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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站使用顧慮、隱私政策與行為意圖關聯性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Network Privacy Concern, Privacy 

Policy and Users’ Intentional Behavior 

林錦郎a    卓麗香b    張松山c* 

摘要 

邇來臉書(Facebook)社群網站爆發大量個資外洩問題，引起使用者一陣譁然，使用社群網站隱私顧

慮再度成為熱門議題。隨著資訊科技通訊技術發展快速，網際網路蓬勃成長，促使社群網站使用普及，

成為使用者搜尋即時資訊與互動交流分享的平台，因此資訊隱私更凸顯其重要性。本研究旨在了解高

等教育大學院校學生使用社群網站-臉書之現況與探討使用者顧慮、隱私政策與行為意圖關聯性，研究

其中影響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的相關因素及問題，並針對問題提出解決建議，期能提供大學生使用臉

書社群網站之參考，確保其資訊搜尋與交流互動之隱私安全。本研究結合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

與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behavior, TRB)，成為模式探討架構。透過問卷調查高雄市 KMU醫

學大學與 CS科技大學2所大學院校學生，計回收243份有效問卷，採用 SPSS與 AMOS統計軟體，建立

資料檔案並進行各項統計分析。經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研究結果發現：(一)本研究各變項相互間具關

聯性；(二)臉書社群網站使用隱私顧慮與隱私政策對使用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三)臉書社群網站信任

程度對使用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四)臉書社群網站使用者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五)

本研究模式配適度佳。研究結果提供大學院校學生使用臉書社群網站實務上之建議，期能有效確保學

生使用臉書社群網站進行資訊搜尋與社交互動交流之安全性。 

關鍵字：行為意圖、信任、隱私政策、隱私顧慮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unity websites have 

become platforms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instant messaging. However, the recent personal data leak of 

social network Facebook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privacy. As a resul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Facebook use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cy policy, 

users’ concer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relevant factors and problems which affect users’ attitude and 

intention are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combines privacy concern, privacy policy, trust, and theory of reasoned 

behavior (TRB) to form the research framework.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243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tudents in KMU and CS universities of Kaohsiung, Taiwan. Data files were construct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PSS and AMOS. After validating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Moreover, the privacy concern and privacy policy of 

Facebook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users’ attitude. The users’ trust level of Facebook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users’ attitude. The users’ attitud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 

good model fit has been shown in this study. These results provide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about Facebook 

use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further ensure the students’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social 

interacting on Facebook. 

Keywords: behavioral intention, trust, privacy policy, privacy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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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分為研究背景與動機及研究目的，分別敘述

如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因劍橋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遭媒體暗中蒐證，而爆

出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臉書(Facebook)大量個資

外洩的醜聞，臉書創辦人兼執行長祖克柏在今

(2018)年 3 月 22 日出面並親自向大眾道歉。他指

出，「未來臉書將儘快修改第三方軟體分享用戶資

料的設定，我們犯了錯誤，應該要做得更好更完

善」。「我們有責任，保護您的資料，如果我們做

不到，就沒資格為您 ( 用戶 ) 服務」 (Mark 

Zuckerberg, 2018)。根據調查統計，臉書是目前全

球最受歡迎且人數最龐大的社群網站 (The 

Ebusiness MBA, 2018)，許多使用者利用臉書社群

網站平台進行線上分享與交流，因此個人資料保

護問題也相對受到各國重視。臉書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致力讓網站的資料透明、公開化，多次更新

隱私設置及政策，以滿足使用者對隱私保護的需

求；不過目前使用者在分享或使用時，依然存在

非常多的隱私問題，深值探討。 

近年來隨著社群網站蓬勃成長發展，網路及

行動科技的大量運用，促使全球社群網站使用普

及，已成為使用者搜尋即時資訊與互動交流的分

享平台，連接了人與人間的生活與工作職場互動，

拉近縮短了親朋好友與同事間的距離，從公開到

私密親暱行為影音、圖片、語音與文字等，互動

形態資訊包羅萬象，因此在社群網站上的資訊隱

私更凸顯其重要性。社群網站將個人資料設置趨

向透明化，衍生出不少隱私問題，為了讓社群網

站與資訊網路使用者在任何會暴露個人資料的可

能狀況下，藉由法律的保護，減少個人資料被暴

露的風險，臺灣要求更嚴謹的新版個人資料保護

法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正式上路，規範對象涵蓋

除了公家機關、非公務機關外，也包含了一般民

眾，對於網路使用者行為而言，放置於網路上的

影片、相片與網路貼文資訊等之發佈、網路交易

及線上購物等等，皆有著密切的關係(郭明煌、廖

鴻圖、蕭麗齡、王亭雅，2014)。對於使用者而言，

最在意的還是在使用社群網站時，個人資料會不

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他人取得，直接或間接造

成使用者本身的隱私洩漏，而這樣的風險也造成

使用者在使用網站時，意願也有可能跟著影響(郭

明煌等，2014)。 

相關研究顯示當網路使用率愈普及，社群網

站成為許多人即時搜索資訊與交流互動的工具，

隱私在社群網站中愈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Madden et al., 2013；鄭敏芝等，2015)。對社群網

站業者來說，找出用戶持續參與社群網站的主要

用途並進一步吸引用戶造訪該網站是個重要的議

題，有越來越多的社群網站使用者更改系統預設

的隱私設定，顯示出使用者對隱私問題的關注明

顯增加，且如果給予適當工具，使用者將會著手

管理及改變個人隱私設置，這也代表使用者可能

會因為隱私政策的執行狀況改變而影響社群網站

的參與意圖。另一方面，儘管社群網站已隨著網

際網路技術而日漸普遍，但同時也衍生了不少隱

私相關議題，導致使用者對社群網站的信任產生

疑慮，而要如何讓使用者對社群網站產生信任以

及如何在隱私開放程度與持續使用該社群網站的

意圖中找到平衡顯得相當重要，那些因素會影響

到使用者滿意且對形成信任有最直接的關係，都

是值得繼續探討的議題，此乃引發本研究動機。 

1.2.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整合隱私顧慮、

隱私政策與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behavior, TRB)相關理論模式，加以深入探討，主

要目的為：(1)瞭解學生使用電腦及臉書社群網站

之現況。(2)瞭解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與臉

書社群網站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各構面之關聯

性。(3)瞭解信任程度對臉書社群網站使用態度之

影響。(4)瞭解臉書社群網站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

之影響與(5)探討研究模式配適度等，期能在學術

與實務管理應用上提供價值與貢獻。 

2. 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主題、背景與動機及目的等將相關

文獻分成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與理性行為

理論等四部分來探討。 

2.1. 隱私顧慮 

Warren 與 Brandeis於 1890年最早提出隱私

概念，指出隱私是在自己獨處時可以控制，一個

不受干擾的權利及可在家中釋放個人本身訊息的

權利。 Smith、Milberg 與 Burke(1996)研究發展

資訊隱私顧慮的量表，將隱私顧慮分成四大類，

包含收集、未經許可的重複使用、不適當的存取

與資料錯誤等。電子商務環境下之隱私顧慮應包

含收集、控制與對隱私實務的知覺等(Malhotra, 

Sung, & Agarwal, 2004) 

隱私可以分為兩類: 機構隱私與個人隱私。

過去的臉書隱私研究一直以機構揭露與隱藏之拉

鋸：人氣需求與隱私顧慮對臉書隱私管理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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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隱私為主流，近年來自人際之間的社會隱私

威脅才漸獲重視(Raynes-Goldie, 2010)， Malhotra

等(2004)提出線上使用者資訊隱私顧慮會對信任

信念、風險信念的使用意圖產生影響。隱私顧慮

會降低顧客對網站的信任程度(廖則竣、陶蓓麗、

劉玉萍、蕭銘偉、黃姮儀，2012)。郭明煌等(2014)

研究指出資訊隱私與臉書使用態度呈負相關，擔

心臉書存取、處理、誤植個資，會造成使用態度

降低。 

2.2. 隱私政策 

社群網站服務平台是以網路為基礎，一種可

透過此平台讓使用者與群體間有了連絡的網路服

務，利用此服務進行對朋友間的搜尋、加入，擴

展個人的社群網路圈，也可透過設定，決定個人

與朋友間公開、半公開或不公開的分享資訊(Boyd 

& Ellison, 2007；郭明煌等，2014)。社群網站中的

隱私(privacy)問題主要包含社群網站沒有提示用

戶揭露個人資訊的危險性、隱私保護工具靈活度

差、用戶無法防止他人資訊洩露，以及社群網站

業者能夠無限制獲取用戶資訊等四類(Ho, Maiga, 

& Aïmeur, 2009)。根據公平資訊使用原則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是以通知、選擇、存

取以及安全性四個方向要求業者作為網站隱私聲

明或隱私政策，強調使用者有權力控制及決定那

些資料可以被收集和應用，反應人們開始利用隱

私政策的制定與有效執行來提升網站的信任程

度，進而增加持續參與網站的意圖(美國聯邦貿易

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1998；鄭

敏芝等，2015)。信任可透過隱私保障有效的溝通，

傳達聲譽與信譽和以往消費者知覺價值的有利經

驗；明確和可信的隱私政策會幫助市場營銷以及

和消費者建立良好聲譽  (Hoffman, Novak, & 

Peralta, 1999, Schoenbachler & Gordon, 2002)。國

內外學者研究發現，社群網站使用者雖然表達高

隱私顧慮，但仍在個人檔案中大量揭露、對個人

檔案隱私設定的使用低(Acquisti & Gross, 2006; 

Boyd et al., 2007; Debatin, Lovejoy, Horn, & 

Hughes, 2009)。 

2.3. 信任 

信任是指一個人有信心且願意以他人的言

詞、行動和決策為基礎採取某些行動的程度，代

表若社群網站用戶對社群網站存在越高的信任則

願意採取更多的行動以持續參與該網站

(McAllister, 1997)。Golembiewski 與 McConkie 

(1988)的研究指出信任是指個人的依賴或信賴某

些事件、過程或他人反映個人在看法及生活經驗

之上對結果的期待，意即個人的預期與其實際意

圖之間的一致性。Hosmer(1995)指出無論在何種

學科下，信任(trust)在人們日常中佔有一席之地。

信任 (trust)已被認為是對於虛擬組織 (virtual 

organization)成功關鍵的必要因素(Cohen, 1997)，

信任為一個人相信及有意願去依賴另一個團體，

若社群網站用戶對網站產生信任，可能使用戶更

依賴這個社群網站進而持續去使用該網站

(McKnight, Choudhury, & Kacmar, 2002)，而資訊

隱私機制的信任是指一個網站的隱私保護的責任 

(Hoffman et al., 1999)。 

在虛擬網路的世界中，取得人與人之間的互

信是相當困難。信任是經過長期互動，來達成最

後的信賴關係(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 Parkhe(1999)提出兩方的信任會受到不確

定性、投機、控制所影響。 Gefen、Karahanna 與 

Straub(2003)將過去的信任相關文獻，整理後提出

五個項目，其中包含了制度基礎的信任

(institution-based trust)，認為信任是建立在一種因

為保證、安全措施或為其它非人為的結構制度所

產生的安全感，在這個項目中又可分成情境正常

(situational normality)：是否符合習慣或日常規範，

以及結構保證(structural assurances)：是否提供安

全政策，而這樣的安全政策可能是來自政府的法

律、網站的隱私政策或者具有第三方保證。如何

在網路環境建立顧客對網站之信任，提升顧客使

用網路進行交易的意向，一直是過去電子商務研

究的核心之一(Bhattacherjee, 2002; Gefen, 2000; 

Kuan & Bock, 2007)。在過去的研究當中，網路信

任已經是一項廣為熟知的關鍵因素(Gefen, 2000; 

Jarvenpaa, Tractinsky, & Saarinen, 1999; Gefen et 

al., 2003)，近來也開始愈來愈多的文獻探討網路

隱私顧慮(Dinev & Hart, 2006; Van Dyke, Midha, & 

Nemati, 2007)。 Dwyer、Hiltz 與 Passerini(2007)

的研究表示使用者對網站信任程度越高，在社群

網站上會更樂於分享資訊以及拓展人際關係，顯

現信任對社群網站各種功能的持續參與皆產生正

向影響。 

2.4. 理性行為理論 

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behavior, 

TRB)係由 Ajzen 與 Fishbein(1980)提出，是以解

釋個人行為決策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主要探討

個人心理層面之信念、態度、及意圖的轉化，藉

以預測個人實際行為。指「個人的行為是由個人

的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 BI)所決定，而個

人的行為意圖則是由個人對特定行為的態度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TB)與主觀性規範

(subjective norm, SN)所決定」，該理論有兩項基本

的假設：(1)個人大部分的行為受到自我意志的控

制(volitional control, VC)，而且合乎理性。(2)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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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意圖，是該行為發生與否的立即決定因子

(immediate determinant, ID)。理性行為理論主要有

三個組成因子，即行為意圖、態度與主觀規範，

並且該理論主張個人行為會受到其行為意圖所影

響，其中行為意圖提供了最精確的行為預測，而

行為意圖則會受到對該行為之態度和主觀規範所

影響，其中主觀規範涉及了社會規範、他人期望

或團體壓力等。態度是對某一特定行為的態度，

是指個人對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的感覺，也

就是個人對特定行為的評價。其構念間的關係如

圖 1 所示。 

 

 

 

 
 

圖1 理性行為理論模式 

Fishbein 與 Ajzen(1975)認為態度是一種學

習傾向，依此傾向對某特定事物形成一致性喜歡

或不喜歡的狀態。行為意圖是指一個人會執行某

種行為的意向強度，由於長期觀察使用行為不容

易，因此 Fishbein 與 Ajzen 發展一套用來解釋個

人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理論，主要的目的在於預測

與了解個人的行為，因此將行為意圖定義為「個

人依據主觀機率來判斷某項行為的利弊得失，從

而決定對某特定事物的意願」 (Fishbein et al., 

1975)。Ajzen 與 Fishbein(1980)指出主觀規範意

指會對於個人從事特定行為與否所給予的壓力。

意即個人執行某一特定行為時，感受到其他重要

他人是否贊同他的行為或預期會受到的社會壓

力。相關研究顯示，當使用者對於使用新系統的

意圖愈高，則真正使用該系統的次數、頻率也會

愈高，也驗證態度正向影響行為意圖(林錦郎、張

可立、張松山，2015；林錦郎，2016；林錦郎、

卓麗香、張松山，2017；張松山，2012；張松山、

林錦郎、張可立，2014； Chang, Lou, Cheng, & 

Lin, 2015；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 

Fishbein et al., 1975)。理性行為理論認為人類所有

的行為都是在理性的意志控制之下，人類行為都

是合乎理性且能夠靠著意志充分掌控自己的行

為，理論認為行為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行為

意圖受行為態度、主觀規範或知覺行為控制的影

響。 

3.研究設計與實施 

內容計分為研究對象、研究架構與假設、研

究構面與操作型定義及研究工具等依序說明。 

3.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KMU 醫學大學與 CS 科技大學

一、二、三及四年級為主要研究對象，採叢集抽

樣問卷調查研究法。以研究者編製之「社群網站

使用顧慮、隱私政策與行為意圖關聯性之意見調

查表」為工具。調查同學使用臉書行為意圖之現

況，藉以了解同學在隱私顧慮、隱私政策與信任

對臉書之使用行為意圖、各構面相互間的關聯性、

影響性與預測力等狀況。 

3.2研究架構與假設 

根據研究動機與背景及目的，形成理論模型

架構，本研究整合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與 

Ajzen等(1980)所發展之理性行為理論( TRB)為基

礎。探討臉書使用者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

與使用態度對行為意圖是否具有影響性等，本研

究之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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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提出

六項研究假設： 

假設一：本研究各變項相互間具關聯性。 

假設二：社群網站使用者隱私顧慮對臉書使用態

度具顯著影響。 

假設三：社群網站隱私政策的認知對臉書的使用

態度具顯著影響。 

假設四：使用者對臉書社群網站的信任程度對使

用態度具顯著影響。 

假設五：社群網站使用態度對臉書使用者行為意

圖具顯著影響。 

假設六：本研究模式配適度佳。 

 

3.3. 研究構面與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限於社群網站種類繁多，為了讓問卷

填答者明確了解本研究中社群網站的定義與內

涵，因此本研究以臉書社群網站為主要研究標的。

本研究各量表主要依據及參考 Ajzen 與 Fishbein 

(1975)、 Gefen 等(2003)與郭明煌等(2014)等學者

所提出之問卷量表題項，再依據本研究相關文獻

探討結果，經過歸納及篩選後，形成本研究之工

具量表。採用 Likert 七點量表，區分為：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得 1-7 分。分數愈高表示該

學生在使用臉書行為意圖各構面知覺程度態度上

愈趨於滿意與肯定，反之則相反，變數的操作定

義與衡量問項詳如表 1。 

表1 研究構面操作型定義與衡量問項彙整表 

構 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問項 參考文獻 

隱

私 

顧

慮 

蒐集 

使用者對於

臉書網站如

何使用及保

護個人資訊

隱私的疑

慮。 

1.對於臉書要求我必須提供個人資訊時，通常會讓我感

到困擾。 

Smith等(1996)、

Korzaan 與 

Boswell(2008)

、Gefen等

(2003)、 

郭明煌等
(2014) 

2.對於臉書要求我的個人資訊時，有時我會再三考慮才

提供。 

3.我認為提供太多的個人資訊給臉書，會使我感到困擾。 

4.我認為臉書蒐集太多與我相關的個人資訊，已經讓我

產生顧慮。 

未經
許可
再次
使用 

使用者對於

臉書網站未

經許可再次

使用的授權

認知。 

5.我認為臉書不應該將我的個人資訊用於任何其它目

的或其他用途上，除非經過我同意授權。 

6.當我基於某種原因，將個人資訊提供給臉書網站，網

站不應將資訊用於其它目的或用途。 

7.我認為臉書不可將存放於個人資訊的資料庫中的檔

案販賣給其它公司或網站。 

錯誤 

臉書網站必
須採取相關
措施，降低
錯誤。 

8.我認為臉書應不計成本的重覆比對檢查資料庫中的

個人資訊，以維護所有個人資訊的正確性。 

9.我認為臉書應採取更多的措施，確保網站資料庫中的

個人資訊是正確且無誤的。 

10.我認為臉書應採取更好的步驟與流程，來改正有錯誤

的個人資訊。 

11.我認為臉書應花費更多的時間，來查核網站資料庫內

個人資訊的正確性。 

不適
當存
取 

使用者對於
臉書網站個
人資訊不適
當存取的措
施。 

12 我認為臉書應花更多時間與心力，以防止個人資訊被

非法存取。 

13.我認為臉書應採取更多步驟，來避免未經授權者透過

其它電腦存取我的個人資訊。 

14.我認為臉書應不計成本去保護使用者的個人資訊，去

防止未經授權者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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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構面操作型定義與衡量問項彙整表(續) 

構 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問項 參考文獻 

隱
私
政
策 

通知 

臉書必須在

蒐集個人資

訊前，使消

費者明確知

道其相關隱

私政策。 

15.我認為臉書網站已告知有關我的個人資訊將被收

集。 

公平資訊使用

原則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 

1998); Liu、 

Marchewka、

Lu 與 Yu 

(2005)  

16.我認為臉書網站已解釋為什麼要收集個人資訊。 

17 臉書網站已告知在收集個人資訊後將如何運用。 

選擇 

個人資料被

臉書蒐集後 

，使用者可

決定資訊被

使用的方

式。 

18.我認為臉書網站已告知並解釋那些情況下，個人資

訊會開放給網站以外的第三方使用。 

19.我覺得在將資訊提供給網站以外的第三方之前，臉

書會詢問我是否同意提供資訊 

存取 

使用者有修

改、移除其

所提供之個

人資料的權

利。 

20.我認為臉書網站允許我查看已被收集的個人資訊

(或我曾發布過的個人相關資訊) 

21.臉書網站允許我可以更正從被收集的個人資訊(或

我曾發布過的個人相關資訊)中不正確的部分。 

22.我覺得臉書網站允許我刪除網站記載的個人資訊

(或我曾發布過的個人相關資訊) 

安全 

臉書對於蒐

集之個人資

料提供技術

上的安全保

護。 

23.我認為臉書網站有告知對於我已被收集的個人資訊

(或我曾發布過的個人相關資訊)會採取一些安全措

施，以防止外洩。 

24.我認為臉書網站有告知不會將任何我的個人資訊

(或我曾發布過的個人相關資訊)透露給該網站以外

的第三方。 

25.我覺得臉書網站有先進技術保護我的個人資訊 (或

我曾發布過的個人相關資訊) 

執行 

臉書必須設

有申訴機制 

，依據相關

法律對個人

之申訴進行

調查、解決

與損害賠

償，徹底執

行其隱私政

策內容。 

26.我認為臉書網站在我的隱私受疑慮時有管道可以投

訴並進行相關調查，以確保我的權益不受損。 

27.我認為臉書網站在我的隱私受疑慮時有管道可以進

行補救措施。 

28.我認為臉書網站在我的隱私受到侵害時，會進行一

些補救措施以賠償我精神上或金錢上的損失。 

29.我認為臉書網站在隱私資訊發生不公平的情況時，

將有法定規範可制裁。 

30.我覺得臉書網站有告知，任何違反隱私條款的人將

會受到法律制裁。 

31.我覺得臉書網站有告知，違反隱私聲明的人將依法

律採取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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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構面操作型定義與衡量問項彙整表(續) 

構 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問項 參考文獻 

信   任 

臉書使用者
認為該社群
網站值得信
賴且具安全
感。 

32.我仍對臉書是具有信心的。 

Gefen(2000)
、郭明煌等
(2014) 

33.我仍然相信臉書會保護我的個人資料。 

34.我仍然相信臉書是值得信賴的。 

35.在新版個資法實施後，對我行為有影響力的人，仍然

認為我應該使用臉書。 

36.在新版個資法實施後，對我意見是很重要的人，他們

仍然希望我使用臉書。 

行為態度 

臉書網站使
用者對於該
社群網站與
服務保持有
著正面的看
法。 

37.我仍然認為使用臉書是很好的主意。 
Fishbein 與 

Ajzen(1975)

、郭明煌等

(2014) 

38.我仍然認為使用臉書進行活動交流是明智的想法。 

39.我仍然認為使用臉書是讓人感到愉悅的 

40.我仍然喜歡使用臉書。 

行為意圖 

臉書使用者
願意使用該
社群網站的
程度。 

41.我仍然經常使用臉書。 Fishbein與

Ajzen(1975)

、郭明煌等

(2014) 

42.未來我在進行社交活動時，我仍會使用臉書。 

43.我仍然願意讓自己儘量使用臉書進行社交活動。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法，以問卷調查研究為

主，主要研究工具為問卷量表，內容計分為：個

人基本資料、電腦資訊與臉書社群網站基本素養

的調查、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使用態度

與行為意圖量表等七大部份。個人基本資料包括

受訪者性別、級別、學校別、平均一天使用電腦

時間？平均一天使用臉書時間？您認為您選擇臉

書社群網站的原因為何？(可複選)及您使用臉書

的需求為何? (可複選)等。除人口變項外，並包含

使用臉書社群網站的經驗等相關基本素養題項。

本研究調查問卷設計完成後，先邀請 6 位專家學

者(含資訊管理、電子商務、數位學習、科技教育

與統計等)做專家諮詢，以檢測問卷量表之效度，

經過專家鑑定分析，6 位專家均通過一致性檢定，

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正式施測前先做前

測，前測樣本總計發放 80 份，以做為問卷量表信

度檢定，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後，共得有

效問卷 71 份。本研究前測問卷以 SPSS 統計軟體

進行項目分析，採用平均值、標準差、偏態絕對

值、極端值、題項與總分相關等標準決定題項保

留與否。結果顯示：3 題未達學者建議水準，因此

予以刪題，根據專家檢定與前測結果，修定問卷

內容之措辭，修訂題意不明或混淆不清及語句重

覆之問題。本研究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

從.81 到.93，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84，顯

示量表具內部一致性，最後保留題數 43 題，進行

正式施測。請調查對象之授課班老師於上課期間

發放及回收問卷。將回收問卷以 SPSS 及 AMO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與驗證。 

4. 資料分析 

內容計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研究構面分析、

測量模型檢定及徑路分析與模型配適度檢定等。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於 106 年 11~12 月以高雄市 KMU 醫

學大學與 CS 科技大學一、二、三及四年級為對

象發放紙本問卷，採課堂上課時請授課老師發放

及回收方式，共回收 266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23 份，有效問卷為 243 份，有效回收率為 91.4％。

本研究利用描述統計的次數頻率分析，說明樣本

資料特性之分佈情況，樣本基本資料之次數分數

表及百分比分析，女性為最多 125 人(占 51.4％)，

年級別以二年級同學 111 人(占 45.7％)為最多，

學校別以 CS 科技大學同學 140 人(占 57.6%)為

最多，平均一天使用電腦時間以 2 小時至 3 小時

57 人為最多占 23.6％，平均一天使用臉書時間以

1 小時至 2 小時 67 人(占 27.9％)最多，您認為您

選擇臉書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題)，以打發時間

159 人(占 63.4％)為最高，其次為娛樂 154 人(占

63.4％)、新聞時事動態 152 人(占 62.6％)，你使

用臉書的需求為何?以即時資訊掌握 177 人為最

高(占 72.8％)，其次為與朋友聊天 144 人(占 59.3

％)、社交需求 144 人(占 59.3％)，樣本結構分析

表，詳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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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結構分析表 

人口統計變數 類別名稱 個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118 48.6％ 

女 125 51.4％ 

級 別 

一年級  44 18.1％ 

二年級 111 45.7％ 

三年級  43 17.7％ 

四年級   45 18.5％ 

學校別 
CS科技大學 140 57.6％ 

KMU醫學大學 103 42.4％ 

平均一天使
用電腦時間
(大概平均値) 

1小時以下  51 21.1％ 

1小時~2小時  55 22.7％ 

2小時~3小時  57 23.6％ 

3小時~4小時  30 12.4％ 

4小時以上  49 20.2％ 

平均一天使用
臉書時間？
(大概平均値) 

1小時以下  54 22.6％ 

1小時~2小時  67 27.9％ 

2小時~3小時  56 23.3％ 

3小時~4小時  29 12.1％ 

4小時以上  34 14.2％ 

您認為您選擇
臉書的原因為
何?(可複選) 

娛樂  154 63.4％ 

新聞時事動態 152 62.6％ 

免費 101 41.6％ 

同儕使用影響  91 37.4% 

工作需求  39 16.0% 

有趣  80 32.9% 

方便 111 45.7% 

學習需求  41 16.9% 

打發時間 159 63.4% 

檔案多元  29 11.9% 

你使用臉書的
需求為何?(可
複選) 

與朋友聊天  144 59.3% 

社交需求 144 59.3% 

會議討論  15  6.2% 

即時學習  49 20.2% 

即時資訊掌握 177 72.8% 

檔案傳送  68 28.0% 

為了娛樂 104 42.8% 

4.2. 研究構面分析 

本研究回收樣本統計：各題項最小值均為 1，

最大值均為 7，各構面平均數前三高分別為：我

認為臉書應採取更多步驟，來避免未經授權者透

過其它電腦存取我的個人資訊(5.68)、我認為臉書

應花更多時間與心力，以防止個人資訊被非法存

取(5.63)、我認為臉書不可將存放於個人資訊的資

料庫中的檔案販賣給其它公司或網站(5.60)，表示

受測者對於臉書本身對於使用者資訊隱私應採取

更妥善的政策與措施，確保使用者隱私安全。另

構面平均數較低者依序為：我認為臉書在我的隱

私受到侵害時，會進行一些補救措施以賠償我精

神上或金錢上的損失(4.01)、我認為臉書已告知並

解釋那些情況下，個人資訊會開放給網站以外的

第三方使用(4.19)、我認為臉書已解釋為什麼要收

集個人資訊(4.20)。顯示臉書對於使用者個資的蒐

集、使用等應更清楚得揭露告知使用者。本研究

變異數、偏態絕對值與峰度均符合 Kline(2005)所

提出單變量常態標準，偏態絕對值於 2 以內，峰

度絕對值於 7 以內。從變異數的報表結果顯示，

本研究所有的誤差變異數均為正值，沒有負值出

現；所有的誤差變異數均顯著，表示每個誤差變

異數存在；迴歸估計值並沒有超過.95 甚至 1 以

上；沒有過大的標準誤，符合相關學者建議(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陳寬裕、王正

華，2010；張偉豪，2011)，研究模式各構面與整

體現況分析如表 3 所示。 

4.3. 測量模型檢定 

1.信度分析：信度是指各個變數衡量的可信

程度，亦指衡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程度，本

研究是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衡量同一構念下各

項目之間的一致性。本研究經過前測分析刪除不

適切的題項完成的正式問卷，本研究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皆高於.80 之信度水準，顯示本研

究問卷量表達到良好的信度，具有高度的內部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採 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法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定信度檢驗

要包含二個條件 (1) 各題項因素負荷 (factor 

loading)>.50(Fornell & Larcker, 1981)(2)組合信度

值(composite reliability，CR)要大於.70(Fornell & 

Larcker, 1981)，組合信度值(CR)類似 Cronbach`s 

α 係數(Bock, Zmud, Kim, & Lee, 2005)，用來解釋

量表信度值。本研究同時採用組合信度與 

Cronbach`s α 來檢測。綜合分析數據結果，本研究

各構面的組合信度(CR 值)介於.75 與.90 之間，都

大於.70，符合組合信度大於.70 的檢驗要求，另

一方面，所有題項其  Cronbach`s α 值介於 .81

與.93 皆達.80 以上，符合相關學者所提出之建議

標準。綜合以上，本研究各題項都具有一定程度

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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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構面與整體現況分析表 

構面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數 偏態 峰度 

蒐集 se1 5.07 1.28 1.64 .01 -.59 

蒐集 se2 5.35 1.26 1.60 -.16 -.87 

蒐集 se3 5.24 1.33 1.76 -.30 -.41 

蒐集 se4 5.03 1.30 1.68 -.15 -.25 

未經許可再次使用 nu1 5.43 1.25 1.55 -.14 -1.20 

未經許可再次使用 nu2 5.41 1.26 1.58 -.12 -1.10 

未經許可再次使用 nu3 5.60 1.30 1.68 -.28 -1.41 

錯誤 ms1 5.29 1.31 1.72 -.40 -.21 

錯誤 ms2 5.30 1.32 1.75 -.24 -.71 

錯誤 ms3 5.28 1.26 1.58 -.17 -.64 

錯誤 ms4 5.25 1.29 1.68 -.28 -.36 

不適當存取 ns1 5.63 1.31 1.70 -.33 -1.36 

不適當存取 ns2 5.68 1.25 1.56 -.46 -.96 

不適當存取 ns3 5.54 1.28 1.63 -.37 -.98 

政策通知 in1 4.62 1.38 1.90 -.46  .52 

政策通知 in2 4.20 1.28 1.65 -.30  .55 

政策通知 in3 4.28 1.30 1.70 -.18  .47 

選擇 ch1 4.19 1.49 2.22 -.29  .03 

選擇 ch2 4.71 1.42 2.21 -.23 -.24 

存取 sv1 4.50 1.39 1.92 -.42  .44 

存取 sv2 4.60 1.36 1.86 -.28  .18 

存取 sv3 4.76 1.34 1.80 -.30  .47 

安全 sf1 4.68 1.31 1.71 -.23  .25 

安全 sf2 4.54 1.34 1.79 -.20  .13 

安全 sf3 4.53 1.31 1.71 -.17  .19 

執行 ex1 4.45 1.27 1.61 -.08  .20 

執行 ex2 4.39 1.24 1.54 -.20  .55 

執行 ex3 4.01 1.36 1.84 -.22  .19 

執行 ex4 4.40 1.29 1.65 -.12  .07 

執行 ex5 4.63 1.34 1.79 -.13 -.06 

執行 ex6 4.48 1.34 1.79 -.08 -.09 

信任 tr1 4.62 1.16 1.33 -.02  .37 

信任 tr2 4.37 1.41 1.98 -.51  .81 

信任 tr3 4.48 1.26 1.59 -.14  .81 

使用態度 at1 4.80 1.22 1.50 -.21  .68 

使用態度 at2 4.75 1.23 1.52 -.32  .85 

使用態度 at3 4.80 1.21 1.47 -.13  .55 

使用態度 at4 4.94 1.14  .31 .03  .16 

行為意圖 ui1 5.19 1.20 1.44 -.17 -.19 

行為意圖 ui2 5.16 1.16 1.34 -.01 -.34 

行為意圖 ui3 4.95 1.29 1.65 -.26  .31 

 
2.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是用來檢驗測量工具

能測出所欲衡量的特質或功能的程度，其中主要

以「收斂效度」、「區別效度」來檢測問卷的建構

效度。學者常以平均萃取變異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為綜合測量指標，代表觀測變數平

均多少變異能被潛在變數解釋，即潛在變數與測

量變數之間的相關性，用來判斷整組測量變數適

不適合用在此潛在變數，Fornell 與  Lar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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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建議以.50 做為臨界標準，大於.50 表示具

有收斂效度；在測量系統信度的指標結構信度 

(construct reliability, CR)上指的是構面內部變數

的一致性，潛在變數的 CR 值越高，則與測量變

數有越高度的相關，一般而言 CR 值大於.70 以上

可代表構面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但另有學者

表示 CR 值大於.60 即可 (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0)。對於判別構念是否適宜進行因

素分析，研究者常採用 Kaiser(1974)所提出的「取

樣適切性量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 KMO 值介於 0 至 1

之間， KMO 係數之值必須高於.80，才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此外，若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達

到顯著，則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aiser, 1974)。

本研究的 KMO 值為.89，符合 Kasier(1974)所提

出的標準，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也達到顯著

(p ＜ .05)，表示本研究問項適合利用因素分析來

判別本研究的問卷效度。「收斂效度」意指研究中

歸類為相同變數的衡量項目，彼此之間擁有較高

的相關性。本研究以因素分析得到量表各題項之

因素結構矩陣，再由因素結構矩陣所列之因素負

荷量大小來判定效度，因素負荷量的值愈大，表

示收斂效度愈高。「區別效度」是指來自不同變數

的項目，彼此間相關性要低，當衡量問項在其他

變數的因素負荷量愈小(通常取.50 以下者)，表示

區別效度愈高。本研究各構面之相關係數皆達顯

著，表示各個構面間具有相當關聯性與區別效度，

如表 4 所示。 

表4 研究模式各構面相關係數表 

構面 SE NU MS NS IN CH SV SF EX TR AT UI 

使 

用 

顧 

慮 

蒐集SE .74            

未經許可再
次使用NU .73** .84          

 

錯誤MS .53** .69** .83          

不適當存取
NS 

.36** .43** .46** .85        
 

隱 

私 

政 

策 

政策通知IN .11* .12* .25** .08* .71        

選擇CH .13* .20** .27** .11* .65** .55       

存取SV .19** .25** .28** .18** .55** .54** .71      

安全SF .12* .21** .32** .12* .52** .58** .51** .73     

執行EX .10* .16* .31** -.02* .38** .49** .38** .64** .68   
 

信任TR .03* .17** .33** .19** .45** .33** .24** .43** .36** .84   

使用態度AT .16* .28** .44** .28** .34** .37** .29** .41** .36** .66** .83 
 

行為意圖UI .21** .31** .40** .28** .26** .23** .27** .33** .25** .50** .65** .81 

註：1.**在顯著水準為.01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05時，相關顯著。 

2.對角線為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AVE 的平方根值應大於對角線下之相關係數值。判別區別效

度，則由每一對角線值均需大於所對應該行之所有非對角線相關係數值。 

 

4.4. 徑路分析與模型配適度檢定 

1.徑路分析：本研究經由結構方程模式建構分析，所得各構面間之路徑：(1)隱私顧慮對臉書社群

網站使用者的使用態度具有影響關係，影響效果值為.25，在.01 信賴水準下達到顯著，顯示此兩者之間

存在正向且顯著的關係，因此，假設二成立獲得驗證。(2)隱私政策的認知對臉書社群網站使用者對該

網站的使用態度具有顯著影響關係，其效果值為.10，在.01 信賴水準下達到顯著，顯示此兩者之間存在

正向且顯著的關係，假設三成立獲得驗證。(3)信任程度對臉書社群網站使用態度具有影響，其效果值

為.65，在.01 信賴水準下達到顯著，顯示此兩者之間存在正向且顯著的關係，假設四獲得支持。(4)使用

態度對臉書社群網站使用者行為意圖具有顯著影響關係，其效果值為.68，在.01 信賴水準下達到顯著，

顯示此兩者之間存在正向且顯著的關係，因此，假設五成立獲得驗證。路徑分析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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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路徑分析圖 

2.模型配適度檢定：經過前述量表的分析之

後，本研究進一步利用適配度指標來評估本研究

之模型適配度，並使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求出之標準估計值，分析驗證

本研究之假設。模型適配度指標是評鑑模型是否

與蒐集的資料相互適配，而不是說明徑路分析模

型，本研究除從卡方值 χ2(Chi-Square)進行考驗

外，也參酌 Jöreskog 與 Sörbom(1996)的建議來

評鑑模式與觀察資料間的適配度。在卡方值 

χ2(chi-square)與自由度(df)之比值為 2.80，符合學

者建議＜3 的標準。模式配適度指標(GFI)為.81，

比較配適指標 (CFI)是 .83，規準配適指標 (TLI)

是.81，增值配適指標(IFI)是.83 等，符合相關學者

的建議標準 (Scott, 1995; Jöreskog & Sörbom, 

1996) 。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為.07 符合小於.08 的標準。表示本

研究所建構之模式相當良好，顯示本研究假設六

成立獲得驗證。本研究經實證研究結果驗證六個

研究假設均成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如表

5。 

表5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路徑係數 驗證結果 

假設一 本研究各變項相互間具關聯性。  成立 

假設二 社群網站使用者隱私顧慮對臉書使用態度具顯著影響。 .25 成立 

假設三 社群網站隱私政策的認知對臉書的使用態度具顯著影響。 .10 成立 

假設四 使用者對臉書社群網站的信任程度對使用態度具顯著影響。 .65 成立 

假設五 社群網站使用態度對臉書使用者行為意圖具顯著影響。 .68 成立 

假設六 本研究模式配適度佳  成立 

5. 結論 

分為研究結果與管理意涵及未來研究建議，分

別敘述如下。 

5.1. 研究結果與管理意涵 

本研究經由實證研究發現，除驗證六項假設皆

成立外，並獲致下列結論： 

1.大學院校學生使用臉書最主要的需求與原因為即

時資訊掌握、社交需求及與朋友聊天。未經授權

不適當存取與未經許可再次使用之隱私顧慮有較

高平均值  

本研究發現學生使用臉書最主要的需求與原因

依序為即時資訊掌握、社交需求與朋友聊天、打發時

間與方便等。臉書社群網站取代過去流行的網路平

臺(如即時訊息、聊天室、群組與部落格等)功能，成

為同學掌握即時新聞動態之時尚社群溝通交流互動

的工具。另依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認為臉書

應採取更多步驟，來避免未經授權者透過其它電腦

存取個人資訊、臉書應花更多時間與心力，以防止個

人資訊被非法存取、臉書不可將存放於個人資訊的

資料庫中的檔案販賣給其它公司或網站等有較高之

平均值，顯示臉書社群網站對於使用者資訊隱私應

採取更妥善的政策與措施，降低隱私顧慮，確保使用

者隱私安全。 

2.社群網站使用者隱私顧慮與隱私政策對臉書使用

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同學認為臉書社群網站平臺

隱私顧慮 
privacy concern 

隱私政策 

privacy policy 

態度 

attitude 

 

行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ion 

信 任 

trust 

.25
** 

.10
** 

.68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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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提供有效資訊隱私安全之相關政策，並明白揭

露，確保臉書使用者個人資料不外漏，即能減少其對

臉書社群網站使用之隱私顧慮，提升同學與臉書使

用者之使用態度。 

3.使用者對臉書社群網站的信任程度對使用態度具

有顯著影響 

研究發現臉書社群網站如能減低使用者的隱私

顧慮，加強其信任程度的感知，確認臉書社群網站會

保護使用者個資的安全是值得信賴的，也將會提高

同學與使用者對臉書社群網站的使用態度。 

4.社群網站使用態度對臉書使用者行為意圖具顯著

影響 

臉書社群網站能夠迅速獲得即時資訊，增加同

學間之互動與使用方便等，已經成為同學使用之熱

門社群網站首選，如能提升與滿足同學之使用態度，

則能提升同學繼續使用臉書之行為意圖。 

5.本研究模式配適度佳 

社群網站資訊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使用

態度與行為意圖在使用臉書社群網站模型之適配程

度良好，可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6.學術與管理實務意涵 

本研究整合隱私顧慮、隱私政策、信任與理性行

為理論等變項，經相關實證研究驗證與 Ajzen 與 

Fishbein(1980) 的「理性行為理論」模式相適配，可

做為未來學術研究與管理實務之應用與參考。並可

做為未來大學院校學生使用臉書之行為意圖與臉書

業者隱私政策制訂之研究模式參考，資訊隱私政策

對於學生使用臉書社群網站行為意圖有一定的影響

程度，因此未來臉書社群網站業者若能致力並深入

於此方面之研究，針對資訊隱私政策，站在使用者觀

點，設計各種策略期能降低隱私顧慮，確保使用者之

個資安全，如此，才可以確保同學與使用者繼續使用

臉書社群網站。 

5.2.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大學校院學生臉書社群網站使

用者，樣本母群主要為高雄市 KMU 醫學大學與 CS

科技大學學生，後續研究者可再擴及其他不同專業

領域類別之大學院校學生或各種不同類別之專業社

群網站平臺，探討其他不同專業領域屬性類別學生

與不同類別之社群網站平臺之影響性與差異性。也

可擴大採用不同地區、或不同國家別，做為研究樣

本，增加研究廣度與深度，讓研究結果更具推論性。

另外，可再針對不同人格特質因子(如性別、年齡、

使用經驗與是否容易接受新科技產品等)進一步分

析，將不同變項(學生人格特質、使用者態度與使用

者涉入程度等)及將計畫行為理論納入研究模型，加

以探討其差異性與影響使用社群網站平臺行為意圖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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