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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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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与公共管理学的新
兴热点议题$ 论文运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国外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的主要
类型与多元视角# 简述相关实证研究结论# 总结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响
因素# 分析已有文献中主要因素的权重关系# 并展望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
究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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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使用率较低是当今全球电子政务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如何提升公众
对电子政务的使用意愿与使用率是电子政务学术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作为信息技术采纳领域的重要分支' 学界对电子政务公民使用行为的关注始于
*###年' 已有文献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等经典技术接受理论' 对影响电子政务公
众使用意愿与使用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各种有益探索* 本文旨在梳理国外电
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的主要类型与多元视角' 总结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
的影响因素' 分析已有文献中主要因素的权重关系' 并展望电子政务公众接受
研究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一&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的主要类型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是一个由公众对政府网站, 移动政务客户端等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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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系统的初始接受意愿, 实际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电子化公共服务' 促进公众电子化参与' 实现公众满意是
电子政务发展的核心目标* 因此' 公众的初始接受和实际使用是电子政务服务
价值实现的必要前提' 公众的持续使用意愿则是衡量电子政务成功的关键标准*

学界在对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研究中' 重点聚焦于通过构建概念模型'

实证检验公众初始接受意愿, 实际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机理' 实践中主要形成了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解构式计划行为理
论的单一型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拓展型研究' 兼顾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

环境影响等多个因素的整合型研究三种类型*

'一(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拓展型研究

技术接受模型认为' 在外部变量的影响下' 感知有用性与感知难易程度共
同决定了使用态度' 使用态度通过使用意愿而间接影响实际使用行为$\.?19

<7.B_' )[%[% * 但由于该模型将技术接受影响因素的过分简化' 大部分学者根
据研究实际需要增加相关变量' 对原模型进行拓展与改进' 主要形成了整合信
任因素, 文化特征, 创新特征的拓展研究' 以及结合技术接受理论与信息系统
成功模型的综合分析两种拓展方式*

整合信任因素, 文化特征, 创新特征的拓展研究或是直接将信任因素, 文
化差异, 创新特征作为与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并列的内生变量引入模型
$ K<P<2 <7.B_' *##*+ N.@7<@<7.B_' *##$+ YB0;,@.2' *##[+ H0:; ^ Q;.2U'

*#))% ' 或是将其他相关变量作为影响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的前因变量引入
模型$ A/L21U07<7.B_' )[[%+ M<6;@1. ^ @̀.2/<' *##$+ A.0.=<5' *##[+

><B.2/0<<7.B_' *#)*% *

结合技术接受理论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的综合分析聚焦于影响感知有用性
和感知易用性的前因变量' 并将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与用户满意理论中的相关构
念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E<77<@<7.B_' *##% % * 张怡秋等$N0.2U<7.B_'

*##$% , 林凤仪等$M12 <7.B_' *#)) % 以及莱$N5@.H15L;.2 M.1% 和皮雷斯
$K;1B0<@6<E1@<9% $M.1̂ E1@<9' *#)#% 等学者将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与感知可
靠性作为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前因变量纳入整合模型$X.2U-1-.7a52U

<7.B_' *##$% * 此外' 还有学者关注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作用' 将持续使
用意愿作为自变量代替了原技术接受模型中的使用意愿与实际使用变量' 选择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与计算机自我效能作为影响公众电子政务持续使用意
愿的自变量' 研究显示感知有用性是持续使用意愿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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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U-1-.7a52U<7.J'' *##%% *

'二( 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的单一型研究

)_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单一型研究
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由绩效期望, 努力期望, 社会影响与便利条件四

个内生变量' 性别, 年龄, 经验与使用自愿性四个调节变量' 以及行为意向与
使用行为两个结果变量构成$b<2J.7<90 <7.B_' *##"% * 学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运用该模型开展研究* 一是完全保留接受技术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四个核心变量
$YB'H0.P1^ X<<@.JJ5=:' *#)#+ YB.a.=01^ A5@@19' *##%+ YB90<0@<7.B_'

*#)*% * 二是在保留大部分原核心变量基础上' 增减或替换调节变量' 改进原有
模型* 范戴克$O.2 Y_K_A?.2 \1,J% 等$?.2 \1,J <7.B_' *##%% 将需求侧影
响因素与供给侧影响因素相结合建立拓展式模型* 此外' 还有学者在原模型基
础上增加了信任因素, 网站质量等相关变量$YB90<0@1<7.B_' *#)*+ YB'H5I01

<7.B_' *#))% *

*_基于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的单一型研究
泰勒$ H01@B<:S.:B5@% 与托蒂$E<7<@YS5==% $S.:B5@̂ S5==' )[[$% 将计

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进行了解构' 认为个体对
信息技术的(感知有用性) (感知难易程度) 与(相容性) 的认知决定了其对
该信息技术的(态度) ' 将(主观规范) 细分为(同侪影响) 与(上级影响) '

将(感知行为控制) 分解为(自我效能) 和(便利条件) *

学者在使用该理论建立实证模型的过程中' 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模型的主
要构念及其关系设定' 仅对态度, 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前因变量选择稍
作改动$YB].0@.21' *#))% * 洪新原等$Q;2U<7.B_' *#)"% 将感知有用性, 感
知易用性, 信任与互动性作为态度的前因变量' 将外部影响与人际影响作为主
观规范的前因变量' 自我效能与便利条件作为感知行为控制的前因变量' 假设
态度, 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苏善多$S52:

\a1H;9.275% 与古德温$V5I<@7K55=a12% $ H;9.275̂ K55=a12' *#)"% 则在不改
变原模型中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前因变量的前提下' 将态度的前因变量细
化为感知易用性, 感知便利性, 感知风险, 感知可靠性与信息质量, 感知相容
性等因素*

'三( 兼顾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 环境影响等多个因素的整合型研究

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与使用行为是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与环境影响等多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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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然而' 已有的经典模型通常无法含括所有相关的重要构念
及其相互关系' 所以许多学者尝试从多个模型中挑选符合自身研究情景和实际
需要的自变量组合' 并重新设定因变量类型' 以发展出能够同时考虑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 环境影响等多个因素的整合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除了尽可能地丰富自变量的种类' 学者还努力探究拓展因变量的内涵' 以
更加全面了解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与使用行为* 迪米特洛娃$ \.21<B.b_

\1617@5?.% 及其合作者$\1617@5?.̂ N0<2' *##&% 将电子政务信息服务使用频
率与电子政务在线申办服务使用频率作为因变量' 从人口特征, 心理倾向, 公
民意识与信息渠道四个维度探究美国公众电子政务使用行为影响因素* 谢里夫
$A.06;= YJ07<@H0.@<<P% 等$ H0.@<<P<7.B_' *#))% 则将电子政务服务划分为
静态阶段和互动阶段' 并从使用态度, 使用能力, 使用保障, 持续使用, 使用
适应性五个方面考察了不同类型电子政务服务采纳的影响因素* 阿拉瓦尼
$Y=<BA_YB.=a.21% $YB.=a.21' *#)"% 还将政府网站使用决策分为网站访问决
策与在线交易决策' 从技术维度, 内容维度, 审美维度三个维度分析了科威特
公众政府网站使用决策的影响因素* 此外' 梁世武与卢希鹏$M1.2U^ M;'

*#)"% , 苏善多与古德温$ H;9.275̂ K55=a12' *#)"% 还根据创新扩散理论的观
点将受访者分为现有用户$包括早期用户和新近用户% 和潜在使用者$指从未
使用过该系统的受访者% ' 探讨了创新特征与社会规范对台湾民众在线报税系统
接受度的影响作用*

二&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的多元视角

'一( 文化差异与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

作为区别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文化由于其概念本身的
复杂性' 很难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 文化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KMc>Z文化模
型与霍夫斯泰德$K<<@7Q5P97<=<% $Q5P97<=<' )[[#% 的文化维度理论* KMc>Z

文化模型由不确定性规避, 权力距离, 社会集体主义, 群内集体主义, 性别平
等, 自信, 未来导向, 绩效导向, 人性导向九个维度构成* 霍夫斯泰德
$Q5P97<=<' )[[#% 的文化维度理论则包含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个体主义
与集体主义, 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长期导向五个维度*

文化因素对电子政务公众认知与实践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电子政务的设计应充分尊重和考虑潜在用户的文化差异* 文化因素主要通过宏
观层面的跨国文化差异和微观层面的公众个体文化差异影响电子政务公众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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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一方面' 国家文化作为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重要来源' 必然会影响国民
对电子政务的期望, 偏好, 态度与使用行为* 整体而言' 霍夫斯泰德文化五维
度中的个人主义与权力距离能够有效地解释不同国家公民电子政务使用行为的
差异' 高权力距离或高不确定规避的国民的电子政务接受率也较低' 而高度个
人主义或$和% 长期导向的国民则比崇尚集体主义或短期导向的国民更愿意使
用电子政务$ L5?./1/' *##$+ Y:J;7' *##[+ d0.5' *#)" % * 作为首位运用
KMc>Z文化维度研究国家文化与电子政务扩散关系的学者' 卡里尔$c6.@Z_

A_L0.B1B% $L0.B1B' *#))% 发现' KMc>Z文化维度中的大部分$[ 个之中的(

个% 变量都对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在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

例如' 相对优势和信任因素对英美两国电子政务公众使用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

但由于两国文化差异' 数字鸿沟对两国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度的作用却各不相同'

包括互联网可得性与互联网技能在内的数字鸿沟并未对英国的电子政务公众使
用意愿产生影响$N.@7<@̂ X<<@.JJ5=:' *##% % ' 而在美国' 不同种族, 地区,

受教育水平, 收入的公众对电子政务具有明显不同的使用意愿$S056.9^

H7@<1I' *##"+ Q;.2U' *##(% *

另一方面' 个体间文化差异不仅会直接影响其对电子政务的接受意愿和使
用行为' 而且还对其他因素与接受意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例如' 在沙特阿
拉伯文化背景下' 对交流的看法, 保守价值观能够显著提升电子在线申办服务
的公众接受度$YI; 'T.=1' *#)"% ' 而文化不相容$YB90<0@1̂ \@<a' *#)#% ,

政府权力感知, 政府信任$YI; 'T.=1' *#)" % 以及裙带关系$ YB=@.<016

<7.B_' *#)*% 将阻碍公众接受和使用电子政务*

'二( 数字鸿沟与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

数字鸿沟通常是指能够获得特定技术的个体与无法获得特定技术的个体之
间存在的鸿沟' 用于解释个体或群体在信息的获得与使用' 知识的分享与运用'

以及运用技术获得其应得福利等方面的差距' 数字鸿沟的存在常常会阻碍信息
技术的接受与使用* 数字鸿沟会造成电子政务使用资源的分配不公' 降低了电
子政务系统的可得性* 若不能有效地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电子政务建设就无法
成功$ H0.@<<P<7.B_' *#))% *

数字鸿沟的测量方法分为三种类! 一是技术可得性法' 即从个体是否有渠
道获得特定技术来判断是否存在数字鸿沟+ 二是多标准法' 即从个体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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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机会, 所在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 是否具有相关技术技能来判断是否存在
数字鸿沟+ 三是复合标准法' 即从社会影响, 种族, 性别, 年龄, 价值观, 信
仰, 宗教, 政府类型, 制度与结构等方面来综合判断是否存在数字鸿沟$Q<BI1U

<7.B_' *##[% *

在关于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影响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从包容性电子治理的
视角出发' 分析了数字鸿沟对电子政务公众接受意愿的影响' 相关研究大致可
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以数字鸿沟中特定群体$如老年人, 外来务工人员, 农村居民% 为对
象' 探究这些群体对电子政务服务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 以及数字鸿沟对这些
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

对于亚洲老年人来讲' 感知有用性是影响其使用电子政务意愿的最重要的
因素+ 此外' 教育水平, 感知易用性, 网络安全感知对老年人的电子政务接受
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 而资源节约与自我实现通过感知有用性' 计算机焦虑与
计算机支持通过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使用意愿$E0.2U<7.B_' *##&% * 但就欧洲
老年人而言' 绩效期望, 付出期望, 社会影响均对公民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行为意愿是实际使用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 而物质便利条件对使用意愿
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教育与性别的调节作用$T1<0.?<9̂ EB.77P.;7' *#)#%*

罗森'博迪$Y99152 M.a952 '>5=:% 等$M.a952 '>5=:<7.B_' *#)+% 则关
注数字鸿沟对创新特征与老兵电子政务服务使用意愿之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
显示' 数字鸿沟对感知相容性, 感知复杂性, 感知风险与使用意愿间的正向关
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但对相对优势, 主观规范与使用意愿间的正向关系并
无调节作用*

在电子政务的数字鸿沟中' 地区之间的鸿沟最为明显' 远离城市中心的居
民更少使用电子政务服务' 但他们却是最有可能从这些服务中受益的群体* 罗
伊$A.@1<'N0@19712<V5:% 等$V5:<7.B_' *#)$% 就以加拿大魁北克省边远地
区居民为研究对象' 将受访者分为已经使用过电子政务的公众与从未使用过电
子政务服务的公众' 分析结果表明'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感知风险与信
任均通过影响公众电子政务使用态度而间接作用于行为意愿*

农民工作为中国(二元)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有产物' 其在电子政务使用
中的弱势地位也引发了学者关注* 受制于服务可得性与使用能力的影响' 农民
工的信息搜索行为和信息需求之间存在不一致现象' 需从信息能力, GS环境,

人际网络影响, 政务网站维护与针对性的服务等方面着手' 激发外来务工人员
的电子政务需求' 推动其从潜在使用者向实际使用者转变$X.2U^N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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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 分析并比较不同性别, 年龄, 受教
育程度公众在电子政务接受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情况*

虽然许多关于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影响因素的研究都会考虑人口变量的影响
作用' 但大部分研究都仅将人口特征变量视为控制变量' 在之后的实证结果中
不予体现* 能够专门将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纳入模型' 以此为基础探
讨数字鸿沟对电子政务接受意愿影响作用及其差异的研究却为数不多* 泰帕莱
$ H.J.@1S.1-.B<% $S.1-.B<' *#)"% 专门考察了社会人口, 经济与地理因素对电
子政务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 教育程度是影响电子政务使用行
为的关键变量' 收入, 子女情况, 所在城市规模与互联网使用时间也是影响公
众使用电子政务的重要因素* 此外' 性别和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时间与电子政务
使用行为之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维斯瓦纳斯$b19a.2.70 b<2J.7<90% 等$b19a.2.70 <7.B_' *#)+% 探讨了包
括人口变量与人格特质在内的个人特征对农村地区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
响作用* 研究发现' 就人口特征来看' 性别, 年龄对电子政务使用行为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 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就人格特征来看' 外向性,

神经质, 严谨性, 经验开放性与个人创新性对电子政务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三&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 个人特质& 技术特性与环境特征

综上所述' 可将已有研究中关于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总结为
个人特征变量$K<P<2 <7.B_' *##*+ X; ^ N0<2' *##$+ X.2U^ H010' *##[+

YB'H5I01<7.B_' *#))+ ><B.2/0<<7.B_' *#)* %, 技术特性变量$ M<6;@1.^

@̀.2/<' *##$+ N.@7<@ ^ >DB.2U<@' *##$+ YB90<0@1 <7.B_' *#)*+ H;9.275 ^

K55=a12' *#)"% 与环境特征变量三个方面$YB.a.=01̂ A5@@19' *##%+ A.0.=<5'

*##[+ YB'H0.P1̂ X<<@.JJ5=:' *#)#+ YI;2.=1' *#)"+ T.9@1' *#)+% $表)%*

个体特征变量是指与受访者个人特征有关的变量' 由背景性因素与心理性
因素构成* 前者反映了受访者的客观情况' 具体包括年龄, 性别, 收入, 受教
育程度, 社会地位, 所在地区, 互联网能力, 互联网使用经验, 在线信息使用
经历, 在线交易使用经历, 电子政务使用经历, 个人创新性等因素$S056.9̂

H7@<1I' *##"+ Q;.2U' *##(+ X.2U^ H010' *##[+ H0.,.@1^ G96.1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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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Û M;' *#)"+ H;9.275̂ K55=a12' *#)"+ M.a952 '>5=:<7.B_' *#)+% + 后
者反映了受访者的主观心理状态' 具体包括公民意识, 人际交往偏好, 自我效
能感, 数字媒体偏好, 信任倾向, 移情性, 外在政治效能与内在政治效能, 互
联网信任, 感知需求不足, 隐私认知, 信任态度, 信任信念, 信任基础, 电子
政务信任, 政府信任, 网络信任, 技术信任, 传统服务递送方式价值感知, 电
子服务递送方式价值感知等因素$N.@7<@^ >DB.2U<@' *##$+ Q;.2U' *##(+

Q<BI1U<7.B_' *##[+ YB90<0@1^ \@<a+ *#)#+ T1<0.?<9^ EB.77P.;7' *#)#+

><B.2/0<<7.B_' *#)*+ S.1-.B<' *#)"% *

表)!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变量类型 子维度 具体因素

个人特征变量 背景性因素 年龄+ 性别+ 收入+ 受教育程度+ 社会地位+ 所在地
区+ 互联网能力+ 互联网使用经验+ 在线信息使用经
历+ 在线交易使用经历+ 电子政务使用经历+ 个人创
新性等

! 心理性因素 公民意识+ 人际交往偏好+ 自我效能感+ 数字媒体偏
好+ 信任倾向+ 移情性+ 外在政治效能与内在政治效
能+ 互联网信任+ 感知需求不足+ 隐私认知+ 信任态
度+ 信任信念+ 信任基础+ 电子政务信任+ 政府信
任+ 网络信任+ 技术信任+ 传统服务递送方式价值感
知+ 电子服务递送方式价值感知等

技术特征变量 外生性因素 保障性+ 可靠性+ 可得性+ 知晓度+ 相容性+ 复杂
性+ 便利性+ 成本+ 感知成本+ 感知成本降低+ 未来
发展+ 灵活性+ GS创新性+ 形象+ 信息质量+ 服务
质量+ 系统质量+ 安全性+ 工作相关性+ 知识服务+

移动性+ 激励+ 感知可信性+ 感知关怀+ 感知便利
性+ 感知愉悦+ 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 感知组织
信任+ 感知质量+ 感知信任+ 感知风险+ 相对优势+

回应性+ 可持续性+ 网络质量+ 网站有用性等
内生性因素 态度+ 感知行为控制+ 绩效期望+ 感知净收益+ 感知

绩效+ 风险感知+ 焦虑+ 情感+ 公众期望+ 努力期
望+ 自我实现+ 社会产出+ 首要资源影响+ 次级资源
影响等

环境特征变量 支持因素 网络可得性+ 数字媒体可得性+ 计算机支持+ 资源便
利条件+ 技术便利条件+ 培训经历等

影响因素 外部影响+ 同侪影响+ 人际影响+ 说服+ 主观规范等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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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征变量是指公众对电子政务技术特征的感知' 依据其在模型中的作
用类型' 可将其分为外生性因素与内生性因素* 前者反映了公众对电子政务技
术特点的感知' 具体包括保障性, 可靠性, 可得性, 知晓度, 相容性, 复杂性,

便利性, 成本, 感知成本, 感知成本降低, 未来发展, 灵活性, GS创新性, 形
象, 信息质量, 服务质量, 系统质量, 安全性, 工作相关性, 知识服务, 移动
性, 激励, 感知可信性, 感知关怀, 感知便利性, 感知愉悦, 感知易用性, 感
知有用性, 感知组织信任, 感知质量, 感知信任, 感知风险, 相对优势, 回应
性, 可持续性, 网络质量, 网站有用性等$M<6;@1.^ @̀.2/<' *##$+ N.@7<@̂

>DB.2U<@' *##$+ H0.@<<P<7.B_' *#))+ H0.,.@1̂ G96.1B' *#)" % + 后者是公众在
电子政务技术特点感知的影响下' 形成的对电子政务不同技术特征的综合评价'

具体包括态度, 感知行为控制, 绩效期望, 感知净收益, 感知绩效, 风险感知,

焦虑, 情感, 公众期望, 努力期望, 自我实现, 社会产出, 首要资源影响, 次
级资源影响等$YB90<0@1<7.B_' *#)*+ YI; 'T.=1' *#)"+ H;9.275^K55=a12'

*#)"+ T.9@1' *#)+% *

环境特征变量是指公众对电子政务使用环境的感知' 由支持因素与影响因
素构成* 前者具体包括网络可得性, 数字媒体可得性, 计算机支持, 资源便利
条件, 技术便利条件, 培训经历等$S056.9^ H7@<1I' *##"+ Q;.2U' *##(+

YB.a.=01^ A5@@19' *##%+ A.0.=<5' *##[+ T1<0.?<9 ^ EB.77P.;7' *#)#+

M.a952 '>5=:<7.B_' *#)+ % + 后者具体包括外部影响, 同侪影响, 人际影响,

说服, 主观规范等$YB'H0.P1̂ X<<@.JJ5=:' *#)#+ T.9@1' *#)+% *

需指出的是' 环境特征变量中' 除了上述微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因素' 经济,

政治, 文化等宏观环境因素对于城市或国家层面公众电子政务使用的差异也具
有一定解释力* 尤其是国家文化$包括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个体主义与
集体主义, 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 保守主义倾向等维度% 对电子政务公众认知
与实践的重要影响已得到许多研究的实证支持$S056.9̂ H7@<1I' *##"+ Q;.2U'

*##(+ N.@7<@^ X<<@.JJ5=:' *##%+ Y:J;7' *##[+ YB90<0@1^ \@<a' *#)#+

YB=@.<016<7.B_' *#)*% * 相比之下' 关于城市, 地区与国家层面的政治, 经济
等其他宏观环境因素对公民电子政务使用行为影响作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涉
及这些因素的相关研究多基于数字鸿沟视角对个体微观层面差异进行考察' 对
此前文已有所提及' 在此不再赘述*

$二% 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关系稳定性

在以多变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中' 权重分析是测量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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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解释力与预测力, 判断不同变量间关系相对重要性的重要方法* 权重是指
对于一组特定的变量$一般为自变量与因变量% ' 其关系经过已有研究的检验并
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的次数占被检验次数总和的比重$O<:.@.,<7.B_' *##&% '

权重系数越高' 说明自变量的选择越有效' 变量间关系越重要, 越稳定* 贾亚
拉贾$Y2.2= O<:.@.,% 等$O<:.@.,<7.B_' *##&% 根据变量关系权重系数的大小'

将研究相关的变量间关系划分为充分运用型$ X<BB'C71B1]<= % , 潜质型
$E@561912U% 与试验型$Ze-<@16<27.B% 三种类型* 其中! 充分运用型关系是指
得到$次及以上实证检验' 权重系数超过#4% 的变量关系+ 潜质型关系是指实
证检验次数未到达$次' 但权重系数为)4## 的变量关系+ 试验型关系是指权重
系统小于#4%的变量关系* 充分运用型关系对今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充分运用型关系占比越多' 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趋于成熟+ 潜质型关系
在经过多次验证之后极有可能发展为充分运用型关系+ 试验型关系则需要进一
步地研究证实才能确定其存在价值* 对已有研究中出现的多变量及其关系进行
权重分析并划分类型的意义在于从文献回顾的角度' 为未来相关研究中的变量
选择与变量间关系的设定提供参考与决策依据*

由前文可知' 已有文献中曾运用过许多变量来探究其对电子政务接受度的
影响' 但并非所有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瑞纳
$T@1-<2=@.E_V.2.% 等$V.2.<7.B_' *#)$% 对&"篇提供相关系数的电子政务
公众接受度实证研究文献的元分析结果表明' 仅有"& 组变量间关系得到了" 次
及以上的实证检验$表*% ' 其中' 有)* 组变量关系为充分运用型关系' 且其
平均系数具有显著性' 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元分析方法
对文献质量的要求' 瑞纳等人$V.2.<7.B_' *#)$% 仅将能够提供相关系数矩阵
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 所以必然会遗漏若干文献与相关变量关系' 如马哈德奥
$O:571\<?1A.0.=<5% $A.0.=<5' *##[% , 阿索比$ .̀@19YB'H5I01% $YB'H5I0

<7.B_' *#))% 的研究结果就不支持行为意愿与实际使用行为之间的正向相关关
系' 故该元分析结果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但整体来看' 这一研究结果还是能够
较为全面地呈现出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关系稳
定性*

综上所述' 电子政务公众接受问题研究尚不成熟' 较为稳定且较为显著的
变量关系比重过低* 未来应强化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 基
于这些较为成熟稳定的变量关系$><2I.9.7̂ >.@J1' *##(% ' 尽可能纳入多个潜
质型关系和试验型关系' 努力增强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与普适性*

#!

国外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述评
#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表*!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主要变量的关系权重
自变量 因变量 显著不显著合计 权重 系数均值 E值
感知易用性 行为意愿 )& )) *( #4$[ #4)&$ #4###

感知有用性 行为意愿 *) " *+ #4%% #4+)) #4###

信任 行为意愿 )[ " ** #4%& #4*)+ #4###

态度 行为意愿 )$ ) )& #4[+ #4+$( #4###

主观规范 行为意愿 [ # [ )4## #4*([ #4###

绩效期望 行为意愿 % ) [ #4%[ #4$"* #4##[

社会影响 行为意愿 % ) [ #4%[ #4*#( #4###

努力期望 行为意愿 ( * [ #4(% #4)++ #4##+

感知行为控制 行为意愿 % # % )4## #4"*" #4###

相对优势 行为意愿 $ " % #4&" #4*)) #4###

相容性 行为意愿 & * % #4($ #4*$% #4###

感知风险 行为意愿 + " ( #4$( #4#"& #4))$

自我效能感 行为意愿 + * ( #4() #4#%# #4)"(

初始影响 行为意愿 " # " )4## #4*"$ #4###

便利条件 行为意愿 " # " )4## '#4$[) #4++#

形象 行为意愿 ) " + #4*$ #4#++ '#4(("

行为意愿 实际使用 )# # )# )4## #4+#" #4###

感知有用性 态度 )* * )+ #4%& #4"+" #4###

感知易用性 态度 )) * )" #4%$ #4+#* #4##)

相容性 态度 & * % #4($ #4"*( #4###

相对优势 态度 + # + )4## #4+(* #4#*"

信任 态度 ) * " #4"" #4)"* #4"*#

感知风险 态度 * ) " #4&( '#4#(+ #4)+"

系统质量 满意 " * $ #4&# #4)$* #4##[

服务质量 满意 + ) $ #4%# #4"[[ #4)&)

信息质量 满意 * ) " #4&( #4"$) #4###

感知易用性 满意 * ) " #4&( #4*%# #4)#+

便利条件 感知行为控制 + # + )4## #4*+" #4###

自我效能 感知行为控制 " ) + #4($ #4*&( #4###

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 )% * *# #4[# #4"[" #4###

$!

#

专栏! 电子政务使用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自变量 因变量 显著不显著合计 权重 系数均值 E值
相容性 感知有用性 + * & #4&( #4+"[ #4###

工作相关性 感知有用性 " * $ #4&# #4**) #4###

形象 感知有用性 * ) " #4&( #4*"[ #4##$

信息质量 感知有用性 " # " )4## #4"## #4#(%

自我效能感 感知易用性 " # " )4## #4+*# #4###

信任 感知风险 + * & #4&( '#4)%% #4*+#

资料来源! $V.2.<7.B_' *#)$% *

四, 若干述评

$一% 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立足于技术接受理论, 信任理论与创新扩散理论等信
息技术接受理论' 从公众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和公众使用行为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两个维度对电子政务情景下的公众接受问题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

为学界分析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 促进了电子政务使
用行为研究的知识积累* 整体而言' 已有文献在模型构建, 视角选择与实证分
析三个方面呈现出以下特征!

就公众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来看' 可将已有文献归纳为基于技术
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的单一型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
的拓展型研究' 同时考虑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 环境影响等多个因素的整合型
研究三种类型* 三类研究针对经典模型的局限' 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已有模型
进行调整, 拓展' 但在调整, 拓展的程度与方式' 以及研究重点上存在较大差
异*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拓展型研究在保留原模型构念及其基本关系的基础上'

增加相关变量' 直接将信任因素, 文化差异, 创新特征作为与感知有用性, 感
知易用性并列的内生变量引入模型' 研究重点在于基于经典理论' 识别电子政
务公众接受的关键影响因素* 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解构式计划行为
理论的单一型研究在完全保留或大部分保留原模型核心变量及其关系设定的基
础上' 对调节变量与前因变量稍作改动' 研究重点在于检验技术接受与使用整
合模型, 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在不同电子政务情景下的适用性' 分析与比较核
心变量对使用意愿, 实际使用行为的影响效应* 相比之下' 同时考虑多维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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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型研究则尝试从多个模型中挑选符合自身研究情景和实际需要的自变量
组合' 并重新设定因变量类型' 以发展出能够同时考虑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

环境影响等多个因素的整合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聚焦于探究电子政
务公众接受度的多维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就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研究视角来看'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如何从文化
背景与数字鸿沟两个维度对公民使用行为的差异进行解释* 大部分从国家文化
的宏观视角出发的学者都将文化对电子政务公民使用行为的影响视作一个简单
的线性过程' 假设国家文化的各构成要素$如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个体
主义与集体主义, 保守主义倾向等% 能够直接作用于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系统的
意愿与行为* 相较之下' 从个人差异的微观视角出发的学者则多将文化对电子
政务公民使用行为的影响视为一个略为复杂的交互过程' 认为个体间的文化差
异不仅会直接影响其对电子政务的接受意愿和使用行为' 而且还对其他因素与
接受意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同时也可能需要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如感知有
用性, 自我效能感% 作用于公民使用行为* 在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研究中' 部
分将数字鸿沟中特定群体$如老年人, 外来务工人员, 农村居民% 为对象' 探
究这些群体对电子政府服务的接受意愿影响因素' 以及数字鸿沟对这些影响因
素的调节作用+ 另一部分则将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 分析并比较不同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公众在电子政务接受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情况*

这种聚焦于实现包容性治理的研究视角' 特别强调如何使得电子政务的发展成
果惠及所有人群' 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就公众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而言' 尽管许多学者都尝试从已有模
型中挑选符合自身研究情景和实际需要的自变量组合' 并重新设定因变量类型'

以发展出能够同时考虑个人变量, 技术因素, 环境影响等多个因素的整合模型
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然而' 无论是尽可能吸收多个理论构念的自变量选择'

还是试图全面展示公众电子政务接受与使用行为的因变量设定' 最终能够对使
用行为$使用意愿, 实际使用, 持续使用意愿% 产生直接影响的, 并能得到实
证数据支持的因素仍是经典理论中包括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相容性, 网
络信任, 政府信任, 自我效能与相容性在内的少数变量*

已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 就关于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度的模型构建来看' 无论是单一型研究,

拓展式研究还是整合式研究' 多数学者均依赖于已有信息技术接受的经典模型'

在模型选择与变量确定上显得较为简单化' 而且忽视了对公众采纳行为的多维
考察* 学者在整合多种模型进行拓展式研究的过程中' 经常在未能给予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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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考察的情况下' 根据不同的研究情景增减, 合并或改变原模型的变量构成
及其关系' 模型整合与变量选择理论依据不足' 致使发展出的新模型看似有多
个理论基础' 但不同理论与变量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连接' 理论支撑力较弱*

同时' 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凭借其对技术行为意愿和使用行为较高的解释力与
预测力' 已成为作为西方技术接受研究领域最为经典的理论之一' 但令人遗憾
的是' 该理论尚未能引发电子政务学者的普遍关注' 运用该理论对电子化公共
服务公众使用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亦相对较少*

公众的接受和使用是电子化公共服务价值实现的前提' 公众的持续使用意
愿则是电子化公共服务成功的关键* 然而' 大多数研究仍采用使用意愿, 持续
使用意愿作为结果变量对电子政务公众接受进行单维研究' 忽视了对电子政务
公众接受行为多维度分析* 已有电子政务公民使用行为的研究大多仅将使用意
愿作为核心因变量' 假设实际使用行为仅受到使用意愿的影响作用' 从而未能
将影响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 同时也忽视了对公
众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另一方面' 就关于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而言' 由于调查
对象, 样本选择, 样本数量等限制' 致使经实证检验较为稳定的变量关系比重
过低* 权重分析结果表明' 即便是为学界所广泛应用的技术接受理论, 创新扩
散理论, 信任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中的变量关系也仅得到了部分经验支持* 问
卷调查是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最常用资料收集方法' 但学
者在确定调查对象的过程中' 大多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中高度以上教育水平'

具有良好的网络素养和电子政务使用经验的公众$相当比例是在校学生和职场
青年% ' 而忽视了那些文化水平不高' 较少甚至从未接触过电子政务服务' 但仍
具有电子政务服务需求的潜在使用者' 导致样本代表性不足* 此外' 受制于研
究的经费, 时限等客观条件' 国内已有研究出于对调查可操作性的考虑' 往往
选择一个城市或地区为调查总体' 而无法同时对全国不同城市和地区公众进行
大样本的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 致使经实证检验较为稳定的变量关系比重过低'

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较低*

此外'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子化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也日趋
多元* 除了政府网站之外' 以手机, E\Y $E<@952.B\1U17.BY99197.27% 及其他手
持移动设备为主要载体的移动政务服务在公共服务实践中也逐渐普及' 公众对
包括移动政府服务在内的其他电子化公共服务的接受程度与使用行为对电子治
理绩效无疑也具有关键的决定作用* 已有研究主要针对政府网站服务公众使用
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而对移动电子政务等其他类型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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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关注则相对不足*

$二% 未来研究方向

从*#世纪[#年代初的政府机关内部办公自动化到*) 世纪初的政府全面上
网工程' 经过*#余年的发展' 中国电子政务已由以推进政府信息化, 普及政府
网站为特征的起步阶段和普及阶段' 逐步跨入以深化应用, 注重成效为重点的
集成整合阶段' 以政府网站为主要平台的电子化公共服务内容不断丰富' 服务
功能不断增强* 然而' 与政府网站数量不断增加, 电子政务服务潜在使用群体
迅速扩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政府网站使用率普遍较低' 许多政府网站长期处
于(休眠) 状态' 一批有名无实的(僵尸) 网站占用并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
源' 严重制约了电子治理绩效的提升* 随着(互联网f政务服务) 战略的推进
实施'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增加电子政务的公众使用率' 实现电子政
务价值最大化- 而对于这一问题' 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 从整体上看'

与西方国家完善的理论体系与成熟的研究范式相比' 中国电子政务公民使用行
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做
出努力!

一是聚焦于电子政府公众接受与使用的动态过程' 全面分析影响公众初始
接受意愿, 实际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的技术因素, 环境因素与个人因素'

深入研究公众初始接受意愿, 实际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相互关系及其作用
机理* 同时' 应根据电子政务发展的不同阶段' 注意区分公众对信息查询, 在
线申办, 在线讨论等不同类型电子政务的接受意愿' 探究不同类型电子政务公
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同时开展纵断研究' 分析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影响因
素的变动情况' 对公众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多维的动态考察*

二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着重开展大样本调查' 努力将那些较少甚至从未
接触过电子政务' 但仍具有电子政务需求的潜在使用者纳入调查样本' 扩大样
本容量' 增强样本代表性+ 还可探索运用深度访谈, 扎根理论等定性资料收集
方法' 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 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 不局限于已有
理论' 根据具体探究情景构建具有实证检验力的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度影响因素
模型* 在研究资料分析过程中' 注重数据分析方法的适用性, 科学性与规范性'

应根据实际研究目的$是探究因素间的互动关系还是识别关键的影响因素-% 和
数据特征$如样本容量, 测量题项数量, 数据质量, 数据分布等% 选择匹配的
数据分析方法' 并注意控制个人特征等变量对结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进一
步提升不同研究结论的可比较性与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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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构建分析框架' 对移动政府服务等其他类型电子
化公共服务的公众使用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学者应在对不同类型电子化公共服
务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其各自技术特征, 创新特征与功能定位的差异'

分别建立概念模型' 编制量表对相关构念进行测量' 通过大规模调查数据实证
检验不同类型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 并对不同类
型电子政务系统的使用行为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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