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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
课程的外部关键因素研究∗

□王征　李姗姗　王宇

　　摘要　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网络在线课程已成为大学生的重要学习资源.基于国内外选择意

愿、采纳行为等理论模型,结合大学生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大学生在线

课程采纳外部影响因素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影响选择和采纳在线课程的外部关键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与学术权威认可、自我效能等是影响大学生选择并接受高校图书馆在

线课程的主要外部因素.其中,社会与学术权威认可是目前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课

程的最重要外部因素.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了“校内校外、课上课下、线上线下、专修辅修”四

个相结合的在线课程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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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教育即服务”作为第二次在线课程浪潮的核心

理念,已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认同.作为在线课程

的主要服务方与管理者,高校图书馆应如何鼓励更

多的大学生采纳图书馆的在线课程服务,已成为高

教图书馆学界的研究重点和要点.当前的在线课程

发展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慕课之父”乔治西

门子(GeorgeSiemens)曾指出:包括选择意愿在内

的众多外部因素导致仅１０％的学生最后完成在线

课程,而仅有５％的学生最终能通过考试.从高等

教育视角来看,尽管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在线课程已

成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有效补充,但高等教育毕

竟很大程度上是结果导向的,大学生的采纳意愿与

实际受益程度是休戚相关的.相关研究发现,尽管

“互联网＋”时代的在线课程将课堂移植于网络之

中,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提高了课堂的模块性和可

塑性,但由于社会与学术权威的广泛质疑与认可缺

失,导致了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实际竞争力不强.

尽管这些课程使得大学生受益,却不能为其深造与

求职就业直接加分,致使大学生对图书馆在线课程

缺乏足够的热情.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相对于中

小学在线课程的“既叫好又叫座”,高校图书馆在线

课程除寥寥几门开设广泛的基础课程外,基本处于

“叫好不叫座”的境遇.本研究基于前人工作,从多

视角、多维度研究了影响大学生采纳在线课程的外

部关键因素,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些外部因素的

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并以国内６所高校的调研数

据为基础,结合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实际情

况,构建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大学生采纳行为模

型,通过实证对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课

程服务的外部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提出

对应的改进建议.

２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服务的研究开

展于上世纪末,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线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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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影响因素,进而逐步深入到在线课程的组织优

化与教学方法探索.而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社会认可、教学模式、学习习惯等众多外部因素均对

大学生接纳图书馆在线课程构成影响.在最新的研

究成果中,吉娜．A．N．科娃(GinaA．N．Chowa)等
人通过文献归纳法,对第二次在线课程浪潮中影响

高校图书馆采用在线课程的因素进行了总结[１].苏

杰特库马尔萨尔玛(SujeetKumarSharma)等
人通过调研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学生在线课程

中的社交网络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２].达尼尔．D．
普瑞尔(DanielD．Prior)等人分析了影响大学生选

择和采纳在线课程的现代信息素养因素,其中包括

信息检索水平、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自学能力等五类

因素[３].类似的,郭宇春(YuＧChunKuo)等人研究

了网络自律和自学能力对在线课程选择的影响[４].
李文成(WenＧChingLee)等人通过结构化建模,研究

分析了学术权威与高校管理机构对大学生选择图书

馆在线课程服务的影响[５].郭峰峰(FengfengKe)
等人研究了交互式参与、学习满意度等因素对高校

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影响[６].李永居(YoungjuLee)
等人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在线学习的持久性外部

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探讨[７].朱永居(YoungJu
Joo)等人对大学生学员进行了学习动机研究,着重

研究了包括学习动机等内部因素之间的结构关

系[８].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研究人员已从

多角度对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外

部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但这些研究还未能完整

和系统地揭示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特别是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等量化工具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大学生认知和选择

行为的作用,但限于数据采集、个人研究领域等方面

的限制,目前还缺少从综合的外部视角出发,对外部

因素共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成果.

３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采纳行为作为图书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
重点研究内容集中在读者群体对信息科技或教学服

务的接受和采纳上.目前,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了

技术 接 受 (采 纳)理 论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作为研究在线教育、在线课程、网络

教学等领域的工具,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这

一理论,采纳行为意愿是由个体使用新技术或新信

息系统的心理倾向程度决定的.通过对该模型的修

正和补充,构建了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

课程的外部关键因素理论模型(图１),并提出了对

应的研究假设.

图１　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

　　课程的外部关键因素理论模型

３．１　使用态度与采纳意愿

结合经典理性行为理论 (TheoryofReasoned
Action,TRA),文中的使用态度可定义为:大学生

在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过程中,对其的认可程

度,该变量会受到一些外部变量的影响,而这些外部

变量通常是由个人对某个特定行为的看法与评价构

成的.采纳意愿的定义为:大学生在学习与实践过

程中,选择与接受高校图书馆课程的主观愿望与意

向.而达尼尔．D．普瑞尔在网络教育领域研究中发

现:网络中人群及个体的使用态度会影响其相关的

行为意愿[９].郭宇春与李文成的研究则指出:网络

教育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使用)态度,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是否继续采购网络教育服

务[１０][１１].基于上述,文中的使用态度是指大学生在

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服务时所产生出的是否愿

意使用的感受和知觉.
研究假设:上述感受与知觉(使用态度)通常会

对大学生选择图书馆在线课程服务使用意愿产生较

大的影响,在访谈中也发现大学生的使用态度对最

终的采纳意愿影响很大,为进一步量化分析上述问

题与现象,本研究提出了下列假设:

H１: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使用态度

显著正向影响采纳意愿.

３．２　实用性感知和易用性感知

易用性感知和实用性感知是技术接受模型中最

重要的两个概念.其中,实用性感知的定义为:大学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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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后,感受到的学习与

工作提高的强烈程度与可能性.易用性感知的定义

为:大学生在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时,感觉到付

出努力的程度.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吉娜．A．N．科
娃基于教育技术采纳研究,对有用性感知开展了进

一步的深入剖析和刻画,提出了实用性感知这一概

念,并指出实用性感知可以作为中间构件对高校图

书馆在线课程学员的使用态度产生影响[１２].苏杰

特库马尔萨尔玛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网络学习

者的实用性感知等构件都会被易用性感知直接影

响,而其易用性感知与使用态度也有显著的正相

关[１３].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作为一种远程课程技

术,理论上符合上述研究结果.
研究假设:前人工作已通过定性分析,发现或指

出大学生对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实用性感知、易用性

感知与使用态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还没有进

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觉得图书馆在线

课程容易使用或方便使用,通常会觉得该服务较为

实用,进而乐于采纳此项服务,即易用性感知不但直

接作用于使用态度,而且间接作用于使用态度,为进

一步量化分析上述问题与现象,特提出下列假设:

H２: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实用性感

知显著正向影响其使用态度.

H３: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易用性感

知显著正向影响其实用性感知.

H４: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易用性感

知显著正向影响其使用态度.

３．３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当前技术接受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

一,结合上下文环境,可以将其定义为:大学生通过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学习,对自身能否有所收获或

达成一定目标的主观判断.这个概念的确立,对于

行为与意愿的预测影响很大.郭峰峰的研究表明:
当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时,其将以较为积极的

态度迎接技术等方面的挑战,反之则态度消极[１４].
李永居的研究表明通过自我效能的强化,网络学习

者能够激发与维持自身的学习动机[１５].朱永居的

研究则进一步发现网络学员的易用性感知对其自我

效能存在一定影响[１６].
研究假设:前人工作已通过定性分析,发现或指

出大学生的易用性感知、自我效能与使用态度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还未能从结构化视角进行研究;

研究的访谈结果进一步表明,如果大学生觉得图书

馆在线课程容易使用或方便使用,通常会认为自身

将通过该服务取得一定的收获,即易用性感知不但

直接作用于使用态度,而且间接通过自我效能作用

于使用态度,为进一步量化分析上述问题与现象,特
提出下列假设:

H５: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易用性感

知显著正向影响其自我效能.

H６:大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自我效能

显著正向影响其使用态度.

３．４　权威认可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在线教学必须获得社会与

学术权威的认可才能在高校中得以推广和发展,文
中权威认可的定义为:社会与学术权威对高校图书

馆在线课程实施的承认与许可,对其应用效果与实

施成果的证实与认定.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表

明:权威认可能够显著的影响大学生的技术接受行

为.其中,米莉巴拉克(MiriBarak)的研究指出,
社会权威对于就业招聘等渠道的掌握,使他们能够

影响学员的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使用行为[１７].A．
洛亚(A．Loya)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教育与学术权

威对于网络教育的认可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未来发

展[１８].而尼克劳斯佩拉斯(NikolaosPellas)的研

究指出社会与学术权威能够显著影响学员对在线教

育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其接受程度[１９].
研究假设:前人工作已通过定性分析,发现或指

出权威认可与大学生的图书馆在线课程使用态度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还未能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
研究的访谈结果进一步表明,如果大学生觉得图书馆

在线课程学习成果获得了社会与学术权威的认可,其
使用态度将得到提升,并最终影响到其采纳意愿,为
进一步量化分析上述问题与现象,特提出下列假设:

H７:社会与学术权威认可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

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使用态度.

４　研究设计

４．１　调查问卷与研究对象

调查问卷基于上述研究的７项假设进行设计,
并以６个主要变量作为调查对象.该调查问卷的详

细内容参见附录中的«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采纳意

愿调查问卷(精简版)».调查范围选取成都和哈尔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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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两地的６所高校,对８００名试用或使用过高校图

书馆在线课程的大学生进行调研,共得到有效问卷

５９７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７４６２％).有效问卷

中,男女生所占比例分别为６３３２％和３６６８％,学
生的专业学科比例为:理工类占４９０７％,经管类占

３３００％,文史类占１７０９％,其他占０８４％;年级分

布情况为:１年级占１４９１％,２年级占３２３３％,３
年级占３４８４％,４年级占１７９２％.问卷数据的分

析工具采用了SPSS１７０和 AMOS１２０.

４．２　测量模型与分析

使用 偏 最 小 二 乘 法 (PartialLeastSquare,

PLS)和自助式(Bootstrap)抽样算法对结构方程模

型中的路径显著程度进行验证,采用的三类检验包

括: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

４．２．１　信度分析

信度检测结果以克朗巴哈(Cronbachsα)系数

与组合信度作为衡量工具来实施信度判定,如表１
所示,系列α系数达到了０．８０与０．９５之间,超过了

通常所建议的水平(０．７０).下文中变量系列 Var(１
－６)分别为:实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自我效能、权
威认可、使用态度以及采纳意愿,限于篇幅,如不做

特殊说明,后续表达与其一致.根据文献[３]中的建

议,通过组合信度(CompositeReliability,CR)与平

均方差变异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AVE)
相结合进行指标分析.其中,组合信度能够度量测

量数据的内部一致性.根据文献[４]的建议,当组合

信度超过０７０时,其测量效果较好,而研究中的系

列组合信度均达到了０８０至０９５之间,符合前述

中的建议水平.此外,系列平均方差变异量达到了

０６５至０８９之间,超过了前人研究中的建议阈值

０５[２０].由此,从表１可知,文中测量数据的组合信

度与平圴方差变异量都超过了建议值,体现了良好

的内部一致性.
表１　测量模型的信度分析结果

　　指标

变量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变异量

Var１ ０．８１９３７７ ０．８８９３７ ０．７４０３８２

Var２ ０．９２９８３５ ０．９４３４９ ０．８３８７９５

Var３ ０．９４９３３８ ０．９４９２３７ ０．８８５２３７

Var４ ０．９１０３８７ ０．９４１３９８ ０．７７９３８２

Var５ ０．８７９３５３ ０．９１７７８７ ０．６５９３８６

Var６ ０．９２９７５５ ０．９４９９２８ ０．８７９０３７

４．２．２　效度分析

当前的效度分析主要分为: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建构效度(ConstructValidity)两大类.
其中,内容效度主要用来检验测量数据的内容是否

能体现研究内容及其框架,调研问卷参考并汲取了

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建构效度中的收敛效度用以研究相关变量之间是否

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得到测量数

据的因子结构矩阵,再通过结构矩阵之中的因子负

荷量大小来分析收敛效度,通常来说,因子负荷量的

值越大,收敛效度愈高.通过因子分析所得到的各

个因子负荷量均大于建议阈值０５(限于篇幅,具体

分析过程省略),因此体现了良好的收敛效度.测量

模型的区分效度采用了下列计算方法,即:将平均方

差变异量 AVE 与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平方之值

进行对比,如 AVE较大,则潜在变量之间的区分效

度较好.在表２中的矩阵中,对角线上的AVE的值

明显大于同行同列的其他元素,这表明测量模型的

区别效度良好.
表２　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

变量 Var１ Var２ Var３ Var４ Var５ Var６

Var１ ０．７４２ － － － －

Var２ ０．４９３ ０．８４９ － － － －

Var３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６ ０．８７９ － － －

Var４ ０．３９６ ０．２８７ ０．２３６ ０．７９２ － －

Var５ ０．３６４ ０．３５３ ０．４９３ ０．３９７ ０．６７５ －

Var６ ０．３２１ ０．３０７ ０．２１４ ０．２８７ ０．４８７ ０．８９１

４．３　研究假设检验与结果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尽
管偏最小二乘法不必事先设定数据分布,所以通常

采用该方法时不用对数据是否符合常态分配进行检

验.但由于该方法并不提供路径系数的信任区间估

计和统计显著性检验,因此,为了检验估计路径系数

的显著性,研究通过自助式(Bootstrap)算法,以t检

验作为系数显著性的判定工具.表３是结构方程模

型的假设检验结果.以表３的t值进行β值显著性

检验,相关的结果表明:易用性感知对于实用性感知

的β值达到了０６９３,而易用性感知对自我效能的β
值达到了０５５７,易用性感知对于使用态度的β值为

０１４１,易用性感知对使用态度的β值为０１１９,自我

效能对使用态度的β值为０２７３,知觉价格对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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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β值为０５６９,使用态度对于采纳意愿的β值

为０６４８;基于此,研究所设立的假设均成立.
表３　研究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n＝５９７) R２ β tＧvalue

Var２→Var１ ０．４８１ ０．６９３∗∗∗ １３．９８２

Var２→Var３ ０．３０１ ０．５５７∗∗∗ ９．０５３

Var１→Var５ ０．７７５ ０．１４１∗ ２．５３１

Var２→Var５ － ０．１１９∗ ２．５７５

Var３→Var５ － ０．２７３∗∗∗ ４．８１４

Var４→Var５ － ０．５６９∗∗∗ １２．８５７

Var５→Var６ ０．４３５ ０．６４８∗∗∗ １２．９８６

注:∗ p＜０．０５;∗∗ p＜０．０１;∗∗∗ p＜０．００１.

此外,如表３所示,易用性感知对于实用性感知

和自我效能的 R２值分别为０４８１和０３０１;而实用

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自我效能以及权威认可对于使

用态度和采纳意愿 R２分别为０７７５和０４３５,显示

了良好的匹配度.最终,图２是整个研究对应的模

型检验结果图.

图２　模型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最终得到下列或证实了下

列假设检验结果:
(１)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使用态度,会显著正

向影响大学生的采纳意愿.
(２)实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自我效能以及权

威认可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使用态度均有显著正

向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权威认可,其次是自我效

能.而实用性感知对使用态度的重要性超过了易用

性感知,因而对大学生的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采纳

意愿影响较大.
(３)易用性感知对自我效能与实用性感知均有

显著正向的影响,并可以通过二者对使用态度以及

采纳意愿产生间接影响.

５　结论与策略建议

结合上述假设检验结果与现阶段大学生高校图

书馆在线课程的采纳现状,笔者提出了“校内校外、
课上课下、线上线下、专修辅修”四个相结合来提升

大学生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接受与采纳程度.

５．１　校内校外相结合

社会和学术权威认可是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

在线课程的最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其中的学术权威

认可直接影响了企事业单位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

学习者的认可程度.高校管理部门应统一管理,实
现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资质证书与校内其他课程的

统一成果认定,这将有助于提高高校图书馆在线课

程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提高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

在线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进而促进高校图书馆在线

课程和高校课程体系的有机融合.此外,从调研结

果看,中国的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不但缺乏统一的

资质认证证书,也缺少相应的认证平台,这对于高校

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学习成果认定是相当不利的.针

对上述情况,高校系统内部应大力推行图书馆在线

课程的学分认定等信息融合工作,即:应在建立高校

图书馆在线课程试点的同时,组织学术权威,通过统

一的信息融合平台,对图书馆在线课程所取得的成

果进行验收、评估与推广,最终建立相应的评估、评
价、认证和组织机制.另一方面,高校主管部门应与

用人单位或企业进行多方对接,在人才选拔时,充分

向社会展示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价值和意义,提
高用人单位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学习者的信任度

和认可度.

５．２　课上课下相结合

从分析结果来看,当前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难

以获得权威认可和大学生广泛采纳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其学习过程“全拼”自觉.而图书馆方面缺乏有效

的全程督导机制,无法实施其他教学管理单位的学

习监督管理工作,导致大学生在图书馆在线课程学

习过程中难以提高其自我效能,进一步导致其学习

质量饱受社会与学术权威的质疑.针对这种情况,
应在课上课下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

信息管理技术优势,建立统一的学员身份认证机制,
以实现有效的全程督导,例如:通过网络摄像头和特

殊的监控软件监督作业的完成过程,通过移动高校

图书馆在线 APP时时提醒学生预习、复习与自学,
在线考试时要求考生持有身份证和电子学号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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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终保证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学员的日常学习

全过程均能受到自动式的督导,变在线“课上学”为
课上课下“时时学”,以期在提高权威认可度的同时,
大幅度的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效能和高校图书馆在线

课程的督导易用性.

５．３　线上线下相结合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要取得学术权威的认可与

配合,除了高校应主动采纳和试用高校图书馆提供

的在线课程外,图书馆在线课程服务方也应结合自

身的馆藏信息资源,不但向高校广大师生提供在线

课程的试用机会,而且要主动将自身的在线课程建

设经验和资源推荐给高校师生.而教育管理部门应

通过政策支持、财政支撑等方式,推动高校图书馆内

外的优质在线课程与教学资源的协作建设与全面共

享,并组织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实施经验丰富的高

校和服务者参与教研与教改建设,以及教学管理方

面的经验分享,从而实现“线上线下”并举的服务模

式创新.

５．４　专修辅修相结合

高校图书馆应构建在线课程考试中心平台,从
而实现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双管理.这种高校图书馆

在线课程考试中心平台的建立,应能对各种鱼龙混

杂的课程、平台以及证书现状,实现统一的在线课程

管理与评估,从而提高在线专修专业认证资质的权

威认可度.一方面应运用目前高校图书馆的云平台

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对课程的实施进行全程监控,
实现对每个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学员的学习行为、
学习过程、学习表现等内容的详细记录,并即时对其

中产生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深入发掘学生的潜在

学习需求,真正做到“评价持续跟踪,需求不断挖

掘”,提高在线课程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另一方面应

为在线辅修课程提供与专修课程同等的服务和管

理,例如:电子图书馆资料库、在线评测,以及在线考

试平台等,从而保证在线辅修课程的教学质量,通过

线上线下的学习效果对比,展示其实用性与易用性,
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在线辅助课程的修习,扩大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受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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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采纳意愿调查问卷(精简版)
第一部分:
请问您是否使用过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在线课程?

□ 是　　　□ 否

＊ 如果上题您选择“否”,请跳至第六部分!

第二部分:下列问题是有关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使用情况,请您依照实际感受选择.其中１代表非常

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

问题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能让我的学习与生活非常方便 １　　２　　３　　４　　５
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能改善我工作与学习的效率 １　　２　　３　　４　　５
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对我的学习、实践与工作有帮助 １　　２　　３　　４　　５
学习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是容易的 １　　２　　３　　４　　５
我能了解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操作与使用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操作与操作简单 １　　２　　３　　４　　５
总的来说,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容易使用和操作 １　　２　　３　　４　　５

第三部分:下列是有关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使用态度与意愿问题,请您依照实际感受选择.其中１代

表非常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

问题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我喜欢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 ２　　３　　４　　５
在线课程是很好的高校图书馆服务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很有实用价值 １　　２　　３　　４　　５
使用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１　　２　　３　　４　　５
如果有可能,我愿意继续通过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进行学习 １　　２　　３　　４　　５
如果有需要,我愿意继续通过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进行学习 １　　２　　３　　４　　５
整体而言,我非常愿意继续通过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进行学习 １　　２　　３　　４　　５

第四部分:下列是有关您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使用兴趣方面的问题,您依照实际感受选择.其中１代表非

常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

问题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使我感到轻松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使我感到愉快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使我感觉充实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１　　２　　３　　４　　５

第五部分:下列是有关学校与社会对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认可与看法问题,请您依照实际感受选择.其中

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

问题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被学校与社会所接受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受到学校与社会的重视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学习经历与证书被学校与社会认可 １　　２　　３　　４　　５
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对于大学生求职与深造的意义重大 １　　２　　３　　４　　５

第六部分:基本数据
１．性别:　□男　□女
２．年龄:　□２０以下　□２１~２５　□２６~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以上
３．目前您所处教育阶段:□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４．请问您平均每天通过贵校图书馆在线课程进行学习的时间长度为:

□１小时以下　□１小时~３小时　□３小时~５小时　□５小时~７小时　□７小时以上

４７

影响大学生采纳高校图书馆在线课程的外部关键因素研究/王征等
TheCriticalExternalInfluentialFactorstoUniversityLibraryOnlineCourseAdoptionbyStudents/WangZheng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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