作意

廟、對資訊系統的信賴感、資訊系統結果的相關

性﹒對使用者的工作效果、與資訊人員的良好相處

關係。

本研究的變數選擇，主要參考國外著名學者之

研究。因為國情之不同，可能存在其他對我國資訊

系統使用者資訊滿意之影響因素，建議未來學者專

家針對此一方向繼續深入探討，以彌補*研究不足

之處。此外，根據本研究收集調查資料之經驗，目

前擁有生鮮食品部門之部分業者的上層管理者對資

訊系統的更新意願不高﹒對研究的調查也不甚支

持。未來此頹研究，建議邀請政府機關或相關研究

機構，共同參與，以獲得業界支持。在真正了解並

掌握影響資訊系統使用者資訊滿意之因素後，組織

的人力、財力、物力各資源方能有效果與有效率的

被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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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U ser Participation, U ser Involvement, 

and U ser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Shihyu Chou' and Jui.Lin Lu" 

-Department of Agncultural JHarketl唔，

Natlonal Chung Hsmg Unzverslty 
•• 

Department of Informat lOn Management, 

Chaoyang Umverslty ofTechnology 

Talchllng, Tanvan , Republtc ofChma 

ABSTRACT 

The mam pu巾。se of thlS sludy IS 10 explore Ihe mfluence of user partlclpallOn and user 

mvolvemenl on the user mformat lOn satlsfactlon of a partlcular computenzed mformatlon system 

MaJor research results are (1) user relatlonshlps wlth systems, respons1blllty toward systems, and 

hand-on actlv1 t1es (composed mto user part1c1patlOn) mfluence user mvolvement slgmficantly,(2) 

user satlsfact lOn about system outputs IS mfluenced slgmficantly by user responslb111ty toward 

systems, (3) user relatlOnsh1ps wlth systems and hand-on act1v1t1es mfluence overall systems' 

performance satlsfactlon 

Keywords: user participation, user involvement, user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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