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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通訊技術及行動裝置科技的發展，智慧手錶是穿戴裝置中很重要的議題之一。

由於智慧手錶的重要性，本研究想探索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的關鍵因素，而且提出

一個研究架構，探討研究變數間的關聯性，並且探討使用動機的調節效果影響。本研究

是以實證研究進行研究模型的檢驗，並透過網路問卷回收 263 份有效問卷。經過結構方

程模式的分析後，研究結果顯示：(1)創新接受度、自我效能、知覺易用、知覺價值會正

向影響滿意度；(2)知覺易用、功能多樣性會正向影響知覺價值；(3)滿意度、知覺價值

會正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4)使用動機在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關係上，有調節的作

用。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對智慧手錶的相關業者，提供一些實務上看法與建議。 

 

關鍵詞：智慧手錶、知覺價值、自我效能、持續使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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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錶知覺價值與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以使用動機

為調節效果 

 

壹、 緒論 

    隨著網路技術及行動裝置科技的發展，使用穿戴裝置產品(智慧眼鏡、智慧手錶、

智慧手環、智慧衣、智慧鞋等)逐漸興起及受到重視，而且民眾的接受度與使用率也往

上攀升。其中智慧手錶，是在穿戴裝置中最受歡迎的產品之一，主要是因為智慧手錶的

產品體積較行動裝置小，外出可隨身攜帶，而且使用上有其方便性，例如：可即時接聽

電話、接收電子郵件與最新消息、行程安排等，和感測器功能的應用是較完整的，例如：

健康資訊量測、智慧機能等，並且其與雲端服務、行動裝置、其他穿戴裝置的連結性，

也是很便利的(汪如筠，2016)。智慧手錶的使用率與重要性逐漸增加，使用者會受到哪

些關鍵因素的影響，而願意持續使用智慧手錶，是值得探討的研究議題。本研究以知覺

價值與滿意度的觀點來進行探討，在智慧手錶相關業者的經營管理上，加入這些觀點，

對未來管理與產品設計研發上會帶來正面的幫助(Zeithaml, 1988；Wu et al., 2014；Ives et 

al., 1983)。另外，透過使用動機的不同，可能會造成使用者對是否持續使用智慧手錶的

意圖有影響，因此加入使用動機的調節變數，探討是否會造成使用者的滿意度與知覺價

值對持續使用意圖關係間的影響 (陸盈紫，2016；吳俊佑，2012) ? 

 

    本研究提出一個整合式的架構，以重要的研究變數(創新接受度、社會影響、自我

效能、知覺易用、功能多樣性)，探討使用者對智慧手錶持續使用意圖的關鍵影響因素，

並探討「使用動機」的調節效果影響，期望能深入了解使用者對智慧手錶的使用意願看

法。透過分析結果，將提供業者對智慧手錶發展的實務建議，以協助相關業者了解影響

使用者採用智慧手錶的要素，進而對未來產品的開發及管理有幫助。 

 

貳、文獻探討 

    主要分成九個部分來探討，分別是：創新接受度、社會影響、自我效能、知覺易用、

功能多樣性、知覺價值、使用動機、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 

一、 創新接受度 

    創新接受程度是指行為個體會接受新想法或在所處的群體中，較早接受新事物的程

度(Rogers & Shoemaker, 1983；Midgley & Dowling, 1978)。本研究的創新接受程度

定義，為使用者容易接受新科技產品、會嘗試新的科技產品解決生活應用問題的程

度。高嘉汝(2011)的研究中發現創新接受度對使用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賴信澤

(2017)在探討使用者對書籍 APP 再購意圖的研究中也發現，創新接受度對滿意度有

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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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影響 

    社會影響是指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受到同儕、長輩或重要他人影響的程度

(Ajzen, 1985；Venkatesh et al., 2003)。本研究的社會影響定義為，使用者在使用智

慧手錶時，會受到同儕、長輩等實體群體看法的影響程度。邱柏仁(2017)的研究中

發現，社會影響對滿意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三、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的定義為使用者對智慧手錶有足夠的技能、可獨自使用的程度(Taylor and 

Todd, 1995)。汪慶珍(2017)在探討即時回饋系統教學對教學互動、學習投入、自我

效能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對滿意度是有相關的。王于屏(2016)的研

究結果也發現，自我效能對滿意度有影響。 

 

四、知覺易用 

    Davis(1989)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主要包含外部變數、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

使用態度、使用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等構面。使用科技接受模式主要是希望提供說

明使用者對採用新科技的使用意願及行為。本研究的知覺易用是指使用者操作智慧

手錶時，覺得容易使用的程度。陳慧君(2008)在探討電子零售商顧客忠誠度影響之

分析，研究發現知覺易用對滿意度是有正向的相關。邱麗蓉(2007)在探討消費者線

上購買旅遊產品的研究中，發現知覺易用性對知覺價值會有正向影響。 

 

五、功能多樣性 

    本研究對於功能多樣性的定義為智慧手錶的多種功能使用，可增加使用者的方便性

及效用性的程度(Berry et al., 2002)。黃濬洋(2014)在探討數位服務便利性、產品功

能、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對線上音樂服務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發現決策便利性、

取得便利性、交易便利性及後續利益便利性等數位服務便利性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

影響。 

 

六、知覺價值 

    知覺價值是使用者在接受到服務時，以使用者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和獲取到的利潤做

比較，其所獲得使用價值的體會(Zeithaml, 1988；Wu et al., 2014)。本研究的知覺價

值的定義是指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覺得可以提升工作/學習上的效率、健康管

理、解決生活應用問題的程度。鍾政偉(2008)所提出旅客知覺價值相對於觀光列車

滿意度顯示正向的影響。陳正富(2016)在探討 IC 設計產品使用者對再購意圖之影

響，研究發現知覺價值對再購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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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動機 

    使用動機是指個體驅使自己追求目標的一種狀態或協助個體選擇目標，因此，使用

動機是一種被刺機的需要，它可促使一個人去採取某項行為以滿足需求(Schiffman 

& Kanuk, 2000；張春興，1994；林生傳，1996)。本研究的使用動機，是指使用者

使用智慧手錶，是為了取得即時資訊、自我的健康管理、嘗試新科技產品的動力因

素程度。吳俊佑(2012)在虛擬社群對多層次傳銷之效益研究中，是以工具性媒介使

用動機為干擾變項。陸盈紫(2016)在 APP 知覺價值與 APP 購買意願之關係研究中，

以使用動機為干擾變數，研究發現消費者使用 App 應用程式時知覺價值，會因為使

用動機干擾而影響到消費者對於 App 的購買意願。 

八、滿意度 

    滿意度是指使用者相信資訊系統能夠滿足他們需求的程度，可用來評估使用者如何

看待其資訊系統(Ives et al., 1983)。本研究的滿意度定義為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使用

後，功能及整體使用經驗的滿意程度。王致凱(2012)在探討使用餐飲訂位系統行為

意圖及滿意度之影響因素分析，發現使用者滿意度對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

Bhattacherjee (2001)的研究中發現，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是有正向的顯著影響。 

九、持續使用意圖 

    持續使用意圖是指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願意持續使用的程度。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

錶時，時間上或次數上的持續使用意願，可衡量為未來仍會持續使用、會推薦朋友

使用或就算有同類型的智慧手錶可選擇，仍然會選擇使用該款的智慧手錶 

(Bhattacherjee, 2001)。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理論文獻的基礎探討，推衍歸納出研究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接著說

明研究設計、研究對象及問卷蒐集。 

一、 研究架構 

    經由文獻探討，本研究以「創新接受度」、「社會影響」、「自我效能」、「知覺

易用」及「功能多樣性」，對「知覺價值」、「滿意度」和「持續使用意圖」之間

的影響性，並探討「使用動機」在「滿意度」、「知覺價值」對「持續使用意圖」

之間關連的調節效果影響，形成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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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假說 

    本研究提出 11 條研究假說，如下說明： 

 

H1：「創新接受度」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2：「社會影響」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自我效能」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4：「知覺易用」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5：「知覺易用」對「知覺價值」有正向影響。 

H6：「功能多樣性」對「知覺價值」有正向影響。 

H7：「知覺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8：「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9：「知覺價值」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10：「使用動機」會調節影響「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連。 

H11：「使用動機」會調節影響「知覺價值」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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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卷設計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以有使用過或接觸過智慧手錶的使用者為主要對象。本研究

由網路問卷來收集資料，並將問卷刊登於 PTT、臉書及相關論壇。問卷收集共計回

收 305 份問卷，將重複填答、亂填答等，視為無效問卷，實際採樣之有效問卷總數

為 263 份，有效問卷率為 86.2%。本研究問卷分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

資料；第二部分為受訪者對智慧手錶的使用態度、滿意度和持續使用意願等，並採

用李克特(Likert)七點量表作為衡量尺度。 

 

肆、資料分析 

    主要以信效度、敘述性統計與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三方面來說明，各項資料的統計分

析與結果。 

一、 信、效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採用 Hair et al. (2010)在研究中所提出的判斷準則，作為衡量信

度的依據： (1)本研究各構面的 Cronbach's Alpha 及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大於 0.7(如表 1)；(2)本研究所有衡量變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由分析結

果來看，顯示本研究問卷符合信度水準的要求。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主要是衡量建構效度，其主要分為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在收

斂效度部分，本研究採用 Fornell and Larcker(1981)的衡量標準來檢測效度，平均變

異抽取量(AVE)值需大於 0.5，分析結果為，各構面的 AVE 值均大於 0.5(如表 1)，

表示具有收斂效度。在區別效度部分，本研究是依據平均變異抽取量之均方根，皆

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數值來判斷，分析結果如表 2，顯示本研究的問卷具有區別效

度。綜合上述的效度分析結果，本研究問卷具有建構效度。 

 

 

表 1：信效度分析 

 構面 AVE 組成信度 
Cronbach’s 

Alpha 

創新接受度 0.875  0.933  0.858  

社會影響 0.769  0.909  0.850  

自我效能 0.776  0.912  0.855  

知覺易用 0.873  0.954  0.927  

功能多樣性 0.767  0.943  0.924  

知覺價值 0.718  0.884  0.802  

滿意度 0.866  0.951  0.922  

持續使用意圖 0.865  0.950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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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區別效度分析 

 

 

二、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有效樣本數共 263 人。以性別部分來看，男性佔 56.3%，女性佔 43.7%，

男性所佔比例較高；年齡方面，18-24 歲佔 60.8%為最多，其次是 25-30 歲佔 14.8%，

以年輕族群為主；教育程度方面，大學(大專)佔 79.8%為比例最高。得知智慧手錶

的主要來源，以網路媒體/廣告佔了 63.5%為比例最高，其次是親戚朋友佔 17.1%。

在使用智慧手錶的品牌方面，使用 Apple 品牌的智慧手錶佔 41.1%為比例最高，其

次是小米佔 17.5%、Samsung 佔 12.2%；在使用的頻率方面，每天佔了 55.1%；在

使用的主要目的方面，健康管理佔 23.6%為比例最高者，其次是方便攜帶佔 19.8%、

趕上潮流佔 19.8%、接收即時訊息佔 17.5%。 

 

三、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利用 Smart PLS 軟體，進行結構模式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分析與檢定。根據研

究架構所提出的 11 條假說及圖 2 所呈現的整體結構模式關係路徑檢定的結果顯

示，除了假說 2(社會影響會正向影響滿意度；t=1.53<1.96)與假說 11(t=1.13<1.96)，

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 9 條假說關係均呈現顯著，亦即 H1 及 H3-H10 等 9 條假說

均成立。 

    本研究要探討使用動機在滿意度及知覺價值對於持續使用意圖間相關調節效果的

影響性。透過圖 2 能夠得知使用動機的調節分析的結果，H10 有一定程度的調節效

果，代表使用動機有調節滿意度對於持續使用意圖間的影響。另外，H11 則沒有成

立，表示使用動機在知覺價值對於持續使用意圖間的關係，沒有調節影響。在假說

檢定的整體結果方面，整理如表 3 假說檢定結果彙整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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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路徑係數圖 

 

 

表3. 假說檢定結果彙整表 

假說 路徑係數 t 值 檢定結果 

H1:創新接受度   滿意度 0.180  2.205  成立 

H2:社會影響     滿意度 0.102  1.534  不成立 

H3:自我效能     滿意度 0.167  2.274  成立 

H4:知覺易用     滿意度 0.236  2.573  成立 

H5:知覺易用     知覺價值 0.408  5.022  成立 

H6:功能多樣性    知覺價值 0.416  4.912  成立 

H7:知覺價值     滿意度 0.257  3.980 成立 

H8:滿意度      持續使用意圖 0.852  25.883  成立 

H9:知覺價值    持續使用意圖 0.077  1.983  成立 

H10: 使用動機    滿意度&持續使用意圖    -0.352 2.062 成立 

H11: 使用動機    知覺價值&持續使用意圖 -0.329 1.132 不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影響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的滿意度之因素 

    從檢定分析的結果顯示，使用者的「創新接受度」對於滿意度有正面影響，表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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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因為使用者本身對於新的科技產品有較高的興趣及接受

度，因而對智慧手錶有較高的滿意度。使用者的「社會影響」對於滿意度沒有顯著

影響，表示使用智慧手錶時，使用者並不會因為受到同儕、長輩或重要他人的影響，

而影響到對智慧手錶滿意度的看法。使用者的「自我效能」對於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表示使用智慧手錶時，使用者會因為自己有足夠的技能，可容易使用智慧手錶的產

品，而提高對智慧手錶的滿意度。使用者的「知覺易用」對於智慧手錶滿意度有正

向影響，表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不管是介面使用或者操作上，是容易上手

的，清楚如何使用智慧手錶功能等程度越高，其滿意度也會越高。使用者的「知覺

價值」對於智慧手錶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表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會覺得對

自己是有用的，能夠讓使用者了解自身健康狀況、讓自己能對工作態度更加積極，

促進使用者注重在工作績效、能快速解決生活上應用的問題的程度越高，而使用者

的滿意度也會相對較高。 

 

（二）影響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的知覺價值之因素 

    從分析的結果顯示，使用者的「知覺易用」對於智慧手錶知覺價值有正向影響，表

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介面使用或操作上容易上手的與簡單使用的程度越

高，其感受到的知覺價值也會越高。使用者的「功能多樣性」對於智慧手錶知覺價

值有正向影響，表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有多種功能可使用，達到越高的方

便及效用程度，則其感受到的知覺價值也會越高。 

 

 （三）影響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的持續使用意圖之因素 

    從分析的結果顯示，使用者的「滿意度」對於智慧手錶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影響，

表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整體使用滿意的程度越高，則其持續使用的意願也

會越高。使用者的「知覺價值」對於持續使用意圖有正面影響，表示使用者在使用

智慧手錶時，覺得可以提升工作/學習上的效率、健康管理或解決生活應用問題的程

度越高，則其持續使用的意願也會越高。 

     

  （四）調節效果之影響分析 

    調節效果分析結果顯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錶時，使用動機會調節滿意度對於持

續使用意圖間的關係，表示使用者過去曾有使用智慧手錶的高使用動機，且對此使

用經驗是感到滿意的，往後持續使用該智慧手錶的意願則會減弱。使用動機在知覺

價值對於持續使用意圖間的關係，沒有調節影響，表示使用者過去曾有使用智慧手

錶的使用動機，並不會調節影響，知覺價值對於持續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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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建議 

（一）提升智慧手錶的廣告效果與實用功能 

    智慧手錶是已推出幾年的科技產品，但是市場的討論熱度及民眾的使用普及率，一

直無法有效地往上提升，因此建議業者能提供多管道的廣告及增加廣告內容的豐富

性與生活的連結性，以吸引更多的族群願意使用及推薦智慧手錶。另外，部分使用

者認為目前市售產品的智慧手錶外型設計過於標準化及一般化，廠商可以思考將智

慧手錶的外型設計成更具美感、美觀與客製化的產品。此外，使用者在使用智慧手

錶的過程中，發現智慧手錶的一些功能，有改善的空間，如果業者可朝這些方面去

改善及增強，將會有效的讓使用者提升使用上的滿意度，例如：部分使用者認為智

慧手錶應用程式多樣化及實用功能不夠、容易沒電、如沒有達到限定的版本就無法

使用等，建議相關業者可以改善的方法，例如：增加一些新的 APP 或使用者覺得

實用的功能、改善系統版本相容性的問題、提升感測器敏感度能更加精準的取得數

據、提升電池的續航力等，以提高使用者的滿意度，進而增加持續使用的意願。 

 

（二）提高資料安全性與雲端服務的連結 

    在使用智慧手錶的資料安全性方面，部分使用者認為目前的資料安全防護機制並不

完備，例如：透過智慧手錶，連結智慧手機與接收手機訊息的過程中，或是連結到

雲端服務的儲存空間，在上傳及下載資料的過程中，都有可能造成個人隱私資料被

竊取的風險，建議業者可以使用一些加密機制，以提高資料傳輸過程的安全性，而

且增加智慧手錶的資料安全定期風險評估，以降低使用者對系統平台資料安全的知

覺風險疑慮和防止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外洩風險，並將系統平台的安全防護機制提升

到較高的標準，進而建立使用者的信任感，使其願意繼續使用智慧手錶的產品。另

一方面，智慧手錶的儲存空間有限，讓使用者在下載或儲存資料與 APP 都有一定

數量的限制，因此建議業者應增加智慧手錶的儲存容量，且加強與雲端服務的連結

性，將資料可定期備份到雲端空間，並提供實用的雲端服務功能，以提升智慧手錶

的延伸性及可擴充性，以提高使用者對智慧手錶的興趣與持續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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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obile devices, the smart 

wat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for wearable device.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smart 

watch,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ritical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continuing use intention 

among users and thus proposes a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tudy 

variables. Furtherm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sage motivation is also explored.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rough SEM to test the framework. Total 263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using an online survey and included in data analysis. Empirical results 

mainly reveal that (1) Innovation acceptance, self-efficacy,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value positively affected satisfaction; (2)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positively affected perceived value; (3)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value positively 

affected continuing use intention; (4) Usage motivation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ing use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zed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opinion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the merchants of smart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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