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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博客自2002年8月传入中国后，取得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博客运营商

对博客用户的争夺也日益自热化，但影响网民博客使用的各方面因素至今仍没

有较准确的定位。本论文便将研究目光聚焦在了对博客写作行为的影响因素的

分析上，试图找出其中的关键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博客运营商提供实务和营销

上的建议。

本研究认为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社会影响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博客

用户的写作行为。通过大量文献探讨，本研究选取技术接受模型作为理论基础，

结合畅理论，从博客用户对博客的功能认知一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写作时

的心理体验一畅体验两方面来探讨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社会影响对博

客写作行为的影响方式。在博客质量的研究上，笔者参照了系统质量的有关文献，

结合博客的特点，提出了可靠性、互动性、技术兼容性、界面自定义和编辑陛等

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博客质量构面；在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的研究上，笔

者参照了理眭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等相关文献，选取了电脑

自我效能作为有代表性的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因素和主观规范作为有代表性的社

会影响因素。

通过对大范围的博客用户的问卷调查，在对回收的19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

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博客的可靠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写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

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2)博客的互动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程度就越高、写

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3)博客的技术兼容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程度和感知

有用程度就越高、写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4)博客的界面自定义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

写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5)博客的编辑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写

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6)博客用户的电脑自我效能感越强，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程度和

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写作时盼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7)主观规范越正向，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写作意向

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关键词：博客写作、技术接受模型、畅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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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ntroduced to CNna in August 2002，blog has developed sharply．

Meanwhile,blog service providers are competing mOre and more fiercely for

attracting bloggers．However，variou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use of blogs have not

been figured out yet．So this essay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os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behaviors of blog writing and attempts to fmd out the key

factors of it,hence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on business and marketing tO blog

service provider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the factors influencing blog writing behavior

include blog quality，individual diversity of bloggers，and social impacts，With

reference to a lot of literature and based on theory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aS well as flow theory．this essay discusses how such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affect the blog writing behavior from the view of bloggers’

perception of functions of blog--perception of utility and eaSe of utilization，and

also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during blog writin争_nOW experience．Regarding the

research on blog quality，we refer to the relative literature on system quality，and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g，we define five typical attributes of

it，reliability，interactivity，technical compatibility，interface customization，and

compilation．Regarding the research Oil individual diversity of bloggers，and social

impacts，we refer tO the relative literature on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and we select

computer self-efficac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dividual diversity of bloggers，and

subject norm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e other．

after making a statistic and analyze On the 1 93 pieces of valid feedback from a

large scale survey tO bloggers，it is concluded as follows：

1．The better reliability of blog，for the bloggers，the more impressive is their

flow experience during blog writing，the sl口onger is their bloggrng tendency，and the

higher 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2．The better intemctivity of blog，for the bloggers，the better is their perception

of ease of utilization into blog and the more impressive is t11eir flow experience

during blog writing，the stronger is their blogging tendency，and the higher 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3．The better technical compatibility ofblog，for the bloggers，the better is their

perception of utifity and ease of utilization into blog and the more impressive is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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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experience during blog writing，the stronger is t11eir blogging tendency．and the

higher 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4．The more flexible interface customization of blog，for the bloggers，the better

is meir perception of utility of utilization into blog and the more impressive is their

flow experience during blog writing，the stronger is their blogging tendency，and the

higher 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5．The better compilation of blog，for the bloggers，the better is their perception

of ufility of utilization into blog and the stronger is their blogging tendency，and the

higher 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6．The higher self-efficacy of bloggers’computer，for the bloggers，the better is

their perception of utility and ease of utihzafion into blog and the more impressive is

their flow experience during blog writing，the stronger is their blogNng tendency，

and the highel"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7．The more positive of subjective nolTns towards blog writing，for the bloggers，

the better is their perception of utility of utilization into blog，the stronger is their

blogging tendency。and the拉gher is their blogging frequency．

Keywords：Blog writing，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frAM)，Flow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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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1．1研究背景

2005年4月底，我国网民人数突破1亿，达到1,002亿，仅次于美国，居

世界第二位。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2005)认为一亿的用户规模是一个

标志性数字，标志着中国互联网进入以个性化为核心的社会化阶段，即互联网

2．0(web2．O)时代。

博客(Blog)被互联网实验室认为是web2。0最重要的元素，Web2．0的商

业化运作离不开博客，第二代互联网门户的建设也离不开博客。博客对未来互

联网的发展非常重要(互联网实验室，2005)。那么，什么是博客呢?笔者认

为博客是个人新型的网络出版、交流工具。它是一个网站，不同的博客站点可

通过链接建立联系。博客的内容由众多个性化表达的帖子组成，不同的帖子按

照时间先后倒序排列，帖子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影音、图片、链接，或多种形

式的结合。

博客市场主要由博客用户(Blogger)、博客(Blog)、博客读者(BlogReader)

以及博客服务提供商(Blog Service Provider)构成。博客用户是创建博客的网

民，为博客的拥有者，撰写博客的内容。博客读者是博客的阅读者。博客用户

和博客读者，通称为博客使用者。博客服务提供商是提供博客托管服务的网站，

又称作f尊客托管网站或者搏客运营商(艾瑞市场咨询，2005)。

图1．1博客市场构成图

资料来源：艾瑞市场咨询(2005)

博客是个新生事物。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以1998年Jesse James Garren在

Camworld发表网络旅行日记作为博客的萌芽，那么博客到现在还不足9个年

头。在中国，博客的历史则更短，如果以2002年8月方向东创立“博客中国”

(www．Blogchina．com)作为博客中国化的发端，那么博客在中国还不满4个年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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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博客在中国发展较晚，但发展却异常迅猛。据艾瑞市场咨询(iResearch)

发布的{2005年中国博客市场研究简版报告》数据显示，博客用户规模在2003

年是20万，2004年底已达100万，预计2005年将达到600万，2006年将达到

1520万，2007年将达到2860万；博客读者规模在2003年是25万，2004年底

已达到125万，预计2005年将达到750万，2006年将达到1900万，2007年将

达到3580万；博客规模在2003年是30万，2004年己达到150万，预计2005

年将达到900万，2006年将达到2280万，2007年将达到4290万。

表1．1中国博客发展情况表

年份 2003 2004 2005(e) 2006(e) 2007(e)

；博客用户规模(单位：万) 20 100 600 1520 2860

博客读者规模(单位：万) 25 12j 750 1900 3580

博客规模(单位：万) 30 150 900 2280 4290

注：1．博客用户规模是在一个年度内刨建过且至少在博客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的网民数量。

2．博客读者规模是一个年度内阅读过博客的网民数量。

3．博客规模是一个年度内博客的总数量，且此博客由博客用户注册、并在一年内至少发

表过一篇文章。

资料来源：艾瑞市场咨询(2005)，整理

博客网站众多的博客组成了博客社区，博客社区是网络社区发展的新形态

(杨敦显，2004)。Wei(2005)也认为博客是网络社区的一种形态，并研究

了博客社区行为规范的形成。Blanchard(2005)认为博客社区符合虚拟社区的

特性，是一种虚拟社区，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Armstrong＆HagelⅢ(1997)1认为虚拟社区完整的发展历程依次包括四个

阶段：吸引会员、增加参与、建立忠诚和获取价值。社区经营者要想使虚拟社区

获得良性发展，就必须在每个阶段都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图1．2)。

转引自卢艳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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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赫使用藩内溪黔鬻袭费·行销 、会员创作 Y要詈台望型李要＼·交易机会
·诱人的内容 ，社论或出版内容／善翌皇孝行人‘／．目标性广告
-免会员费和免费使用／．特邀嘉宾 ／l羔盟凳罂一。 ／·优质服务收费

图1．2虚拟社区会员发展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Armstrong＆Hagel(1997)

博客作为虚拟社区的一种最新形式，必然遵循虚拟社区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依次经历四个阶段。从2005年中国互联网界各大运营商或购并其它博客网

站，或独自开拓嫫客市场，豉开发新的专业婢客业务，或举行博客大奖赛，或

邀请名人捧场等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博客基本上处于虚拟社区会员发展的第

一阶段一吸引会员阶段。

1．2研究问题

中国博客处于吸引会员阶段，博客运营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弄清楚博

客使用的影响因素。

博客使用行为可分为写作行为和阅读行为；据此，溥客使用者可分为博客用

户(博客写作者)和博客读者。博客网站吸引会员主要是吸引博客用户；网民因

预期某些博客会给自己带来效用而去阅读，在这个过程中，网民就自发地充当了

博客读者。博客用户才是博客网站有意义的会员，博客运营商真正关注的是博客

用户(博客写作者)博客写作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聚焦在博客用户的博客

写作的影响因素上。

在查阅了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有关博客使用影响因素的文献后，笔者发现目前

的研究主要从心理层面来探讨网民博客使用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黄

钰棠、陈群典和抟欣怡的研究。黄钰棠、陈群典和林欣抬(2005)将网民的博客

使用动机分为自我表达、社会性、娱乐休闲性、信息需求和匿名性五种，依据传

播学领域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实证来分析影响网民持续使用博客的主要动

机因素。

转引自卢艳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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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些博客使用动机会影响到网民使用博客，但应该还有其他一些影响

网民使用博客的因素。基于研究目的，笔者着重考察博客写作的影响因素，不研

究博客阅读的影响因素。笔者在博客写作亲身体验和对博客用户非正式访谈的基

础上认为，分析博客写作的影响因素，可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1)博客运营商

提供的博客的质量层面的因素；2)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层面的因素；3)社会影响

层面的因素。笔者通过文献归纳总结，依据技术接受模型、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畅理论和其它文献，认为以上三类因素不会对博客写作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三类

因素透过对博客的功能·陛认知一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博客写作时的一t5理体

验一畅体验首先影响博客用户的溥客写作意向，再由写作意向间接影响博客写作
行为。

于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1)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对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弱?

(2)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对博客用户的写作意向

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弱?

(3)博客用户的写作意向对写作行为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弱?

1．3研究意义

2005年，中国互联网界大手笔运作博客。1月，博客中国(BlogChina．coin)

宣布并购博客动力(Blogdriver．corn)；1月5日，博客中国邀请网络界、投资界

和博客界知名人士，发起2005年博客研讨会；3月，腾讯公司推出QQ版Blog服务

Q—zone；4月，微软公司正式推出博客服务MSN Space；5月13日Boingboing in

China诞生(6月与Poseshow合并，成为Postshow．net)；6月博客中国并购百纳盛

世，推出无线博客；8月，博客网宣布获得业内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总额为千

万级美元：9月8号，新浪正式介入博客业务；9月24号，搜狐举办“首届中文全

球博客大奖赛”；9月26号新浪推出“首届中国博客大赛”，与控狐针锋相对；

lO月，新浪推出“名人博客”；10月2曰，网易推出新版博客托管服务；2005年

1i月2日，搜狐推出博客公测版本；12月，博客中国推出企业博客。

各大网络运营商购并其它博客网站也好，独自开拓蹲客市场也好，开发博客

细分市场也好，举行博客大赛也好，邀请名人捧场也好，无非是想在中国博客发

展初期就占有更多的会员。因为只要博客运营商拥有足够多的会员，形成强大的

网民基础，就会有商业机会，博客运营商就能进行商业运作(如出售网站空间，

向个人博客投放广告等)，就会获利。但抢占会员必须了解会员的需求，提高自

己的博客质量，制定科学的推广方案。

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本文的研究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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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将有助于明确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

会影响对博客用户写作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方式，弥补现有的仅从博客使用者

动机层面分析网民博客使用影响因素的不足。

(2)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将有助于博客运营商深刻地了解博客质量、博客

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对博客用户写作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方式，从而指导

博客运营商明确博客质量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指导博客运营商制定科学

的博客推广方案。

1．4研究创新

本文的研究创新点在于：

(1)研究对象新颖。在全球，博客萌芽至今还不满9年历史；在中国，博客

传播还不到4年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博客都还处于发展阶段，博

客还是个新事物，理论界对博客的学术研究还比较少。

(2)研究内容新颖。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信息系统成

功模型和畅理论，从博客用户对博客的功能性认知一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博客用户写作时的心理体验一畅体验两方面来探讨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

和社会影响对博客写作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方式，研究内容较为新颖。

(3)问卷调研方法新颖。本研究重视虚拟社区在问卷调研中的作用，在用

户众多的博客论坛(缥缈水云间博客空间版和天涯博客论坛)进行了问卷调研；

大部分的闯卷都采用了电子版本，通过EMAIL乖1QQ等网络工具发放和回收：针

对浙江大学校内的博客用户，则专门开设了FrP供调查对象下载和上传问卷。

1．5研究框架

本文内容共分五个章节：

第一章导言。主要陈述本文研究背景，明确研究问题，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对现有的博客研究做了整理，然后回顾了技术接受模

型的文献，接着依据系统品质的有关文献提取了五个重要的博客质量，其次回顾

了畅理论的有关文献，探讨了畅体验及其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最后回顾了用户

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和社会影响一主观规范的相关文献。

第三章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

明确了模型的变量和研究假设：在界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设计了变量

的测量问项，接着指出了问卷的发放对象和发放与回收方式，最后指出了数据的

处理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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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数据分析。主要利用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

析，并对分析结果做简要评述。

第五章研究总结与实务营销建议。对数据分析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并对研

究假设做出修正；同时，提出主要研究结论和实务营销建议；此外，指明本文

的研究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建议。

本文的研究构架(图1．3)：

第一章：导言
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创新点，研究意义和研究流程

i
’

第二章：文献综述

博客，技术接受模型，博客质量，畅理论，电脑自我效能和
主观规范的文献回顾

t

第三章：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提出研究模型，研究假设，问卷设计，调研设计和数据处理
方法

』
第四章：效据分析

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和效度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
第五章：研究总结与实务营销建议

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明确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实务与

营销建议，指出研究不足和后续研究建议

图1．3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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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博客

2．1。1博客的定义

Blog(博客)是Weblog的简称，Weblog是Web(网络)和Log(日志)的组

合词，意为网络日志。Blog，中文译为“博客”、“网志”、“部落”和“部落

格”等，大陆普遍接受博客的译法，台湾则接受网志的译法。有人认为博客起源

于美国一家小的软件司Pyra。当时，这家公司的三个创始人为了开发一个复杂

的“群件”，编写了一个小软件，目的是为了便于交流想法和团队协作。在使用

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个小软件对普通人也很有用，于是就共享了这个软件。

博客究竟是什么呢?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关于博客的定义可谓五花八

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表2．1)。

由表2，1可以看出，现有的定义中，博客的属性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博客是一个个人网站。

(2)博客是一个个人网络出版和交流的工具。

(3)博客的内容由众多个性化表达的帖子组成，不同的帖子按照时间先后

倒序排列：帖子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影音、图片、链接，或多种形式的结合。

(4)不同博客之间可以互相链接。

与现有的博客对比，笔者发现上述博客定义过分强调博客的个人-睦，忽视了

组织(群体)博客(如情侣博客、团体博客和企业博客)的存在。不过，就目前

而言，组织博客(如团体博客和企业博客)在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个人博客在

数量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本研究定义博客是个人新型的网络出版和交流工具。它是一个个人网站，不

同的博客站点可通过链接建立联系．博客的内容由众多个性化表达的帖子组成，

不同的帖子按照时间先后倒序排列，帖子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影音、图片或链

接，或多种形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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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关于博客定义的主要描述

博客的定义 学者，出处

i博客就是一个网页，它通常是由简短且经常更新的帖子所构成；这

i些帖子都按照年份和日期排列。博客的内容往往根据个人的喜好而 《市场术语》1

l定。

l博客是一个新型的个人互联网出版工具，是网站应用的一种新方

；式，它是一个网站，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信息发布、知识交流
艾瑞市场咨询(2005)

l的传播平台，博客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用文字、链接、影音、图片

；建立起自己个性化的网络世界。

i博客是一个私人或者半私人web[N站．使用简单的基于浏览器的
： Katzman(2002)2

i发布工具，给每一个人提供自己的网站。

界定博客，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个性化表达；B记体方式而

且更新频繁；充分利用链接，拓展文章内容、知识范围以及与其它 孙坚华(2002)3

博客的联系。

i博客是一种“零进入壁垒”的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它包含三个要素：

；1)内容由不断更新的、个人性的帖子组成；2)帖子按时间先后倒 方兴东，王俊秀(2002)

j序排列；3)文章内容以“超链接”作为重要的表达方式。

；博客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频繁更新(Frequency)、简短明了
Evan Williams4

f(Brevity)以及个性化(Personality)。

博客具酉四个重要特征：1)汇整。文章必须按特定的方法加以整

!理存放，可以按时间来整理，也可以按其它方式分类；2)静态链

i接。发表的文章必须公开于网络上．并且能够让其他读者经由某个
林克寰(2003)

；固定不变的网址链接而直接读取得到；3)时间戳记。系统记录写

i作的时问；4)日期标头。伴随着文章、呈现给读者的文章写作时

i问。

2．1．2tll客的分类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Blood(2002)依据内容将博客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过滤器型(Filter)。

该类型博客的内容多是博客用户自身外部的事件，如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网络上

1转引自庞大力

2转引自方兴东

3转引自颤纯钧

+转引自胡三华

2005

刘双桂和姜旭平，2004

2003

汪晓东，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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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事件等；2)个人日记型(Personal Diary)。该类型博客的内容多是博客

用户本身相关的事物或者是博客用户个人想法、感情和内心的思维等。该类型博

客数量最多；3)笔记本型(Notebook)。该类型博客包含用户自身和自身外部

的内容，博客文章可能较长，且每篇文章都集中于一个焦点议题。

Krishnamurthy(2002)依据私人性的(Personal)／主题式的(Topical)和个

体的(Individual)／团体的(Community)两个维度，将博客分成四个基本类型：

1)在线日记型(Onfine Diaries)。博客的内容是属于私人性的、个体的，如同

前述的个人日记型：2)支持团体型(Support Group)。博客的内容是属于私人

的、团体的，如针对某一个团体所设立的：3)个人专栏型(Enhanced Column)。

博客的内容是关于个人集中于某主题发表的内容，就如同前述的过滤器型；4)

共同创作型(CollaborativeContent)。博客的内容是属于团体就某些主题发表的

内容。

象限I 象限11

线上日记 支持群体
(online Diades) (Support GrouE)

个人 群体

(111dividal) (Communih

象限Ⅲ 象限Ⅳ

个人专栏 合作内容创作
(Enhanced Cohmm) (Collaborative Content Creation)

主题的、 ’(Topical)

图2．1 Krishnamurthy的博客分类图

资料来源：Krishnamurthy(2002)

庞大力(2005)依据内容将博客分为以时效性为主的博客、以专业性为主的

博客和以个人性交流为主的博客；依据汇聚方式将博客分为个人博客、群体博客

和社区博客；依据存放方式将博客分为托管博客、独立博客和附属博客。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个人日记型(在线日记型)的博客在数量上居于统治地位。

2．1．3博客的特性

方兴东和王俊秀(2002)认为博客有以下特点：1)个人性。博客写作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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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博客用户的自发行为；博客用户自由书写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博客读者

通过博客可以最真切、最全面的了解博客用户的个人生活、工作和思想；2)即

时性。博客写作是一种习惯，就像写日记一样，应该成为每天的“必修课”，经

常(甚至每天)更新，不断积累；3)开放性。博客写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生活、

工作和思想公布于众，和读者进行分享；4)拿来主义。博客最根本的信念是“别

人比我知道的更多”，不同的博客之间通过链接了解对方，吸收对方的知识；5)

可信度。只有网民觉得你的博客可信，才有可能阅读你的博客，溥客用户要以超

一流的水平建立长期的权威，才能给人以可信度。

方兴东(2004)认为博客具有自由性、自主性、即时性、共享性、知识积累

性以及协同交流性等特性。

林克寰(20∞)指出博客有两个主要的特性：1)主观性。博客是一种以作

者为中心的媒体，写的是作者的所见所闻：2)交流性。各个博客可通过博客特

有的一些功能进行交流。

刘基钦(2005)认为博客具有交流性、知识积累性、主观性、易被搜寻性和

易用性等特性。

李萌(2004)从媒体角度分析，认为博客具有三大特点：1)个人性。现有

的其他媒体都为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所拥有，而博客则真正意义上为个人所拥

有。博客不象其他传统媒体那样被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它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得

天独厚的出版自由；2)开放性。由于博客使用比较简单，网民都可使用，与传

统媒体相比，进入门槛几乎消失于无形。另外，开放性还表现在它的超链接上，

由于超链接，实现了“个人信息孤岛”的连接；3)交互性。传统的媒体是单向

沟通的，而博客则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博客可以基于众多博客构成的社区平台

进行交流。

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博客具有个人性、开放性、交互性和知识积

累性的特点。

2．1．4博客与个人网页和BBs的区别

作为新兴的网络发布、交流工具的博客，其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创新。

早在博客之前的个人网站,}DBBS就已经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人们在互联网自由发

布、平等交互的权利。但博客与个人网页}I]BBS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

1．博窖与个人网页的区别

博客是一种个人网页，但是它与一般的个人网页有何区别呢?笔者检索了有

关文献，认为博客和个人网页的主要差异点在于进入门槛的高低和相互链接性的

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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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客进入门坎低，个人网页进入门槛高

个人网页技术门槛较高，需要懂得html语言、图形处理、网页制作和网页发

布等相关技术，而博客基本上是零技术要求，不需要掌握任何网站建设技术，只

要会打字、会上网就行了：个人网站成本高，需要租用个人空间、域名等，而博

客成本较低，只需要在～个博客网站注册，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级域名和对应空间，

且博客目前大都免费；个人网站制作周期长，从技术的掌握到网页的设计和发布

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博客的建立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郑国威，2005；王晋，

2005)。

(2)博客相互链接性强，个人网页相互链接性相对较弱

博客的低进入门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会逐渐形成一个拥有庞大用

户数量的社区。由于社区内博客用户数量巨大，读者号召力、内容包容度和网络

点击率也就绝非“独门独院”的个人网站所能比拟。如果说个人网站是‘对多的

传播出口，那么博客则是无数人对无数人的传播小区(郑国威，2005)。不过也

有研究认为博客的互动性很低，通往其它博客的超链接很少(Herring，Scheidt＆

Bonus，2004)。

2．博客和BBS的区别

笔者通过百度搜索，检阅了诸多网民的零碎观点，认为博客和BBs的区别主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BBS是大众空间，博客是个人空间

BBS的建立是为网民大众提供服务，网民经过注册后可以在这个空间发表言

论(有的不需要注册)，BBS是网络上的大众空间；而博客的建立则纯粹是为个

人提供服务，个人开设博客后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写作，博客是网络上的个人空

间。

(2)BBS的自主性较低，博客的自主性较高

BBS是大众空间，话题分散于多个用户之间，每个成员都拥有相同的发言权，

可以发表各种互不相关的话题；成员发贴要遵守版规，接受版主的监督；版主负

责管理版面，拥有对各个帖子处置的权力。而博客是绝对的个人空间，博客用户

提供的内容是话题的中心，话题都集中于博客用户本人，博客用户可以随意处置

自己博客内的文章以及其他人的评论，也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观光博客，还可以

拒绝不受欢迎的人访问博客。

(3)BBS帖子主题集中性差，博客文章主题集中性好

BBS是大众空间，帖子由一大批网友针对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时间发表的，

一般位于版面不同的位置，主题分散，讨论缺乏连续性，显得有点杂乱。而博客

是独立的个人空间，文章由自己创作后归入自己设置的主题，分类一目了然；溥

客读者的评论紧跟在被评文章后面，连续性非常好：各文章之间相对独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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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一个主题的展开和深化。

(4)BBS帖子保留性差，博客文章保留性好

BBs～般不为用户提供帖子下载服务，用户要想保存自己发的帖子，除非复

制粘贴；若当时没有进行复制粘贴，事后需要再去寻找时，要么帖子早已被删除，

要么花费好多精力才能找到。博客是个人空间，博客用户发表的文章被存储在服

务器空间里，用户登陆就可看到；而且，博客服务商一般都提供打包下载服务，

你可以把博客的文章下载到个入存储器里。

郑国威(2005)提出了博客与个人网页和BBS三者间的区别，见表2．2。

表2．2博客与个人网页和BBs的区别

}比较项目 BBS 个人网页 博客

技术实现 简单 困难 简单

版主管理 设立版主 无 无

l管理成本 局 局 低

：适用情况 讨论问题为主，个人展示为辅 个人展示 个人展示

；超链接 支持弱 支持较高 高度支持

：文章品质 比较低 高 品质高(实名制型)

‘新闻的实时性 高 低 商

信息搜寻成本 高 由 低

；发文技术难度 很低 较高 很低

非主流信息发布 版主管理 困难 容易

l信息回馈 实时 慢 慢

2．1．5博客的价值

资料来源：郑国威(2005)．有修改

1993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互联网1．0(Webl．0)时代的

启蒙阶段和商业化阶段，在2005年4fl开始进入互联网2．0(Web2．O)时代(互联

网实验室，2005)。

Web2．0是以网民个性化为基础的网络社会化。Web2．0是相对与Webl，0来说

的。在Webl．0时代，互联网是单向的信息传递，互联网用户被动接受信息，处

于弱势地位；在Web2．0时代，互联网是双向的信息传递，互联网用户不仅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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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接受者，也是信启、的创造者r互联网实验室，2005)。Web2．0最核心的特

点有两个：1)以个人为中心。Web2．0发挥的是个人的力量。Web2．0是个性化最

大张扬的个人时代。个人深度参与到互联网中，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客体；2)以

自组织为中心。Web2．0发挥的是自组织的力量。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创造的

内容与内容之闻和个人汇聚韵群体与群体之间，都是以不同的自组织方式架构起

来的。以自组织的方式让人、内容和应用等充分“活动”起来，力量才能最大程

度爆发。通过这两大核心特点，互联网可以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互联网实验室，2005)。

互联网实验室(2005)认为实践Web2．0成型的应用元素包括：博客(BJog)、

简易聚合(Rss)、Web服务(Web Service)、开放式应用程序接口(API’s)、

维客(Wiki)、分类分众标签(Tags)、社会性书签(BookMark)、社会网络

(SN)和A{ax等，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当中，其中博客是这些元素当中的最重要

的一个。

互联阀实验室(2005)认为博客展示个人网络化的发展方同，代表互联网的

核心力黾。在互联网上，博客将成为最大日々信息集散方式，也是下代网络发展

竞相追逐的目标。饽客兼有新媒体利新技术的优势，可以有效的构筑网络社团．

形成“圈子化”网络社区。

互联网实验室(2005)认为博客不仅仅是一个网络日记的技术工具，它的根

萃意义在于，它是互联网上赋予个人以力量的工具。博客就是网络社会化的“杀

手级应用”，它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互联网中自主的主体：呈现自己，表达自己

并且与网络世界建立全面的交流沟通。

互联网实验室(2005)认为博客是新兴网络交流技术，博客的应用突破了传

统的传播理论框架，在虚拟社会中展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受到几乎所有网站的追

捧。专业提供博客注册托管服务的网站(BSPN站)成为了大型的信息集散地，

形成了不同的大型虚拟社区，在信息全球化浪潮中，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2．1．6博客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应用概况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到博客使用的行列当中，与博客相关的学术

研究也日益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世界范围内诞生了两个博客学术研究中心，一

个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Laura J，Gut&发起的网志研究汇集网站一hno the

b]ogosphere‘，另一个是由“中国博客教父”方兴东发起的中国博客研究中心。。

Into the blogospherel承J站上刊载了关于性别、文章类型、身份认同、大众传播、

教育、公私领域、虚拟社区与虚拟设计等类别的论文，f日数量非常有限。由于博

阔址是h：tr：．+伯109 11b．umr e由jblogosphere

同址是h：t‘／／yeseagch tiogchina．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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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中国发展较晚以及中国博客研究中心成立较晚，中国博客研究中心网站上刊

登的文章大都是探讨博客现象的文章，严格学术意义上的文章并不多见，但这些

内容对学术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博客也引起了国内有关机构的注意。2004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网络传播

学年会接收了十篇有关博客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探讨博客与媒体的关系1。2005

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则专门开立了一个会议主题的子主题

一博客与下一代网络门户2。第一届中文网志年会于2005年11月5—6日在上海召

开，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关于博客新技术和新功能如Podcasting、Tags／Folksonomy

等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此外，会议也探讨了博客与媒体关系、全球化与博客用户

关系的议题3。

学者们也开展了博客在教育和知识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研究。陈向东和张际平

(2003)分析丁博客文化与现代教育技术的联系．指出博客应用于教育具有很多

优势。邹景平(2003)认为博客提供了学习者彼此间审问、慎思、明辨和践行经

验交流的空间。Baggaley(2003)认为博客可以作为一个课程管理工具(Coul-se

Management 3"001)；王皇辉(2004)通过对博客文化特征的分析以及对博客教

育应用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探1寸，展示了博客教育应用的广阔前景。王晋

(2005j认为博客是--@新型的知识管理工具，企业应用博客进行知识管理，能

够克服传统知识管理的缺陷，满足复杂环境下知识管理的需要，从而更好地提高

企业知识管理的效率。

目前，博客的实务应用主要集中住教育方面。早在2002年底，美国哈佛大学

和斯坦福大学两大名校相继在校内推出博客服务。哈佛大学是由Dave Winer在法

学院开始推广，由该校tIgBerkman Center for Intemet&Society维护。而斯坦福大

学则是由ITSS(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ystems and Sen,ice，校内提供通讯、

信息服务、网络技术支持的单位)提供全校师生博客服务。斯坦福大学的ITSS

认为博客包含多种功能、技术自由开放和符合使用者经验等．在教学一卜能对校内

师生提供协助。现存，目虎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师、学生以及教育f亍政机构

把博客作为一种教育工具。

2．2技术接受模型

信息技术的价值在于人们的使用。影响人们接受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因素长期

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与讨论。Davis(1986)依据Fishbein＆Ajzentj,'JI里性

行为理论(Theory ofReasoned Action，TRA)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093，

‘资利来源：h：tp：7／www，jsch]r8 COrn．cnlgb／jscbl ha／+2003,'24,／node61 22,／上网日期2000．03 29

瓷剃来源：httF,，Le：n s：na com cn／i／2005—1：一09，’1 206701056 shtmI，上网臼裳2006 03 29

资杠来源：http。。h】og cab】。g．erg，blog￡ercon 7a：’chi ves 7cat一1S，上岫U牲2006 03 2-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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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nce Model，TAM)。该模型能够普遍的解释信息技术接受程度的影响因

素，能够从理论上验证并说明大多数的信息技术使用行为。

技术接受模型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本节首先回顾技术接受模型的理论基础一
理性行为理论和与其有同源关系的计划行为理论，然后介绍技术接受模型和该模

型的外部变量。

2．2．1理性行为理论

Ajzell&Fishbein(1975)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Reasoned Action，

TRA) (图2_2)。理性行为理论主要由六部分构成，包含信念与评价、行为态

度、规范信念与依从动机、主观规范、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ActualBehavior)。

图2．2理性行为理论模型图

资料来源：Ajzen＆Fishbein(1975)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人的实际行为完全取决于其行为意向；个人的行为态

度与主观规范共同影响行为意向；而行为态度则受到个人对某一特定行为的评价

或想法的影响(信念与评价)；主观规范是由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所构成。因此，

依据理性行为理论，一个人对于某一行为的态度以及和此行为相关的主观规范会

共同决定其行为意向，然后再进一步产生行为本身。而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又

会受到个人对此行为本身及其由此引起的社会地位之信念影响(AjZL，lq&

Fishbein，1975)。

理性行为理论各变量含义如下(Ajzen＆Fishbein，1975)：

(1)信念与评价(Beliefs and Evaluations)。指个人认知某行为可能产生的

结果及发生的机率，并评估结果的价值性。换言之，个人认知此行为可能产生的

总价值即为信念与评价。

(2)行为态度(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指个人对某种行为正面或负面

的感受与认知。因此态度即为一个人评估某行为的总价值后，影响其对某行为正

负面的看法。换言之，态度可以说是个体对于执行某项目标行为所持有的正向或

负向的感觉，且会受到一些心理因素影响，如对此目标行为所持有的信念等。

(3)规范信念与依从动机(Normative Befiefs and Motivation to Co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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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信念与依从动机指个人所感受到的外界期望或规范性信念以及个人顺从此

期望的动机。

(4)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nl)。指个人通过感受外界环境的行为标准、

期望与规范，以及个人顺从此期望的行为动机，而形成主观规范。

(5)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mion)。指个人表现某种行为的意愿强度，

此变量常被用来预测实际行为的表现。

2．2．2计划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有：1)人们大部分的行为表现是在自己的意志控

制下，并且合乎理性；2)人们是否采取某行为的行为意向是行为发生与否的决

定因素。当研究所要预测的行为符合此假设范围时，理性行为理论对于个人行为

具有高度的预测率；相对地，若研究所要预测的行为受到非意志因素影响时，即

对需要机会、自我能力或他人协助等才能发生的行为，则此理论对行为的预测力

将减少(Ajzetl，1985)。

图2．3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图

资料来源：Ajzen(1985)

AjzeIl(1985)依据理性行为理论不足，加入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Behavior

Control，PBC)，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Planned Behavior，TPB)(图

2．3)。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对他们是否可以控制行为的信念和他们所拥有的

控制行为的资源(如金钱、时间等)也会影响意向对行为的预测。Ajzen把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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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产生的影响称为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个人对于执行行为时

所需要的资源与机会的信念，它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知觉便利性

(Perceived Facifitation)，即进行某一项行为所需要的资源的可得性，如所需的

金钱、知识和时间等；第二个是控制信念，既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进行某一项行

为的主观判断(Ajzen，1991)。

2．2．3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由Davis(1986)以

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加以修改而形成的(图2．4)。提出该理论模型的目的是希

望通过此模型来说明新技术被接受使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以解释和预测信息技

术使用者的技术使用行为。在技术接受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知觉变量：感知有用

性与感知易用性。该理论认为影响使用者接受信息技术行为的外在变量通过感知

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这两个知觉变量，再经过这两个知觉变量对使用态度与使用

意向的影响才产生使用行为。

图2．4技术接受模型

资料来源：Davis(1989)

TAM模型的主要变量说明如下(Davis，Bagozzi＆Warshaw，1989)：

(1)感知有用性(PerceivedUsefulness)。指使用者主观地认为使用此科技

将会提升其本身工作效率的程度。换言之，若使用者认为此科技的使用可以有效

地提升工作效率及绩效，并因此得到奖励、满足其心理或成就等需求时，则对使

用科技的态度就会有相当正面的影响。此外，感知易用性也会强化感知有用性。

使用者选用此科技可能是因为它的容易使用，不需花费额外的精力去学习操作技

术，可节省更多的时间及精力去完成工作，因此，感知有用性同时受感知易用性

和外部变量的影响。

(2)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指使用者期望使用此科技可以

减少努力的程度；换言之，当科技愈容易使用，不需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学习，

则使用者对于自我效能和自我控韦4会更具信心，这样会对使用态度产生积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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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此外，感知易用性也会受到外部变量的影响，使用者特质、系统特质或组织

因素等都是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因素。

(3)使用态度(Attitude toward Using)。指使用者使用此科技行为的正面

或负面的感觉。态度同时受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当使用者感觉到科

技的有用性愈高，或是当使用者感觉到科技的易用性愈高时，则使用态度会更趋

于正向。

(4)使用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指个体对使用某特定信息技

术的意愿和主观几率的判断。当个人对某特定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意向愈强，表

示其愈有可能去使用该信息技术。人的实际行为受意向的影响，有意向才会有实

际行为，使用行为意向与实际系统使用之间具有非常直接密切的关系。使用意向

同时受使用者使用该科技的态度和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和理性行为理论不同的是，技术接受模型并未把主观规范纳

入其中。Davis，Bagozzi&Warshaw(1989)认为外在的主观规范因素对整体模

型影响力不大，并且具有相当的理论不确定性和心理测量困难，因此将之排除在

模型之外。在技术接受模型中，因为己将主观规范排除，所以对新系统的使用态

度就成了模型的重心。

2．2．4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的对比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TPB)和技术接受模型(TAM)都是从理性行为理论(TRA)

发展而来的，但两者之间有些不同点。

Taylor＆Todd(1995)认为TAM与TPB模型之间有四点差异：1)TAM比TPB

的模型简单；2)TPB可以用来进行广泛的行为预测，而TAM主要应用在信息技

术接受的研究上；3)TPB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境，根据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

制信念来开发测量工具：4)TPB包含的所有变量无法用TAM的变量来取代。

Mathieson(1991)指出虽然TPB变量较多，可提供较多因素，但TAM的设

计具有一般化的操作性，不同于TPB需要视情况而设计不同内容，所以，应用TAM

成本低，且解释能力也很强。Morris＆Dillon(1997)也提出TAM给予研究者及
实务者一个比较简单且节省成本的方法来预测信息技术接受的程度，且不管此技

术是否已被实际使用。

Jackson，Chow＆Leitch(1997)和Hu，Chau&Sheng etal(1999)的相关

研究认为使用意向可以当作未来使用情形的预测指标，当研究的科技软件尚在初

步发展阶段而要预测未来的使用情形时，在有限的使用者的情况下，不必将使用

情形变量列入模型中。

从上述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模型简单、便于实际研究操

作和对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预测力较强等特点。博客做为一项新的信息技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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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可以用TAM这个简单高效的模型来分析其写作行为的影响因素。

2．2．5技术接受模型的外部变量

在TAM中没有明确界定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外部变量。Davis，

Bagozzi＆Warshaw(1989)认为TAM是个体认知信念、态度和意向与个体差异、

情境和可控行为等外部变量的联系桥梁，外部变量作为TAM中一个间接影响行

为的因素，可作为TAM研究发展的基础，主张未来技术接受的相关研究必须研

究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等使用者知觉变量的外部因素。

Iivari＆Igbaria(1997)用问卷询问在职MBA学生对计算机使用的看法，结

果归纳出三种类型的岁卜部变量：1)使用者特性；2)系统特性；3)组织的支持。

研究表明，除了使用者计算机经验与EUC支持对感知有用性影响不显著之外，其

它的外部变量对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都有显著影响。

吴肇铭(1999)在网站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将外部变量分为网站特

性和使用者特性两大类，发现网站信息性、网站娱乐性、网站互动性、网站易用

性、网站反应时间和网站样式等网站特性会通过使用者的网站使用态度或感知有

用性对网站使用意向产生间接影响，发现使用经验和使用类型等使用者特性在网

站使用意向上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

Elena＆Detmar(1999)在针对电子邮件的使用接受研究中，利用TAM分析

了100名使用者对电子邮件的接受度。研究中设置了四个外部变量：社会态度、

社会影响、对使用者有益的训练支持和实体的可接近性。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态

度与社会影响会影响感知有用性，实体的可接近性会影响感知易用性，而对使用

者有益的训练与支持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没有任何影响。

苏伯方(2004)以台湾青少年为对象，把主观规范、媒体丰富度、电脑自我

效能作为TAM的外部变量，探讨主观规范、媒体丰富度和计算机自我效能对～

般网络使用者采用消费性实时通讯软件(Consumer m)行为意向的影响。用

LIsREL软件进行分析发现主观规范影响感知有用性，媒体丰富度并不影响感知

有用性，媒体丰富度与自我效能影响感知易用性。

Legris，Ingham＆Collerette(2003)整理了从1980年到2003年TAM的
相关研究，共选出22篇(含28次实证分析)文献。发现仅有9篇没有加入任

何外部变量，其他13篇均加入了外部变量。被加入的外部变量有：使用者参与、

内部对信息系统使用的支持与训练、外部对信息系统使用的支持与训练、管理

者的支持、在信息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资历(Tenure in Workforce)、教育水

平、先前类似系统的经验、感知系统质量、系统兼容性(Compatibility)、结

果明确性(ResultDemonstrability)、任务一科技适配度、任务特性、性别、经

验、主观规范、自愿性、形象(Image)、职务相关性、电脑自我效能、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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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用性(Objective Usability)、产出品质、转换期间和过渡期之支援

(Transitional Support)。

由上综述可知，TAM的外部变量多种多样，它会随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不同的外部变量影响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不过，

笔者认为这些变量大体可以分为使用者个体方面的因素、信息技术本身的因素、

使用者所在组织方面的因素和社会影响的因素等方面内容。

笔者认为TAM外部变量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不加外部变

量的TAM只能说明该信息技术可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但不能用来指导寻找提

高信息技术接受度的措旄：只有加入外部变量，明确了外部变量与使用意向的

关系，就可在实务中通过改变外部变量的参数来提高信息技术的使用意向，从

而促进信息技术的推广。这也是本文选择TAM作为理论基础来探讨溥客写作

影响因素的原因。

2．3博客质量

博客是个新生事物，博客的质量少有人研究。本节笔者借鉴系统质量有关

文献，结合博客自身的特点和研究目的，提炼了可靠性、互动性、技术兼容性、

界面自定义和编辑性等五个博客质量构面；此外，本节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部

分回顾了系统质量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的有关文献。

2．3．1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Delone＆Mclean(1992)整合了过去信息系统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信息

系统成功模型(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ISSM)(图2．5)。

图2．5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资料来源：DeIone＆Mclean(1992)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各变量及其含义如下(Delone&Mclean，1992)：

(1)系统质量(System Quality)。对信息系统本身的评估，包括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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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容易性、修正系统错误的能力、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容易使用、容易学、功

能有用性、正确性、弹性、整合性、效率。

(2)信息质量(Information Quau母)。对信息系统输出的评估，包括输出

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清晰性、流通性、适时性、重要性、相关性、有用性、

可了解性、精简性、充足性、可靠性、最新性、客观性等。

(3)系统使用(System Use)。对信息系统使用情形，其衡量项目包括使

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自愿性。

(4)使用者满意度(user Satisfaction)。使用者满意度衡量项目为系统接

口满意度、软件满意度、硬件满意度及提供决策满意度等。

(5)个人的影响(IndividualImpact)。信息系统对个人的影响，其影响项

目包括快速撷取有用的信息、提高个人工作绩效、问题解决能力、个人生产力、

创意提升、个人权利／影响力、知识获取与分享、节省工作时间、认识现代化软

件、增加决策质量及提升个人的影响力。

(6)组织的影响(Organization Impact)。信息系统对组织的影响，其影响

项目包括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提高竞争优势、提高目标达成、提高获利率、

改善沟通绩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市场新契机的发现、促进企业再造工程、配

合企业箫略、提高与外部的策略关系、提升组织工作效率、提升服务绩效、改善

组织形象、节省人力及降低组织营运成本等。

Delone＆Mclean(1992)认为系统质量与信息质量会对信息系统的使用与

使用者满意度造成影响，而系统使用与使用者满意度会造成个人影响，个人影响

又会造成组织影响。

Rai，tang&Welker(2002)通过对247位学生事务信息系统使用者的问卷

数据分析来验证ISSM，发现所有的关系均显著。Sedden＆Kiew(1 994)则将ISSM

中的系统使用变量用系统有用性(Usefulness)变量取代，并加入使用者涉入(User

Involvement)变量，通过实证发现系统有用性会受到使用者涉入、系统质量和信

息质量三个变量的影响；而使用者满意度则由系统有用性、系统质量和信息质量

三者所共同决定。Fraser＆Salter(1995)重复了Sedden＆Kiew的研究，得到了

相似的结果。这些研究结果均支持IsSM的解释力。

Sedden(1997)认为ISSM模型中的系统使用是一种行为，而非是对信息系

统成功的量测，于是将系统使用用感知有用性取代。Saeed，Hwang&Yi(2003)

回顾了1995年到2002年发表在IS(Information System)领域主要期刊的有关网络

消费行为的文献，共整理出42篇文献，发现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主要有技术接

受模型、理性行为理论、畅理论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等。作者并进一步从这些研

究中发展出一个网络消费者行为的整合模型(图2，6)。该整合模型总共有四个

外生变量，其中的系统质量和信息质量与ISSM中的输入变量一系统质量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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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大体一致；整合模型中的服务质量与Pm，Watson&Kavan(1995)修正后

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The Reformulated IS Success Model)中的服务质量大体一

致。中间认知变量易用性和有用性与TAM模型中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大

体一致；因变量中的重复购买意愿则和TAM模型中的使用意向有很大的相似性。

图2．6网络消费者行为整合模型

资料来源：Saeed，Hwang＆Yi(2003)

从上述的研究可知，信息系统的性能可从系统质量和信息质量方面来衡量；

但学者们在系统质量和信息质量影响系统有用性还是感知有用性方面存在着分

歧。笔者认为系统有用性和感知系统有用性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系统有用性具

有客观性，但测量起来比较困难；若系统有用性以使用者的感知来测量的话，系

统有用性就变成感知系统有用性了。

2．3．2系统质量

DeLone＆McLean(1992)认为系统质量是对信息系统本身的衡量，在文献

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系统质量的十八个项目：I)数据正确性fData

Accuracy)；2)数据流通性(DataCurrency)；3)数据库内容(DatabaseContents)；

4)使用容易度(EaseofUse)；5)学习容易度(EaseofLearning)；6)存取方

便性(Convenience of Access)；7)人性因素(Human Factors)；8)使用者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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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了解程度(RealizationofUserRequirement)；9)系统特性与功能的有用性

(Usefulness of System Features and Functions)；10)系统正确性(System

Accuracy)；11)系统弹。(SystemFlexibility)；12)系统可靠性(SystemReliability)；

13)系统精密性(System Sophistication)；14)系统整合性(Integration ofSystems)：

15)系统效率性(SystemEfficiency)；16)资源使用性(ResourceUtilization)；

17)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18)系统调整响应时间(Turnaround Time)

等。

Hamilton＆Chervany(1921)认为系统质量包括资料的及时性、响应时间、

资料精确性、可靠性、完整性、系统的弹性及易使用性等。

Seddon(1997)定义系统质量为系统没有错误(Bugs)存在，以及一致的使

用者界面、易使用性、文件质量与系统程序的维护质量。

欧阳崇荣(2000)在研究台湾省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时将系统质量分为

系统容易使用、系统反应时间、系统稳定性和工作的配合度等。

McKinney，Kanghyun&Zahedi(2002)在网站的使用者满意度研究中，将

系统质量分为四项：1)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2)有用性(Usability)；3)

导览性(Navigation)；4)互动性(Imeractivity)。

“n&Lu(2000)指出网站的系统质量包含响应速度与系统存取性，前者代

表使用者与网站互动的等待时间，后者代表网站相关系统的随时可提供性。

蔡文贤，简世文和吕俊德等(2003)在研究ERP系统的评估标准时．认为系

统质量包括系统运作能力(系统的反应时间、精确性和效率性)、友善易用程度

(操作与学习的容易性)、资料处理能力(资料的流通性、正确性和资料库的涵

盖性)和系统功能的实际可用性(系统功能的充分利用性、使用者需求的实际达

成度)等。

董陈明(2003)在研究企业电子邮件系统特性与主观规范对行为影响时，将

系统正确性、系统可靠性、系统整合性、使用容易度、学习容易度、响应时间和

资料流通性等指针做为衡量系统质量的依据。

从上述研究可知，系统质量是对系统本身处理信息能力的衡量，但具体的衡

量项目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

2．3．3博客质量

系统质量是对信息系统本身的衡量，信息质量是对信息系统输出的衡量

(DeLone＆McLean，1992)。博客是由博客运营商提供的个人出版交流工具。

笔者认为博客是一种个人信息系统，博客质量就是博客系统质量，取决于博客运

营商服务器的质量以及博客软件的质量；博客信息质量是博客用户在博客中写作

的文章的质量，取决于博客用户个人的电脑使用技能、写作能力和写作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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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是个新生事物，博客的质量少有人研究。下面，笔者将在博客写作亲身

体验和对博客用户非正式访谈的基础上，结合系统质量的文献，提炼几个有代表

性的博客质量构面。

(1)可靠性。可靠性(Refiabilityr)指系统运行(System Operation)的可依

赖性(Dependability)(Wixom＆Todd，2005)。一个优良的信息系统应该功能

可靠、运行稳定，给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Goodhue＆Thompson，1995：徐椿

辉，1996)。具体到博客，就是登陆时，系统出错的几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刷新时，各个页面都能正常显示；博客的各项功能(如资料修改、界面个性化和

文章编辑等)稳定一致运行，用户可随时使用这些功能。本文定义博客可靠性为

博客功能稳定、运行正常和操作可靠的程度。

(2)互动性。Hoffman＆Novak(1996)提出在电脑媒介环境中存在两种互

动型态：～是人与计算机提供的接口或内容之间的互动，即机器互动(Machine

Imeracfivity)；二是人们利用电脑媒介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即人际互动(Person

Interactivity)。使用博客时，有的操作是不可逆的(如更换模板意味着先前精心

制作的模板将被替换，这种替换就是不可逆的)，用户一旦误操作，将会造成损

失，系统应该告知用户这样操作的潜在后果；有的操作(如较大文件上传和博客

网站审核刚上传的文章)需要较长的时间，系统应以清晰的方式告知处理进度和

所需时间，以免用户浪费时间等待或因看不到先前操作结果而反复操作；此外，

用户操作时，网站应即时给予提示和帮助等信息。上述列举的互动都是机器互动。

本文定义博客互动性指操作时博客界面与用户的互动性能的优劣。

(3)技术兼容性。兼容性(Compatibility)指新事物与个人的价值观、经验

和需求协调相符的性质(Rogers，1995)。在信息技术背景下，兼容性包括组织

兼容性(Organizational Compatibility)和技术兼容性(Technical Compatibility)；

组织兼容性指创新与组织价值观念相融合的性质，技术兼容性指创新与工作习惯

和系统界面相一致的性质(Premkumar，2003)。博客是个新生事物，若其注册、

界面个性化、个人信息设置和文章编辑等操作需要的技能和大众化软件(如

OFFICE和Email等)的操作技能具有有一定的相似性，则会有利于用户的学习和

使用。本文定义博客技术兼容性指使用博客需要的电脑技能和大众化软件(如

OFFICE，Email等)操作的技能相似或相一致的程度。

(4)界面自定义。博客是个性化的表达工具，这种个性不单指用户以个性

化的笔法写作个性化的文章，还指博客用户可自由地修改博客界面，使界面符合

自己的喜好，呈现自己的个性。如博客用户可以选择不同风格的模板，可以更改

界面的底色和文字，可以更改个人的LOGO等。本文定义博客界面自定义指网站

允许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自由修改博客界面来展现用户个性。

(5)编辑性。系统质量的衡量项目包括系统特性与功能的有用性(De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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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ean，1992)，系统帮助个人完成工作及满足工作需要(任务支持)是影

响系统使用和使用满意的因素(Sanders&Garrity，1995)。不论博客是出版工

具还是交流工具，博客首先是一个编辑工具。使用博客写作就要编辑文字、链接、

影音和图片，就要用到一个叫“编辑器”的博客工具。一个理想的编辑器应该在

功能上允许用户以他们自己喜好的任何方式来编辑文字、链接、影音、图片、或

者它们的组合。优秀的编辑器编辑出来的文章形式优美，表现力强。本文定义博

客编辑性指网站允许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能自由编辑文字、链接、影音和图片等来

表达写作的性质。

当然，博客质量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结合研究目的，依据系统质量的文献

和博客用户的使用体验，笔者认为这五个博客质量构面可能是影响博客写作意向

和写作行为的主要因素。

2．4畅体验

1975，Csikszentmihalyi在对攀岩家、舞蹈家、职业棋士及篮球队员等多种职

业人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畅(Flow)理论。Csikszentmihalyi(1975)发

现不同行业的研究对象在工作时都会完全投入情境当中，集中注意力，并且过滤

掉其它不相关的知觉，进入一种“畅”的状态。之后，畅理论引起了教育、休闲、

心理治疗、广告、企业组织、员工与消费者行为等领域学者的研究，并获得了肯

定(Csikszentmihalyi，1988)。近年来，随着电脑科技的发展，学者们将畅理论

的讨论延伸到了电脑使用、在线游戏、E—mai、在线购物、网络信息寻求等领域

(卢艳峰，2005)。

2。4．1畅体验的定义和特征

畅的原始定义指使用者进入一种共同经验模式，在其中使用者好像被吸引进

去，意识集中在～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所以一些不相关的知觉和想法都被过滤

掉，并且丧失自我意识，只对具体目标和明确的回馈有反应，透过对环境的操控

产生一种控制感(Csikszentmihalyi，1975)。畅是一个人完全沉浸于某种活动之

中，无视其它事物存在的状态，是一种暂时性的、主观的体验(Csikszentmihalyi，

1990；Webster，Trevino＆Ryan，1993)。这种体验本身会给人带来莫大的喜悦，

使人愿意为此活动付出努力。当个人产生上述心理现象时，我们就可称其为“畅

体验”。

个体在经历畅体验时会出现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可归

结为八个方面(Csikszentmihalyi，1990；Csikszentmihalyi，1993)：1)清晰的

目标和实时的回馈(ClearGoals andFeedback)。个人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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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将要完成的动作，且活动的每个步骤或过程实时回馈，这样个人才会经历高程

度的畅体验；2)挑战与技巧的平衡(The Balance of Skill and Challenge)。个人

的技巧与活动目标之间的距离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个体经过努力可以达到，这在

心中形成了“挑战”。“挑战”使行动与活动形成互动，活动挑战召唤行动技巧，

行动技巧解决活动挑战，如此一来～往而进入畅状态：3)潜在控制(A Sense of

Potential Contr01)。个人对于所从事的活动有一种控制的感觉，其实并非真正地

控制了实际状况，只是自己感觉到控制了该活动；4)知行合一(TheMergingof
Actions and Awareness)。当个人完全投入活动后，因行动与意识协调，一切动

作都会不假思索，几乎完全自发产生；5)全神贯注(Concentration Oil The Task at

Hand)。个人忘掉了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所从

事的活动中；6>自我意识丧失(ne 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在活动中个

人经历的浑然忘我的感觉，并不是自我意识消失，只是因为个人与环境合为一体，

个人不再感受到自我，暂时性的忘我而已；7)时间扭曲感(The Distortion of

Time)。个人在畅状态时，心理上的时间感觉与实际的时间不一致而产生了扭曲

感，有时会觉得时间很短，有时会觉得时间很长；8)以自身为目的的体验(The

Autotelic Experience)。个人最初可能因其它目的动机从事活动，但后来会感觉

到活动的本身就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满足。

2。4．2畅体验渠道模型

畅体验渠道模型有三向度畅体验模型(原始畅体验渠道模型)(图2．7)、

四向度畅体验模型(图2．8)和八向度畅体验模型(图2．9)，向度越多的模型越

能清楚地描绘不同挑战与技能’隋景下个体的心理感受。

(1)原始畅体验渠道模型(Original Flow Model)

Csikszentmihalyi(1975)1认为当个体感到挑战与技巧相当时，个体会发生

畅(Flow)：当感到技巧大于挑战时，个体会觉得无聊(Boredom)；当感到技

巧小于挑战时，个体则会觉得焦虑(Anxiety)。

(2)四向度畅体验模型(FourChannelHowModel)

Massimini(1988)1发现当挑战和技巧两者都低时，个人其实并不会产生畅，

只有当挑战和技巧都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并且彼此平衡时，畅才有可能发生。于

是他对三向度畅体验模型提出修正，添加了冷漠(Apathy)状态。冷漠产生于挑

战与技巧均低于平均值时。

(3)八向度畅体验模型(Eight Channel Flow Model)

转引自卢艳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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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mini&Carli(1988)1在四向度畅体验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八向度

畅体验模型。他们在技巧和挑战的中间程度上添加了四个向度，分别是激励

(Arousal)，发生于高度挑战和中度技巧的’隋况下；松懈(Relaxation)发生于

低度挑战和中度技巧的情况下；控制(Contr01)发生于中度挑战和高度技巧的情

况下；担忧(Worry)发生于中度挑战和低度技巧的情况下。而畅体验仅发生于

高的技巧与高的挑战平衡时。

图2 7原始畅体验渠道模型

(Csikszentmihalyi，1975)1

高

低

焦虑 畅

r
无聊

高

低

低 技巧 高 低 技巧 高

图2．8四向度畅体验模型

(Massimirfi，1988)‘

2。4，3网络环境下畅体验的相关研究

图2．9八向度畅体验模型

(Massimini＆Carti，1988)：

本节对网络环境下畅体验的相关研究的回顾，最主要的目的是找出网络环

境下畅体验的影响因素。

1．Skadberg＆Kimmel的研究

Skadberg＆Kimmel(2004)针对某一特定的旅游网站，研究了浏览者浏览

时的畅体验以及畅体验的前因(畅前因)和畅体验的后果(畅后果)(图2．10)。

在理论模型中，网站内容、网站设计、网站外观和浏览者个体差异等被认为是畅

前因，它们影响浏览者经历畅体验；个人的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代表

着浏览者技能，网站的信息代表着浏览者面临的挑战，吸引力(Attractiveness)

指网站表现力的丰富度和表现力的质量，互动性(Interacfivity)指网站对浏览者

操作的响应。经实证发现网站吸引力和互动性是畅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吸引

力的影响作用大于互动性的影响作用；网站浏览者经历的畅体验以乐趣、时间扭

曲感和遥现(Telepresence)感等为特征；畅体验能够增强网民浏览网站的行为。

转引自卢艳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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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k． 《谕 r蒜鬲、)——r 、——————／＼、；=／／‘∈参 、愈／／

|桶@咬■ ／ } ＼、一—／先⋯愀蛳知．箩鸱⋯@ 畅体验 畅后果

图2．10旅游网站湔览者畅体验模型

资料来源：Skadberg＆K．immel(2004)

2．Hoffman&Novak的研究

网络环境下，测览者经历畅体验时具有如下特征：l>与电脑互动良好，非

常紧凑，没有间隙：2)内在享受；3)自我意识迷失；4)自我增强(Hoffman＆

Novak，1996)。Hoffman＆Novak(1996)提出了超媒体环境下网络使用者的

畅体验理论模型(图2．11)。该理论模型认为挑战、技巧、全神贯注和遥现是影

响网络浏览者畅体验的主要因素。其中，遥现受网站的生动性(Vividness)和互

动性影响；全神贯注除受网站的生动性和互动性影响外，还受涉入(Involvement)

影响。涉入不仅与浏览者自身内在动机、自信心有关，还与浏览行为是目标导向

的浏览或是体验性的浏览有关。提升学习、探索性行为以及其他一些积极的主观

体验被认为是畅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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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超媒体环境下网络使用者畅体验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Hoffman＆Novak(1996)，有修改

Hoffman，Novak&Yung(2000)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发现重要性(Importance)

直接影响使用者的全神贯注、挑战／控制和技巧／激励，互动速度影响用户的挑战

性，全神贯注影响遥现，但互动性不影响遥现，遥现和时间扭曲感直接导致使用

者的探索性行为。简言之，技巧／控制、挑战微励和全神贯注是网络使用者经历
畅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网站的互动速度以及重要性(涉入)又是这些影响因

素的影响因素。图2．12是修正后的模型。

图2．12修正后的超媒体环境下网络使用者畅体验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Novak，Hoffman＆Yu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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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ohnson＆Wiles的研究

Johason＆Wiles(2003)从人机互动(HCI)的角度分析了视频游戏玩家畅

体验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1)屏幕信息量过大易造成玩家分心，不利于

玩家经历畅体验；2)玩家不花精力就能记住或找到操作命令时，有利于玩家经

历畅体验：3)操作难度太大，玩家会觉得游戏不易控制而产生沮丧：操作难度

太小时，玩家会觉得游戏枯燥，操作难度太大或太小都不利于玩家经历畅体验；

4)当系统反应慢造成玩家被迫等待时，玩家会感到沮丧，不利于玩家经历畅体

验；5)当视频游戏缺乏在线帮助造成玩家被迫寻找其他帮助途径时，不利于玩

家经历畅体验；6)当游戏结束重新开局的链接失败时．不利于玩家经历畅体验。

7)当过渡强调界面吸引力影响界面菜单功能时，玩家操作对会受挫，不利于玩

家经历畅体验。

4．Finnerall＆Zhang的研究

Finneran＆Zhang(2003)提出了互联网使用者畅体验的PAT前因模型(图

2．13)。该模型认为，人(Person)、工具(Artefact)和任务(Task)三个要素

及它们的交互作用是互联网使用者畅体验的影响因素。其中，人的要素分为个体

特征与个体状态。在回顾了有关原始的畅理论和现有的计算机媒介环境下的畅理

论后，提出了如下研究假说：1)自我中心性(Autotelic)、探索性(Exploratory)、

娱乐性(Playfulness)和吸收性(Absorption)越显著的个体越有可能经历畅；2)

当个体所处的状态越有助于其吸收、时间扭曲及自我意识迷失时，个体就越有可

能经历畅：3)工具越具备“遥现”特征的，如互动速度快、生动等，个体就越

有可能经历畅：4)在任务复杂性适度的前提下，若任务越具有目的性、自主性

和变化性，则个体就越可能经历畅；5)任务与工具匹配性愈强，个体愈可能经

历畅；6)任务目标明确、回馈即时、挑战与技巧平衡，个体对任务有控制感时，

个体经历畅的可能性较大；7)对于复杂的任务，个体知觉到工具容易使用时，

则容易经历畅；丽对于简单的任务，个体知觉到工具具有挑战性时则容易经历畅。

在人、工具和任务三个独立因素中，作者充分肯定工具的作用，认为原始的畅体

验与超媒体环境下的畅体验的主要不同应该从工具的特性上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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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3互联网使用者畅体验的PAT前因模型

资料来源：Firmeran＆Zhang(2003)

从上述研究可知，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工具(网站，游戏软件)自身的性

能会影响使用者的畅体验：笔者由此认为，博客自身的性能(质量)会影响博客

用户写作时的畅体验。

2。4．4畅体验与技术接受模型的整合研究

Koufairs(2002)在研究消费者网络购买行为时，整合了畅理论和技术接受

模型，提出了研究框架(图2．14)。在该理论模型中，产品涉入、web技巧、增

值搜索机制和挑战等影响消费者畅体验(知觉控制、购物乐趣和全神贯注)，畅

体验影响非计划购买行为，畅体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影响消费者的重复

购买意愿。经实证发现产品涉入、web技巧、增值搜索机制和挑战对购物乐趣有

显著影响，产品涉入、Web技巧和挑战对全神贯注有显著影响，购物乐趣和感知

有用性对重复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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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网络消费者的在线购买行为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Koufairs(2002)

卢艳峰(2005)在研究虚拟社区对消费者网络购物行为的影响时，将畅体验

作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一个知觉变量，实证结果发现畅体验显著影响社区网站购

物态度，进而影响其在社区网站的购物意向。

从上述的研究中可知，畅体验与技术接受模型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都

会对用户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产生影响。Chert，Wigand＆Nilan(1999)研究

发现，网络使用者在信息搜寻、网络阅读和书写时容易经历畅体验，笔者在对博

客用户非正式访谈时听到过类似畅体验的描述

2．5电脑自我效能

电脑自我效能是个人对其使用电脑能力的判断，代表个体对自身使用电脑
进行某种具体工作或完成某种任务的能力评估，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

(Compeau＆Higgins，1995)。在有关信息技术的研究中，诸多学者都选取了
电脑自我效能作为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来研究信息技术的接受问题(Davis＆
Venkatesh，1996；Levine，1997；Fenech，1998：陈咏成，2003；陈欣宜，2003)。

基于此，再结合博客写作亲身体验和对博客用户非正式访谈获得的信息，笔者
欲选取电脑自我效能作为博客用户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构面。下面是对电脑自
我效能文献的回顾。

2．5．1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源于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Bandura(1977)将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人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组织并

实行一连串动作来达到特定目标的判断。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对其本身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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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去执行一项特定任务的信念。

自我效能有四种来源(Bandura，1982)：1)过去的成就与表现(Performance

Attainment)。这是自我效能最有影响力的来源。过去成功和优秀的经历有助于

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过去的失败和较差表现则对自我效能有负面的影响；2)

替代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我们不可能经历每件事情，但我们会观察他

人经历的成功或失败的事情，通过观察思考，会影响自我效能；3)言语说服

(Verbal Persuasion)。他人的鼓励、劝告、建议以及自我的语言说服能够让个

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或忘记以往失败的经验从而提升自我效能；4)生理

状态(Physiological States)。生理状态会影响个人的自我效能。当个人处于压力

或紧张情况时，可能会产生焦虑，这会影响到自我效能。生理的因素如疼痛也会

影响～个人的自我效能。

陌聂丽广百磊：F]I过去成就与表现{ 行为选择

品鹾叵[翌匝堕亟囝
图2．15自我效能模式

资料来源：Bandura(1982)

自我效能会对个体产生如下影响(Bandura，1977)：1)行为选择(Choice

Behavior)。面对一个问题或情况时，过去成就与表现、替代经验、言语说服或

生理情况产生的自我效能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2)努力程度与坚持(Effort

Expenditure and Persistence)。正面的自我效能越强烈的个体越愿意投入较多的

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而自我效能感比较弱的人很容易放弃自认为能力不及的事

情：3)思考型态和情绪反应(ThoughtPatterns andEmotionalReacdons)。自我

效能会影响到个体思考型态和情绪反应。当个体判断自己不能对付环境时，自我

效能感弱的人将注意力放在个人缺陷或潜在困难上，从而产生压力，导致失败；

而自我效能感强的人则会把注意力放在所面临的困难上，试图通过自身努力来改

变现状。自我效能弱的人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不够，而自我效能强的人则会将失败

归因于努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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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电脑自我效能

近年来，学者们以Bandum的自我效能理论作为基础，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

自我效能理论。其中，电脑自我效能(Computer Serf-efficacy)就是这些自我效

能中的一种。

Compeau＆Higgins(1995)将电脑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人对其使用电脑能力

的判断。Olivier＆Shapiro(1993)指出电脑自我效能是一个人对其能否运用电

脑完成特定任务的信心。Torkzadeh＆Kouferos(1994)认为电脑自我效能是在

与电脑相关的不同情景中，个人所知觉的用电脑完成工作的能力。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电脑自我效能强调的是个体知觉的自我使用电脑完成

工作的能力，丽并非个体的实际电脑操作技能。

电脑自我效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Compeau＆Higgins，1995)：1)

电脑自我效能强度(Magnitude)。它反映在个体利用电脑执行工作时所需的帮

助程度上。如果个人有较强的电脑自我效能强度，则可在较少的帮助下完成工作：

反之，则需较多的帮助才能完成工作；z)电脑自我效能力量(Strength)。当一

个入宅脑自我效能力量很高鲍对侯，她会觉得有毖力去执行困难的工作，两显可

以成功完成：3)电脑自我效能一般化程度(Generalization)。如果个人有高的

电脑自我效能一般化能力，则可预期他会使用不同的电脑软硬件或系统来完成工

作；反之，可能就限制在只会使用某几种软硬件。

2，5，3电整自我效能作为技术接受揍型外部变量的研究

Davis(1989)认为自我效能与感知易用性是个相似的概念。Delcourt＆Kinzie

(1993)认为自我效能可以反映电脑使用行为。Levine(1997)指出电脑自我效

能不仅与个人未来的信息技术使用情况有关，也会影响个人当下是否深入了解和

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Davis＆Venkalesh(1996)将电脑自我效能作为TAM外部

变量，研究结果证明电脑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Fenech(199S，

应用TAM来预测人们对因特网的接受度，发现须再加上另一个行为构面，即电

脑自我效能会有更适当的预测结果。陈咏成(2003)在探讨使用者自建系统接受

度时将电脑自我效能作为TAMP]"部变量，最后证实了电脑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

性有正向作用。Compeau＆mgg吣(1995)，在研究EUC时发现电脑自我效能

与感知有用缝芷岛穗关。胨砍宜(勰∞)逶过实迁证职了电脑鲁鼗效能影赡用户

对网络书店个人化服务的感知有用性。

博客写作作为一种电脑使用行为，博客用户必然会对自己使用博客的能力有

一种主观判断，即电脑自我效能。这种电脑自我效能可能会影响博客用户对博客

使用难易和有用与否的感知，即可能会影响对博客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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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主观规范

人具有社会属性，个人无时无刻都受到他人的影响。理性行为理论(TRA)
(Ajzen&Fishbein，1975)，计划行为理论(PBC) (Ajzen，1985)和技术接受模
型2(TAM2)(Venkatesh＆Davis，2000)都把主观规范作为社会影响因素。基于
此，再结合对薅客用户非正式访谈获得的信息，笔者欲选取主观规范作为博客
用户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构面。下面是对主观规范文献的回顾。

2．6．1主观规范的定义和影响力来源

Ajzen&Fishbein(1980)认为主观规范指个人对于是否进行某行为的社会压

力的认知。主观规范由特定的重要参考对象的信念及个入去顺从每一重要参考对

象的动机来决定，即由规范信念和顺从动机的交互作用决定。

社会环境变化导致了主观规范影响力来源不断扩大。Ajzen(1991)认为主

观规范来自重要他人(Important Others)如朋友、家人、同事和上级等的态度，

Bhattacherjee(2000)认为主观规范不仅来自个人人际(Interpersonal)方面如朋

友、家人、同事、上级以及认识的专家的影响，也来自外部因素(External)如

大众媒体、专家意见以及其它非个人的信息的影响。Hsu&Chiu(2004)指出在

互联网环境下，主观规范的影响力来源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外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和个人人际影响(Interpersonal Influence)。

博客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博客用户的主观规范来源不仅来自于个

人人际方面的影响，如朋友的支持和同事的赞许等，也会来自外部的影响，如大

众对博客现象的讨论和其他网民对博客的态度。

2．6．2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向的影响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主观规范影响行为意向(Ajzen＆Fishbein，1975)：技术

接受模型2(TAM2)认为当个体被强制要求使用系统的情况下，主观规范影响

使用意向(Venkatesh&Davis，2000)。技术接受模型2认为主观规范影响感知

有用性，影响机理如下：通过内在化和认同(Intern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机制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和通过形象(Image)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内在化和

认同机制指如果他人使用对他人有用，那么自己使用也会对自己有用；形象机制

指使用某信息工具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和立场观点，因而会感到有用

(Venkatesh＆Davis，2000)。

笔者认为，博客写作行为是用户自愿行为，主观规范不会直接影响写作意向，

但主观规范会透过感知有用性来间接影响博客写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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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3．1研究构思和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对博客用

户博客写作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方式。而Davis，Bagozzi＆Warshaw(1989)认为

技术接受模型是个体认知信念、态度和意向与个体差异、情境、和可控行为等外

部变量的联系桥梁；而由上章的文献探讨可知，网民在网络书写时会经历畅体验，

畅体验会受到个体内在条件及外在条件的影响，畅体验会对个体的行为意向产生

影响。因此，笔者以技术接受模型作为理论基础，结合畅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

究模型(图3．1)。

一————’1————。。——。。一————。。⋯
博客质量

图3．1本研究模型1

对于博客质量，笔者在博客写作亲身体验和对博客用户非正式访谈的基础

上，结合系统质量的有关文献，提出了可靠性、互动性、技术兼容性、界面自

定义和编辑性等五个构面来衡量博客质量；对于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

1

1)Venkatesh＆Davis(2000)提出并实证的技术接受模型2(TAId2)省略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使用态

度变量，本研究也省略了该变量；2)使用意向是对未来使用行为的一种预测，理论上应该用未来使用行
为来检验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但现有的技术接受模型研究大都以过去的使用行为代替未
来的使用行为。笔者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有：a．人类的行为具有稳定性，过去的行为是未来行为的最好预
测：b．研究经费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当调查未来的使用行为时，须对同一调查对象进行二次调查，这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经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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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笔者参照了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等相关文献．

并结合对博客用户非正式访谈获得的信息，选取了电脑自我效能1作为重要的博

客用户个体差异因素、主观规范作为有代表性的社会影响因素。

表3．1本研究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变量 定义 参考来源

Goodhue＆Thompson

i可靠性 博客功能稳定、运行正常和操作可靠的程度。 【1995)．Wixom＆Todd；

【2005)，徐椿辉(1996)

互动性 操作时博客界面和用户互动性能的优劣程度。 蔡淑如(2000)

使用博客需要的电脑技能和大众化软件(如
Premkumar(2003)，

1技术兼容性 0mcE．Email等)操作的技能相似或相一致
的程度。

Rogers(1995)

网站允许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能自由修改博客界
界面自定义

面来展现用户个性。

阿站允许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能自由编辑文字、
编辑性

链接、影音和图片等来写作表达。

社会对于博客用户博客写作与否所给予的压 Ajzen＆Fishbein(1980)，
主观规范

力。 HSU＆Chiu(2004)

电脑自我效能 博客用户对自己使用博客能力的判断。 Compeau＆Higgins【1995)

游客用户博客写阼时所获得的一种专心致志、 Chen＆Ni趣n<t999)。

畅体验
浑然忘我和时间扭曲的内在愉悦体验。 卢艳峰(2005)

感知易用性 博客用户感到博客容易使用。
Davis(1989)，

博客用户感到用博客有助于写作表达(表达更
感知有用性 冯炫竣(2000)

加方便、更加高效、表达质量提高等)。

障客写作惹肉 潜客用户待续博客写作懿主双意愿； Venkatesh＆￡垃v，s(2000)

博客用户通过撰写或转载文字、影音和图片对
博客写作行为

博客进行更新的行为。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1从字面上讲，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应该作为控制变量，但Venkatezh(2000)在关于惑知易用
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把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教能作为前困变量t Hong，Thqng&Wong efal(2001)在数

字图书馆接受的研究中，也把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作为前因变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里的个
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包含个体对研究对象(如数字图书馆)的认知，是个体和研究对象交互作用的结
果，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体差异，故本研究将博客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作为前因变量而不是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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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模型总共十二个变量，可分为三大部分：初始变量，中间变量和结果

变量。初始变量总计七个变量，包括五个博客质量变量、一个用户个体差异变量

和一个社会影响变量；中间变量包括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三个知觉

变量；结果变量包括博客写作意向和写作行为两个变量。

该研究模型中，博客质量的五个变量界面自定义和编辑性两个变量的定义主

要是依据博客自身特点提出的，其他各变量都在参考了相关文献类似变量定义的

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修改而成的。各变量的定义见表3．1。

本文研究博客用户(写博客的人)写作行为的影响因素，故在定义有关变量

时侧重于博客写作方面的因素，忽略了博客阅读方面的因素。

3．2研究问题与假设

问题一：博客质量与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的关系如何?

假设Hla：博客的可靠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假设Hlb：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假设Hlc：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假设Hld：博客的界面自定义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假设Hle：博客的编辑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问题二：博客质量与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的关系如何?

假设H2a：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

假设H2b：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

问题三：博客质量与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关系如何?

假设H3a：博客的可靠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

假设H3b：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

假设H3c：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

假设H3d：博客的界面自定义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

假设H3e：博客的编辑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

问题四：博客用户主观规范、电脑自我效能与其感知有用性的关系如何?

假设H4a：博客用户主观规范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假设H4b：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问题五：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与其感知易用性关系如何?

假设H5：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易用性。

问题六：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与其畅体验的关系如何?

假设H6：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畅体验。

问题七：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与其写作意向的关系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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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H7a：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

假设H7b：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

假设H7c：博客用户的畅体验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

问题八：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与其感知有用性的关系如何?

假设H8：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问题九：博客用户的写作意向与其写作行为关系如何?

假设H9：博客用户的写作意向会正向影响其写作行为。

3．3调研设计

3．3．1研究范围的界定

目前，有一些计算机技术娴熟的人，不满足于博客运营商提供的博客服务，

他们自己编写代码，建构自己的博客，这部分博客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

研究的是托管博客，即由博客运营商提供的、大多数博客用户使用的博客。

3．3．2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文的研究问卷(参见附录：调查问卷)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调查博客用户人口统计特征及博客使用背景和写作行为，包括

博客用户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博客年龄(首次注册博客到现在的时间)、

经常使用的博客的服务商名称和博客用户写作频率六个问项。

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要求调查对象依据经常使用的博客的情况做答，测

量量表采用利克特量表的7分制方法，来表示调查对象对问项中描述内容的同意

程度，从l至07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同

意、完全同意。第二部分又可分为两小部分。其中，第-d,部分的14道题目主要

测量博客用户感知的博客质量水平；第--+部分的18道题目测量用户个体差异一

电脑自我效能、社会影响一主观规范、对博客的功能性认知一感知有用性和感知

易用性、写作时的心理体验一畅体验、博客用户的写作意向。

问卷第一部分的博客年龄问项，采用了<2005年中国博客用户调研报告》的

分类方法；经常使用的博客的服务商问项包括了<2005年中国博客用户调研报告》

公布的用户最多的十大服务商，又考虑到新浪的后起之秀，加入了新浪博客；关

于博客写作频率问项的设计，则参考了((2005年中国博客用户调研报告》的调研

结果，做了适当修改。

问卷第一部分的博客写作频率问项是对写作行为的测量，指在一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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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用户写作博客的篇数，包括原创、转载和利用Trackback对其他溥客的评论。

当然，除了写作频率外，写作时间、写作内容等也是写作行为的构面，但写作时

间、写作内容无法测量，故写作行为的衡量只考虑了写作频率。

在设计问卷第二部分的问项(表3．2)时，参考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问卷，并

结合博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修改，努力使闯项说法简洁、通俗、易懂、没有歧

义。界面自定义和编辑性两个变量的6个问项是笔者设计的。

问卷初稿在浙江大学缥缈水云间博客空间版和身边的博客用户进行了试

调，收到了32份问卷。笔者对这32份问卷用SPSSl3．0进行了效度和信度分析，

分析结果相对比较理想。在此过程中，笔者听取了身边博客用户的建议，以及

博客空间版热心校友的Email建议，对问卷中一些含义模糊和过于专业的表述

进行了调整。经修改和调整之后，问卷才开始正式发放。

表3．2本研究变量的操作化测量

变量 测量项对应问卷题号 参考来源

Goodhue＆Thompson(】995)，Wixom＆Todd’
可靠性 2，1．I，2，1．2，2．{．3

(2005)．杨舜臣(1999)

l互动性 2．1．4，2．1．5 蔡淑如(2000)，李美慧(200I)

技术兼容性 2．1．6，2．1．7，2．1．8 Chau＆Hu(2002)，Wu＆Wang(2005)

界面自定义 2．1．9，2．1．10，2．1．“

编辑性 2．1．】2，2．1．13，2．1 14

Venkatesh＆Davh(2000)，赖蕙君(2000)，
主观规范 2．2，l，2．2．2，2．2．3

苏伯方(2004)

电脑自我效能 2．2．4，2．2．5，2．2．6 Compeau＆I-Iiggms(1995)，陈欣宜(2003)：

感知有用性 2．2．7，2．2．8，2．2．9 Davis(1989)

感知易用性 2．2．10，2．2．11，2．2．12 Davis(1989)

Chen，Wigand＆Ni／an(1999)，卢艳峰(2005)，
i畅体验 2 2．13，2．2．14，2．2．15

杨佩茹(2003)

博客写作意向 2 2．16。 2．2．17， 2．2．18 McKnight＆Chen，any(1996)，刘志锋(2005)

博客写作行为 1．1．6 艾瑞市场咨询(2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3调查对象的界定

本文从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三方面来分析博客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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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由于单纯的博客读者(只看过博客的人)没有博客写作经历，对问

卷中的某些问项无法回答，因而不属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本研究将调查对象

界定为博客用户(写作过博客的人)。

3．3．4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仅有14．2％的网民视

博客为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在现实中，这14．2％的潜在调查对象过于分散，

基本无处可寻，这给问卷发放到来了不小难度。于是，问卷调研除通过电子邮

件发给熟悉的同学朋友帮忙外，笔者还采取了以下两种方法：1)在博客用户较

多的浙江大学缥缈水云间博客空间版和天涯博客论坛站内发短消息索要对方的

电子邮件来发放问卷(为方便调查，在浙江大学校内开设了FTP供缥缈水云间

博客空间版的校友下载和上传问卷)；2)通过搜索引擎随机搜索博客，阅读博

客上的文章，并留言给博客用户，请求他们填写问卷。

3．4数据统计方法

对于回收的样本，笔者采用SPSSl3．0软件，做下述统计分析：

(1)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对于调查问卷中描述相同指标的问

题，只有当它们的答案相同或是相近时，其度量才是可靠的。一般采用

Cronbach’S 0【值来确定指标的信度。当信度系数Ⅱ大于O．7时，认为可靠度较强，

可作进一步分析；在O．5和O．7之间，认为可靠性一般，可作进一步分析；小于

0．5时，可靠性较差。本文研究模型中的变量都要进行信度分析。

(2)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主要是研究相关的一组指标中提取公

共因子和确定因子个数的一种统计方法。在做因子分析的时候要先确定各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做KMO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来确定数据是否适宜做因

子分析。当KMO在0．9以上时，非常适合；0．8～O．9，很适合；0．7～O．8，适

合；0．6～O．7，不太适合：O．5～0．6，很勉强；0．5以下，不适合。由于本文中所

含的指标比较多，本文先把各指标用提出的公共因子来表现，然后在做相关分

析的时候，主要是分析这些公共因子间的相关性。

(3)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主要是研究变量之间密切程度的
一种统计方法，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s)则是描述这种线性关系程

度和方向的统计量，通常都是用系统默认的Pearson系数。本文的相关性分析

主要包括博客质量、博客用户个体差异、社会影响各个变量与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和畅体验的相关关系，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畅体验与博客写作

意向的相关关系，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相关关系，博客用户写作意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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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行为的相关关系。

(4)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RegressionAnalysis)。这种分析是多个自变

量的最优组合建立回归方程来预测因变量的相关联程度分析，因为相关分析并

不能确定这些不同的程度，因此，要通过判断哪些因素是导致因变量变化的解

释变量，以及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向。本研究中，博客用户对博客的功能认

知一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写作时的心理体验一畅体验，既是博客质量、
博客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等构面的因变量，又是博客用户写作意向的自变

量，因此要把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分别当作自变量和因变量来做

回归分析。此外需要做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回归分析、博客用户写作意

向对写作行为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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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

4．1样本构成统计

本研究共回收259份问卷，其中无效问卷(填写不完整的、填写明显不认

真的和非托管博客用户的)66份，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为74．5％。

调查样本人口统计特征表4．1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人数(103)稍高于

女性人数(90)，占总人数比例的53．4％。在年龄方面，18～24岁的人数(95)

最多，占总人数比例的49．2％；其次为25～30岁的人数(48)，占总人数比例

的24．9％；18岁以下和30岁以上的人数相对较少，合计50人，占总人数比例

的25．9％。在学历方面，本科的人数(97)最多，占总人数比例的50．3％；其

次为研究生的人数(83)占总人数比例的29．7％；大专及以下的人数(46)占

总人数比例的23．8％。

表41调查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人口统计特征 分类 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男性 103 53 4％

性别
女性 90 46．6％

18岁以下 16 8．3％

18～24岁 95 49．2％

年龄
25～30岁 48 24 9％

30岁以上 34 17．6％

大专及以下 46 23．8％

学历 本科 97 50．3％

研究生 50 25．9％

调查对象的博客使用背景表4．2显示，在博客年龄(第一次注册博客距今

时间)方面，不满一个月的博客用户占14．5％，一个月到半年的博客用户占25．9

％，半年至一年的博客用户占25．4％，一至两年的博客用户占26．4％，两年以

上的博客用户占7．8％；而《搜狐rr第一届中文Blog大型摸底调查报告》显示

2005年8月份时，首次注册博客距今不满一个月的博客用户占9．08％，一个月

到半年的博客用户占27．43％，半年至一年的博客用户占30．85％，一至两年的

博客用户占25．30％，两年以上的博客用户占0．30％；可以看出在搜狐rr调查

半年后，博客用户群体在博客年龄的构成上基本无变化。在经常使用的博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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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方面，微软Space的用户人数(68)占样本构成的35．2％，其次是中国

博客网的用户人数(34)占样本构成的17．6％，新浪博客的用户人数(26)占

样本构成的13．5％，天涯博客的用户人数(25)占样本构成的13．O％，博客公

社、歪酷博客、中国教育人博客、斗牛士、和讯博客、博客动力和其它类型的

用户占调查样本的比例较小。

表4．2调查对象的博客使用背景

博客使用背景 分类 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不满一个月 28 14．5％

一个月到半年 50 25．9％

第一次注册博客距
半年至一年 49 25．4％

今时间
一至两年 5l 26 4％

两年以上 15 7．8％

中国博客网 34 17．6％

博客公社 12 6．3％

歪酷博客 8 4．1％

微软Space 68 35．2％

和讯博客 1 O．5％

经常使用的博客的
博客动力 1 0．5％

运营商
中国教育人博客 2 1．O％

天涯博客 25 ”．0％

斗牛士 2 1．O％

新浪博客 26 13 5％

其它 14 7_3％

4．2样本描述统计

表4．3是对本研究变量测量问项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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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研究变量问项结果描述统计表

变量 问项题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2．1．1 1．00 7．oo 5．228 1．513

可靠性 2．1．2 1．00 7．00 5．093 1．403

2．1．3 1．oo 7．Oo 5．196 1．374

2 1．4 l，00 7．00 5．088 1．265
互动性

2．1．5 I．00 7．00 5．036 1．200

2．1．6 1．00 7．00 5．129 1．365

技术兼容性 2．1．7 1．00 7．00 4．927 1．288

2．1．8 1．00 7．00 5．062 】．301

2．1 9 1 00 7．00 4906 1．29】

界面自定义 2．1．10 I oo 7．00 4 683 1．302

2．1．11 1．00 7．00 4．844 l-313

2．1 12 1．OO 7．oo 5．196 1．451

编辑性 2．1．13 1．00 7．oo 5 046 1．462

2．1 14 1．00 7．00 5．129 1．421

2．2．1 2．oo 7．00 5．253 1．187

主观规范 2．2．2 2．oo 7．00 5．647 1．145

2．2_3 3．00 7．oo 5．683 1 167

2．2．4 1．00 7．00 5 683 1．274

电脑自我效
2．2．5 1．00 7．00 5．575 1．426

能
2．2 6 1．00 7．00 5．585 1．370

2．2 7 1．00 7．00 5．584 1．133

感知有用性 2-2．8 1．00 7．oo 5．383 1．149

2．2．9 2．00 7．00 5．424 1．139

2．2．10 1．00 7．00 5，626 1．188

感知易用性 2．2．1l 1．00 7．oo 5．487 1．164

2．2．12 1．00 7．00 5，756 1．121

2．2．13 1．00 7，00 4．844 1．40l

畅体验 2．214 1．00 7．oo 4．481 1．418

2．2．15 1．00 7．00 4．476 1．458

2．216 1．00 7．00 5．445 1．236

博客写作意
2．2．17 1．00 7．oo 5．481 1．195

向
2．2．18 1．00 7．00 5．937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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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3中可以看出，在极值方面，各问项的最大值均是7；除主观规范的

三个问项和感知有用性的第三个问项的最小值是2或3外，其它各问项的最小

值都是1，这说明调查对象对各问项的回答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在均值方面，

各问项的均值均大于4，相对较高。在标准差方面，各问项的标准差值均大于

1．100，相对较高，这表明调查对象对各问项的回答有一定的分歧，这与本文的

研究目的是相符的，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写作行为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

其它问项，畅体验的三个问项均值较低，标准差较大。

博客用户写作频率表4．4显示，每周2～3篇的用户人数(64)最多，占总

人数比例的33．1％；每周1篇的用户人数(40)次之，占总人数比例的20．7％；

每月O～l篇的用户人数(37)也较多，占总人数比例的19．2％；每周6～7篇

和每天1篇以上的用户人数都为5个，总计占总人数比例的5．2％。

表4．4博客用户写作频率表

写作频率 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每月O～1篇 37 19．2％

半月1篇 2l 10．9％

每周1篇 40 20．7％

每周2～3篇 64 33．1％

每周4～5篇 21 10 9％

每周6～7篇 5 2．6％

每天I篇以上 5 2．6％

4．3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个良好的测量工具(量表)应具有足够的效度和信

度。信度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效度指测量结果能够真正反映调研人

员所要了解的对象特征的程度，也就是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4．3．1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s ot信度系数来研究问卷各部分的信度及问卷整体的信

度，Cronbach’s Q信度系数值越大，表示信度越高，信度分析结果见表4．5。

从表4．5可以看出，本研究问卷的整体Ⅱ信度系数为0．903，超过Peterson

(1994)所建议的0．70的标准，这说明问卷的整体具有可靠的信度；各变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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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项的旺信度系数在O．90以上，超过O．70，这说明问卷各变量的测量项可靠性

较好，属于很可信范围；并且各测量项的ITC(Item—Total Correlation)值都在

0．5以上，没有项目需要删除。因此，本研究的问卷在信度方面的评估达到公认

的标准，可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表4．5问卷信度分析表

item-Total Alpha if Item CI信度系；
变量 测量项数 问项题号

Correlation Deleted 数

2．1．1 ．909 ．941

可靠性 3 2．1．2 ，922 ．929 ．958

2．113 ．905 ．943

2 1 4 ．827
互动性 2 ．905

2．1．5 ．827

2 l 6 878 ．891

技术兼容性 3 2．J．7 853 ．911 933

／
2．1 8 858 ．907

2．1 9 ．905 ．926

界面自定义 3 2．1．10 ．898 932 ．952

21．11 ．896 ．933

2．1．12 ．937 ．955

编辑性 3 2．1．13 ．942 ．95I ．970

2．1．14 ．928 ．961

22．1 ．856 ．922

主观规范 3 2．2|2 ．876 +906 ．938

2．2．3 ．882 ．901

2．2．4 ．906 ．947

电脑自我效
3 2．2．5 ．922 ．934 ．959

能
2．2．6 ．916 ，937

2．2．7 ．865 ．941

感知有用性 3 2．2．8 ．915 ．903 ．947

2．2．9 ，888 ．924

研究问卷整体a信度系数：．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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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5问卷信度分析表

Item-Total Alpha if Item o信度系
变量 测量项数 问项题号

CorreIation Deleted 数

2-2．10 ．873 ．906

：感知易用性 3 2．2．11 ．887 ．895 ．937

2．2．12 ．850 ．924

2．2．13 ．885 ．932

畅体验 3 2_2．14 ．917 ．908 ．949

2．2．15 ．879 ．937

2．2．16 ．857 885

博客写作意
3 2．2．17 ．862 ．880 ．925

向
2．2．18 ．826 ．909

研究问卷整体q信度系数：．903

注： “一”表示该项目只有一个问项，不存在Cronbach’s Q值。

4．3．2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做问卷的效度分析。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

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因子的旋转方式利用直交旋转即方差最大旋转方式，并

将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提取的标准。本研究因子分析结果见表4．6。

表4．6问卷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项 因子特征 ％of Cumulative

变量 问项题号 因子荷重
数 值 variance ％

21．13 945

编辑性 3 2．1．12 ．945 8．35 8．969 8．969

2．1．14 ．936

2．1．2 ．960

可靠性 3 2．1．1 ．941 3．78 8．863 17．832

2．1．3 ．939

KMO：．787。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卡方值=6704．424，显著水平=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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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6问卷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项 因子特征 ％of Cumulative-
变量 问项题号 因子荷重

数 值 Variance ％

2．2．5 ．940

电脑自我效能 3 2．2．6 ．936 2．88 8，850 26．682

2．2．4 ．936

2 1．9 ．930

界面自定义 3 2．1．10 ．923 2．69 8．702 35．384

2．1．11 ．913

2．2．14 ．902

畅体验 3 2．2．13 ．895 239 8．672 44．056

2 2．15 ．885

2．1．8 ．918

技术兼容性 3 2，1 6 ，908 2．04 8．66l 52．717

2．】．7 ．895

2．2 2 ．921

主观规范 3 2．2 3 ．914 1．92 8．523 61．239

2．2．1 ．871

2．2．11 ，920

感知易用性 3 2．2．10 ．909 1．65 8，466 69 705

2．2．12 ．880

2．2．18 ．890

博客写作意向 3 2．2．17 ．874 1．49 8．378 78．083

2．2．16 ．848

2．2．8 ．886

感知有用性 3 2-2．9 876 1．13 8，122 86．206

2．2．7 ．818

2．1．4 ．883
互动性 2 1．01 5．381 91．587

2．1．5 ．868

KMO=．787，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卡方值=6704．424，显著水平=．000

从表4．6可以看出，该问卷整体的KMO值为O．787，大于O．70；同时，巴

特莱特球体检验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O．01，这说明数据是适合做

因子分析的。因子分析的结果提出了11个因子，这和研究构思是一致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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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上有些变动：从Cumulative列的晟后一个数字可知，提出的11个因子的

特征根解释了总体方差的91．587％。从整体上讲，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满意的。

4．4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种常见的用于研究变量之间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主要通过

相关系数来进行描述。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

4．4．1博客质量与中间变量的相关分析

博客质量的五个变量与三个中闻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的

相关关系，见表4．7。

表4．7博客质量与中间变量的相关关系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畅体验

可靠性 ．068。 N ．165。

互动性 ．122一 ．156‘ ．196“

技术兼容性 ．15i‘ ．1754 ．154+

界面自定义 ．220++ N ．245‘+

编辑性 ．211
4+

N ．140一

注：一表示相关关系不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t+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假设检验：N表示未作相关关系假设。

从表4．7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与博客用

户的感知有用性正向相关，博客的互动性、技术兼容性与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

性正向相关，博客的可靠性、技术兼容性与博客用户的畅体验正向相关：在O．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博客的界面自定义、编辑性与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正向相

关，博客的互动性、界面自定义与博客用户的畅体验正向相关；博客的可靠性、

互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相关关系以及编辑性与畅体验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假设Hla：博客的可靠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不成立；

假设Hlb：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不成立；

假设Hlc=博窖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成立；

假设Hld：博客的界面自定义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成立；

假设Hle：博客的编辑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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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H2a：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成立；

假设H2b：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成立；

假设H3a：博客的可靠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成立；

假设H3b：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成立；

假设H3c：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成立

假设H3d：博客的界面自定义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成立

假设H3e：博客的编辑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博客写作时的畅体验不成立。

4．4．2电脑自我效熊、主观规范与中间变量的相关分析

博客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社会影响一主观规范与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4．8。

表4 8电脑自我效能、主观规范与中间变量的相关关系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畅体验

电脑鸯我效能 ．219‘‘ ．240‘‘ 179+

主观规范 ．386+’ N N

注：十表示在O 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假设检验；N表示未

作相关关系假设。

从表4．8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承平上，博客用户的电脑自我效能与

畅体验正向相关；在O．01的显著性水平上，博客用户的主观规范、电脑自我效

能与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正向相关，博客用户的电脑自我效能与博客用户的

感知易用性正向相关。

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假设H4a：博客用户主观规范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成立；

假设H4b：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成立；

假设H5：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易用性成立；

假设H6：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时的畅体验成立。

4．4．3中间变量与博客写作意向的相关分析

中间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畅体验与博客用户写作意向之间的相

关关系，见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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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畅体验与博客用户写作意向的相关关系

博客写作意向

感知有用性 ．437”

感知易用性 ．296+4

畅体验 ．4374’

注：女+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假设检验。

从表4．9可以看出，在O．01的显著性水平上，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畅体验与博客写作意向正向相关。

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假设H7a：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成立；

假设H7b：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成立：

假设H7c：博客用户的畅体验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成立。

4．4．4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相关分析

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相关关系，见表4．10。

表4．10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相关关系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499”

注：一表示在O．0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假设检验。

从表4．10可以看出，在O．01的显著性水平上，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与其

感知易用性正向相关。

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假设H8：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成立。

4．4．5博客写作意向与写作行为的相关分析

博客写作意向与博客写作行为的相关关系，见表4．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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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博客写作意向与写作行为的相关关系

博客写作行为
’1’—’’11。。。‘—’’’’1‘。‘。。—‘————————————————————————————————————————‘——————————．．．．—．。——．．．．————————————————————

博客写作意向 ．333”iii；；iiiii—-萱蕾iij皇；i鬲iiI-●-皇葺皇i置ii；l i暑ii暑ii●_‘；i
注；+t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假设检验。

从表4．11可以看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博客用户的博客写作意向与

其写作行为正向相关。

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假设H9：博客用户博客写作意向会正向影响其写作行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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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回归分析

如果说相关分析是判断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关系的紧密程度与方

向，回归分析则可进一步指出关系的方向，并进一步说明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

本部分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研究模型中的初始变量与中间变量、中

间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验证。

4．5．1博客质量对中间变量的回归分析

1．博客质量对感知有用性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12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6．O％：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每个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都

小于O．01，说明每个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都是显著的。

表4．12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 R删

1 ．220(a) ．049 044 ．97797920 9．744 ．002(a)

2 ．264(b) ．070 ．0∞ 96960274 7．1i4 00l(b)

a Predictors：(Coastant)，界面自定义

b Predictors：(Constant)，界面自定义，编辑性

c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有用性

同时，回籍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13显示，界匾自定义最先进入模型，

说明其偏回归变差(对感知有用性的贡献)最大；其后进入模型的是编辑性：

技术兼容性没有进入模型，说明它相对于以上两个质量构面对感知有用性的影

响程度要小。从所有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的t检验情况来看，所有的变量的系

数都在O．0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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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3)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1．83E_016 ．070 000 1，000

1 界面自
．220 O．71 ．220 3．212 ．002

定义

常数项 2．17E_016 ．070 ．000 1．000

界面自
2 ．168 ．074 ．168 2．261 ．025

定义

编辑性 ．154 ．074 ．154 2．007 ．039

a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有用性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感知有用性一O．168×界面自定义+O．154×编辑性

2．博客质量对感知易用性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14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2．6％o；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O．05，

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

表4．14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

复相关系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数R R-' R2删

1 ．175(a) ．031 ．026 0．9871338339 6．038 ．015(a)：

a Predictors：(Constant)，技术兼容性

b DependentVariable：感知易用性

表4．15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8)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1．61E．016 ．071 ．000 1 o()o

1 技术兼
．175 ．071 ．175 2．457 ．015

容性

a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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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15显示，技术兼容性进入了模型，

这说明其偏回归变差较大，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较显著。从模型的解释变量的t

检验情况来看，变量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感知易用性一O．175×技术兼容性

3．博客质量对畅体验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16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7．2％；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每个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都

小于O．01，说明每个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都是显著的。

表4．16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一 R2叫

1 ．245(a) ．060 ．055 ．97205319 】2．199 ．00l(a)

2 ．286(b) ．082 ．072 ．96318272 8．479 ．000(b)

aPredictors：(Constant)，界面自定义

bPredictors：(Constant)，界面自定义．互动性

c Dependen【Variable：畅体验

表4．17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8)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C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4．29E．017 ．070 ．000 1．000

l 界面自定
．245 ．070 ．245 3．493 ．001

口

常数项 一2．82E．017 ．069 ．000 1．000

界面自定
：2 ．213 ．071 ．213 3．002 ．003

义

互动性 ．151 ．071 ．15l 2．129 ．035

a Dependent Variable：畅体验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17显示，界面自定义最先进入模型，

说明其偏回归变差(对畅体验的贡献)较大；其后进入模型的是互动性：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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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客质量构面均没有进入模型，说明它们相对于以上两个质量构面对畅体验

的影响程度要小。从所有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的t检验情况来看，所有的变量

的系数都在O．0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O。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畅体验=O．213×界面自定义+O．151×互动性

4．5。2电脑自我效能、主观规范对中间变量的回归分析

1．电脑自我效能、主观规箍对感知有用性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18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16．0％；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每个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都

小于0．0l，说明每个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都是显著的。

表4．18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 R2删

．1 ．386(a) ．146 ．145 92479204 33．498 ．000(a)

2 ．41l(b) ．169 ．160 ．91625223 19．351 ．000(b)

a Predictors：(Constant)，主观规范

bPredictors：(Constant)，主观规范，电脑自我效能

c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有用性

表4．19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8)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8．35E．017 ．067 o()0 1．o()0

l

主观规范 ．386 ．067 ．386 5．788 ．000

常数项 1．10E．016 ．066 ．ooO 1．000

主观规范 ．356 ．068 ．356 5．271 000
2

电脑自我
．】45 ．068 ．j45 2．】39 ．034

效能

a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有用性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19显示，主观规范先进入模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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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偏回归变差(对感知有用性的贡献)较大；其后进入模型的是电脑自我效

能。从所有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的t检验情况来看，所有的变量的系数都在

0．0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感知有用性=O，356×主观规范+0．145×电脑自我效能

2．电脑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性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20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5．3％；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1，

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

表4 20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b)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一 R2删

1 ．240(a) ．058 053 ．97322799 11．709 ．ool(a)

a Predictors：(Constant)，电脑自我效能

b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易用性

表4．2l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8)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2．27E．016 ．070 ．000 1．000

l 电脑自我
．240 ．070 240 3．422 ．001

效能

aDependent"9ariable：感知易用性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21显示，电脑自我效能进入了模型，

这说明其偏回归变差较大，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较显著。从模型的解释变量的t

检验情况来看，变量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感知易用性=O。240×电脑自我效能

3．电脑自我效日皂对畅体验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22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2．7％；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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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

表4．22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b)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 R2叫

1 ．179(a) ．032 ．027 ．98639976 6．331 ．013(a)

aPredictors：(Constant)，电脑自我效能

b Dependent Variable：畅体验

表4．23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3)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2．08E．017 ．071 ．000 1．000

l 自我电脑
．179 ．071 ．179 2 516 ．013

效能

a Dependent Variable：畅体验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23显示，电脑自我效能进入了模型，

这说明其偏回归变差较大，对畅体验的影响较显著。从模型的解释变量的t检

验情况来看，变量的系数在O．0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畅体验一O．179x电脑自我效能

4．5．3中间变量对博客写作意向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24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26-3％；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每个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都

小于0．01，说明每个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都是显著的。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25显示，畅体验最先进入模型，说

明其偏回归变差(对博客写作意向的贡献)最大；其后进入模型的是感知有用

性；最后进入模型的是感知易用性，这说明所有的中间变量对博客写作意向的

影响作用都较大。从所有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的t检验情况来看，所有的变量

的系数都在O．0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博客写作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表4，24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d)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i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 R2adj

1 ．437(a) ．191 ．187 ．90158452 45．205 ．000(a)

2 ．507(b) ．257 ．249 ．86638973 32，892 ．000(b)；

3 ．524(c) ．274 ．263 ．85870979 23．793 ．000(c)

a Predictors：(Constant)，畅体验

b Predictors：(Constant)，畅体验，感知有用性

c Predictors： (Constant)，畅体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d Dependent Variable：博客写作意向

表4．25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8)

模型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项 2，45E．016 065 ，Ooo 1．000
：l

畅体验 ．437 ．065 ．437 6．723 ．000

常数项 l 868016 ．062 000 1．000

2 畅体验 ．294 072 ．294 4．112 000

感知有用性 ．294 ．072 ．294 4．103 Ooo

常数项 1．68E．O】6 ．062 ．000 1．000

畅体验 ．295 071 ．295 4．160 ．Ooo
3

感知有用性 ．235 ．076 ．235 3．081 ．002

感知易用性 ．143 ．068 143 2．101 ．037

aDependentVariable：博客写作意向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博客写作意向一0．295×畅体验+0．235×感知有用性+O．143×感知易用性

4。5．4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26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16．3％；从最后--YU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0．01，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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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b)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2 R2删

1 ．409(a) ．167 ．163 ．91499513 38．331 ．000(a)

a Predictors：(Constant)，感知易用性

b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有用性

表4．27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8)

模型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ca

常数项 1 02E．O】6 ．066 ．ooO 1．000

l 感知易用
．409 ．066 ．409 6，191 ooO

性

a Dependent Variable：感知有用性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27显示，感知易用性进入了模型，

这说明其偏回归变差较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较显著。从模型的解释变量的t

检验情况来看，变量的系数在0．0l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感知有用性一O．409×感知易用性

4．5．5博客写作意向对写作行为的回归分析

从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4．28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

总变异的10．6％；从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O．Ol，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

表4．28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和方差分析表(ANOVA6)

判定系数 调整判定系数
模型 复相关系数R 估计标准误差 F Sig．

R‘ R埘

I ．333(a) ．111 ．106 1 41639 23．857 ．000(a)

a Predictors：(Constant)，博客写作意向

b Dependent Variable：博客写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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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Coefficients3)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t Sig．

B 标准误差 Be诅

常数项 3．238 ．102 31．763 ．000

．1 博客写作
．499 ．102 ．333 4．884 ．ooO

意向

a Dependent Variable：博客写作行为

同时，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系数检验表4．29显示，博客写作意向进入了模型，

这说明其偏回归变差较大，对博客写作行为的影响较显著。从模型的解释变量

的t检验情况来看，变量的系数在O．Ol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博客写作行为一0．333×博客写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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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总结与实务营销建议

在上章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对实证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并对研究假设

做出修正：同时，在实证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要研究结论和实务营销

建议；此外，指明了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建议。

5．1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5。1．1初始变量与中间变量的关系总结

为了便于讨论分析，笔者将初始变量与中间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整理成了

表5．1。

表5．1初始变量与中间变量的关系描述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畅体验
变量

相关 回归 相关 回归 相关 回归

可靠性 × × N N ×

互动性 × × + × √

l技术兼容性 + X —L √ -ff ×

界面自定义 _---J-- √ N N √

编辑性 —L上 √ N N X ×

电脑自我效能 ++ √ ++ √ 上 √

主观规范 √ N N N N

注：“++”表示在O．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示在O．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示进入回归模型，“×”表示不相关或者没有进入回归模型，“N”表示未

作相关关系假设，下同。

1．感知有用性的影喃因素

由表5．1可以看出，技术兼容性、界面自定义和编辑性三个博客质量构面

与感知有用性正向相关；界面自定义和编辑性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它们较技

术兼容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作用要大；技术兼容性没有进入回归模型，说明

它通过其它的中间变量对感知有用性产生影响作用；可靠性、互动性与感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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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这一统计结果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的系统质量影响

系统有用性(感知系统有用性)(Delone&Mclean，1992；Sedden，1997)基

本一致。该统计结果也可从模型有关变量的定义解释：本研究的感知有用性侧

重用户对博客写作功能的感知，指博客用户感到用博客表达更加方便、表达更

加高效、表达质量提高等：技术兼容性侧重使用博客需要的电脑技能和先前的

大众化软件操作的技能相似或相一致的程度，相似或相一致的程度愈高，博客

的操作可行性就比较高，用户就会觉得博客有助于写作表达；界面自定义侧重

博客界面的个性化定制，个性化的博客界面能够衬托文章，有利于文章主旨表

达，这样用户就会觉得博客有助于写作表达；编辑性侧重博客编辑器功能的优

劣，优秀的编辑器有着丰富的表达手段，有助于高效地写作出富有表现力的文

章，这样用户就会觉得溥客有助于写作表达。可靠性三个问项的标准差较其它

博客质量构面问项的标准差大，但统计结果尚不支持其和感知有用性相关的假

设，原因可能在于问卷设计或者调查质量可能不太理想。至于互动性正向影响

博客用户感知有用性的假设，是因为笔者认为博客与用户互动时，博客界面的

信息会降低用户的记忆负担、减少错误操作，从而可提高用户的写作效率，但

统计结果不支持这一假设。

由表5．1可以看出，博客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社会影响一主观
规范与感知有用性正向相关，且都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它们对感知有用性的

影响作用较大。这说明社会大众对博客写作的态度对用户感知的博客有用性有

着较强的影响作用，也说明博客使用能力自信心对博客用户感知的博客有用性

有着较强的影响作用。

2．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因素

由表5．1可以看出，互动性、技术兼容性与感知易用性正向相关；技术兼

容性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其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作用较大；互动性没有进入

回归模型，说明它通过其它的中间变量对感知易用性产生影响作用。技术兼容

性影响感知易用性的结论与Chau&Hu(2002)在远距离医学(Telemedicine)

技术接受研究中发现的兼容性影响感知易用性的结论一致，只不过后者的兼容

性包括了组织兼容性和技术兼容性而已；问卷中互动性的问项含有系统在线帮

助的成份，可以解释互动性与感知易用性有正向相关关系的统计结果。

由表5．1可以看出，博客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与感知易用性正向

相关，且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其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作用较大。这说明博客

用户的博客使用能力自信心对其感知到的博客的使用难易有较大的影响。

3．畅体验的影响因素

由表5．1可以看出，可靠性、互动性、技术兼容性、界面自定义与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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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相关：互动性和界面自定义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它们较可靠性和技术兼

容性对畅体验的影响作用要大；可靠性和技术兼容性没有进入回归模型，说明

它通过其它的中间变量对畅体验产生影响作用。互动性和界面自定义对畅体验

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的结论与Skadberg＆Kimmel(2004)在对旅游网站的研

究中发现的网站吸引力和互动性是畅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结论一致，因为博

客的“界面自定义”侧重用户可对界面个性化定制，可把界面“打扮”地具有

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窖的“界面自定义”和旅游网站的“吸引力”是

个相似的概念。系统可靠性强，功能稳定、运行正常、操作可靠，就会增加用

户“控制”感，因而有利于畅体验发生；技术兼容性强，用户使用时就会觉得

博客容易操作，不需在“技巧”上花太多的精力，有利于用户“全神贯注”在

博客写作活动上，因而有利于畅体验发生。

由表5．1可以看出，博客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自我效能与畅体验正向相关，

且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其对畅体验的影响作用较大。这一研究结论与杨纯青

的研究结论相吻合，杨纯青(2004)认为自信心是畅体验的影响因素。两个结

论的区别在于：杨纯青的“自信心”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的的“自信心”特

指“博客用户对其使用博客进行写作能力的判断”而己。

5．1．2中间变量与博客写作意向的关系总结

由中间变量与博客写作意向的关系描述表5．2可知，感知有用性、感知易

用性、畅体验与博客写作意向正向相关，且它们都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它们

对博客写作意向的影响作用都较大。这再次验证了经典的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

性，同时也说明了畅体验对博客用户写作意向的重要影响作用。

表5．2中间变量与博客写作意向的关系描述

博客写作意向
变量

相关 回归

感知有用性 √

感知易用性 __·--JL- √

畅体验 √

5．1．3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关系总结

由感知易用-眭与感知有用性的关系描述表5．3可知，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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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正向相关，且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其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作用较大。这

说明博客用户认为博客越容易使用时，就会认为博客越有助于表达写作。

表5．3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关系描述

5．1．4博客写作意向和博客写作行为的关系总结

由博客写作意向与博客写作行为的关系描述表5．4可知，博客写作意囱与

博客写作行为(写作频率)正向相关，且进入了回归模型，说明其对博客写作

行为的影响作用较大。

表5．4博客写作意向与博客写作行为的关系描述

博客写作行为
变量

相关 回归

博客写作意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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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假设检验结果总结和研究模型修正

从上可以看出，统计结果基本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只有个别变量之间的关

系没有得到验证。表5．5是假设检验结果的汇总表，图5．1是对本文研究模型(图

3．I)的修正。

表5．5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内容 结果

H1a 博客的可靠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不成立

Hib 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不成立

Hlc 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成立

H1d 博客的界面自定义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成立

·H1e 博客的编辑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成立

：H2a 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 成立

H2b 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 成立

H3a 博客的可靠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畅体验。 成立

I-．13b 博客的互动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畅体验。 成立

H3c 博客的技术兼容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畅体验。 成立

H3d 博客的界面自定义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畅体验。 成立

H3e 博客的编辑性会正向影响其用户的畅体验。 不成立

H4a 博客用户主观规范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成立

H4b 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成立

H5 博客用户电脑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易用性。 成立

H6 博客用户电籀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其畅体验。 成立

}H7a 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 成立

H7b 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 成立

H7c 博客用户的畅体验会正向影响其写作意向。 成立

H8 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会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 成立

H9 博客用户的写作意向会正向影响其写作行为。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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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卜相关关系—————’．相关和回归关系

图5l修正后的研究模型

5．2主要研究结论与实务营销建议

5．2．1主要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一

博客写作意向对博客写作行为有预测作用。

有人认为博客写作如平常的日记写作一样，是一种习惯，意向对写作行为

的影响作用较弱。但本研究发现写作意向不仅与写作行为(写作频率)相关，而

且写作意向也进入了对写作行为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高达0．333。可见，博

客写作意向依然是博客写作行为有预测力的指标。

研究结论二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畅体验都对博客写作意向有重要影响作用，但

畅体验的影响作用更为强烈。

本研究通过三个中间变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畅体验来探讨博客质

量、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因素对博客写作行为的影响。通过对193份有效

问卷的分析，得到了回归方程：博客写作意向=O．295x畅体验+0．235×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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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性+O．143×感知易用性。由该方程知。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性、感

知有用性和畅体验都对博客写作意向有重要影响作用，但畅体验的影响作用更

为强烈，这说明博客写作本身更倾向于是一种心理体验。

研究结论三

博客质量、用户个体差异和社会影响各构面对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

畅体验的影响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由表5．1知，博客可靠性质量通过某中介变量对畅体验产生间接影响；博

客互动性质量通过某中介变量对感知易用性产生间接影响，溥客互动性质量对

畅体验有直接影响作用；博客技术兼容性质量通过某中介变量对感知有用性产

生间接影响，博客技术兼容性质量对感知易用性有直接影响作用，博客技术兼

容性质量通过某中介变量对畅体验产生间接影响；博客界面自定义质量对感知

有用性和畅体验有直接影响作用；博客编辑性质量对感知有用性有直接影响作

用；社会影响～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有直接影响作用：用户个体差异一电脑

自我效能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畅体验均有直接影响作用。

研究结论西

综合以上三条结论，得出本文的最主要的研究结论四：

(1)博客的可靠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写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

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2)博客的互动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程度就越高、写

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3)博客的技术兼容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程度和感知

有用程度就越高、写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4)博客的界面自定义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

写作时的畅体验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5)博客的编辑性质量越好，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写

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6)博客用户的电脑自我效能感越强，溥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易用程度和

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写作时的畅体验就越强，写作意向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7)主观规范越正向，博客用户对博客的感知有用程度就越高，写作意向

和写作频率也就越高。

5．2．2实务营销建议

博客是个新生事物。它在中国的历史还不到四年，但发展迅猛；目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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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博客运营商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吸引网民，发展会员(博客用户)。

本研究可给博客运营商提供一些实务与营销方面的建议。

1I实务建议

(1)博客运行越正常、功能越稳定、操作越可靠．博客用户写作时的畅体

验强度就越大．就越愿意写作障客。基于此，运营商应采取措施提高博客的可

靠性。可靠性受网络服务器和博客软件两方面因素影响。提高可靠性，一方面

要提高博客软件的质量，另外一方面要提高运营商服务器的运行质量。

(2)用户操作时，网站和用户之间互动，网站即时给予用户提示、提醒和

帮助等信息，博客用户就会觉得博客容易使用，写作时的畅体验强度就较大，

就愿意写作蹲客。现在有薄客用户抱怨互动性信息l垒。表现形式不够美观，互动

性信息不够醒目，而且有些互动信扈，是多余的。基于此．博客运营商在提高博

客的互动性质量时，首先应弄明白用户在在使用过程中想得到哪些信息；然后

用生动的方式向用户展现这些信息；第三点，要考虑互动信息的个性化，即互

动信息内容和表现形式可由用户依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3)博客操作需要的技能和大众化软件的操作技能相似程度越高。博容用

户就越觉得博客容易使用，就越觉得博客有用，写作时的畅体验强度就越大、

就越愿意写作博客。基于此，博客运营商在博客软件开发时，要注意广大网民

现有的软件使用经验，要吸收现有大众化软件的操作方法，努力使用户感到博

客的操作容易学习和使用。

(4)博客模板可选范围和界面可修改程越大，博客的界面自定义就越强，

博客用户就越感到博客有用，写作时的畅体验强度就越大．就越愿意写作博客。

基于此，博客运营商应该重视博客的界面自定义质量。具体地讲，博客运营商

可加大模板开发力度，保持网站时常有较新的模板；也可在博客用户中开展模

板设计大赛，评选出优秀的模板，作为网站模板的一个来源：还可在网站开辟

出专门空间，供那些想和大家分享模扳的人上传模板。由于模板数量众多、风

格迥异，为了便于用户选择，可参考博客中国冈’的傲法，梅模板进行分类。模

板为用户自定义界面提供了基础，但要想使界面真正个性化，模板和博客的背

景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用户修改功能。博客运营商要注意运些因素。

(5)博客对文字、链接、影音和图片等编辑的支持能力越强，博客用户就

越觉得博客有用，就会越愿意写作博客，基于此，博客运营商应该重视博客的

编辑性，努力提高博客编辑嚣的功能，目前各运营两的搏客编辑器大多都支持

文字、链接、影音和图片的编辑，但都有不足之处。例如，影音不能直接上载

到博客上，需要通过URL地址链接(但大多运营商不提供URL地址服务)；图

网址是http：／／w’blog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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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可直接上载到博客上，但对图片格式和大小的限制非常严格，普通数码相机

的照片就需要做大小以及象素处理才能上载；编辑器的可视性编辑功能还不完

善，除文字编辑“输入即输出”外，链接、影音和图片的编辑则无法可视。总

之，笔者认为，编辑器编辑功能扩大化、可视性功能优化是博客软件开发的重

要任务。

2．营销建议

(1)博客用户写作时的畅体验是博客用户写作意向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在

推广博客时，博客运营商应将畅体验作为重要的营销诉求点，宣传博客写作是

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方式，努力吸引网民写作博客。网民写作博客时一旦获得

了专心致志、浑然忘我和时间扭曲的畅体验，这种体验就有可能变成他们的内

在酬偿，激发他们再次写作博客，这样就实现了网民向博客用户的转化。

(2)博客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是博客用户写作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博客作

为个人的出版、交流工具，首要的是它要有利于表达写作，即利用博客，用户

可以更方便地、更快捷地、更高质量地表达和记录自己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在

推广博客时，博客运营商不可忽视博客的功能性，要强调博客对文字、链接、

影音和图片编辑的支持功能和利用博客能制作精美的、个性的网页，要强调博

客可以更方便地、更快捷地、更高质量地表达和记录用户想表达的思想感情。

博客运营商可仿照搜狐和新浪的做法，组织博客大奖赛，通过宣传优秀作品来

向用户和网民传达自己网站的博客的功能优越性。

(3)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不仅是其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因素，也是其写作

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博客较个人网页的重要区别就是它的“零技术门槛”。

在推广博客时，博客运营商要指明博客的易学易用的特点。一些网民(特别是

年龄较大者和网龄较小者)之所以不愿意尝试博客，是因为他们的电脑自我效

能较低，认为学会博客很难或者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宣传博客的易学易用，

可以提高网民的电脑自我效能，从而打破网民尝试博客的心理障碍，也可增进

现有用户写作时的畅体验强度。此外，宣传博客的易学易用，也会增强网民对

博客有用性的认知，从而增强其博客的写作意向，引发其博客写作行为。

(4)主观规范透过感知有用性对博客写作意向产生影响。在推广博客时，

博客运营商要重视社会影响的作用，多多宣传博客的正面作用。《第十七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网民占了网民总数量的71

％，博客运营商可以通过对30岁以下网民有重要影响的参考群体来影响网民对

博客的认知。例如，新浪推出的“名入博客”就是通过名人效应来影响广大网

民对博客的认知。也可设置一些激励措施(如赠送博客空间或其它礼品等)，

激励现有博客用户发展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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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研究不足与后续研究建议

5．3．1研究不足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依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样本数量偏少，代表性可能不是太好。由于现实中可作调查对象的博

客用户比较少，本调查就主要在网络上进行。调查选择了博客用户人数较多的

浙江大学缥缈水云间博客空间版和天涯博客论坛；同时，笔者阅读了博客中国、

新浪博客等用户的博客，并广泛留言请求填写问卷。现实中，也找寻了同学朋

友帮忙做问卷。经过努力，总计回收问卷259份，其中有效问卷193份，数量

偏少，代表性可能不是太好。

(2)尚未考虑其它的博客质量构面。博客是新生事物，有关博客质量的研

究较少，笔者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的系统质量有关文献出发，立足于博客本身

的特点，试图提炼有代表性的博客质量构面。但限于研究能力，仅仅提取了可

靠性、互动性、技术兼容性、界面自定义和编辑性等五个构面，可能还存在其

它的质量构面未被提取。

(3)关于博客质量对博客用户写作行为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方式是否会因服

务商的不同而有差异，尚未研究。不同的服务商的博客质量是否会有显著差异?

博客用户的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畅体验、写作意向和写作行为是否因服

务商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搏客质量对用户写作意向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方式是否

会因服务商的不同而不同?限于样本数量，尚未做这方面的统计处理。

5．3．2后续研究建议

博客是一个出版、交流工具，本研究主要从出版工具的角度来研究博客写

作行为的影响因素，后续研究可从博客的交流工具角度探讨博客写作行为的影

响因素。

目前中国的博客主要是个人日记型的，但随着博客的发展，教育、音乐等

类型的博客在博客总量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后续研究可依据博客类型来探讨博

客写作行为的影响因素。

不同博客服务商的博客质量是不同的，后续研究可探讨不同服务商的博客

质量对用户写作行为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方式的异同。

依据人口统计变量，可将博客用户群体分类，后续研究可探讨不同博客用

户群体之间的写作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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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t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本闻卷调查!

这是一份关于博客(Blog)写作影响因素的学术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已

经注册并写过博客的朋友。如果您符合条件，劳驾您填写本问卷。

本调查所得数据仅作学术研究之用，不会被用于其它任何用途，您勿有任

何顾虑。

祝工作顺利事业通达l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一您的基本资料；请将答案填在题后的括号内。

1．您的性别： ( )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

A．18岁以下 B．18～24岁 C．25～30岁D．30岁以上

3．您的学历： ( )

A．大专及大专以上 B．本科 C．研究生

4．从您注册第一个博客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A．不到一个月 B。一个月到半年 C．半年至一年

D．一至二年 E．两年以上

5．您经常使用的博客是哪家服务商提供的?()

A．中国博客网 B．博客公社 C．歪酷博客

D．微软Space E．和讯博客 K．自己独立的空间

F．博客动力 G．中国教育人博客H．天涯博客

I．斗牛士 J．新浪博客 L．其他

如果您的答案是L，请在后面的括弧填写该服务商的名字( )

6．下列哪一项能最好描述你的博客写作频率(这里的博客写作包含原刨、转载

和利用Trackback对其他博客的评论)?( )

A．每月O～l篇 B．半月1篇 c．每周1篇 D．每周2～3篇

E．每周4～5篇 F．每周6～7篇 G．每天1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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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下列每一项描述，都有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七

种态度供你选择；请以合适的方式标明你的答案。

1．依据您经常使用的博客，给出您对下面各有关博客质量描述的态度。

题 由 不 有
——

有 同
自

M “

目 全 同 点 般 点 意 全

内 不 意 不 同 同

容 同 同 意 意
±
思 意

1．登陆博客时，系统正确无误，页面也能正常显示。 l 2 3 4 6 7

2．博客对用户操作的响应过程和响应结果是在用户预料当 1 2 3 4 6 7

中的。

3．博客的各项功能(如资料修改、界面个性化和文章编辑等) l 2 3 4 6 7

运行稳定。

4．操作时，系统界面会显示任务处理进度、状态或结果。 l 2 3 4 6 7

5．操作时，系统界面会给予用户一些提示，指引用户操作。 L 2 3 4 6

6．编辑文章需要的技能和Word、Email或BBS等的使用技能 1 2 3 4 6 7

有点相似。

7．个性化博客界面需要的技能和在Word或其他软件里进行 l 2 3 4 6 7

复杂的绘图或艺术字处理的技能有点相似。

8．更改个人信息需要的技能和更改MSN和Qo等个人信息的 l 2 3 4 5 6 7

技能有点相似。

g．网站供我选择的模板比较多。 l 2 3 4 6 7

10．阿站供我选择的模板定期(或不定期)更新。 1 2 3 4 6 7

11．博客界面色调，模板文字和模板位置等都允许用户变 1 2 3 4 6 7

动。

12．该博客支持文字、链接、影音和图片等的编辑。 l 2 3 4 6 7

13．该博客支持在文章中插入图表和声音等文件。 1 2 3 4 5 6 7

14．该博客支持复杂样式的文章排版。 l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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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您经常使用的博客，给出您对下面各项描述的的态度。

题
女

不 有
—— 有 同

女
n K

目 全 同 点 般 点 意 全

内 不 意 不 同 同

容 同 同
±

意
±

恳 意

思

1．同学、朋友或家人支持我写博客。 l 2 3 4 b 6 7

2．我发现身边使用博客的人在增加。 l 2 3 4 5 6 7

3．我认为将来会有更多人使用博客。 l 2 3 4 5 6 7

4，我能用博客写作．即使身边没人告诉我该如何做。 l 2 3 4 6 7

j．我能用博客写作，只要我看过别人用过。 l 2 3 4 6 7

6．我能用博客写作，只要我阅读网站上的帮助。 l 2 3 4 b 6 7

：7，使用博客，能更方便地表达我想写的东西。 l 2 3 4 6

；8．使用博客，能更好地表达我想写的东西。 l 2 3 4 6 7

9．使用博客，能更快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 1 2 3 4 6 7

10．对我来说，使用博客这个工具比较容易。 1 2 3 4 6 7

1 l_对我来说，提升博客使用技能比较容易。 l 2 3 4 6 7

12．对我来说，学会使用博客这个工具比较轻松a 1 2 3 4 b 6 7

13．写博客时，我总会集中精力。忘掉其他不相关的事。 1 2 3 4 6 7

14．写博窖时，我有一种浑然忘我的感觉。 l 2 3 4 6 7

1j．写博客时，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像刚开始就要结 l 2 3 4 6 7

束似的。

16．我喜欢写博客。 l 2 3 4 5 6 7

17．我支持同学、朋友或家人等写博客。 1 2 3 4 6 7

18．我会继续写博客。 1 2 3 4 5 6 7

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参与l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博客写作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致谢

当轻轻敲下致谢这两个字时，内心突然一抖：求是园的两年学习生涯即将

结束。西子湖畔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记忆里翻滚，想说的话太多⋯⋯这里，我要

向尊敬的师长、同学、朋友和家人深深致谢。

首先，最要感谢的是导师熊伟教授的启蒙与包容。在论文选题时，熊老师

兼容并包，充分尊重我的研究兴趣；在论文写作中，熊老师悉心指导，不时过

问，使得这篇论文如期完成。熊老师两年的悉心培养，使我受益良多。熊老师

为学不倦、治学严谨的敬业精神将是我一生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这里，谨

向熊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其次，要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所有领导和教职员工。您们多年精心奉

献、精心培育的优良学风时刻熏陶着我，使我不时提醒自己要认真学习。

再次，要感谢汪名彦、刘志锋和杨鸿三位好友。在论文写作困难时，他们

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很快走出低落，一步一步接近胜利的终点。要感谢黄毅钧、

李志鹏两位室友创造了愉快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要感谢研究团队林晓芳、龚或、

刑慧芬、周炜、周晓晔、陈瑛君等创造了互帮互助的学习气氛，要感谢好友高

勇、葛新旗、李彩燕、路青梅、彭孝芳、齐雪静、薛宁、王蕾、王雪、张柄哲⋯⋯

还有太多的好友要感谢，但恐难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给予

我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姐姐。他们都是农民，他们辛勤的付出和牺牲，

使我有机会完成学业。

李恒

2006年5月24日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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