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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發達，使消費者購物付款工具更多元，例如:電子票證、電子支付、

第三方支付平台。自從金管會放寬行動支付的限制，並同意 Apple Pay 來臺灣上市後，

造成各家業者們爭相搶攻行動支付的市場。過去研究較少探討環境對使用行動支付工

具意願。因此，本研究探討知覺風險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影響、可試驗性

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影響，以及網路外部性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

影響。假設當知覺風險越高，其消費者使用意願越低。故本研究以 SEM 驗證其假說之

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知覺風險等構面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科技接受模型、創新擴散理論、行動商務、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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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ew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recently, consumers have 

more ways to pay for their shopping, such as electronic tickets, electronic payments, and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s. Since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Commission loosened 

restrictions on payment for operations and agreed to the listing of Apple Pay in Taiwan, it 

makes e-payment providers intensely compete for the market. Past research has seldom 

explored the impact of how the environment affect using mobile payment tools.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risk on consumers using mobile payment 

instruments, the impact of testability on consumers using mobile payment tools, and the 

impact of online externalities on consumers using of mobile payment instruments. We assume 

that the higher the perceived risk will lower th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use mobile 

payment.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theses was verified by SEM,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mensions of perceptual risk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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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平台。自從金管會放寬行動支付的限制，並同意 Apple Pay 來臺灣上市後，

造成各家業者們爭相搶攻行動支付的市場。過去研究較少探討環境對使用行動支付工

具意願。因此，本研究探討知覺風險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影響、可試驗性

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影響，以及網路外部性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

影響。假設當知覺風險越高，其消費者使用意願越低。故本研究以 SEM 驗證其假說之

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知覺風險等構面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科技接受模型、創新擴散理論、行動商務、行動支付 

 

壹、 導論 

資策會對於消費者的行動支付行為，進行調查分析顯示，80.2％的消費者有意願在未來

會開始或繼續使用行動支付，在這其中本身已經是行動支付的使用者，更有 96.1%表

示願意繼續使用，此外，整體市場對行動支付的偏好度也有所提升。相較於現金，有

更多人同意也更願意使用行動支付來付款，行動支付用戶的比例從 2015 年的 59.4%成

長到 2016 年的 66.1%，非用戶比例也從 2015 年的 19.2%攀升至 2016 年的 30%。 

另外，目前市面上還有一種不是業者們自行開發推出的行動支付，而是透過第三方支

付平台來進行付款動作，例如:歐付寶、樂點行動支付、智付寶、國際連、ezPay 臺灣

支付等，這些行動支付平台皆符合金管會的電子支付法規，目前臺灣有五家取得第三

方執照，經營之業務項目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可接受儲值款項及電子支付帳

戶間款項移轉。而其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則不能接受儲值和帳戶間移轉。例如:豐掌

櫃、Yahoo 奇摩輕鬆付、第 e 支付等。 

由於臺灣推行動支付工具較其他國家發行緩慢，因此根據趙菩蓉(2015)研究顯示提升對

風險性的好感度，有助於消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有用性與易用性，並且增加使

用意願。除此之外，藉由增加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機會來刺激消費者的需求，

來提高對於行動支付工具的認知有用性，進而使消費者持續使用行動裝置應用服務。

但目前少有研究以外在環境對使用行動支付工具意願，大多數都以對新興資訊科技的

使用接受度做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環境中的因子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

付工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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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在 2017 年開放 Apple Pay、Samsung Pay 等國外行動支付來臺灣上市，與銀行業

者們合作，讓臺灣的行動支付產業有了新契機。有此可見，臺灣的行動支付硬體裝置

和相關政策法令都有逐漸成熟發展。依據陳宜雯(2015)研究顯示，消費者會因為安全、

便利、信任感增加，因而願意使用第三方支付系統進行網路購物。由於當時第三方支

付尚未成熟，在研究上有所限制。因此，本研究的第二目的，是探討消費者在電子支

付、電子票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大多以哪種類型的行動支付工具進行付款。 

與過去研究主要的差異為，本文主要從外部變數對於知覺程度、知覺程度對於行為意

願以及知覺易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的三個方面來探討環境中的變數如何影響行為意願

的理念，因而建構了行動支付工具對消費者使用行為的模型。經問卷有效樣本 170 份

量化分析發現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可試驗性有正向影響知

覺易用性，網路外部性有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行為意願，知

覺易用性有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研究結果可為業者在推出行動支付相關行銷上提供

參考。 

貳、 文獻探討 

一、 行動商務 

隨著網際網路發達，使民眾的生活型態有了變化。在購物上所花的時間縮短，且不受

時間上的限制進行購物。自從智慧型手機出現，改變了消費者購物行為，不必去實體

店面消費，只需要透過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進行下單作業，即可完成此筆的交易。

有此可見，消費者使用行動購物比例會不減而增的擴散下去。 

行動商務的出現是一種電子商務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現象，是基於原有的

電子商務架構下所發展而出現的新興商務模式，而電子商務的興起，將過去透過不同

的裝置及技術的傳輸，例如聲音(voice)、影像(video)、資料(data)等傳播模式整合在一

起，利用網際網路(internet)為媒介提供商業交易、客戶服務、資訊交換查詢、電子郵件

等等服務(黃呈豐，2002)。 

行動商務延伸了電子商務之交易處理作業，提供使用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無

線裝置，連接企業之間的網路系統完成交易作業或任何資料交換的作業，稱之為行動

商務(黃家櫻，2003)。 

對行動商務定義為「人們於日常工作中以行動科技為主之工作方式，其所形成之商業

處理模式，稱之為行動商務(Heijden 與 Valiente 2003)。」 

對行動商務的主張是「在電子商務的基礎上，行動商務整合行動網路、行動裝置、應

用軟體，提供行動使用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與企業或個人產生交易行為 (朱金

銘，2007)。」 

透過行動裝置運用網路來進行電子商務相關活動，行動所強調的重點在於使用者的即

時性、移動性、便利性與攜帶性，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無論利用何種設備連

結網路，輕鬆取得需要的資訊，將現實世界與虛擬空間結合(朱翔之，2016)。 

透過總結以往研究，本文認為使用行動裝置購物，已經是消費者生活的一部分。而行

動支付工具是行動商務衍伸出來了，除了傳統付款模式外，還能透過行動裝置進行感

應付款，並縮短了交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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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支付 

從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2012 年零售支付工具創新報告中，對

於行動支付的定義舉凡以移動存取設備(不設限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網際網路，不

論採用語音、短訊或是通訊方式，所啟動的支付行為都可稱為「行動支付」(翁世吉、

田育任，2014)。 

根據財金資訊 2014 年 4 月季刊指出現今行動支付工具運作方式，區分為兩大類，主

要可分為遠距支付(Remote payments)及近端支付(proximity payments)(翁世吉、田育

任，2014) : 

(一) 遠端支付(remote payments)  

遠距支付主要是以利用短訊(SMS)或是無線應用協定(WAP)等傳輸技術方式，傳送支付

指定，商家無須安裝機檯或相關設施，只需電信、網路收訊地方即可使用。主要支付

方式包含匯款、帳單支付、網路店家消費支付等。例如電信業者推出小額付款服務，

消費者付費之後，店家只需透過電信業者發送簡訊給用戶，告知並確認此次交易資

訊，例如:金額與該商家名稱，用戶之須以 PIN 碼或簡訊密碼確認，就能完成該筆交

易。有好比說，有一些金融業者開始推行出自家的行動網路銀行 APP，使用者完成安

裝後，就能使用行動網路銀行支付帳單、轉帳等交易活動。  

(二) 近端支付(proximity payments)  

近端支付主要利用近端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等技術，與遠端支

付的差別在於商家需要安裝相關機台及設備，透過感應機台和相關設施，消費者只需

利用行動裝置輕觸機台或是相關設備的方式來完成付款。近距支付主要支付型態包括

自動販賣機、交通運輸及實體店面付款之支付等。而近距支付又細分為小額付款和大

額付款，小額付款就是 7-11 icash 2.0、悠遊卡這類型的加值預付方式，而至於大額付

款部分，則是配合金融信用卡支付的種類，像是捷運公司和銀行業者合作的聯名卡。

簡單來說，近距支付常用在於電子票證、門禁卡等方面，並把它們功能融合成一體。 

三、 科技接受模型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在加上

資訊系統使用狀況，主要是探討理性與感性為因素對科技使用的關係，Davis (1986)認

為科技接受模式的目的，是將理性行為加以簡化，並找出一個有效的模式，並運用此

可得知，各種因素對於資訊科技使用的影響，如圖 1 所示。 

 

圖 1:科技接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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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新擴散理論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中將擴散定義為一種過程，即在一定時間內，社會體

系中的成員藉由特定的管道，傳播關於某項創新的訊息。擴散的四大要素分別為:創

新、溝通管道、時間、社會體系(Rogers, 2010)。 

透過研究發現，創新的屬性，也就是接受者所認知的屬性，有助於創新被顧客所接

受。這些屬性大致可以區分為(Rogers, 2010): 

(一) 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 

指相對於被取代的舊技術或事物，現有創新所具有的優勢程度。這是接受者對創新優

勢的主觀認知，創新被認可的相對優勢越高，其被接受的可能性也越高。 

(二) 相容性(Compatibility): 

指創新技術或事物和使用者目前的價值體系、過往經驗、以及潛在需求吻合的程度。

如果該項創新與現有的社會價值體系和規範不相容的話，它被社會大眾接受的過程也

會相較很慢。 

(三) 複雜性(Complexity): 

指關於瞭解和使用某項創新技術或事物的難易程度，這裡難易程度也是使用者的一種

主觀認知。有些創新技術或事物很容易被社會體系中的大多數人理解使用，又或者比

較複雜的擴散過程也較緩慢。 

(四) 可試驗性(Trialability): 

指創新技術或事物可以在有限的資源上被使用者所試驗的程度。可以被檢查或試用的

創新通常會較那些無法進行檢查試用的創新更迅速被接受。 

(五) 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 

指創新技術或事物的成果可以讓使用者觀察的程度，創新的結果越容易被使用者觀察

到，那麼其接受就越高。 

五、 網路外部性 

網路外部性可區分為直接外部性和間接外部性，直接外部性是指使用人數的規模，間

接網路外部性是指產品的互補性(Kata & Shapiro 1985)。 

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延伸自於經濟學的外部性，指的是某種產品對使用者的

價值會隨著採用相同或相容產品的人數增加而提高的現象(Shapiro & Varian 1998；徐淑

如 & 林家琪 2010)。 

當即時通訊軟體的人數達到網路規模後，開發互補性商品，可以提高使用者的網路利

益(Lin & Bhattacherjee 2008)。 

網路規模的大小反映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社交圈人數，當社交圈人數越多，使用者可

以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和更多朋友聯繫，獲得更多的情感上回饋(Zhou & Lu 2010)。 

在虛擬世界裡，網路的價值在於參與社群的成員人數的多寡， 也就是說成員越多，該

網路價值越高(Wang & Che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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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知覺風險 

知覺風險的概念最早是 Bauer 從心理學所發展出來，Bauer 認為消費者的行為可視為一

種風險承擔(risk taking)，因為消費者所採取的每次消費行動，都可能產生無法預測的

結果，這些結果至少有一些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這種無法預測的結果，便可視為是

一種風險，因此消費行為乃是一種風險的承擔(Bauer,1960)。 

知覺風險可分成五種類型 Jacoby 與 Kaplan(1972): 

(一) 財務風險：消費者可能發生的金錢損失。 

(二) 績效風險：產品無法發揮應有功能的風險。 

(三) 身體風險：產品對身體可能造成的傷害。 

(四) 心理風險：消費者擔心產品與自我形象不符。 

(五) 社會風險：產品無法被同儕認同的風險。 

Hofacker (2000)發現消費者使用網路進行購物時，可能會面臨五種風險: 

(一) 時間風險:由於許多網站的資訊內容太多，導致消費者必須耗費許多時間來搜尋目

標商品。 

(二) 商店風險:實體商店 可讓消費者接觸到商品而讓人較為安心，而消費者在網路商店

購物時因無法親自看到實體商較易感到不安。 

(三) 安全風險:消費者擔心個人檔案和信用卡資料被網路犯罪者盜用。 

(四) 品牌風險:消費者在面對不知名或不熟悉的品牌時會有不確定感。 

(五) 隱私風險:消費者擔心在購物網站的購物資料可能會有會被盜用或被轉賣的情形發

生。 

由於行動支付工具是一個新型的付款工具，對於初次碰觸的消費者而言，會抱有擔

心、害怕等風險因素。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工具的付款安全方面加

以探究。 

參、 研究模型和假設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整合科技接受模型理論和創新擴散理論。主要以科技

接受模型(TAM)為基礎架構，以知覺風險、可試驗性、網路外部性與知覺程度、行為

意願等 6 個構面，並參考相關文獻來發展本研究問卷。以下為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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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一) 外部變數對於知覺程度的影響 

Dowing 與 Staelin (1994)認為知覺風險是指消費者進行消費時知覺到不確定性或是不利

且有害的結果，一般而言當消費者的知覺風險愈高，則購買意願愈低。Featherman 與

Pavlou (2003)將知覺風險結合科技接受模式，針對消費者採用電子化服務之研究，發現

知覺風險會負向影響知覺有用性。據此，本文提出假設：假設一、「行動支付工具」的

知覺風險，對於消費者知覺有用性有影響。假設二、「行動支付工具」的知覺風險，對

於消費者知覺易用性有影響。 

Rogers(2010)認為可試驗性越高，創新產品或服務的採用率越高。朱祺浩(2017)在探討

行動支付使用意願之影響因素-比較台灣大陸兩岸之異同的外部影響指出可試驗性對知

覺易用性有正向影響。據此，本文提出假設：假設三、「行動支付工具」的可試驗性，

對於消費者知覺易用性有正向影響。 

以科技接受模式模型和網路外部性理論研究消費者使用行動服務的行為，結果顯示網

路外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和實際使用行為有正向影響(鄧朝華與魯耀斌與

張金隆，2007)。朱祺浩(2017)在探討行動支付使用意願之影響因素-比較台灣大陸兩岸

之異同的結果顯示網路外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據此，本文提出假設：假

設四、「行動支付工具」的網路外部性，對於消費者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二) 知覺程度對於行為意願的影響 

Davis(1986)在科技接受模型中認為「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可以用來衡量個人對

資訊科技的接受態度，當使用者知覺系統有用時，採用系統的態度就越正向；而當使

用者覺察到系統是愈容易學習的，則採用系統的態度就越高。朱祺浩(2017) 在探討行

動支付使用意願之影響因素-比較台灣大陸兩岸之異同研究中，發現知覺有用性和知覺

易用性皆會對行為意願有正向影響。據此，本文提出假設：假設五、知覺有用性對消

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行為意願有正向影響。假設六、知覺易用性對消費者使

用「行動支付工具」的行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三) 知覺易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的影響 

Davis(1986)在科技接受模型中，認為當「知覺易用性」的程度越高時，則個人對於資

訊科技的「知覺有用性」程度也可能愈高。也就是說，當使用者知覺系統有用時，會

增進使用者來改善工作績效。Taylor 與 Todd (1995)在 Computing resource center 的研究

中也認為，知覺易用性會影響到知覺有用性。據此，本文提出假設：假設七、消費者

對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知覺易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肆、 實證研究 

一、 研究樣本 

由於金融科技產業突然竄紅，又加上金管會放寬行動支付工具限制，造成各家業者推

出自己行動裝置和回饋金，來吸引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進行付款，固本研究的調

查選擇它作為研究之課題。本研究之問卷總共收集了 170 份可用回覆，其中男性和女

性參與者人數，女性占為居多；年齡分布以 20-29 歲的族群最多；使用過行動支付工

具比例為總是使用 100%者 4 人(2.4%)、時常使用 75%者 51 人(30.0%)、偶爾使用

50%者 60 人(35.3%)、很少使用 25%者 39 人(22.9%)、從不使用 0%者 16 人(9.4%)。

如表 1 為顯示詳細的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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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口統計資料 

測量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59 

111 

34.7 

65.3 

年齡 19歲(含)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含)以上 

10 

93 

26 

25 

16 

5.9 

54.7 

15.3 

14.7 

9.4 

職業 學生 

軍公教 

交通運輸類 

資訊業 

家庭管理 

服務業 

金融業 

其他 

59 

16 

7 

14 

9 

34 

18 

13 

34.7 

9.4 

4.1 

8.2 

5.3 

20.0 

10.6 

7.6 

居住地區 北部(基、北、桃、竹、苗) 

中部(中、彰、雲、投) 

南部(嘉、南、高、屏) 

東部(宜、花、東) 

其他 

139 

7 

23 

1 

81.8 

4.1 

13.5 

0.6 

個人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元以上 

59 

43 

42 

26 

34.7 

25.3 

24.7 

15.3 

有聽說過或使用過

行動支付工具經驗 

有聽說過，未使用 

有聽說過，也有使用 

沒有聽說過 

45 

124 

1 

26.5 

72.9 

0.6 

使用行動支付工具

付款的類型(可複選) 

電子支付 

電子票證 

第三方支付平台 

現金 

其他 

130 

110 

53 

127 

1 

30.9 

26.1 

12.6 

30.2 

0.2 

使用行動支付工具

付款頻率 

總是使用100% 

時常使用75% 

偶爾使用50% 

很少使用25% 

從不使用0% 

4 

51 

60 

39 

16 

2.4 

30.0 

35.3 

22.9 

9.4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內容乃調整先前文獻中的問卷項目，並將項目內容進行修改成適當的項目

而來(Davis el al.,1989;KeeSee,2010;Moore & Benbasat 1991;Rogers,1983;Wang el al.,2005;

張彥淳，2006)。作答型式採用李克特氏五點量尺，「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

非常同意。資料分析使用 SPSS 和 Amos 統計軟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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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採取線上方式進行發放，線上透過 Google 製作出符合規範的電子問

卷。問卷發放從 2018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 28 日，並以連結的形式發到 Dcard 論壇以及

FB 社團上。共獲得 170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採用 SPSS 22 進行樣本分析，對研究模型

中之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及假設檢定等進行檢測。 

伍、 研究結果 

一、 描述統計分析 

如表 2 為本研究針對研究架構各構面之平均數和標準差作一個概略性描述。 

表 2:各構面的平均數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風險 3.2588 0.68203 

可試驗性 3.8176 0.71064 

網路外部性 3.7647 0.71165 

知覺易用性 3.8510 0.71613 

知覺有用性 3.7441 0.74279 

行為意願 3.5353 0.85585 

信度分析分別以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和 Cronbachs’s α 兩項作為衡量之標準，

一般而言，組合信度之值在 0.7 以上為可接受水準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另有學

者認為 Cronbachs’s α 在 0.7 以上者為高信度，若其值低於 0.35 則此量表不予採用 

(Numall,1978)。本研究的信度值皆在 0.7 以上。由下表 3 為各構面的信效度指標。 

表 3:各構面的信效度指標 

構面 題號(問項) Cronbachs’s α 因素負荷 

知覺風險 

1.1 

0.817 

0.737 

1.2 0.772 

1.3 0.678 

1.4 0.811 

可試驗性 
2.1 

0.781 
0.733 

2.2 0.813 

網路外部性 
3.1 

0.822 
0.845 

3.2 0.891 

知覺易用性 

4.1 

0.892 

0.750 

4.2 0.872 

4.3 0.874 

知覺有用性 

5.1 

0.871 

0.561 

5.2 0.692 

5.3 0.669 

5.5 0.805 

行為意願 

6.1 

0.930 

0.764 

6.2 0.754 

6.3 0.776 

6.4 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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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測量模型分析 

本研究使用 AMOS22 版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檢

定本研究的測量模式。如下表 4 為測量模型配適度。 

表 4:測量模型配適度 

標準 適合度指標 判斷依據 

Ⅹ2/df 1.982 < 5 

PGFI 0.650 > 0.5 

CFI 0.931 > 0.9 

RMSEA 0.076 < 0.08 

本研究之研究模型和假設採用 AMOS 中的結構方程式來計算 t-value 檢定各構面路徑係

數之顯著水準。路徑係數代表各研究構面間之關係程度和因果關係，經檢定後若為顯

著則可驗證該假設模式。詳細檢定結果如圖 3 所示；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表 5 所示。 

 

     圖 3:本研究模型之檢定結果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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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p<0.05; **p<0.01; ***p<0.001 

陸、 結論 

本研究結合知覺風險、創新擴散理論、網路外部性、科技接受模式來探討消費者使用

行動支付工具付款意願。根據研究結果表明，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具相當程度的解釋，

除了知覺易用性對於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行為意願有正向影響的假設未獲得支持外，

其餘的知覺風險對於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可試驗性對於知覺易用性、網路外部

性對於知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對於行為意願，以及知覺易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影響

上皆有達到標準。 

從知覺易用性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工具行為結果顯示，消費者確實覺得行動支付

工具比起傳統支付更有效率，但是卻覺得行動支付工具操作不容易。因此，假設六才

會不成立。此外，由於本研究採線上問卷來收集資料，且發方平台為 Facebook 社團、

Dcard 論壇。並用獎勵方式使答者著進行作答。且填答者沒有限制條件，無論有無使用

過，都可以進行填寫。因此未來研究方向可考慮以使用過行動支付工具群體為主的調

查。 

假設 檢定結果 顯著性 

假設一、「行動支付工具」的知覺風險，對於

消費者知覺有用性有影響 
成立 *** 

假設二、「行動支付工具」的知覺風險，對於

消費者知覺易用性有影響 
成立 *** 

假設三、「行動支付工具」的可試驗性，對消

費者知覺易用性有正向影響 
成立 *** 

假設四、「行動支付工具」的網路外部性，對

於消費者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成立 ** 

假設五、知覺有用性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

付工具」的行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成立 *** 

假設六、知覺易用性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支

付工具」的行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不成立 無 

假設七、消費者對於使用行動支付工具的知覺

易用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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