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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社會認知理論作為基礎，加入隱私構面、認知評估構面與醫療效果認知有

用性來發展研究架構，以網路問卷的方式，針對全台半年內具就醫經驗的民眾進行問卷

調查，總共回收 660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發現：過去經驗以及健康情緒，對於民眾揭

露資料的自我效能並無顯著影響；過去經驗與行為模仿為影響預期結果的重要因素；行

為模仿、他人影響、醫療組織隱私保護、法律與政府支持、對系統的信任與揭露資料隱

私風險為影響揭露資料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預期結果、揭露資

料自我效能則是影響民眾主動揭露健康資料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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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民眾揭露個人健康資料之意圖 

壹、 導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個資意識的普及，相關政策保護，許多個資有關的問題便更受到重視，如資料

被收集、洩漏、濫用，以電子商務來說，企業組織會試圖收集顧客的資料，來提供個人

化的服務，藉此提高顧客滿意度以及增加自身的銷售能力，以表面來看，這對顧客來說

應該是有利的，但是對於顧客來說，收集個人資料的行為會產生隱私上的顧慮(Liu, 

Marchewka, Lu, & Yu, 2005)。然而個資除了被收集外，也能透過個人自身的揭露而致他

人所知，個資揭露是一種個人出於自願性或是意圖性的表露自身資訊，除了一般的個人

基本資料外，還有照片、訊息、關係狀況、情緒、態度以及經驗等(Liu, Min, Zhai, & Smyth, 

2016)。此外，個資揭露在特定狀況中，是一定要揭露的，例如：申請會員、求職、就

醫等等，由此可以發現，個資揭露的行為，是特定目的或要求的前置條件，然而在當今

注重隱私權的世代，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會面對到個資揭露的問題，因此要如何適當

且安全的揭露個資為重要議題。 

然而在眾多領域中的個資揭露，屬醫療資訊的揭露最為特別，醫療資料相較於其他

種類的資料還要不同，是因為揭露後風險的性質與種類更多元，且醫療資料更容易受到

本身的感受與情緒波動而有認知上的不同(Anderson & Agarwal, 2011)，適當的揭露，能

使醫療組織提升診斷效益，降低資料轉移的時間與成本，並使得醫療資源可以更有效的

利用。但某些健康資料一旦揭露，可能會造成揭露者本身的傷害，如遺傳性疾病、傳染

病、吸毒史、性病、精神疾病等等，且會因為每個人的認知不同，而遭受不平等的對待，

歧視、排擠、霸凌等等，無論是揭露者的生活上或是心靈上都會有傷害。有鑒於此，本

研究主要討論的目標為瞭解民眾會如何選擇與面對如此複雜的隱私議題。 

回顧過去的研究當中，關於個資揭露的研究非常多元，應用的領域也相當廣泛，其

中關於網路與社群使用的相關議題最受研究者關注(Dinev & Hart, 2006; Zimmer, Arsal, 

Al-Marzouq, & grover, 2010a; Zimmer, Arsal, Al-Marzouq, Moore, & grover, 2010b; Lowry, 

Cao, & Everard, 2011; Chen, 2013; Li, Lin, & Wang, 2015; Bansal, Zahedi, & Gefen, 

2016)，且研究方向則大致以隱私或是個人特質為主軸，並另外加入了環境的變因來進

行探討。但個資揭露是個非常複雜的議題，因此會有許多因素影響到人們對於揭露的意

圖與行為，且眾多因素是如何影響到最後的結果？是否會有不同的因素佔有不同的比

重？過往的研究提到個資揭露牽涉到利益與風險之間的評估，對於個人面對到個資揭露

的問題，是會以個人的因素為重，還是以外在環境為主要考量？而這些因素又是否能促

使個體去進行資料揭露，或是使得個體更加不敢揭露個資？尤其是健康資料更容易受到

生理情緒上的波動與認知而有影響，人們面對相關議題勢必會需要花非更多心力去評

估。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採用「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來做為研究

基礎，並應用其中「PBE 架構」(Personal-Behavior-Environment)探討個人對於個資揭露

上的意圖影響，並加入理論中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預期結果」(Outcome 



expectation)等因素，以「個人」、「環境」、「隱私」等三個構面為基礎，探討個人對

於不同的因素是如何進行評估，以致影響到揭露意圖的結果，透過綜合性的討論，藉此

建立與過去相關研究不同且更具整合性的論點與見解，透過各個層面的分析，找出有何

種不同的因素也可能會使民眾對於個人自身健康資料揭露的意圖有所改變，以及在利益

與風險的拉鋸過程中，是如何產生出最後的結果，並重於隱私層面的探討，期望找出隱

私議題所帶來的實際影響與個人揭露意圖的確切關係。而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無論是

加強學術上對於個人健康資料與隱私相關的議題進行補強外，或是給予醫療組織與民眾

做為後續個人健康資料揭露實務上的參考，皆能提供實質上的貢獻以及研究價值。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有鑒於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利用不同於過往研究的設定，以及不同

層面的分析來獲得差異性，並結合個人、環境、隱私與心理等因素的探討，藉以瞭解有

什麼不同的因素會導致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健康資料的意圖有不同的影響與結果，以及其

實際影響的狀況為何。經過統整後，所得到的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探討個人為何對於主動揭露資料有不同的意圖？ 

2. 探討外界的眾多因素，是如何影響到個人心裡認知層面的「自我效能」與「預期結

果」，來導致其主動揭露意圖有所不同與改變？ 

3. 探討「個人」的構面當中，有何關鍵因素會影響到個人心裡認知層面？ 

4. 探討「環境」的構面當中，有何關鍵因素會影響到個人心裡認知層面？ 

5. 探討「隱私」的構面當中，有何關鍵因素會影響到個人心裡認知層面？ 

貳、 文獻探討 

一、 隱私相關研究 

Westin (1968)則提出了關於資訊隱私(Information Privacy)的相關論點，其認為個體

具有控制與決定自身資訊的權力，包含資訊的類型、傳遞方式、對象、時間以及用途。

隨後對於資訊隱私的討論更進一步到隱私顧慮的層面，Smith et al. (1996)提出了「資訊

隱私顧慮」(Concern for information privacy, CFIP)的概念。然而隨著網路的興起，電子

商務開始蓬勃發展，亦有學者認為網路使用者對於個資隱私的看法，可能與非網路的消

費者不同，因此Malhotra, Kim, and Agarwal (2004)將 CFIP 的概念，經過文獻以及網路

使用者特性的整理後，提出了「網路使用者資訊隱私顧慮」(Internet users’ information 

privacy concern, IUIPC)的概念。 

而後續的研究有了另一個面向的發展，其指出網路使用者對於隱私的顧慮，會影響

到其風險認知(Jarvenpaa & Tractinsky, 1999)。對於風險認知，是一種主觀的信念，指個

體對於網路交易，預期所能得到或可能會失去的信念(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或是個體在網路上尋求某種特定的結果，可能會有機率受到損失的知覺(Pavlou & 

Gefen, 2004)。而當個人產生了隱私風險的認知時，信任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過去

許多文獻將信任與風險結合討論(McKnight, Cummings, & Chervany, 1998; Jarvenpaa & 

Tractinsky, 1999; Wulf, Odekerken-Schroder, & Iacobucci, 2001)，如探討買賣雙方的關

係，或是員工與組織的關係，Malhotra et al.(2004)也提出了關於使用者隱私相關的信任

與風險關係模式，Pavlou, Liang, and Xue (2006)也表示信任可以降低隱私的疑慮。 

信任的定義，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Gefen, Karahanna, and Straub(2003)以及

Reichheld and Schefter(2000)認為信任是一個期待，期待如果信任產生，則另一方不會因

此採取投機的做法，或是相信對方是可依賴並具有社會責任的態度，可以滿足原本的期

望並且不會鑽漏洞(McKnight, Choudhury, & Kacmar, 2002)；而在隱私的議題當中，信任

又可以分為不同面向，如隱私政策與保護(Liu et al., 2005)，或是對科技層面的隱私保護



成效(Thatcher, Mcknight, Baker, Arsal, & Roberts, 2011)。 

根據以上論述，個人對於隱私本身發生疑慮時，會影響到其風險認知，而風險與信

任又具有一體兩面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信任與風險加入隱私構面，來做為影響揭露資

料之意圖的探討因素。 

二、 個人資料揭露相關研究 

對於個人揭露最早是由 Jourard (1959)提出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概念，代表的

是個人將自身相關的個人性或隱私性的資訊揭露給予他人，來作為一種溝通方式，以至

於讓她人能了解揭露的個體，對於揭露方與接收方都可以促進關係發展，增加親密度。 

過去有許多研究針對個資揭露的議題來進行討論，以社群網站為例，學生會在社群網站

上揭露許多真實個人資訊，然而卻也因此較容易處在隱私風險的環境中，其中可能發布

的個人資訊包括生日、電子郵件、居住地與關係等(Christofides, Muise, & Desmarais, 

2009)；而 Young and Quan-Haase (2009)的研究發現多數人會在社群網站使用真實名字，

而樣本中近 7成的人會表露性向、關係、興趣、就讀學校與居住地等；在 Christofides et 

al. (2009)的研究當中發現，表露的資訊較少是聯繫資訊，如電話、地址等；Ellison, 

Steinfield, and Lampe (2007)的研究樣本中只有兩成的學生會發布電話等聯繫資訊，對

此，學生認知的個人資料的區分可以分為一般資料與隱私資料，一般資料如生日、電子

郵件、關係狀態等，而隱私資料則如電話、地址等。 

而在過去的研究當中，健康資料揭露探討的情境也有一些區別，有的研究著手於健

康資訊系統的探討，Al-Khalifa, Khatoon, Mahmood and Fatima(2016)探討了關於不同的醫

療或政府單位所建立的系統，民眾是否會願意揭露健康資料給這些系統，揭露的風險則

是有可能會受到隱私侵害，然而若民眾的參與程度提高，除了可以使系統間資料交換更

加便利，也能使民眾獲得更好的醫療效益。Lin, Zhang, Song and Omori(2016)，則提出了，

民眾會在網路社群揭露健康資料，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要降低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來

自於就醫看診後，對於療程或是處方仍感到疑慮，因此希望能夠過在網路社群揭露與分

享自身的健康資料與狀況，來尋求其他人的看法。此外也有學者探討了民眾使用健康

APP 來揭露自身健康資料的意圖，健康 APP 可以協助民眾管理自身的健康資料，並且

針對健康狀況給予相關建議與看法，但同樣會面臨到隱私的相關問題，尤其健康 APP

的提供者，除了政府機關外，也有可能是民間單位或是公司企業，面對這些提供者，民

眾無法確定其是否會保護自身資料不受侵害，甚至無法確定其是否不會遭受如駭客之類

的惡意攻擊(Atchariyachanvanich, Mitinunwong & Tamthong, 2017)。 

綜合以上看法，健康資料與一般的資料的共同點是，隱私相關的問題仍然非常重

要，但揭露的行為本身就是出自於目的性，期許可以獲得理想中的回報(Dinev & Hart, 

2006)，而揭露健康資料的誘因則是為了自身健康著想。相對於一般的資料，隱私的考

量佔了相當大的比重，然而對於健康資料來說，利益層面的考量，促使民眾有可能冒著

極大的風險去嘗試揭露，以求獲得期望中的結果，如同前述所提及的，人們面對到健康

的問題，更有可能受到生理情緒等額外因素影響，因此本研究除了鎖定隱私層面的因素

之外，將額外詳細探討對於民眾來說的期望層面，是否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到其揭露健康

資料的意圖。 

三、 社會認知理論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是由美國知名的社會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於 1977 年所提出的，SCT 結合了行為主義(Behaviorism)與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的概念；社會認知理論是廣為被大家用來分析個人行為的理論，主要是運用「個

人」(Person)、「行為」(Behavior)、「環境」(Environment)的三方交互影響來解釋人類

的行為。 



在社會認知理論當中，Bandura 認為引導個人行為認知的主要因素有兩個：自我效

能與(Self-efficacy)與預期結果(Outcome expectation)。預期效能(Efficacy Expectations)又

可稱作效能信念(Efficacy Beliefs)，是自我效能的初始概念，架構圖代表的意思是效能信

念的高低，會影響到個人行動力，而若採取了行動，則會產生對結果的預期，讓其覺得

執行這個行動是有價值的，進而影響到最後的結果(Bandura, 1977)；自我效能的定義為：

「個人對於自身的能力，是否可以達到某種程度以上績效的自我判斷，而自我效能的重

點，不在於說個體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或技能，而是其能否運用本身所擁有的能力來解決

特定的作業或任務。」也就是個人對於自身能否完成特定任務的自信心程度(Bandura, 

1986)。 

而自我效能在許多領域的研究上也有相當多應用，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 Compeau 

and Higgins (1995a)，其將自我效能的概念做延伸發展，提出了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 CSE)，來解釋使用者對於電腦軟體的接受度。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有很多

種，其中可以歸類成四個面向是主要來源，包括：主要經驗 (Enactive Mastery 

Experience)、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生理與情感狀態(Physiological and Affective 

State)以及口語說服(Verbal Persuasion) (Bandura, 1997)。而關於自我效能的衡量，主要是

依三個向度來進行衡量：廣度(Magnitude)、強度(Strength)與一般性(Generalizability)。 

綜合以上的論述，本研究將採用自我效能作為個人對於外在與個人特質或是其他因

素，影響到揭露個資意圖的中介因素，以作為個人對於其揭露個資能力判斷的認知評

估，並加入預期結果作為認知評估的因子之一；而如前述所提，影響到自我效能主要有

四大因素(Bandura, 1997)，因此本研究將搭配情境，提出以下四個變數：過去經驗、行

為模仿、健康情緒、他人影響來做為個人特質對於個人自我效能影響關係的探討基礎。 

根據社會認知理論，環境的因素包含了物理環境、家人與朋友的關係或是其他社會

影響。對於隱私的保護政策，在電子商務領域中，消費者對於其使用的購物網站是否能

保護到他們的隱私會影響到他們的信任(Metzger, 2004)，或許每個人對於隱私保護的認

知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但是網站可以透過闡明隱私保護的政策與做法來取得消費

者的信任(Palmer, Bailey, & Faraj, 2000)，Culnan and Armstrong (1999)認為表露出資料收

集的流程與詳細資訊，可以提高消費者對於安全性的感受度以及對組織的信任，以及隱

私政策如果越容易使人了解，讓消費者可以知道組織後續會如何利用他們的資訊，也會

提高消費者的信任(Shankar, Sultan, Urban, 2002)。因此組織對於其隱私保護的政策需要

能讓資料揭露的個體提高相關認知，以致提高信任並且提高揭露的意圖。 

相應於組織的保護，政府對於個資保護的重視度也相當高，以國內來說有個人資料

保護法（民 101），對於健康存摺的應用也有許多推行政策，如與醫院進行試辦計畫，

設置查詢窗口，使民眾即使不了解相關應用，也能透過醫療組織的協助，更方便的管理

個人健康資料。Lee, Endres, Chowdhury, and Alam (2007)認為，個人在執行某項特定作

業或是任務時，所處環境的支持能力相當重要。 

綜合以上論述，可推論至本研究的研究情境中，個人對於揭露健康資料的意圖，會

受何種因素影響，採用 SCT 中個人與環境構面，並加入隱私構面作為探討因素之一，

而這些因素會如何影響到中介的認知評估因子：自我效能與預期結果，並影響到最終的

主動揭露意圖。 

四、 醫療相關探討 

在過去的研究當中，關於醫療資訊系統的研究種類非常多，而其中又以探討醫護人

員對於醫療資訊系統的接受度、使用意圖，被學者以非常多元的層面來討論，其中研究

包含了探討關於醫療資訊系統的優點，如資料的正確性、即時性、以及節省成本與資源，

是否能影響醫護人員的工作表現，進而提升醫護人員的使用意圖，而其中的影響是顯著

且正向相關的(Egea & González, 2011)。因此本研究將納入過去研究針對醫療系統所探討



的認知有用性，藉由過去實證即時且正確的資料，可以使醫護人員提高其醫療效率，來

探討民眾在可獲得較優良醫療效果的前提下，是否會影響其主動揭露健康資料的意圖。 

電子病歷於民國 92 年試辦，在台灣的推廣已有一段時間，而健康存摺則是電子病

歷的應用，對象則是一般民眾，民眾可利用健保卡或是自然人憑證進行申請，系統內部

包含了保險計費類、保險繳納類與醫療類的資料（衛福部，民 105）。健康存摺系統中，

民眾登入後即可查詢個人健康資料，並提供申請及下載服務，申請後系統將保留資料 7

天，而系統內民眾較常接觸之資料，門診、住院、中醫資料可查詢至一年前，牙科資料

則有提供近兩年之紀錄。 

綜觀以上資料所述，目前醫院內部資料流通很彈性，然而在跨院之間，資料的流通

率尚未非常普及，因此若民眾跨院就診，仍然會發生用藥、檢驗的重複，以及醫療資源

的浪費。而健康存摺雖然能提供民眾非常方便且完整的管理個人健康資料，但往後就醫

時，仍需主動提供給醫護人員，才能更體現其價值，因此對於民眾揭露健康資料的意圖，

本研究接下來將彙整一個具體的研究模式並探討之。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過綜合文獻的探討、分析與統整後，應用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中的「個人-行為-環境」(Personal-Behavior-Environment, PBE)模型，採用「個

人」與「環境」兩個層面，並加入「資料隱私」的層面等三大構面，以及「自我效能」

與「預期結果」等兩個認知評估因素，來作為本研究架構的基礎，探討民眾主動揭露個

人健康資料的各個影響因素，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假說 

Bandura (1986)認為個人的反應結果會對未來的預測產生出相似的預期結果進而影

響行為，而 Compeau and Higgins (1995a)也指出，個人過去的相關成功經驗或是獲得獎

勵的經驗，容易使得在未來也會有正向的期望。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過去

經驗」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預期結果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一： 

H1：「過去經驗」，會「負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預期結果。 



Bandura (1986)認為，過去對於某個行為的有效掌握或是成功執行的經驗，對於自

我效能來說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資訊來源，過去好的經驗會提升自我效能，然而過去曾經

遇到的困境也有可能使得自我效能降低。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過去經驗」

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二： 

H2：「過去經驗」，會「負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 

Bandura (1977)指出，在特定情境下，個人面對行為要求時，會觀察並學習他人執

行且能獲得獎勵的行為，進而採用相似的行為來期望能獲得一樣的獎勵。根據以上觀點

推論，本研究認為「行為模仿」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預期結果有正面

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三： 

H3：「行為模仿」，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預期結果。 

Bandura (1986)表示，個人會觀察他人執行目標行為的成效，來評估他們對於自身

所擁有的能力是否也能完成相同目標行為，而後續有學者進而指出，行為模仿對於自我

效能建立過程會有所影響(Compeau & Higgins, 1995b)。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

「行為模仿」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

假說四： 

H4：「行為模仿」，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 

Brouwers and Tomic (2000)認為，情緒的處境對於自我效能會有顯著的影響，當情

緒處於越低落的狀況，則越容易影響到對於表現的感知與評估，對於實際的表現情況也

會有所影響。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健康情緒」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

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五： 

H5：「健康情緒」，會「負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 

Lam and Lee (2006)表示，個人使用 IT科技的自我效能會受生活周遭的他人影響，

同屬於社會認知理論當中的「社會說服力」，他人的影響可能是帶有領導、鼓勵等性質，

促使個人的自我效能提高。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他人影響」會使個人對於

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六： 

H6：「他人影響」，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 

Liu et al. (2005)提到，在電子商務的環境中，買方與賣方的關係中最重要的聯繫因

素就是信任，要達到成功的信任維持，具體的隱私政策以及資料收集方式非常的重要，

除此之外，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執行，Hsu, Ju, Yen and Chang (2007)則認為信任是可以

影響到自我效能，然而電子商務的隱私規範不一定與醫療組織的隱私規範完全相同，但

可作為參考依據，隱私政策的保護可以提高信任，並進而影響自我效能。根據以上觀點

推論，本研究認為「醫療組織隱私保護」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

能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七： 

H7：「醫療組織隱私保護」，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

我效能。 

Lee et al. (2007)認為，一個人在執行某項特定作業或是任務時，所處環境的支持能

力相當重要，其中像是在所處環境中，是否有自身需對此特定任務表現的機會，或是執

行後所得到的表揚與獎勵，以及整體環境中提供於個人執行此任務時，所給予的實際支

持與表現，皆會影響到個人對於此特定任務的自我效能評估。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

究認為「法律與政府支持」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正面的影

響，因此提出假說八： 

H8：「法律與政府支持」，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

效能。 

Pavlou and Fygenson (2006)的研究中發現到信任是作為自我效能變動的前因之一，

Hsu et al. (2007)也提到信任不管是在各個情況以及學術研究的領域中，信任對於個人的



態度、意圖、行為都有非常廣泛的影響。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對系統的信

任」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九： 

H9：「對系統的信任」，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

能。 

Zhao, Seibert and Hills (2005)的研究中提到風險對於創業家所造成的影響為何，其中

提到了具有較高的風險感知能力的人，對於創業的自我效能會比較高，因為他們能較準

確評估現在的狀況，以及預測未來趨勢以及可能發生的事情，以提高他們執行特定任務

的信心程度。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揭露資料隱私風險」會使個人對於主動

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自我效能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十： 

H10：「揭露資料隱私風險」，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

自我效能。 

關於認知有用性影響到意圖，最廣為人知的便是由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1989)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其中認為使用者在使用特定的系

統時，主觀認定其所帶來工作效率提升的程度，是會影響到其使用意圖，因此本研究將

探討，民眾在已知揭露健康資料，可以獲得較好醫療效果的前提下，是否會影響其揭露

資料的意圖。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會使個人對於主

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意圖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十一： 

H11：「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

的意圖。 

社會認知理論中提到，結果的預期會實際引導著個人行為(Bandura, 1977)，人們會

從事他們認知中會得到有價值結果的行為，反之則盡量避免從事會有不良結果的行為；

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動機，人們特定事件的預想狀況如果是對自己有利的，則會有更多動

機去從事該行為(Compeau & Higgins, 1995a)。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預期結

果」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意圖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十二： 

H12：「預期結果」，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意圖。 

Bandura (1977)指出，一個人透過自己對於特定行為所能表現的程度來做判斷，評

估執行該行為或是任務，會影響其完成後所能得到的結果認知；Compeau & Higgins 

(1995a)也發現了在電腦學習的環境當中，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中有著非常顯著的正向關

係。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會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

健康資料的預期結果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十三： 

H13：「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

預期結果。  

另外 Bandura (1977)也提到，自我效能是由許多前因的影響，來建立個人對於特定

行為與任務，所能完成的把握程度，而自我效能的評估結果，會影響到個人對於採取實

際行動的意圖。根據以上觀點推論，本研究認為「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會使個人對於主

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意圖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提出假說十四： 

H14：「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個人對於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

意圖。 

三、 研究設計 

(一)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半年內具有就醫經驗的民眾作為研究對象。在問卷設計方

面，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模式及文獻探討中所整理出的相關研究之量表，以不影響文獻

之原始語意為前提，翻譯成中文，並將其修飾為通順並易於理解的語句。本問卷分別採

李克特五點衡量尺度(five-point Likert scale)、七點衡量尺度(seven-point Likert scale) 以

及十一點衡量尺度(eleven-point Likert scale)來衡量影響民眾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各



個變數。本研究之問卷完成初步設計後，針對問卷進行前測及試測。在前測的部分，邀

請四位在資訊管理領域具豐富專業知識的教授，以及三位資訊管理博士班的學生進行前

測，並依照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修改，以確保問卷內容有達到本研究應符合之需求。試

測部分，將前測之問卷進行彙整以及修正後，再邀請二十五位資訊管理在職專班的學生

來進行，經過彙整各方專家的意見，逐步進行修改以確保問項的完整性，並確認最終的

問卷內容。 

(二) 變數操作型定義 

1. 過去經驗：民眾於過去曾經遭受隱私侵犯的經驗。本研究以 Xu et al. (2012)與 Smith 

et al. (1996) 的量表作為參考。 

2. 行為模仿：民眾對於他人執行特定行為或任務，模仿其行為。本研究以 Yi and Davis 

(2003) 的量表作為參考。 

3. 健康情緒：民眾對於個人健康情況所引發的負面情緒。本研究以 Anderson and 

Agarwal (2011) 的量表作為參考。 

4. 他人影響：民眾生活周遭的他人所給予的影響。本研究以 Compeau and Higgins 

(1995b) 的量表作為參考。 

5. 醫療組織隱私保護：民眾對於醫療組織採取的個資保護措施之態度。本研究以

Schwaig et al. (2013) 的量表作為參考。 

6. 法律與政府支持：民眾對於政府目前現有的法律與規定是否能保護自身資料的認

知。本研究以Miltgen and Smith (2015) 的量表作為參考。 

7. 對系統的信任：民眾對於存取健康資料整體使用環境之信任。本研究以 Anderson and 

Agarwal (2011) 

8. 揭露資料隱私風險：民眾對於個人揭露資料所認知的隱私風險。本研究以 Xu et al. 

(2011) 的量表作為參考。 

9. 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民眾對於揭露健康資料所能得到醫療效果的認知。本研究以

Egea and González (2011) 的量表作為參考。 

10. 預期結果：民眾對於主動揭露健康資料所得到結果之預期。本研究以 Compeau and 

Higgins (1995a) 的量表作為參考。 

11. 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民眾對於妥善揭露健康資料的能力判斷與評估。本研究以

Compeau and Higgins (1995a) 的量表作為參考。 

12. 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民眾主動揭露個人健康資料的意圖。本研究以 Bansal et al. 

(2016) 的量表作為參考。 

(三) 樣本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民眾對於個人健康資料的主動揭露，是否會因為各種因素而導

致其揭露意圖受到影響，因此主要的研究對象為近半年內具就醫經驗的全台民眾，並採

取網路問卷進行資料收集，發放平台則採用 PTT 地區性看板進行問卷發放。 

肆、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並對照母體資料，來檢視本資料的樣本代表

性是否具有說服力，檢視的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而其餘資料如教育程度、

職業、半年內就醫次數、是否主動提供健康資料給醫師。並使用 Smart PLS2.0 統計軟體

來建立結構方程模組(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以檢測各個變數關係顯著與

否，從結果來檢驗研究假說是否顯著。 

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總共回收 734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離群值的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660

份，其有效的樣本回收率約為 89.92%。在受訪者當中，性別方面，男生占 46.4%，女生



占 53.6%，相較於母體的 48.35%與 51.47%來說，男女比是接近一致的；而在年齡方面，

以 20-29歲為最大宗，占 58.9%，其次為 30-39歲，占 34.1%，而 19歲以下 3.2%，40-49

歲 3%，50-59 歲 0.8%，60 歲以上則完全無資料，相較於母體百分比的落差非常大，母

體數據中各年齡層的比率皆為 15%-20%左右；在居住地區方面，北部包含東部的百分比

為 48.8%，其次為中部地區 28%，再者為南部地區 23.2%，相較於母體數據，北部包含

東部的比率趨近一致，而中部地區與南部地區的比率則較有落差；教育程度方面，主要

則是集中在大學學歷，共有 68.6%，其次為碩士的 22%，在者為高中(職)含以下的 4.2%、

專科 3.6%，最後是博士的 1.5%；職業方面，以學生最為多數，共 23.6%，其次為其他，

占 14.7%，接下來則是製造業 13.3%、軍公教 11.4%、服務業 10.5%，其餘的則皆為 10%

以下，其中旅遊業則是無資料；在半年內的就醫次數方面，大多為 1-3次，共占 62.6%，

其次為 4-7次的 26.5%，最後是 10次以上，僅 10.9%；在是否主動提供健康資料給醫師

方面，以具主動經驗的為 40.6%，而不曾主動提供的為 59.4%。 

二、 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進行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來測量問卷的穩定性與一致性，信度越高

則代表一份問卷讓相同受測者重複測驗所得到的結果一致性越高。Hair (2009)表示：

Cronbach’s α 值若大於 0.7，則具有高信度以及一致性與穩定性；而 Cronbach’s α 

值若介於 0.7~0.35之間，則是中信度，若 Cronbach’s α 值小於 0.35，則代表低信度，

亦即不具有信度，則該問項必須要刪除。本問卷資料結果，不需額外刪除或修正題目，

各變數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0.7，如表 1所示。 

表 1：各變數之信度分析 

變數 題數 Cronbach’s α值 

過去經驗 3 0.730 

行為模仿 4 0.935 

健康情緒 11 0.929 

他人影響 7 0.922 

醫療組織隱私保護 4 0.863 

法律與政府支持 6 0.854 

對系統的信任 3 0.896 

揭露資料隱私風險 3 0.863 

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 4 0.917 

預期結果 6 0.851 

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6 0.916 

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 3 0.947 

(二) 效度分析 

在效度檢測方面，本研究透過前測與試測的方式來進行衡量，在前測的部分，邀請

具相關資訊管理背景之教授與博士班學生等專家學者，以及相關資訊管理領域之業界人

士協助進行前測，並依照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修改。在試測的部分，將前測之問卷進行

彙整以及修正後，再邀請在職專班的學生協助問卷試測工作，並確認本研究問卷是否有

符合預期的需求，以了解問卷內容是否恰當。因此本研究之問卷具一定的內容效度；在

收斂效度方面，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來測量建

構效度，並以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來判斷問項是否具收斂效度以及區別效度，本

研究的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中得知，各個問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35，代表

本研究的問項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且變數皆成功收斂。 

表 2：本研究各變數之因素分析結果 



變數 題數 因素負荷量 

過去經驗 3 0.755~0.834 

行為模仿 4 0.883~0.927 

健康情緒 11 0.434~0.893 

他人影響 7 0.755~0.875 

醫療組織隱私保護 4 0.599~0.917 

法律與政府支持 6 0.661~0.834 

對系統的信任 3 0.852~0.936 

揭露資料隱私風險 3 0.880~0.893 

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 4 0.775~0.839 

預期結果 6 0.488~0.819 

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6 0.590~0.811 

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 3 0.781~0.850 

三、 模式結果 

本研究利用 SmartPLS 統計軟體驗證結構方程模式，而結果顯示 14項假說中不成立

的假說共有 2 項，經過分析後整理如下圖 2 所示、模式之解釋力(R2)整理於下表 3 及各

構面間之路徑關係估計值整理於下表 4所示。 

 
路徑係數顯著性：*p<0.05、**p<0.01、***p<0.001 

圖 2：結構方程模式結果圖 

表 3：模式解釋能力(R2) 

依變數 R2值 

預期結果 0.305 

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0.380 

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 0.494 

表 4：各構面間之路徑關係估計值 

變數關係 假說 路徑係數 t 值 

過去經驗→預期結果 H1 -0.070  1.932* 

過去經驗→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2 -0.028  0.842 



行為模仿→預期結果 H3 0.185  5.118*** 

行為模仿→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4 0.283  7.343*** 

健康情緒→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5 0.117  1.198 

他人影響→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6 0.082  2.537* 

醫療組織隱私保護→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7 0.214  5.812*** 

法律與政府支持→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8 0.113  2.673** 

對系統的信任→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9 0.173  4.040*** 

揭露資料隱私風險→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H10 -0.102  2.987** 

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 H11 0.160  3.643*** 

預期結果→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 H12 0.165  4.039*** 

揭露資料自我效能→預期結果 H13 0.430  10.762*** 

揭露資料自我效能→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 H14 0.494  13.701*** 

路徑係數顯著性：*p<0.05、**p<0.01、***p<0.001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多種因素進行彙整，並提出了研究模式，以下將針對研究模式中的各項

因素，逐一探討並說明。 

(一)過去經驗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民眾的過去經驗，顯著影響到民眾主動揭露自身健康資料的預

期結果，然而結果顯示的顯著水準僅達到 P>0.5 的水準，Bandura(1986)認為過去的成功

或失敗經驗，會對於自身執行某個任務上，造成同樣正向或反向的結果期望，然而本研

究推論在揭露健康資料的情境當中，民眾主要期盼的結果會集中在醫療層面的議題上，

即使過去曾經遭受到個資侵犯上的問題，若民眾對於醫療效果仍有高度期待，便不一定

會受到過去的經驗影響，以致假說雖然結果顯示顯著影響，但顯著水準卻不高。 

 (二)行為模仿 

而在行為模仿的部分，對於預期結果是顯著影響的，符合本研究根據 Bandura(1977)

所提出的看法，若某個體得知他人在就醫時主動揭露自身的健康資料，後續疾病痊癒或

是獲得較好的醫療效果，則也會認為效法他人的行為，期望也能致使一樣的結果，因而

行為模仿會影響到民眾對於揭露健康資料的預期結果。 

而另外關於揭露資料自我效能，行為模仿也是顯著影響，Compeau and Higgins(1995b)

認為，個體對於他人的行事，具有學習的能力，觀察學習他人的行為，並保留優點以及

記取教訓，來作為自身執行任務的評估之一；本研究推論在揭露健康資料的情境當中，

若有學習對象是安全的揭露資料且獲得好處，則會有很強烈的動機致使個體作為參照，

因為民眾仍會希望執行任務最後都是獲得好處，成功的學習對象案例，將能提高個體安

全揭露健康資料的信心。 

(三)健康情緒 

在本研究的結果當中，健康情緒對於揭露資料自我效能的影響是不顯著的，有學者

認為情緒是會影響一個人對於執行某項任務的評估與信心程度(Brouwers & Tomic, 

2000)，然而本研究推論，在健康有關的議題當中，倘若個體對於健康的情緒低落，會

有可能促使其想揭露健康資料給醫生，以期許更好的醫療效果，但即便健康狀況良好，

個體也是有可能會想揭露健康資料給醫生，以及揭露資料的壞處大多聚焦於隱私層面的

問題，因此不論健康狀況的好壞，只要能妥善留意關於隱私層面的缺失，便能提高其安



全揭露資料的信心，反之亦同。 

(四)他人影響 

他人影響對於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是顯著影響的，他人所給予的鼓勵與支持，能提高

個體的信心程度(Lam and Lee, 2006)，本研究推論，一旦身旁的人，能鼓勵民眾主動揭

露健康資料，並分享其看法與建議，便能作為個體對於揭露健康資料的評估之一，若是

正向的意見較多，匯集這些看法，民眾的信心程度便會提高，反之如果旁人的建議大多

是負面的，則也會致使民眾對於自己是否能安全的揭露健康資料失去信心。 

(五)醫療組織隱私保護 

本研究中的醫療組織隱私保護，是顯著影響揭露資料自我效能，關於本研究的假說

推導，是透過組織的隱私保護作為，能影響到個體的信任，而個體的信任程度高低，則

會影響到其對於完成與特定組織有關任務的信心；Kehr ,Kowatsch, Wentzel and 

Fleisch(2015)表示相關機構的隱私保護規範，會影響到個體其對於個資以及揭露的看

法，在當今隱私意識相當盛行的社會當中，民眾對於隱私的議題也相當重視，因此若民

眾評估自身是否能安全有效的揭露健康資料時，醫療組織能提出對應的隱私作為或策

略，以提供民眾做為保證使其安心，便會提高其信心程度，反之則會使民眾保留疑慮，

致使信心程度降低。 

(六)法律與政府支持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法律與政府支持是會顯著影響到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有學

者認為，個體處的環境所給予的支持，會影響其自我效能的評估(Lee Endres et al., 

2007)，本研究推論，若是政府的政策以及法律訂定，能使民眾感到自身的資料是受到

謹慎保護，則能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後盾，致使民眾對於自身能否安全揭露健康資料能

有更高的信心程度。 

(七)對系統的信任 

本研究中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是顯著的受到對系統的信任影響，本研究推論原因在

於，民眾取得自身的健康資料，大多是透過政府或醫院的電子系統，如果這些電子系統

的環境是值得信賴的，則民眾從其所得到的資料，也是相對安全無慮且正確的，民眾不

必擔心資料是否遭到破壞或是有誤，Van Slyke et al.(2006)也提到，若錯誤的資料被錯誤

的使用，則會產生顧慮，因此民信任系統，則不必過度考量揭露資料後，是否會遭受到

意想不到的風險，可以省略到一些額外的評估，進而影響到民眾對於是否能安全揭露健

康資料的信心程度。 

(八)揭露資料隱私風險 

在揭露資料隱私風險的部分，是會顯著影響到揭露資料自我效能，本研究推論，若

是民眾意識到，與隱私有關的潛在風險越多，則民眾就能對於揭露健康資料便能有更高

的保護意識，以及對於這些風險做了更萬全的準備，因此便能提高其信心程度，此結果

與過去的研究一致(Zhao et al., 2005)。 

(九)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醫療效果認知有用性對於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是有顯著的影

響，根據 Egea and González(2011)的研究，若是探討使用醫療資訊系統，醫護人員會因

即時性、便利性、正確性來影響其工作表現，與本研究推論一致，若是民眾能於就診時

主動提供健康資料，則可更加完整的了解病人狀況，以及節省時間還有額外的資源，進

而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因此民眾若能於就診時能獲得更好的醫療效果，便會更主動的

提高其揭露資料的意圖。 

(十)預期結果 

預期結果對於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是有顯著影響的，根據 Bandura(1977)的看法，

預期結果會引導一個人的行為意圖，若是對於結果的期望是好的，則更有動機去執行，



反之則會盡量避免，同理於本研究當中，若是揭露健康資料，使民眾在心理期望上能夠

得到更多與醫療有關的好處，則民眾會有更高的意願會去揭露自身的健康資料，證明本

研究的假設正確。 

(十一)揭露資料自我效能 

本研究對於揭露資料自我效能的假說共有兩項，第一是揭露資料自我效能對於預期

結果會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推論，若是個體對於執行某項任務的信心程度越高，則越

能期望可以順利完成，並且獲得原先預想的獎勵或成果，反之信心程度越低，則越會認

為無法順利完成，以致得到不好的結果，同理於健康資料的情境中，對於自身能否安全

有效的揭露資料，會影響到其認為結果是獲得醫療效益，或是隱私受到侵犯，此結果與

Compeau and Higgins(1995b)的看法一致。 

而另一方面，揭露資料自我效能對於主動揭露資料之意圖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如同

Bandura(1977)提出的論點，自我效能中的信心程度，會影響其是否去執行特定任務的決

定，同理於本研究當中，若是民眾能有信心克服隱私問題，並且可以有效的揭露以得到

健康上的效益，則民眾便會更有意願去揭露自身的健康資料，反之則會降低其揭露意圖。 

二、 研究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以及結論的探討後，將針對學術面以及實務面提出相關的研究建

議，以作為本研究具體貢獻之依據。在學術面部分，過去研究中，大多都會納入過去的

相關經驗作探討，本研究的結果中，過去經驗未必是如此有關的，可能是因探討的資料

或對象性質不同，而導致過去經驗於本研究當中並無太大的關聯，希望能透過此結果提

出不同的建議與參考。此外本研究旨在了解不同的因素同步影響下，人們是如何評估以

致於影響意圖，後續的研究則可針對不同層面的因素，探討是否有因果關係，不同因素

的之間的關係，是否又會有不同的影響。以及在環境與隱私的層面上，本研究採概觀的

研究模式，後續研究則可針對較深入的因素進行探討；而在實務面部份，本研究的結果，

可提供民眾針對不同因素去做參考，對於自身健康資料揭露的評估，以及了解自身不熟

悉的部分，尤其以環境與隱私兩個層面而言，民眾需詳加了解關於醫療單位與政府的隱

私作為，以確保自身的權益不受侵害。另外有六成比例的民眾沒有主動提供健康資料之

相關經驗，仍然是偏少，由於民眾主動揭露健康資料，第一手的單位大多是醫療組織，

因此民眾對於隱私上的顧慮也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醫護人員，醫療單位需要建立起良

好的隱私規範，提出對應的隱私保護策略，降低民眾的顧慮，以及逐步推廣主動揭露的

益處，進而提高揭露意圖。最後，在本研究的結果當中，良好的法律與政策能使民眾更

加安心，進而提高揭露健康資料的意圖，除了會影響醫療單位之外，在特定部分也能節

省政府花費的醫療成本，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健康資料的隱私保護也會有更多或是更

深入的問題發生，政府必須密切把關，並制定因應的法律與政策，進而使隱私保護的發

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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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e research model was develope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those who had seek healthcare for recent six months. Six hundred and sixty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The analy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ior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modeling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utcome expectation. Behavior modeling, others’ affect, 

medical organization privacy policies, government support, trust to systems and disclosure 

privacy risk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disclosure self-efficacy.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edical 

benefit, outcome expectation and disclosure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s’ 

intention to disclose healthcare information. Finally, implications for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Medical information, Privacy, Intention to disclose medical informatio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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