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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早期推薦系統主要著重在演算法的精進，卻忽略使用者的感受，因此現在越來越多

學者開始提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推薦系統，以增加使用者在操作系統時所感受的體驗，

而提升使用者體驗的其中一項作法是設計一個良好的介面，因此本研究透過實驗室實驗

法的方式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體驗(感知有用性、滿意度)能正面影響使用推薦系

統之意圖，而滿意度可以藉由社會臨場感的效果顯著提升，感知有用性會受到用戶控制

性邊際顯著影響，同時社會臨場感亦能藉由信任的中介效果正向提升感知有用性，此外，

用戶控制性也能提升對系統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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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網際網路不僅帶動了網路購物，也提供使用者另一個獲取資訊的管道。在過去，使

用者通常是以線下(offline)的方式獲取資訊，例如紙本傳達、口頭傳達…等方式，而現

在，大多數的使用者則是透過線上(online)的方式來取得資訊。網路時代的來臨，讓網路

上的資料以幾何倍數的方式爆發性的增長(每日頭條，2017)，也讓我們在進行購前搜尋

時，能更簡易的取得相關資料，但同時，也出現越來越多的垃圾訊息。為了在上千、萬

筆資訊中過濾掉使用者不需要的訊息，使用者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來篩選，以

致於處理訊息的成本大增。因此，為了讓使用者能夠更輕鬆的獲取有用的資訊，推薦系

統因而誕生。 

推薦系統的產生，讓使用者在使用系統時，可以更方便、快速的找到想要的東西。

推薦系統透過事先蒐集顧客的背景資料，將這些歷史資料加以運算，以得到最有效的推

薦結果。現今除了線上購物網站之外，也有越來越多其他類型的網站開始使用推薦系統，

例如：Facebook 透過使用者的資料來推薦可能會認識的朋友；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在

商品頁面底下也有設置推薦系統，並將推薦結果分成「看此商品的人也看了…」和「買

此商品的人也看了…」；此外，就連行動裝置 APP 的蝦皮購物，也在商品頁面底下設置

了「猜你喜歡」的推薦結果清單。由這些現象可知，推薦系統的使用不僅限於購物網站，

連社群網站和行動裝置 APP 也開始應用推薦系統，顯示現今推薦系統的使用情形越來

越普遍。推薦系統除了可以幫助使用者過濾訊息，提供有效的推薦結果之外，當使用者

無法準確描述自己的需求，或搜尋引擎的篩選效果不佳時，推薦系統亦會透過連結使用

者與其背景資訊，以解決上述問題；在連接商品資訊與使用者方面，推薦系統亦可以幫

助使用者找到對自己有價值的商品資訊。 

雖然推薦系統會根據蒐集到的顧客資訊提供合適的推薦結果，但使用者並不一定會

全然採用這些推薦的產品，甚至完全不使用推薦系統，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隱

私顧慮(privacy concern)或是系統介面…等的問題。此類個性化的技術雖然增強了使用者

的體驗，但同時也增加了隱私風險的擔憂(Toch, Wang, & Cranor, 2012)。Knijnenburg, 

Willemsen, Gantner, Soncu, and Newell (2012)的研究顯示，推薦系統、個人和情境特徵之

間，會產生許多取捨(trade-off)，例如，使用者所提供的偏好回饋是感知系統有用性與隱

私顧慮的取捨。若使用者希望推薦系統產生的結果對他言是有用的，則需要主動提供系

統使用者偏好的產品或類型等資訊，以讓系統能更準確地預測出使用者可能喜歡的商品，

然而，若提供越多使用者的相關資訊，則越會擔心系統是否會將個人隱私外洩。此外，

對於推薦系統來說，想要更快速的幫新用戶推薦個人化的商品，仔細設計介面的呈現與

推薦的項目，可能會讓用戶更想給予評級回饋(Konstan & Riedl, 2012)。所以，若推薦系

統的介面設計不周，可能導致使用者不了解系統功能與運作方式，進而影響他使用推薦

系統的意願。 

使用者不一定採納推薦結果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過去有關推薦系統的相關研究，

主要著重在系統產生的推薦結果是否能夠準確地預測消費者偏好，亦即不斷的精進演算

法，以產生更準確的推薦結果。然而，雖然預測準確度是衡量推薦系統一個很重要的指

標，但卻缺乏以使用者的觀點來衡量推薦系統的績效。因此，當推薦系統產生出推薦結

果時，瀏覽或是採不採用此推薦結果，都取決於使用者主觀的認知。所以，一個成功的



 

 

推薦系統，其推薦結果不僅需要從系統的角度考慮使用者的推薦結果選項(客觀指標)，

也需要從使用者的角度考量決策品質(主觀指標)(Xiao & Benbasat, 2007)。 

所以，為了將使用者的主觀感受加入評估推薦系統的績效中，有越來越多學者提出

以使用者為導向的觀點來設計推薦系統。Knijnenburg et al. (2012)認為當用戶在使用推薦

系統時，需考慮用戶產生體驗的整個過程，透過推薦系統的客觀因素會影響使用者的主

觀認知，並同時受到使用者的個人特徵與情境因素的影響，會產生特定的使用者體驗語

和系統間的互動。Pu, Chen, and Hu (2011)也將使用者的觀點納入評估推薦系統的主要指

標，包含使用者的感知品質(薦項目的品質、互動精確性、介面充足性)、使用者信念(感

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控制力與透明度)、使用者態度，與行為意圖，且透過考慮這

四項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的指標，可以發展出一個有效且令人滿意的推薦系統，並能激

勵使用者接受這項推薦技術。故本研究也遵循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觀念出發，透過系統設

計的方式來探討： 

(1) 使用者體驗(感知有用性、滿意度)是否會影響用戶使用推薦系統的意願。 

(2) 社會臨場感與用戶控制性是否會影響用戶使用推薦系統時的體驗。 

(3) 提出可以有效提升消費者社會臨場感與用戶控制性認知的介面設計實務建議。 

貳、文獻探討 

推薦系統是一個軟體代理人，其可以明白的或隱含的引出用戶對產品的興趣或偏好，

並根據這些資料來提供推薦結果(Xiao & Benbasat, 2007)。亦即，透過蒐集使用者所提供

的個人偏好資訊，在推薦系統內進行運算後，會將產品推薦給合適的使用者。所以，在

某些情況下，推薦系統主要的轉換在於集結輸入的過程中，而系統的價值取決於成功的

配對推薦系統與使用者尋求的推薦項目(Resnick & Varian, 1997)。 

透過蒐集用戶的資料，推薦系統會根據用戶的知識和他可能喜歡的項目來推薦用戶

可能會重視的項目(Rashid et al., 2002)，並藉由簡化線上搜索產品相關資訊的複雜性

(Xiao & Benbasat, 2007)，提供使用者個人化的線上商品或服務的推薦，以因應訊息超載

的問題(Lu, Wu, Mao, Wang, & Zhang, 2015)，提升消費者在線上搜尋或選擇產品時的服

務品質(Xiao & Benbasat, 2007)，並改善顧客關係管理(Lu et al., 2015)，不僅讓消費者在

使用過程中能有更滿意的體驗，也能增加廠商獲利的機會，讓推薦系統帶給買賣雙方更

多價值，共創雙贏。 

在 1990 年代中期，推薦系統開始嶄露頭角，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因此，為

了讓推薦系統發揮其最主要的功能－為使用者辨別出有用的項目，系統必須「預測」出

值得推薦的項目給消費者，亦即系統必須預測出這些項目的實用性，透過比較的方式來

決定要推薦消費者哪些項目(Ricci, Rokach, & Shapira, 2011)。因此，早期推薦系統以精

進演算法為主要目標，認為提升推薦系統的準確度即能有效提升推薦系統的品質，這些

推薦系統則稱之為系統導向的推薦系統。 

一、系統導向推薦系統 

早期評估推薦系統的工作均著重在演算法的「準確性」，其衡量系統推薦項目的排

名和使用者真實偏好的排名差距有多相近，此外，準確性也可以衡量推薦系統如何針對



 

 

特定項目來預測準確的評分值(Herlocker, Konstan, Terveen, & Riedl, 2004)。亦即，準確

性是計算推薦系統的預測結果和使用者真實感受之間的差距，若兩者中間的差距越小，

則代表推薦系統的準確性越高。 

根據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早期學術上有關推薦系統演算法的發展，主要著重在統

計上的準確性指標(Statistical accuracy metrics)，例如 MAE、RMSE、ROC 等方式，透過

降低推薦結果評級與使用者真實感受的評級間的差距，以增加推薦系統的準確性，提升

推薦系統的績效表現(Herlocker, Konstan, Borchers, & Riedl, 1999; Sarwar, Karypis, 

Konstan, & Riedl, 2000)。此類型常見的推薦系統設計方法有情境基礎推薦與協同過濾演

算法等等(Shahabi, Banaei-Kashani, Chen, & McLeod, 2001)。 

然而，推薦系統的準確性只是構成使用者體驗中的一部分(Knijnenburg et al., 2012)，

若系統只靠高度的推薦準確性並不能讓使用者得到有效與滿意的體驗，所以，推薦系統

不能只單純具備準確性，也必須要涵蓋「有用性(Usefulness)」(Herlocker et al., 2004)。

Konstan and Riedl (2012)也認為未來推薦系統的發展趨勢為增進使用者體驗，企業應該

脫離以往「純粹」的推薦系統演算法的觀念，才能提供更佳的顧客體驗，也更符合企業

的銷售與行銷活動。所以，為了瞭解並改善推薦系統的使用者體驗，Knijnenburg et al. 

(2012)認為當用戶在使用推薦系統時，需考慮用戶產生體驗的整個過程，因此，其研究

由系統客觀的方面(例如演算法的使用)，影響了使用者的主觀認知(例如在推薦品質中，

對不同推薦演算法的感知差異)，並同時受到個人特徵與情境特徵的影響，進而產生特

定的使用者體驗與使用者和系統間的互動(例如較高的感知推薦系統品質會產生更正面

的系統評價、對推薦項目更高的滿意度或改變使用者的行為)。因此，將使用者體驗的

概念加入推薦系統的設計中，在意用戶使用推薦系統時的主觀感受，這些推薦系統即為

以者用者為中心的推薦系統。 

二、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推薦系統 

實務上，當推薦系統應用在商業上時，企業對於演算法的改善並沒有很大的興趣，

反之，其對於推薦項目的提升率(lift rate)與命中率(hit rate)此類型的指標較感興趣，例如，

企業比較關注消費者是否會因為使用推薦系統而有更多的回應，或是藉由使用推薦系統

而購買了商品等其他的比率(Konstan & Riedl, 2012)。所以，若要延伸推薦系統的實務應

用，則需要考量推薦系統準確性以外的因素，以增加用戶使用推薦系統的意願。 

Pu et al. (2011)也從使用者的角度，發展一套有效且滿意的推薦系統所需具備的特徵

指標，稱之為「ResQue」，目的為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評估推薦系統的品質；其模型以不

同的介面與使用者和推薦系統間的互動為基礎，並結合 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和 SUMI(Software Usability Measurement Inventory)模型展出一個平衡的架構，而

ResQue 的四個主要指標分別為：使用者的感知品質(User perceived quality)、使用者的信

念(User belief)、使用者的態度(User attitude)，和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透過用戶

對於推薦系統的功能與資訊方面所產生的主觀感知品質，會影響用戶對於系統的信念，

進而影響態度，而產生長期的行為意圖。 

此外，Pu, Chen, and Hu (2012)也從使用者的觀點，並著重在使用者與系統間的三個

主要互動：初始偏好導出過程 (Initial preference elicitation process)、偏好修改過程

(Preference refinement process) 和系統推薦結果呈現 (Presentation of the system’s 



 

 

recommendation results)，且為了最大化使用者滿意度和推薦系統的使用意願，提出 18

項設計推薦系統的指導方針，同時，以一個多重目標的架構來導出指導方針，稱之為

ACE：(1)系統推薦給用戶的項目要與用戶的偏好相符(精確 accuracy)，(2)系統要有能力

激勵用戶自信心並激發他們投入更多努力(自信心 confidence)，(3)用戶投入努力的量，

需要達到相對應的精確度(努力 effort)。根據這 18 項設計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推薦系統建

議方針，本研究將此歸納成五種特性：設計具有吸引力的使用者介面、提升用戶控制系

統的幅度、降低用戶所需耗費的精力、增進用戶理解系統設計的目的，與用戶特性融入

推薦設計，詳細內容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使用者導向推薦系統設計特性 

1. 設計具有吸引力的使用者介面 (Pu et al., 2012)  

 目的：透過系統介面的設計，與推薦結果的呈現，讓用戶覺得此推薦系統是具備吸引力的。 

 相關研究準則： 

(1) 藉由更有吸引力的版面設計和有效的標籤 

(2) 在推薦結果中加入用戶熟悉的項目 

(3) 在推薦結果的熟悉度與新穎性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4) 增加推薦結果的多樣性 

(5) 提供與情境相容的推薦項目 

2. 提升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 (Pu et al., 2012) 

 目的：讓用戶與系統進行雙向溝通，讓用戶能主動選擇要提供給系統的資訊。 

 相關研究準則： 

(1) 讓用戶自行決定要評分哪個項目 

(2) 呈現結合熱門與個人化的項目給用戶，讓用戶在導出他們的偏好時進行評分 

(3) 允許用戶指出產品／項目特徵的相對重要性 

(4) 提出幾個項目讓用戶自行選擇評論項目 

(5) 提供一種混和的評論方法，包含兩個評論輔助類型：系統建議評論與用戶自行評論 

(6) 提供偏好修正機制(例如評論) 

3. 降低用戶所需耗費的精力 (Pu et al., 2012) 

 目的：用戶不需花費大量的心思與時間在提供推薦系統資料 

 相關研究準則： 

(1) 在初始的個人檔案中，將導出用戶偏好需付出的努力最小化 

(2) 比較兩種設計的用戶研究，可以幫助找出精確性與努力之間最平衡的偏好導出方法 

4. 增進用戶理解系統設計的目的 (Pu et al., 2012) 

 目的：用戶了解需要提供資訊給推薦系統的原因，以及提供這些資訊所能創造的價值 

 相關研究準則： 

(1) 透過設計解釋介面，在介面呈現提供訊息的好處，並充分揭露其用途 

(2) 讓用戶意識他所提供的評分內容是有貢獻的 

(3) 當用戶意識到他們的努力是可以達成具體目標的 

5. 用戶特性融入推薦設計 (Pu et al., 2012) 

 目的：讓系統能考量用戶的個人特徵進行推薦 

 相關研究準則： 

(1) 考慮個人特徵(例如該領域的專業度與知識)，來制定合適的初始偏好導出過程 

(2) 人格特質可以被視為用戶偏好模型與人格基礎推薦系統的有用的資源 

 

本研究試圖從表 2-1 的五項構面來驗證以使用者中心的推薦系統是否能有效提升使

用者的體驗，但礙於時間及資源的限制，所以本研究先針對設計具有吸引力的使用者介

面與提升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進行探討。在設計具有吸引力的使用者介面構面，本研究

主要探討用戶知覺社會臨場感的程度之影響，另一方面，在提升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構

面，本研究主要探討用戶控制性之影響。 



 

 

然而，當用戶在使用推薦系統時，系統介面會在第一時間與用戶直接接觸，帶給用

戶最直接的體驗，所以，若能以更貼近的方式跟用戶互動，亦可能是影響用戶體驗的方

法之一。社會呈現理論(Social presence theory)指出，使用者對於社會呈現的感知，會因

為媒體的能力、使用者認知，或是使用者對這些能力的理解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感知

社會臨場感(Hess, Fuller, & Campbell, 2009; Short, Williams, & Christie, 1976)。此外，若

當用戶在使用系統時，能否對系統有掌控權也是能影響用戶體驗的因素之一。心裡抗拒

理論表明，當個人的行為自由受到威脅時，會影響自己的態度或行為，可能會產生反抗

心理(Lee & Lee, 2009)，進而影響用戶在使用推薦系統時的體驗。所以，本研究著重在

用戶使用推薦系統時，透過系統呈現給用戶的介面，進一步探討用戶主觀的社會臨場感

程度與用戶控制性程度。 

三、社會臨場感 

社會臨場感是指，透過一個媒體傳達溫暖與社交的感覺(Hassanein & Head, 2007; 

Kumar & Benbasat, 2006)。推薦系統的使用，需要人們藉由電腦或手機等設備來操作，

所以，人們與設備間的互動屬於人機互動，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感，為了讓系統能更輕鬆

地蒐集用戶偏好的資料，系統需要克服用戶的警戒心，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而其中一

項做法就是將推薦系統擬人化，讓用戶感覺與系統間的互動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溫暖。 

社會呈現理論提到，媒體的能力會影響到用戶感知到的社會臨場感的程度(Hess et 

al., 2009)，推薦系統也不例外，介面的設計可以透過許多種方式呈現，來增加用戶在使

用推薦系統時所感受到的社會臨場感程度，例如在介面中加圖片、動畫、聲音…等。 

Qiu and Benbasat (2009)從社會關係的角度，將推薦系統的介面擬人化，藉由人類臉

部表情的動畫、人類的聲音，能讓使用者感到更豐富的社交線索(Social cue)，進而增加

用戶的信任信念，並提升使用推薦系統的意願。同樣的，Hess et al. (2009)透過一個線上

網站的推薦系統研究證實，一個溫暖、富有社交性的介面可以提升網頁的生動性，並透

過增加推薦系統的社交線索(例如聲音、手勢，與動畫的臉部表情)，使系統具備外向的

人格特質，能正向提升使用者感受社會臨場感的程度，進而更加信任此推薦系統。 

四、用戶控制性 

用戶控制性(user control)是指，用戶在與推薦系統互動時，覺得可以控制系統。用

戶控制的觀念包含了系統是否允許使用者修改他們的偏好、客製化他們所接收到的推薦

結果，或是要求一組新的推薦結果清單，而且，這個方面在用戶使用系統時的整體感受

中非常重要，如果系統無法提供一個讓用戶能刪除不喜歡的項目的機制，則用戶無法阻

止系統繼續推薦他不喜歡的項目，進而導致他對系統感到失望(Pu et al., 2011)。 

Wang and Benbasat (2009)的研究延伸了準確性－努力的框架，加入了感知策略限制

性(Perceived strategy restrictiveness)，並比較用戶使用不同決策輔助工具時所感知到的差

異，其研究指出，當使用者覺得受到輔助工具的限制較少時，會提升採用輔助工具的意

願。然而，感知策略限制性是指決策者認為他們偏好的決策過程受到決策幫助提供的功

能和支援上的限制(Silver, 1988; Wang & Benbasat, 2009)，本研究認為其概念與用戶控制

性相反，若感知策略限制性越高，表示用戶在使用系統時覺得被限制的幅度越高，用戶

無法自由的選擇系統的功能或結果，進而感覺自己控制系統的程度很低，反之亦然，若



 

 

感知策略性越低，表示用戶在使用系統時覺得被限制的幅度越低，用戶可以自由的選擇

功能或結果，進而感覺自己能控制系統的程度較高。此外，Xiao and Benbasat (2007)的

研究也建議推薦系統應該允許使用者能自行控制與系統間的互動，也可以提供用戶一個

額外的、更簡易的生成推薦結果的能力。 

由上述提及的許多研究，可以知道現在推薦系統越來越重視使用者的主觀感知，故

本研究的目的將以使用者為中心，並著重在社會臨場感與用戶控制性兩個觀點，探討推

薦系統的績效。 

參、研究方法 

一、假說發展 

Knijnenburg, Willemsen, and Hirtbach (2010)研究證實，若推薦系統提供個人戶的推

薦時，可以提升使用者的體驗，然而，其將使用者體驗則分為選項滿意度 (Choice 

satisfaction)與感知系統有效性(Perceived system effectiveness)，選項滿意度是指推薦系統

提供的個人化建議，是否能提升用戶選擇該項目時的滿意度，而感知系統有效性是指個

人化的推薦結果是否能增加用戶相信系統的有效性。而本研究將以滿意度來衡量選項滿

意度構面，以感知有用性來衡量感知系統有效性構面，並探討社會臨場感與用戶控制性

對使用者體驗之影響，在此，本研究先針對使用意圖的定義進行討論。 

許多學者已為使用意圖作定義，例如：「用戶同意使用此系統，且用戶採用推薦系

統的建議」(Pu et al., 2011)、「個人想要使用此資訊系統的程度」(Lee & Lee, 2009)、「未

來使用此產品代理人(PRA)作為決策輔助工具的意願」(Qiu & Benbasat, 2009)。本研究參

考(Qiu & Benbasat, 2009)的概念，將使用意圖定義為：「用戶是否決定使用此推薦系統，

並採用其推薦結果。」 

承如上述，Knijnenburg et al. (2010)在研究架構中將使用者體驗分為選項滿意度

(Choice satisfaction)與系統感知有效性(Perceived system effectiveness)，其選項滿意度的

定義為推薦系統提供的個人化建議，是否能提升用戶選擇該項目時的滿意度，且選項滿

意度能提升用戶提供推薦系統回饋的意願。 

而 Knijnenburg, Willemsen, and Kobsa (2011)也將使用者體驗分為四大類：使用系統

所需耗費的精力(Usage effort)、感知系統有效性與娛樂(Perceived system effectiveness and 

fun)、選項困難度(Choice difficulty)、對所選項目滿意度(Satisfaction with the chosen items)，

其中，將所選項目滿意度定義為我喜歡我所選擇的這個項目。然而，一個設計良好的推

薦系統可以帶給用戶更佳的體驗。用戶在使用推薦系統時，滿意度能表示用戶在使用當

下的想法與感受(Pu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以滿意度作為評估用戶體驗時的指標之

一。而 Knijnenburg et al. (2012)在研究中證實，透過推薦系統提供用戶個人化的建議，

能提升用戶感知此系統的品質，進而對推薦的結果感到滿意，而提升用戶提供系統回饋

的意願。本研究認為，若用戶認為系統所推薦的結果是滿意的，也會增加對推薦系統本

身滿意的程度，進而提高用戶使用此推薦系統與提供系統回饋的意願。因此本研究推論

假說如下： 

H1：使用者對推薦系統的滿意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使用意圖越高 



 

 

對於資訊系統的採用，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已經成為採用系統的決定性因素了，

而且，感知有用性對使用行為的影響更為強烈(Davis, 1989)。對於購物網站來說，感知

有用性是指，用戶在進行購物決策時，覺得此網站是有用的(Kumar & Benbasat, 2006)。

然而，若將範圍放在推薦系統上，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戶相信使用此推薦系統後能提高

其績效表現(Lee & Lee, 2009)。在對比先前沒有使用推薦系統的幫助時，用戶發現使用

了推薦系統能讓他的績效表現更優(Pu et al., 2011)。 

過去已經有許多推薦系統的相關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可以顯著提升用戶使用推薦

系統的意願(Lee & Lee, 2009; Qiu & Benbasat, 2009; Zins & Bauernfeind, 2005)。此外，

Knijnenburg et al. (2010)指出，用戶的感知推薦品質(Perceived recommendation quality)會

正向影響用戶的選項滿意度(Choice satisfaction)，進而提升用戶提供回饋的意圖(Intention 

to provide feedback)，其中，感知推薦品質是指推薦系統是否提供個人化的建議(或隨機

推薦)，其研究證實了個人化的推薦能提升用戶對於所選推薦結果的滿意程度。本研究

認為此處的感知推薦品質以用戶是否感覺到演算法提供個人化的差異，與上述的感知有

用性定義相似，故提出假說： 

H2：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有用性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使用意圖越高 

H3：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有用性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滿意度越高 

上述提及，本研究將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推薦系統分為五種特性(表 2-1)：設計具有吸

引力的使用者介面、提升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降低用戶所需耗費的精力、增進用戶理

解系統設計的目的，與用戶特性融入推薦設計，並先針對設計具有吸引力的使用者介面

與提升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進行探討。本研究以社會臨場感來探討設計具有吸引力的使

用者介面構面，另一方面，以用戶控制性來探討提升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構面。 

社會臨場感是指推薦系統模仿人與人面對的程度，而透過更多的社交線索，能增加

用戶所感受到的社會臨場感，其中，透過擬人化的方式來設計推薦系統，能顯著帶給用

戶更多的社會臨場的感覺，包含讓推薦系統具備外向的人格特質，並透過讓推薦系統的

介面更加生動(文字、聲音、動畫)，能直接提升用戶對社會臨場感的知覺(Hess et al., 2009; 

Short et al., 1976)。Tang, Wang, and Norman (2013)的研究結果指出，一個媒體的能力確

實能提升用戶對社會臨場感的知覺，進而正向影響使用者的滿意度，其中，作者將使用

者滿意度分成對過程感到滿意與對結果感到滿意，兩者都是正向顯著的關係，若要提高

社會臨場感的呈現，可以透過媒體的傳播速度 (Transmission velocity)、象徵符號集

(Symbol sets)、可再現性(Rehearsability)等媒體的能力來表現。 

Pu et al. (2011)將用戶控制定義為，用戶在與推薦系統互動時，覺得可以控制系統，

其中，用戶控制的概念包含系統是否允許用戶修改他的偏好，或可以客製化其推薦結果。

Kamis, Stern, and Ladik (2010)其研究顯示，當用戶在線上網站購物時，增加用戶感知推

薦系統的控制性能正向顯著提升對推薦結果的選項滿意度(Kamis et al., 2010)。而 Wang 

and Benbasat (2009)也認為，當用戶在使用輔助決策工具時，若覺得受到系統限制，則會

降低使用推薦系統的意願，由此可知，用戶可能會因為無法自主控制推薦系統或其結果，

而改變用戶的行為。而心理抗拒理論(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也表明，當個人的行

為自由受到威脅時，會負面影響用戶的態度或行為，用戶可能會產生一種反抗心理，試

圖拒絕接受系統給予的結果來試圖恢復他們的選擇自由，甚至會做出相反的動作(Lee & 



 

 

Lee, 2009)，可能會降低用戶的滿意度。其實，用戶控制性在用戶使用系統時的整體感

受中非常重要，如果系統無法提供一個機制，讓用戶可以刪除他們不喜歡的推薦結果，

則用戶就無法阻止系統繼續推薦他不喜歡的項目，進而對系統失望(Pu et al., 2011)，推

測可能會對系統產生不滿意的感覺。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4：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社會臨場感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滿意度越高 

H5：使用者對推薦系統感知的用戶控制性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滿意度越高 

對於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來說，Pommeranz, Broekens, Wiggers, Brinkman, and Jonker 

(2012)在研究中指出，若能對用戶的個人偏好檔案(亦即系統後續會使用到的資料)有更

多的控制權，代表用戶對此推薦系統模型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控制，使系統推薦的結果

是易理解的、可靠的，推論這份推薦清單對用戶而言覺得是有用的。Xiao and Benbasat 

(2007)也在研究中證實了，在與推薦系統的互動中，具用戶控制性的偏好導出介面能正

向提升用戶的感知有用性。故提出假說 H6： 

H6：使用者對推薦系統感知的用戶控制性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越高 

長期來看，信任是可以維繫用戶與線上系統間的關係(Pu et al., 2011)。在推薦系統

的使用中， Benbasat and Wang (2005)將人與人間的信任延伸至對推薦系統的信任，並

透過整合的 Trust-TAM 模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推薦系統的初始信任能正向提

升對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與使用意圖。而當用戶在使用推薦系統時，用戶感覺到社會

臨場感的程度，會透過信任的中介效果正面影響用戶感知有用性，且信任與感知有用性

皆能提升用戶使用推薦系統的意願(Qiu & Benbasat, 2009)。Zins and Bauernfeind (2005)

也證實，信任能顯著正向提升用戶對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所以，推薦系統是否是有

用的，其中一項重要的議題就是用戶對推薦系統的信任，消費者委託推薦系統以個人利

益為優先幫忙推薦商品，如果消費者不信任此推薦系統，則他們可能會拒絕推薦的項目

或建議。 

而信任是指，用戶是否覺得此系統值得信任(Pu et al., 2011)。在許多研究中，信任

已經被概念化成一個多維度的構念(construct)，由三個信任的信念(trusting beliefs)所組成，

包括能力(competence)、善意(benevolence)與正直(integrity)，能力信念是指受託人在特定

領域內有效執行任務的能力，善意信念是指，受託人關心用戶的利益並依此做出行動，

正直信念是指，受託人會遵守用戶普遍接受的原則，例如誠實與承諾(Wang & Benbasat, 

2007, 2016)。 

雖然信任由能力、善意、正直三個信念所組成，但彼此意義卻不禁相同，且過去研

究顯示，此三個信念間具有顯著區隔(McKnight, Choudhury, & Kacmar, 2002; Wang & 

Benbasat, 2007; Zahedi & Song,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信任的中介效果會因為三個不

同的信念而有所差異，故本研究直接探討三個信任信念對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果。故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7a：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信任(能力)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越高 

H7b：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信任(善意)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越高 

H7c：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信任(正直)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越高 

在 Qiu and Benbasat (2009)的研究中，其透過擬人化推薦系統，將系統介面加入諮詢

人物的圖象，也加入富含社交線索的人聲語音輸出，兩者皆能增加用戶與系統間的社交



 

 

互動，能更提升用戶社會臨場的感覺，此外，其研究也證實了社會臨場感能讓用戶更加

信任此推薦系統。而 Hess et al. (2009)也透過將推薦系統加入擬人化的外向性人格特質，

且透過用生動的介面設計的中介效果，能提升用戶的社會臨場感程度，其研究也指出，

社會臨場感能顯著正向的影響用戶對推薦系統的信任。Cyr, Head, Larios, and Pan (2009)

研究設計不同程度的人類圖像對於網頁的社會臨場感程度之影像，進而產生對信任之影

響，其人類圖像的程度分為有臉部特徵的人類圖像、沒有臉部特徵的人類圖像與沒有人

類圖像當作控制條件，研究結果顯示，此設計能提升用戶的社會臨場感程度，進而增加

信任，此外，其研究也發現受測者大部分對於具臉部特徵的人類圖像有正面的回應(評

論)。故本研究提出假說 H8： 

H8a：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社會臨場感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信任(能力)越高 

H8b：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社會臨場感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信任(善意)越高 

H8c：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社會臨場感程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信任(正直)越高 

另外，透過讓用戶主動控制推薦系統，能蒐集更多用戶對於推薦產品的回饋，也能

提升用戶對系統的信任(West et al., 1999; Xiao & Benbasat, 2007)。Komiak, Wang, and 

Benbasat (2005)在研究中也發現，在建立用戶對虛擬代理人的信任過程中，其中一項主

要因素為控制過程，亦即用戶在使用推薦系統中掌控更多控制權，能提升用戶對系統的

信任感。Xiao and Benbasat (2007)也在研究中證實了，在與推薦系統的互動中，具用戶

控制性的偏好導出介面能正向顯著提升用戶的信任。故本研究提出假說 H9： 

H9a：使用者對推薦系統感知的用戶控制性程度越高，對系統的信任(能力)越高  

H9b：使用者對推薦系統感知的用戶控制性程度越高，對系統的信任(善意)越高  

H9c：使用者對推薦系統感知的用戶控制性程度越高，對系統的信任(正直)越高  

二、實驗推薦系統設計 

本研究所使用之推薦系統採旅遊類型的觀光工廠推薦系統，目的為讓受測者在沒有

壓力的情形下規畫旅遊行程，亦排除受測者專業度問題。推薦系統的使用共分成四大步

驟：(1)瀏覽景點與評論：瀏覽觀光工廠的介紹與其他旅客的回饋後，需圈選對該觀光工

廠的感受(五點尺度)並填寫評論(至少一間)；(2)規劃觀光行程：根據情境設定旅遊地區、

天數(最多三天)與旅遊類型(複選)；(3)記錄行程：將系統推薦的行程加入「我的行程」

區域中進行篩選；(4)意見回饋：參考 Doll and Torkzadeh (1988)的問項(a.此系統推薦精準

地推薦我有興趣的觀光工廠 b.此系統推薦的觀光工廠符合我的興趣 c.此系統提供足夠

的推薦資訊 d.此系統提供的推薦服務是有用的 e.我覺得系統操作流程很明確 f.我覺得

系統資訊很清楚 g.我覺得這是一個友善的系統 h.我覺得此系統容易使用)，以五點尺度

衡量之。本研究之變項的操弄性定義與衡量題項如表 3-1 所示。 

(一) 社會臨場感介面設計 

本研究根據社會臨場感的定義為：「媒體模仿與真人面對面互動的程度」，參考 Qiu 

and Benbasat (2009)的研究，在第一步驟，高社會臨場感的畫面中，將每個步驟的頁面上

端加入解說員人像的 GIF 動畫，在低社會臨場感的畫面只以單純的文字說明此步驟的作

法，以呈現兩系統的社會臨場感程度的差異。此外，在第一、四步驟中有需要圈選選項

的地方，在社會臨場感高的畫面中，則是在選項的部分加入表情圖案來增加畫面生動的

感覺，在社會臨場感低的畫面則單純以文字描述，作為社會臨場感程度的差異。 



 

 

表 3-1 研究變數之操弄性定義與衡量題項 

 操弄性定義 衡量題項(7 點尺度) 

社會

臨場

感 

系統模仿與真人面對面

互動的程度(Hess et al., 

2009; Short et al., 1976) 

1. 系統的推薦功能讓我覺得有與人互動的感覺。 

2. 系統的推薦功能讓我覺得有與人接觸的感覺。 

3. 系統的推薦功能讓我覺得有人類的溫暖。 

4. 系統的推薦功能讓我覺得有社交的感覺。 

5. 系統的推薦功能讓我覺得有人類的靈敏度。 

來源：Qiu and Benbasat (2009) 

用戶

控制

性 

決策者對其偏好決策過

程受到決策支援者的功

能或支持所限制的程度 

1. 在產生推薦過程中，我可以選擇系統處理我喜好的方式。 

2. 此系統允許我指定我偏好的方法來產生推薦結果。 

3. 對於系統產生推薦過程，我掌握了控制權。 

4. 此系統提供我可以用來產生推薦結果的可能方法。 

5. 就我偏好選擇旅遊的方式而言，此系統產生推薦的方法有多種選

擇。 

6. 就我偏好選擇旅遊的方式而言，此系統產生推薦的方法具有彈

性。 

來源：Wang and Benbasat (2009) 

信任 

用戶對此系統的能力(Competence)、善意(Benevolence)、與正直(Integrity)方面是信任的(Wang & 

Benbasat, 2016)。 

能力：「此推薦系統有能

力、技能與專業能在特定

領域內有效的完成任務」 

1. 此系統有能力且有效的提供旅遊行程建議。 

2. 此系統扮演推薦提供者的角色表現良好。 

3. 整體而言，此系統是一個具備能力的專業推薦提供者。 

善意：「此推薦系統在乎

用戶，且能站在用戶利益

為其做推薦」， 

1. 我相信此系統會根據我的興趣來推薦觀光工廠。 

2. 如果我需要幫忙，此系統會盡力的幫助我。 

3. 此系統會以我的利益為考量，而非系統本身。 

正直：「此推薦系統會遵

守他的承諾」 

1. 此系統是誠摯地與我進行互動。 

2. 我認為此系統是誠實的。 

3. 此系統會信守它的承諾。 

4. 我認為此系統是真誠的。 

感知

有用

性 

相較於先前沒有推薦系

統的幫助下，使用者發現

使用推薦系統能提升績

效 

1. 推薦結果能有效的幫助我找到理想的觀光工廠。 

2. 透過系統的協助，有助於我找到我喜歡的觀光工廠。 

3. 透過系統的協助，有助於我選擇我想旅遊的觀光工廠。 

來源：Pu et al. (2011) 

滿意

度 

 

我在使用此推薦系統的

時候感到滿意(Pu et al., 

2011) 

1. 我喜歡系統推薦的觀光工廠。 

2. 我對系統推薦的觀光工廠簡介內容感到很興奮。 

3. 我沉浸在瀏覽系統推薦的觀光工廠簡介。 

4. 系統推薦的觀光工廠符合我的偏好。 

來源：Knijnenburg et al. (2012)  

使用

意圖 

用戶是否決定使用此推

薦系統，並採用其推薦結

果 

1. 下次規劃觀光工廠行程時，我會計畫使用此系統。 

2. 我有意願使用這個系統來規畫下一次觀光工廠行程。 

3. 我預期我會使用這個系統來規畫下一次觀光工廠行程。 

4. 若存在著像這樣的系統，我會用它來找到我想旅遊的觀光工廠。 

來源：Pu et al. (2011); Qiu and Benbasat (2009) 

(二) 用戶控制性介面設計 

本研究根據用戶控制性的定義：「決策者對其偏好決策過程受到決策支援者的功能

或支持所限制的程度」，在第一步驟，高用戶控制性的畫面中增加了「旅遊地區」與「旅

遊類型」的下拉式選單供使用者挑選，以供用戶自行篩選畫面呈現的結果，而低用戶控

制性的畫面則沒有下拉式選單功能。且高控制性的系統在受試者須填寫評論的地方，提

供罐頭語和自行輸入評論兩種方式供受試者選擇，輸入評論。在第三步驟，在高用戶控



 

 

制性的組別中，我們提供刪除特定觀光工廠的按鈕，讓受測者

可以將系統跑出推薦的觀光工廠中，把不喜歡的景點刪除，擇

低用戶控制性的組別則無此功能，以此方式來呈現用戶控制性

的差異。上述系統化面如圖 3-2 所示。 

三、實驗流程 

本研究採實驗室實驗設計法，並透過公開招募的方式，自

願者報名後即可參加本次實驗。實驗全程以匿名的方式進行。

受測者抵達實驗現場後，隨即發放資料卡，內含系統網頁

QRcode、代號、實驗系統組別與密碼，並統一依照實驗主講者

指示再開啟。正式實驗時，由實驗主講者說明實驗注意事項、

設計的情境內容、帶領受測者登入系統後，等講解完實驗流程，

才請受測者開始使用此推薦系統來規劃觀光工廠行程。 

本研究透過設計一個情境讓受測者想像：「下個禮拜即將

有三天連假，很久沒放鬆的你想和好朋友展開一段『知性之旅』，

預計去幾個觀光工廠走走逛逛。現在，從網路上知道，有一個

系統可以幫你規劃參觀觀光工廠的行程，所以現在試用這個系

統來規劃行程。」。並假設三個前提，此旅途不限定台灣任何

地點、旅遊天數最多規劃三天、這些地點之前都沒去過。 

肆、資料分析 

一、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採實驗室實驗法進行資料收集，總共招募 177 位自願受測者參與實驗，剔除

填答不完整及未完成實驗之無效問卷後，得到有效問卷共 160 份(社會臨場感 2x 用戶控

制性 2，共 4 組，各組人數均為 40 人)，有效填答問卷率為 90.4%。有效樣本中，性別

比例為女性 63%、男性 38%；年齡主要分布為 21-30 歲(58.1%)，其次為 20 歲(含)以下

(14.4%)與 31-40 歲(均為 13.8%)；職業以學生居多(49.4%)，其次為服務業(13.8%)、醫療

業(12.5%)；教育程度以大專院校(60%)和研究所(含)以上(32.5%)占大多數；而受測者當

中，非常同意與同意平常有逛網路商店的比例均佔 31.9%。 

二、信效度分析 

在進行模型驗證之前，本研究先針對各構念的信效度進行檢測，在信度方面，本研

究以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 Cronbach’s Alpha 進行衡量，如表 4-1 與表

4-2 所示，各構念之兩項指標值均達到 0.8 以上，顯示各構念的衡量問項具有可信度。

在建構效度方面，本研究透過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檢驗問項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如表 4-1所示，所有項目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8。根據 J. Hair, Anderson, Tatham, 

Babin & Black (2006)的建議，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至少須達到 0.50 以上門檻即為有效數值，

顯示本問卷的建構效度良好。 

  



 

 

表 4-1  各構面之因素負荷量 

構面 題號 
Factor 

Loading 
構面 題號 

Factor 

Loading 
構面 題號 

Factor 

Loading 

社會臨場

感 

SP1 0.914 
信任 

(能力) 

T1 0.948 
感知有用

性 

PU1 0.884 

SP2 0.941 T2 0.946 PU2 0.917 

SP3 0.933 T3 0.919 PU3 0.881 

SP4 0.889 
信任 

(善意) 

T4 0.863 

滿意度 

S1 0.860 

SP5 0.884 T5 0.885 S2 0.887 

用戶控制

性 

UC1 0.854 T6 0.805 S3 0.807 

UC2 0.838 
信任 

(正直) 

T7 0.848 S4 0.892 

UC3 0.812 T8 0.905 

使用意圖 

ITU1 0.958 

UC4 0.867 T9 0.863 ITU2 0.966 

UC5 0.824 T10 0.912 ITU3 0.958 

UC6 0.829 
   

ITU4 0.910 

在區別效度方面，根據 J. Hair, Anderson, Tatham, Babin & Black (2006)所提的衡量準

則，自身構念的平均解釋變異量(AVE)之平方根，應大於與不同構念間的相關係數，由

表 4-2 所示，本研究的之各構念均符合，顯示本研究之各構念具備一定的區別效度。 

表 4-2 信度、區別效度與相關矩陣 

 
CR α mean SD 

社會 

臨場感 

用戶 

控制性 
能力 善意 正直 

感知 

有用性 
滿意度 

使用 

意圖 

社會 

臨場

感 

0.961 0.949 4.204 1.452 0.912 
       

用戶 

控制

性 

0.934 0.915 4.891 1.298 0.619 0.838 
      

能力 0.956 0.931 5.056 1.283 0.642 0.677 0.938 
     

善意 0.887 0.81 5.173 1.005 0.602 0.668 0.827 0.851 
    

正直 0.934 0.905 5.363 0.981 0.564 0.639 0.658 0.702 0.883 
   

感知 

有用

性 

0.923 0.875 5.503 0.975 0.505 0.614 0.779 0.729 0.526 0.894 
  

滿意

度 
0.920 0.884 4.866 1.158 0.681 0.615 0.803 0.706 0.533 0.724 0.862 

 

使用 

意圖 
0.973 0.962 5.086 1.329 0.586 0.601 0.875 0.773 0.573 0.779 0.810 0.948 

註：對角線灰底粗體數值為 AVE 之平方根，對角線左下部分為相關係數。 

三、假說檢定 

本研究採 Smart PLS 進行模型檢定，結果如圖 4-1 所示。針對使用者體驗對使用意

圖的影響效果分析方面，滿意度與感知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意圖之路徑係數均達顯著水

準(β=0.516, p<0.001; β=0.405, p<0.001 )，故支持假說 H1 與 H2，此外，感知有用性正

向影響滿意度之路徑係數也達顯著水準(β=0.478, p<0.001)，故支持假說 H3。其中，針

對使用者體驗中的滿意度方面，社會臨場感能正向影響滿意度(β=0.389, p<0.001)，故

假說 H4 成立，但用戶控制性正向影響滿意度之路徑係數未達顯著水準，故假說 H5 不

成立。而針對使用者體驗中的感知有用性方面，用戶控制性對感知有用性的影響達邊際

顯著(β=0.141, p<0.1)，故假說 H6 達邊際支持。在信任構念中，能力與善意正向影響感

知有用性之路徑係數均達顯著水準(β=0.527, p<0.001; β=0.269, p<0.05 )，故支持假說



 

 

H7a 與 H7b，但正直正向影響感知有用性則未達顯著水準，故假說 H7c 不成立。針對用

戶控制性與社會臨場感對信任方面，社會臨場感皆能正向影響信任之路徑係數均達顯著

水準(能力：β=0.36, p<0.01；善意：β=0.305, p<0.01；正直：β=0.273, p<0.01)，故假

說 H8a、H8b 與 H8c 皆成立，另外，用戶控制性對信任之路徑係數也皆達顯著水準(能

力：β=0.454, p<0.001；善意：β=0.48, p<0.001；正直：β=0.47, p<0.001)，故假說 H9a、

H9b 與 H9c 皆成立。 

 

圖 4-1 PLS 分析結果 

伍、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者體驗對推薦系統使用意圖之影響，與社會臨場感和用戶控制

性對使用者體驗之影響。在本研究架構之使用者體驗中，感知有用性與滿意度兩者均能

正向提升推薦系統之使用意圖，且感知有用性亦能提升使用者滿意度。在用戶控制性方

面，透過提升用戶對推薦系統的控制幅度，能增加用戶對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與信任，亦

能透過信任的中介效果(能力與善意)提升用戶的感知有用性。在社會臨場感方面，透過

提升用戶使用推薦系統時感受之社會臨場感程度，能增加用戶對系統的信任，進而透過

信任的中介效果(能力與善意)提升感知有用性。 

針對本研究架構之用戶控制性，假說 H5：「使用者對推薦系統感知的用戶控制性程

度越高，對推薦系統的滿意度越高」未成立，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用戶控制性雖能顯著

正向影響信任與感知有用性，但對用戶滿意度則無法達到顯著水準。本研究推論，因為

提升用戶對推薦系統的控制幅度屬於系統功能方面的強化，故會直接提升用戶的感知有

用性認知，其思考較著重在理性層面，但滿意度在用戶體驗中較偏向感性思考知覺層面，

所以用戶控制性對滿意度的影響無法達到顯著水準。 



 

 

針對本研究架構之信任，雖然信任由三個念所組成，但各概念卻不盡相同，故本研

究分別探討能力、善意與正直對感知有用性之影響。在推薦系統的使用中，若要使消費

者覺得此推薦系統是有用的，則此系統需有能力幫消費者解決問題，故假說 H7a 成立，

此外，若系統能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為其做出推薦，也能讓消費者感到此系統是有用的，

故假說 H7b 成立，然而，假說 H7c：「使用者感知推薦系統的信任(正直)程度越高，對

推薦系統的感知有用性越高」未成立，本研究推論若推薦系統遵循其承諾，亦即真誠的

為消費者作出推薦建議，則在消費者使用系統的過程中並無法直接讓其感到此系統是有

用的，因為其效果並不像能力與善意如此明顯，所以誠信對感知有用性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 

根據本研究結果，欲增加用戶使用推薦系統之意願，可以透過提升用戶使用系統時

的體驗，而本研究之使用者體驗分成用戶的感知有用性與滿意度。在使用者體驗中，提

升滿意度的方式可藉由增加用戶在使用系統時的社會臨場感程度或用戶感知系統有用

性的程度，另外，提升用戶的感知有用性則可藉由增加用戶控制系統的幅度或藉由社會

臨場感來增強對系統的信任，進而提升感知有用性。以下根據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對提

升用戶社會臨場感與用戶控制性的方式，提出推薦系統介面設計的具體建議： 

1. 增加用戶使用推薦系統時的社會臨場感程度，能直接提升滿意度，亦能藉由信任的

中介效果提升感知有用性，進而提高用戶使用推薦系統之意圖 

建議廠商在設計推薦系統介面時，能增加富有人類溫暖的設計巧思，例如在推薦系

統介面上加入生動的圖示或圖片(Hess et al., 2009)，抑或是解說員人像的圖示(Qiu & 

Benbasat, 2009)，或在解說員臉上添加生動的臉部特徵(Cyr et al., 2009)，也能在介面中

添加動畫以呈現互動式的介面(Hess et al., 2009; Short et al., 1976)，以在冰冷的人機互動

中增添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此外，在用戶給予推薦系統回饋的畫面中，可以提供五星級

評分的機制讓用戶自行表達喜好程度(Zhang, Agarwal, & Lucas Jr, 2011)，或提供一個多

維度的感情回饋機制，供用戶依照自己的心情給予回饋(Pommeranz et al., 2012) 

2. 增加用戶控制系統的程度，能直接提升信任與感知有用性，進而增加滿意度與使用

推薦系統之意圖 

建議廠商在設計推薦系統介面時，能增加提升用戶控制性的機制，例如，在系統介

面中增加篩選機制，供用戶自行選擇畫面上呈現的項目(Pu et al., 2011)，或是在同一介

面中提供多種回饋機制，供用戶能自行選擇給予回饋的方式。此外，在推薦系統產生推

薦結果的畫面中，可以提供一個刪除機制，讓用戶能自行刪除不喜歡的推薦項目(Pu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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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related to recommendation system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finement of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instead of user’s experience.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developed user-centric recommendation system to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One of the ways 

which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is designing an usable recommendation interfa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user control and social presence on user experience.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user experience which were measured by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satisfaction will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toward using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Satisfac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social presence while 

perceived usefulness will be marginal supported by user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resences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will be mediated by trust beliefs, i.e., 

competence and benevolence. Furthermore, user control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rust beliefs, 

including competence, benevolence and integrity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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