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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模型以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為基礎，探討知覺享受及情緒疲憊作為中

介正負面情緒反應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並以網路外部性、心理動機、認同、

社會互動關係和知覺超載作為外衍變項對知覺享受及情緒疲憊正負面情緒反應的影響。

模型採用 SmartPLS 2.0 與 LINE 使用者的數據進行分析。有效問卷共 449 份。結果表明，

知覺享受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有正面影響，情緒疲憊則產生負面影響。另外，娛樂性、

資訊性、認同和社會互動關係對知覺享受有影響。此外，資訊超載和通訊超載也影響了

情緒疲憊。研究貢獻幫助管理人員建立更好的管理，並減少 MIM 的複雜性。 

 

關鍵詞：行動即時通訊、自我調整框架、知覺享受、情緒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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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在過去幾年各種行動應用中，提供即時通訊服務的行動即時通訊（MIM）應用已經

變得非常受歡迎，由於行動裝置的普及，MIM 的互動即時性變得更加便利，已經成為大

部分使用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MIM 是流行、快速發展

的，也使得個人能夠比傳統的通訊工具更有效地相互聯繫。這樣的通訊功能也因此提高

了其使用率。根據 Business Insider（2017）調查，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WeChat

和 Viber 全球前四大即時通訊 App 每月有逾 30 億的活躍使用者，在 2015 年就超越了包

括 Facebook 在內的前四大社交 App 的活躍使用者數量，顯示目前消費者對於通訊 App

的黏著度極高，這樣的趨勢發展，讓企業、媒體都開始設法運用即時通訊軟體強化與使

用者的連結（謝文德, 2017）。 

LINE 於 2011 年 6 月發表，是一個即時通訊軟體與行動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通過

網際網路或行動設備在免費情況下與其他使用者傳送文字、圖片、動畫、語音和影片等

多媒體資訊，甚至是進行語音留言。此外，LINE 還提供多元內容及功能（例如：新聞、

購物、語音留言、電視直播、Keep 檔案儲存），帶給了使用者許多的娛樂性和互動性，

以及讓使用者能夠建立和維護人際關係，並且對 LINE 使用者持續增加 LINE 的吸引力

來增加 LINE 使用者的持續使用。另外，根據尼爾森媒體（Nielsen）在 2016 年調查，12-

65 歲的台灣民眾，有將近 91％、將近 1,700 萬人都在使用 LINE，且全球使用者已達 2.2

億人，至 2017 年資料顯示已經擁有 1,800 萬的 LINE 使用者，在台灣使用率有逐年提升

的跡象，94%受測者過去七天有使用 LINE，且顯示無論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台灣使用

者都與 LINE 密不可分。由於這樣的現象，使用者容易無時無刻收到大量訊息無法閱讀

消化，或是常常在忙碌中，收到必須要馬上處理的訊息，因而容易產生疲憊感，影響 Line

的使用意願。因此，本研究以 LINE 的使用者做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探討關於這些因

素對於 LINE 給使用者所帶來正負面情緒的影響，以持續使用 LINE。 

過去學者使用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探討了消費者行為和忠誠度（例如，Anderson 

et al., 2004），並在電子商務和 SNS 等資訊科技領域得到了很好的驗證（Polites et al., 

2012; Lin et al., 2014）。它假定自我調整過程從評估階段開始，導致情緒反應（正面或

負面），進而影響意圖。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多以滿意度來做為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

架的情緒反應（例如，Polites et al., 2012; Lin et al., 2014）。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知覺

享受和情緒疲憊在 MIM 中對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Zhou et al., 2015; Chaouali, 2016）。

再者，知覺享受及情緒疲憊已經被證明對虛擬環境中的 MIM 和社群網路的使用有影響

（Zhou & Lu, 2011；Maier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採用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為

基礎，將知覺享受性及情緒疲憊歸為一種情緒反應因素，探討在 MIM 環境中的知覺享

受及情緒疲憊作為正負面情緒反應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 

隨著 LINE 的使用者數量增加，MIM 可能會產生顯著的網路外部性（Lin & 

Bhattacherjee, 2008；Zhou & Lu, 2011）。使用者可以與更多的朋友進行通訊或者是透過

廣泛使用的 LINE，使用者可以使用更多額外的應用程式（如玩 LINE GAME、觀看 LINE 

TV 等等），來促進使用者的使用體驗。此外，心理動機是理解行為的關鍵（Cooper et 

al., 1998）。研究顯示使用者的心理動機有助於行銷人員了解什麼會促使人們使用媒體，

以及了解人們大多都在媒體上做些什麼。雖然一些研究探討對社群媒體的動機，但大多

主要集中在研究使用者對其媒體的動機和態度（Kim et al., 2011；Lien & Cao, 2014；Liu 

& Chang, 2016；Apaolaza et al., 2014），並還未探討心理動機在 MIM 中是否促使使用者

沉浸在享受的感覺。另一方面，社會互動關係的建立和維護在虛擬空間也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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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認同被認為有助於解釋個人願意與朋友保持堅定的關係。 

除此之外，在過去以 Bagozzi 自我調整框架下的研究大多只探討影響正面情緒的因

素。使用者在使用 MIM 過程中帶來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可能有負面影響，進而產生負面

情緒，且可能導致不持續使用 LINE 的意圖。考察過去負面因素的相關研究大多在探討

社群網站的影響，如：Zhang et al.（2015）從知覺超載的角度研究了使用者對社群網路

服務的不持續行為，Chaouali（2016）探討行動社群網站持續意圖的推動因素和約束因

素，Luqman et al.（2017）調查了不同目的的 Facebook 高使用的負面後果。但在 MIM 中

情緒疲憊也可能是影響使用者的一個重要問題。綜述以上，可以發現很少研究以 Bagozzi

自我調整框架探討在 MIM 環境中同時考量正面及負面情緒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

將其上述因素都納入作為探討，並將其上述因素做為 Bagozzi 自我調整框架下的正面評

估因素來探討使用者使用 MIM 是否都會體驗到享受及愉快的情緒反應，以調查使用者

是否將形成持續使用意圖的過程。再將各種超載因素（資訊超載、社交超載、通訊超載）

作為 Bagozzi 框架下的負面評估因素來探討 MIM 中使用者使用過程中是否會感到疲憊

的情緒反應，從而將形成持續使用 LINE 意圖的結果做進一步研究。 

貳、文獻回顧 

一、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 

Bagozzi（1992, 2006）制定了自我調整框架，以探索一個人意圖執行具體行為的機

制。為了調查 MIM 持續性的決定因素，我們將 Bagozzi 的態度、意圖和行為的自我調

整框架（Bagozzi, 1992）作為總體概念框架來理解使用者體驗導致 MIM 持續使用的過

程。Bagozzi 的框架試圖理解認知、情感和行為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它假定態度會產

生慾望，進而導致個人的行為意圖。具體來說，個人首先評估一個情況，並評估是否能

夠實現目標。評估過程會導致情緒反應，這可能是正面的或負面的。結果，個人將形成

意圖，不是保持正面的體驗，就是透過形成避免或改變負面後果的意圖來因應這種情況。

因此，基於這種認知評估，個人會經歷一種情緒反應，反過來會導致因應這些情緒的反

應。另外，如果過去或現在的遭遇（例如瀏覽網站以獲取資訊或完成交易）是令人不愉

快，或者不能達到目標，則會產生結果–慾望衝突，導致負面情緒（如不滿意、痛苦、失

望）（Polites et al., 2012）。然後，個人將形成旨在因應這個遭遇的結果的意圖，以改變

或避免將來的負面後果（Polites et al., 2012）。如果一個特定的相遇是愉快的，導致目標

成就，將會導致結果–慾望實現（Polites et al., 2012）。因此，個人會經歷滿意或其他正

面的情感形式，並形成旨在維持或增加這些正面的未來經驗的意圖（Bagozzi, 1992）。

總而言之，該過程包括三個主要步驟：評估、情緒反應和因應反應。 

在過去的研究中，電子商務和 SNS 等資訊科技領域得到了很好的驗證（Polites et al., 

2012; Lin et al., 2014），舉例來說，Polites et al.（2012）探討在線上飯店預約環境下以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作為理解電子滿意度的評估因素的總體理論框架，以及電子滿

意度的情緒反應如何導致網站黏著度。另一方面，Church & Thambusamy（2017）探討

在線上社群環境下，將線上競爭的慾望作為 Bagozzi 框架中的情緒反應因素，以及競爭

性社會規範、知覺地位效益和知覺享樂效益作為評估因素如何導致線上競爭的慾望的情

緒反應。因此，為了更好了解在 MIM 環境下，如何影響持續使用意圖，本研究將模型

以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為基礎，探討知覺享受及情緒疲憊作為正負面情緒反應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並以網路外部性、心理動機、認同、社會互動關係和知覺超

載作為評估過程對知覺享受及情緒疲憊正負面情緒反應的影響來探討。圖 1 描述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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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模型中的構面與 Bagozzi 框架概述的過程（評估、情緒和因應反應）的繪製。 

 

圖 1、概念模型（改編自 Bagozzi, 1992） 

二、知覺享受 

知覺享受反映了使用者在使用行動即時通訊時獲得享受和樂趣。使用者採用行動即

時通訊，不僅可以進行通訊，而且還可以獲得享受。因此，知覺享受是影響使用者採用

IM 的重要因素。此外，Roca et al.（2006）認為，在基於網際網路的學習中，需要認知

專注來達到軟體深度參與和享受的狀態。由於是一個學習過程，因此需要絕對集中。然

而，MIM 不適用於教育或培訓社團。相反，它被用來保持聯繫並與他人玩樂（Lin & Lu, 

2011）。因此，享受應該是 MIM 中的關鍵要素（Ha et al., 2015）。使用者應該能夠靈活

地與 MIM 進行互動，他們可以在 MIM 對話中間離開，稍後再回來，而不需要花費任何

精力去急著回應。 

在過去的一些學者們也探討了知覺享受相關的研究，舉例來說，Kamis et al.（2010）

指出，線上購物享受會影響使用者購物的滿意度。Oghuma et al.（2016）發現使用者知

覺享受是決定其滿意度和持續使用 MIM 意圖的重要因素。因為 MIM 旨在用於社交連

結，因此樂趣應該是嵌入任何 MIM 設計中的關鍵元素。另一方面，Kang & Lee（2010）

認為 SNS 是一種以娛樂為導向的資訊系統，如果使用者有更強烈的知覺享受，使用者會

有更強的持續使用動機。因此，本研究為了更好地取得 MIM 使用的樂趣和愉悅的本質，

提出了“知覺享受”作為 Bagozzi 自我調整框架的正面情緒反應來探討。 

三、情緒疲憊 

在以前的臨床和職業研究中已經研究了疲憊現象（Å hsberg, 1998; Bartley, 1965）。

Bernstein（2009）利用社群網路疲憊來描述煩躁和倦怠的感覺，以及對 SNS 的參與意圖

偏低。社群媒體疲憊被定義為“社群媒體使用者在被太多網站、太多的內容、太多的朋

友和聯繫人以及太多的時間花費在這些連結上壓倒的時候，傾向於擺脫社群媒體的使用”

（Technopedia, 2011）。此外，根據市場研究學者 Gartner 介紹，社群媒體市場開始出現

成熟的跡象，部分使用者顯示社群媒體疲憊的跡象（Goasduff & Pettey, 2011）。另一方

面，Barger（2011）指出，儘管 2011 年推出了許多新的社群網路平台，但很多人並沒有

像過去那樣急於“新目標”。他認為這不是由於許多這些平台的任何內在的弱點，而是

許多人在社群網路中感受到的飽和點。他認為人們可以盡可能多的在線上花時間，而在

另一個平台上維持存在的壓力太過於沉重（Barger, 2011）。 

在過去的一些學者中也探討了疲憊相關的研究，舉例來說，Zhang et al.（2015）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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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了知覺超載在影響使用者對社群網路疲憊和不滿意的負面情緒影響以及這種情感對

使用者不持續意圖的影響方面的作用，通過實證研究驗證。Chaouali（2016）深入探討

行動社群網站持續意圖的推動因素和約束因素。結果表明，情緒疲憊對持續意圖有負面

影響，而資訊超載和社會超載也會影響情緒疲憊。換句話說，那些情緒疲憊的使用者更

有可能減少他們的持續意圖以及過度暴露於大量資訊和線上社交請求導致更高的情緒

疲憊。另一方面，Maier et al.（2012）指出在社群的環境中，情緒疲憊被視為一種情感

反應和情緒，它描述了由於使用作為 Facebook 的社群網站而使情緒過度擴張的感覺。

因此，基於上述研究，本研究提出了“情緒疲憊”作為在 MIM 環境中以 Bagozzi 自我

調整框架的負面情緒反應來探討。 

參、研究方法 

一、知覺享受與 MIM 持續使用意圖 

 行動即時通訊（MIM）是用來與他人保持聯繫及玩樂（Lin & Lu, 2011）。在 MIM

的情況下，知覺享受可以反映使用者在使用 MIM 時所獲得的快樂和愉悅（Wang & Qian, 

2015）。舉例來說，當使用 LINE 與朋友深入互動時，會發現使用 LINE 是一種享受。

此外，我們將知覺享受歸為一種正面的情緒反應因素，因為它已經被證明對虛擬環境中

的使用有影響（Zhou & Lu, 2011；Maier et al., 2012）。也就是，當個人在使用過程中體

驗到愉悅性，而產生的感覺，來發展對 MIM 的享受性。因此，根據 Zhou & Lu（2011）

本研究將知覺享受定義為” 使用者在使用 LINE 時獲得的享受和樂趣。許多學者（Kang 

& Lee, 2010；Sledgianowski & Kulviwat, 2009）認為 SNS 是一種以娛樂為導向的資訊系

統，如果使用者有更強烈的知覺享受，使用者會有持續使用的更強動機。所以，本研究

認為 MIM 也是具有娛樂性的資訊系統。此外，本研究認為由於 MIM 具有豐富的娛樂價

值，所以在行動即時通訊（MIM）環境中使用也將有相同的享受因素，而享受因素也可

以促進使用者使用 MIM 的持續意圖，因為它能改善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的體驗。所以，

我們把知覺享受作為影響 MIM 持續性的正面情緒反應構面。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知覺享受與 MIM 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關係。 

二、情緒疲憊與 MIM 持續使用意圖 

鑑於社群網站（SNS）的迅速發展，過度暴露的通知和請求以及沉浸線上網路（線

上朋友）中的線上朋友數量的增加，使用者將會感到疲憊（Maier et al., 2015）。因此，

在 SNS 中，過多的請求與通知，會導致使用者有疲憊感。同樣的，本研究認為在 MIM

上也會產生相同情形，使用者可能對於其便利及即時等功能需求感到滿意，但也可能因

為大量的朋友數量，而有過多的通知與請求，導致對 MIM 的情緒疲憊，從而產生一些

負面的情緒。因此，我們將情緒疲憊歸為一種負面的情緒反應因素，因為它已經被證明

對虛擬環境中的使用有影響（Zhou & Lu, 2011）。根據 Maier et al.（2015）本研究將 MIM

情緒疲憊定義為”一個人對使用 LINE 相關的疲勞狀態其反感和非自願的情緒反應”。當

使用者產生情緒疲憊的感受時，他們將避免這種令人不舒服和沮喪的狀態，從而降低其

使用頻率和花費在社群網站（SNS）上的時間，或者更完全地傾向於停止使用它們（Maier 

et al., 2015）。根據以前的研究，一個從做一些事情感到疲憊的使用者發展出改變他/她

行為的意圖，以及改變當前情況的意圖，反過來反映了不持續的壓力行為的高意圖

（Zhang et al., 2016）。另一方面，Ravindran et al.（2014）發現社交網路疲勞的個人往

往會降低使用強度、短暫休息或完全放棄 SNS。因此，在 SNS 所發生的狀況，在 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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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者也可能會經驗到一些負面的結果，如疲憊（大量資訊、訊息過多）讓使用者

暫停或不使用 MIM，本研究認為 MIM 的使用者使用 MIM 時，感到的疲憊將負面的影

響 MIM 持續使用意圖。所以，我們把情緒疲憊作為影響 MIM 持續性的負面情緒反應構

面。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2：情緒疲憊與 MIM 持續使用意圖有負向關係。 

三、網路外部性與知覺享受 

參照網路規模代表了直接外部性，可以用來衡量使用 MIM 平台的人數。因此，本

研究根據 Lin & Bhattacherjee（2008）將參照網路規模定義為”使用者社交圈中採用 LINE

平台的人數”。另外，Lin & Bhattacherjee（2008）指出，參照網路規模（Referent network 

size）影響了與互動式資訊科技相關的知覺享受。然而，Lin & Lu（2011）也發現，同儕

人數（類似於網路規模）影響著社群網站的知覺享受。另一方面，Wang & Qian（2015）

的研究結果表明，在 MIM 中的參照網路規模對知覺享受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當參

照網路規模大時，使用者能夠與更多的同儕在 MIM 上進行更多互動和交流，如分享個

人照片或視頻，也有助於與朋友保持聯繫，而這可能增加他們產生對使用 MIM 的享受

和樂趣感。另外，使用者也能創建並邀請與自己興趣相關的人進行群組聊天，來得到更

多的娛樂，進而帶來更多的享受。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3：參照網路規模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知覺互補性代表了間接外部性，表示當 MIM 使用者數量增加時，使用者可以獲得

更多的互補功能和服務。換句話說，MIM 的使用者越多，供應商就應該增加更多的互補

功能和服務，讓這些使用者可以體驗到更多不同的享受，也從而讓使用者獲得更多附加

的價值。因此，本研究根據 Strader et al.（2007）將知覺互補性定義為” 隨著使用者的增

加，讓使用者可以從 LINE 獲得許多互補的功能和服務，為他們帶來額外的價值。根據

Zhou & Lu（2011）指出，知覺互補性對即時通訊的知覺享受具有強大的影響。另外，

Lin & Lu（2011）也發現，知覺互補性對於使用社群網站的知覺有用性和享受具有顯著

的影響。另一方面，Wang & Qian（2015）的結果也表明，在 MIM 中的知覺互補性對知

覺享受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隨著 MIM 的使用者人數增加，MIM 的功能和服務也應

該隨之增加。換句話說，由於大量的 MIM 人數，服務供應商不得不更新更多的產品和

服務，讓使用者能夠享受這些更有趣、更方便的服務（例如，遊戲、購物、影片等等），

而這些附加的服務也將能夠提高使用者的享受。舉例來說，使用者可以使用 LINE 來玩

遊戲，並與 LINE 的朋友一起沉浸在遊戲中，或是單純與朋友聊天、傳送貼圖，沉浸在

聊天的過程中，這些附加的服務都可以為使用者帶來更多的享受，因為他們可能會從這

些附加的服務獲得更好的體驗。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4：知覺互補性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四、使用 LINE 的心理動機與知覺享受 

根據 Lien & Cao（2014）本研究將娛樂性定義為” LINE 對使用者有趣和娛樂的程

度”。然而，可以從社群媒體使用中獲得享受是與朋友進行相關的娛樂，讓使用者感覺良

好，並且不會感到無聊。例如，LINE 為使用者提供許多具有娛樂性的 LINE GAME。此

外，遊戲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與心流相關的內在動機來創造娛樂（Gayle & Martha, 2015）。

另一方面，Lee & Ma（2012）表示，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分享消息是由於使用社群網路（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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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娛樂而帶來的滿足感。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在使用 SNS 的過程中各種形

式的娛樂行為所帶來的滿足感，也可能同時讓使用者體驗到享受感。根據以前的研究，

SNS 確實是這種類型的娛樂系統，因為使用者傾向於正確地使用它們，因為他們從社群

網路（SNS）中獲得享受（Kang & Lee, 2010；Lin & Lu, 2011；Sledgianowski & Kulviwat, 

2009）。總體來說，從 SNS 所提供的娛樂，可能有助於使用者提高使用 SNS 的樂趣。

換句話說，本研究認為在 MIM 的環境中，使用者也可能使用 MIM（例如，LINE）所提

供的娛樂，從而獲得更多的享受。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5：娛樂性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根據 Lien & Cao（2014）本研究將社交性定義為” 有興趣與老朋友聯繫，與現有朋

友保持聯繫，並通過 LINE 結交新朋友。然而，社交性是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在 SNS 中

主要和最被常用來研究的心理需求之一（Kim et al., 2011；Lee & Ma, 2012；Apaolaza et 

al., 2014）。此外，Park et al.（2009）指出，大學生認為社交是使他們參與 Facebook 群

組的滿足感之一，因為使用者可以在 Facebook 上追蹤老朋友和同學，並與他們進行對

話及發現他們正在做什麼。同樣地，Dunne et al.（2010）描述保持關係是 SNS 使用的一

個重要促進因素。因此，社交化使得使用者能夠與他人聯繫，從而達到與同儕間自然的

表達和歸屬感。換句話說，使用者設法加強與朋友之間的關係，希望帶來正面的回覆，

從其獲得享受的感覺。另一方面，Lee & Ma（2012）的研究顯示，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分

享消息是由社交性帶來的滿足所促使的。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在使用 SNS 的過程

中的社交行為所帶來的滿足感，也可能同時讓使用者體驗到享受感。因此，根據這些過

去的社交性研究，大多都在探討 SNS，本研究期望可以探討在 MIM 的環境中，社交性

對於使用者享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認為，使用者的享受可以通過使用 MIM 社交目的

的需求來提高。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6：社交性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根據 Lien & Cao（2014）本研究將資訊定義為” LINE 向使用者提供資源豐富、即

時、方便的資訊的程度。在以前的研究表明，搜索資訊以及與其他具有相似興趣的使用

者共享資訊是 SNS 使用最重要的滿足之一（Ko et al., 2005）。特別是通過線上平台分享

熱門話題、新趨勢、最新消息等資訊（Lee & Ma, 2012；Luo, 2002；Papacharissi & Rubin, 

2000）。另一方面，資訊搜索帶來的滿足感促使使用者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分享消息（Lee 

& Ma, 2012）。換句話說，使用者尋求資訊的滿足主要來源於使用 SNS 來追蹤事件、趨

勢、音樂及其他使用者等方面的資訊。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在使用 SNS 的過程中

的尋求及獲得有用的資訊所帶來的滿足感，也可能同時讓使用者體驗到享受感。因此，

在過去研究中，都在探討 SNS 的資訊尋求，本研究認為使用者也可以使用 MIM 來追蹤

自己有興趣的相關事件（例如，在 LINE 上加入自己有興趣的官方帳號來獲得最新的資

訊及消息）。因此，本研究根據以前的調查結果可以認為，使用者使用 MIM 來取得有

用的資訊、獲得休閒，並以便利的方式與他人交流有助於改善正在使用 MIM 平台的使

用者的情緒狀態。換句話說，希望可以藉此來獲得更多的享受狀態。因此，提出以下假

設： 

H7：資訊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五、認同與知覺享受 

認同被定義為” 個人將自己與其他人視為同一群體的過程”（Nahapiet & Ghos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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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換句話說，當個人採取行為來建立或維持“一個滿意的自我定義關係對另一個人

或群體”時，就會發生認同（Kelman, 1958, p.53）。然而，一些研究表明這一概念。舉例

來說，Bhattacharya & Sen（2003）認為，消費者對公司的認同影響了他們對公司產品的

忠誠度，並增加了與公司建立長期關係的意願。類似地，Tuškej et al.（2013）發現，消

費者對品牌的認同正向影響了他們對品牌的承諾，這種認同使他們心理上依附於品牌。

因此，本研究認為將認同應用於 MIM 的環境中，在使用 MIM 過程中與人之間有著密切

關係，使得使用者對其他使用者變得更加認同。另一方面，當我們和親密朋友交談的時

候，我們會體驗到更多的樂趣（Yoon et al., 2015）。此外，認同也被證明對知覺享受具

有顯著的影響（Yoon et al., 2015）。因此，當與親密的朋友交流時，彼此之間會有更多

的享受。具體來說，越多的人體驗到通過行動即時通訊（MIM）與人們進行交流時的團

結或親密感，他們越能感覺到樂趣。因此，本研究認為認同與知覺享受有正向的影響，

並提出以下假設： 

H8：認同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六、社會互動關係與知覺享受  

社會互動關係被定義為” 線上社群成員互動頻率和時間投入的程度”（Wang & Chen, 

2012）。然而，許多玩家享受線上遊戲，因為這種遊戲增強了社交聯繫，並為玩家提供

了與其他玩家互動的電腦媒介模式（Liu & Chang, 2016）。此外，社交互動是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玩家之間的互動，可以誘使沉浸於社交網路遊戲（Chang, 2013），而這種互動

可以產生心流體驗（Chang, 2013）。也就是說，當他們與其他人有效地互動時，人們有

最佳的體驗，包括心流（Choi & Kim, 2004）。同樣的，不管是在線上網路遊戲或是任何

平台上，只要有兩個或兩個人以上，就會產生互動，有互動就會有一些沉浸的感受。所

以，本研究認為在 MIM 中，不管是與朋友間單純聊天，或是一起玩遊戲，都增強了彼

此的社交互動關係，從而沉浸於 MIM 之中，這種互動也能導致享受的感覺。此外，更

活躍的使用者應該更有能力與朋友一起使用娛樂輔助功能，且共享的經驗可以增加他們

獲得的樂趣（Zhang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認為與朋友一起使用 MIM 進行任何活

動，共享任何資訊，都可以增加他們獲得的享受，並提出以下假設： 

H9：社會互動關係與知覺享受有正向關係。 

七、資訊超載與情緒疲憊 

 資訊超載被定義為” 資訊量超過個人在一定時間內處理的能力所引發的情況”

（Jacoby et al., 1974）。因此，資訊超載與過度擴張的狀態有關，由於個人的資訊太多，

導致無法處理。所以，當資訊增加時，使用者就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處理；若超過一

定的處理程度，則使用者會思緒超載，並失去對形勢的控制，再者，資訊過多可能會讓

使用者在處理資訊時迅速感受到認知限制，使他們感到不知所措（Karr-Wisniewski & Lu, 

2010）。以前關於工作場所和虛擬社團的研究已經發現，資訊超載會降低整體績效

（Leskovec, 2011）。同時，資訊超載和疲勞之間的關係在以前的研究中也得到驗證

（Ravindran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認為資訊超載將導致行動即時通訊（MIM）的

情緒疲憊。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0：資訊超載與情緒疲憊有正向關係。 

八、社交超載與情緒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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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Zhang et al.（2015）本研究將社交超載被定義為” 線上空間擁擠的感覺，太多

的需求必須處理，太多的時間和注意力必須投入到 LINE 中與個人網路中不斷增長的成

員保持線上關係”。在以前關於社群網站（SNS）的文獻中，使用者網路的擴大（線上朋

友的處理數量）以及過多的線上請求（回應朋友的訊息、有趣的和評論他們的貼文）將

難以處理和超越使用者的控制（Zhang et al., 2015）。使用者將會感到負擔沉重，難以承

受。因此，他們將會對使用社群網站（SNS）感到疲憊（Maier et al., 2015）。換句話說，

他們將會出現社群網站（SNS）情緒疲憊，以因應這種令人厭惡的狀態（Maier et al., 2015）。

研究學者為社交超載發展中社群網站（SNS）情緒疲憊的影響提供了實證支持（Maier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5）。因此，在社群網站（SNS），由於過多的朋友數，容易導

致朋友過多的社交請求，造成使用者社交的超載，從而產生對社群網站（SNS）的情緒

疲憊，本研究認為在行動即時通訊（MIM）環境中，也會因為社交超載，產生對行動即

時通訊（MIM）的情緒疲憊，並提出以下假設： 

H11：社交超載與情緒疲憊有正向關係。 

九、通訊超載與情緒疲憊 

隨著資訊和通訊技術（ICT）的廣泛使用，在許多情況下，通過即時通訊服務（即時

通訊）或工作場所中的行動設備進行非正式的、非資訊性的和與工作無關的（例如個人

的）對話變得更加可以接受（Cho et al., 2011）。根據 Lee et al.（2016）本研究將通訊超

載定義為”LINE 中過度的通訊中斷使用者主要任務的程度”。然而，通訊超載可能會中

斷使用者的日常工作（Cho et al., 2011）。由於過多的通訊使人較難以將注意力集中，容

易中斷並被迫停止正在執行的活動，而中斷可能對於工作的效率和績效方面產生負面的

影響。此外，通訊超載會使使用者感到疲憊，導致更嚴重的精神或身體疾病（Klapp, 1986）。

換句話說，當 MIM 使用者在執行主要任務時必須去處理來自 MIM 過多的通訊時，使用

者可能會因為無法馬上有效的處理而感到不知所措，從而在使用 MIM 時感到疲憊。如

果情況一直持續的話，使用者的壓力可能會持續增加。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2：通訊超載與情緒疲憊有正向關係。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方析 

本研究針對有使用 LINE 應用程式經驗的所有使用者。樣本收集方式分別以紙本問

卷、Google 表單及 Surveycake 網路問卷發放。調查期間總共回收了 487 份，並扣除填寫

答案選項都相同或未完整填答的無效問卷為 38 份，有效問卷共計 449 份，有效回收率

為 92.2%。從整體回收的有效樣本來看，結果可以發現在性別的部分，受測者的有效樣

本中，男生和女生的比率分別為 51.2%和 48.8%。年齡部分，18-25 歲的填答者居多，佔

有效問卷的 69%。教育程度部分，大學/專科居多，佔有效問卷的 68.6%。職業部分，學

生居多，佔有效問卷的 55.9%。填答者都 100%是使用過 LINE 的。使用 LINE 的頻率，

以常常使用居多，佔有效問卷的 71.3%，其次是經常使用，佔 21.6%。 

二、信效度方析 

本研究使用 Smart PLS2.0 來進行分析。透過評估內部一致性來確保信度，所有構面

的 Cronbach’s α 需超過 0.7，且被推薦為社會科學研究信度測試的通過標準（Nunn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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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stein, 1994）。所以，Cronbach’s α 值超過 0.7 表示回收之樣本的可信度高。另外，

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和因素負荷量值需大於等於 0.7，平均變異萃取

量（AVE）門檻值為 0.5。本研究結果發現，CR 皆大於 0.7，AVE 皆大於 0.5，所有值都

通過了門檻值。因此，從 CR 和 AVE 可以發現本研究的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

斂效度。 

三、結構模型假設與驗證 

本研究使用 Smart PLS 2.0 分析軟體來做結構模型的驗證，檢驗時採用拔薛法 

（Bootstrap Resampling Method）反覆抽取 1000 次樣本作為計算研究模型的顯著性，並

驗證本研究模型跟假說。如下表 1 與圖 2。 

表 1、結構模型假設之結果 

假說 路徑關係 關係 路徑係數 t-value 檢驗結果 

H1 知覺享受→MIM 持續使用

意圖 

+ 0.497 11.186*** 支持 

H2 情緒疲憊→MIM 持續使用

意圖 

- -0.236 5.180*** 支持 

H3 參照網路規模→知覺享受 + -0.033 1.070 不支持 

H4 知覺互補性→知覺享受 + -0.014 0.408 不支持 

H5 娛樂性→知覺享受 + 0.543 13.275*** 支持 

H6 社交性→知覺享受 + 0.034 0.794 不支持 

H7 資訊性→知覺享受 + 0.095 2.593** 支持 

H8 認同→知覺享受 + 0.161 3.609*** 支持 

H9 社會互動關係→知覺享受 + 0.165 3.373*** 支持 

H10 資訊超載→情緒疲憊 + 0.225 4.104*** 支持 

H11 社交超載→情緒疲憊 + -0.349 7.185 不支持 

H12 通訊超載→情緒疲憊 + 0.268 4.474*** 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p < 0.001，t > 3.29；**p < 0.01，t > 2.58；*p < 0.05，t > 1.96。 

從表一結果顯示，該模型的 MIM 持續使用意圖解釋變異量為 38.6%，知覺享受的

解釋變異量為 68.3%，情緒疲憊的解釋變異量為 22.3%。知覺享受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

有顯著影響（t =11.186, p < .001），因此支持 H1。情緒疲憊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有顯

著影響（t = 5.180, p < .001），因此支持 H2。參照網路規模對知覺享受沒有顯著影響（t 

= 1.070, 無顯著性），因此不支持 H3。知覺互補性對知覺享受沒有顯著影響（t =0.408, 

無顯著性），因此不支持 H4。娛樂性對知覺享受有顯著影響（t = 13.275, p < .001），因

此支持 H5。社交性對知覺享受沒有顯著影響（t = 0.794, 無顯著性），因此不支持 H6。

資訊性對知覺享受有顯著影響（t = 2.593, p < .01），因此支持 H7。認同對知覺享受有顯

著影響（t = 3.609, p < .01），因此支持 H8。社會互動關係對知覺享受有顯著影響（t = 

3.373, p < .001），因此支持 H9。資訊超載對情緒疲憊有顯著影響（t = 4.104, p < .001），

因此支持 H10。社交超載對情緒疲憊沒有顯著影響（t = 7.185, 無顯著性），因此不支持

H11。通訊超載對情緒疲憊有顯著影響（t = 4.474, p < .001），因此支持 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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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p < 0.001；**p < 0.01；*p < 0.05。 

顯著水準以*來表示        表示路徑關係不顯著 

伍、結論與貢獻 

在本研究中，以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架為基礎，設計了根據正面（知覺享受）和

負面（情緒疲憊）的情緒反應對 MIM 持續使用意圖影響的研究模型，並以網路外部性

（參照網路規模和知覺互補性）、心理動機（娛樂性、社交性和資訊性）、認同、社會

互動關係和知覺超載（資訊超載、社交超載和通訊超載）對知覺享受及情緒疲憊正負面

情緒反應的影響。最後，從分析研究模型中得到了一些見解。 

一、研究結論 

網路外部性、心理動機、 

認同、社會互動關係和超載 
情緒反應 因應反應 

正面情緒反應 

負面情緒反應 

MIM 持續使用意圖 

R2=0.386 

資訊超載 

社交超載 

通訊超載 

知覺超載 

情緒疲憊 

R2=0.223 

娛樂性 

社交性 

資訊性 

心理動機 

認同 

社會互動關係 

參照網路規模 

知覺互補性 

網路外部性 

知覺享受 

R2=0.683 

0.543*** 

-0.349 

0.268*** 

0.497***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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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影響 MIM 持續使用意圖中，知覺享受有相對較大的影響

（𝛽 = 0.497）。這與 Wang & Qian（2015）研究一致。這意味者為了讓使用者持續使用

MIM，就必須提供一些愉快的體驗形式。所以，若 LINE 開發更多的應用程式並優化聊

天功能，可以讓使用者有更愉快的體驗。其次，關於知覺享受的前因，結果發現參照網

路規模對知覺享受並不顯著。這與 Zhou & Lu（2011）研究一致。這結果意味著 LINE 管

理人員很難控制使用者社交圈中採用 LINE 平台的人數。另外，結果還發現知覺互補性

對知覺享受並不顯著。這與 Zhou & Lu（2011）研究不一致。然而，Wang & Qian（2015）

研究調查 WeChat 使用者最常使用哪些功能。結果顯示，其中大多數人使用 WeChat 的

目的是與朋友聊天，而檔案傳輸等輔助功能不太受歡迎。因此，本研究推斷由於 LINE

已經發表好幾年，加上也是台灣最常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大部分的人已經依賴於它，

並單純只使用它來傳送各種即時訊息，也因此對於其他輔助功能可能較少使用。 

在心理動機因素中，結果發現在影響知覺享受中，娛樂性有相對較大的影響（𝛽 = 

0.543），且資訊性對知覺享受也有顯著影響。這與 Lien & Cao（2014）研究一致。在娛

樂性方面，這意味著 LINE 提供娛樂的應用程式包括 LINE Camera、LINE TV、LINE 貼

圖等等。所以提供這些免費的娛樂應用程式，增加使用者更多的樂趣，也從而增強了使

用者持續使用的意圖。在資訊性方面，LINE 提供一個方便的資訊來源，也為使用者提

供即時的資訊。換句話說，使用者將 LINE 視為接收和傳送重要即時資訊的工具。所以，

好的資訊來源和傳輸環境，讓使用者獲得更多的享受。因此，LINE 應該經常更新產品/

服務的資訊，並為使用者提供可靠的即時資訊傳輸品質，才能讓使用者持續有享受的感

覺。然而，結果發現社交性對知覺享受並不顯著。這與 Lien & Cao（2014）研究不一致。

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來做探討。 

 本研究發現認同對於知覺享受有顯著影響。與 Yoon et al.（2015）研究一致。這結

果意味著越多的人體驗到與 LINE 通訊的人有著共同感或親近感，他們越能感覺到更多

的樂趣。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社會互動關係對於知覺享受有顯著影響。與 Zhang et al.

（2017）研究一致。這結果意味著 LINE 的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有助於形

成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換句話說，使用者體驗到與 LINE 使用者彼此越多的聯繫，可

以感受到越多享受的感覺。 

另外，結果發現情緒疲憊對於 MIM 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影響。與 Chaouali（2016）

研究一致。在各種 MIM 的情況下，它們之間很容易轉換。另外，也可能造成這些管理

人員之間激烈的競爭環境。因此，對於使用者持續使用的因素，管理人員應調整 MIM 提

供的功能和特點，從而獲得競爭優勢。此外，目前 LINE 在台灣的地位是其他即時通訊

無法超越的，大部分的使用者已經習慣使用 LINE 作為通訊的管道，所以即使使用者在

使用狀況下感到疲憊，依然還是依賴於持續使用 LINE 來傳送各種訊息。 

關於情緒疲憊的前因，結果發現資訊超載和通訊超載對於情緒疲憊有顯著的影響。

與 Chaouali（2016）和 Lee et al.（2016）研究一致。這結果意味著過度暴露於大量資訊

和通訊會導致更高的情緒疲憊。換句話說，在資訊超載方面，若有太多的資訊交換超過

了使用者的認知能力，或是收到太多的資訊需要處理，都會讓使用者可能從其他重要的

日常活動中分心，就容易造成使用者疲憊感提高。此外，在通訊超載方面，收到朋友太

多的訊息，或是收到 LINE 頻繁的通訊，導致通訊量過大，而讓目前正在執行的工作中

斷，也會讓使用者增加疲憊感。此外，結果發現社交超載對於情緒疲憊沒有顯著的影響。

與 Chaouali（2016）研究不一致。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來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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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貢獻 

目前的研究旨在深入了解 MIM 持續使用意圖，並以自我調整框架作為研究模型的

總體理論基礎。此外，整合了網路外部性（參照網路規模、知覺互補性）、心理動機（娛

樂性、社交性、資訊性）、認同、社會互動關係作為知覺享受前因的作用，並塑造 MIM

持續使用意圖的正面情緒反應。另外，還整合了知覺超載（資訊超載、社交超載、通訊

超載）作為情緒疲憊前因的作用，這種負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的負面情緒反應。綜述以

上，將正負面因素納入自我調整框架中來做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理論貢獻。 

現階段，LINE 是大部分使用者使用的通訊軟體。儘管如此，在過去大多關於使用

MIM 的研究都單純從正面觀點來分析特定變項對正面情緒的影響，例如：知覺價值、服

務品質或個人使用 MIM 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或者是在過去大多都只從負面觀點來分析

特定變項對負面情緒的影響，例如，知覺超載。因此，本研究以 Bagozzi 的自我調整框

架同時結合正負面情緒前置因素，來分析影響個人使用 MIM 的因素來做為本研究的第

二個理論貢獻。 

此外，結果表明娛樂性和資訊性對於增加使用者在 MIM 使用中獲得的樂趣至關重

要。因此，LINE 管理人員應該開發一些能夠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應用程式，才能夠從中

感覺到此工具的樂趣，以幫助使用者暫時擺脫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常規。其次，本研究

發現，認同在個人使用 MIM 中發揮重要作用。意味著 LINE 通訊者之間的人際關係品

質，例如親屬關係和親密感，在使用 MIM 方面比 MIM 朋友的數量更為重要。因此，

LINE 管理人員應該關注提高使用者個人聯繫的品質，而不是其使用者朋友的過度擴張。

第三，本研究發現，社會互動關係在個人使用 MIM 中也發揮重要作用。意味著 LIN 管

理人員應該幫助使用者激發他們的互動，除了固定的互動，訊息通知、評論之外，可以

創造更多的活動設計。最後，本研究發現，資訊超載和通訊超載在個人使用 MIM 中都

發揮重要作用。意味著 LINE 管理人員應該建立更好的管理或過濾工具，來減少 MIM 的

複雜性，並幫助使用者能夠管理社交關係和請求等等。綜合以上，本研究提供了管理人

員了解目前使用者的使用狀況，以給予 LINE 管理人員能夠做更好的改善來做為本研究

的第三個實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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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model is based on Bagozzi's self-regulation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enjoyment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as medi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on continuance usage intention regarding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and 

the effects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identification, social 

interactions ties, and perceived overload as exogenous variable on perceived enjoyment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The model is used SmartPLS 

2.0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ata based on 449 usable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ceived enjoy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ntinuance usage intention of MIM, while 

emotional exhaus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The perceived enjoyment is influenced by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ies. In addition, the emotional 

exhaustion is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communication overload. Research 

contributions help managers create better management and reduce the complexity of MIM. 

 

Keywords: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self-regulation framework, perceived enjoyment, 

emotional exhaus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