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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适用的信息技术是虚拟团队实现有效沟通的关键。本文以“技术采纳模型”为基础 ，以适用性为 

切入点，分析虚拟团队采纳信息沟通技术的特征 ，构建虚拟团队的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该模型可作为虚 

拟团队采纳信息沟通技术的参考线路图，亦可用于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的适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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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企业间的竞争 日趋激 

烈 ，市场瞬息万变。在此背景下 ，为确保组织在未来 

取得成功的关键，应有合适的人去解决最重要的业 

务问题，无论他处在企业的哪个等级和组织的何种 

职位 ，也无论他处在世界上的任何 角落⋯。适时组 

建以任务为导向、聚散 自如 的虚拟 团队是应对全球 

化激烈竞争环境的必然选择。 

虚拟团队不同于传统的团队，它是由跨越时间、 

空间和组织界限的成员所组成的 ，成员间 的沟通主 

要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 

猛发展，可供虚拟团队采纳的信息沟通技术不再匮 

乏，为虚拟团队选择适用的信息沟通技术 (以下简 

称沟通技术的采纳 )成为虚拟团队管理和信息技术 

应用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 以 Davis的技 

术采纳模型为基础 ，分析虚拟团队采纳信息沟通技 

术的特征，构建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重 

点探讨虚拟团队采纳信息沟通技术的适用性。 

1 技术采纳理论 

技术采纳理论重点研究用户对新技术的采纳行 

为。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领域普遍接受的重要理论 

模型有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 

技术采纳理论等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通过 

选用多种不同的变量分析用户对新技术的采纳行 

为。本文 以技术采纳模型为基础进行研究。 

1．1 TAM 技术采纳模型 

1986年 ，Davis通过研究发现 ，在解释信息技术 

的采纳过程中，感知有用性(简称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简称易用性)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用性为使用者认为使用此技术对工作完成的效用 

程度；易用性为使用者认为该技术容易使用的程度。 

在理性行为理论 的研究基 础上 ，Davis认 为外部变 

量、易用性和有用性与技术的实际使用有着密切关 

系，并构建技术采纳模型(TAM)，如图1所示。 

图 l 技术采纳模型(TAM) 

TAM提供了外部因素影响内部因素的途径，并 描述了易用性、有用性、使用者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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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结构关系。易用性和有用性能够影响使用者 

对信息技术的态度，进而影响其行为。此外易用性 

也会影响有用性。TAM构建了信息技术与使用者 

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能够有效地解释信息技术采 

纳者的行为模式。在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实证研究 

中 ，TAM的解释能力和理论简洁程度皆获得相当程 

度的肯定 。 

1．2 TAM 在虚拟 团队信息沟通技术 采纳应用 中 

的局限性 

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属于一种技术采纳 

行为。由于虚拟团队的特点 ，其技术采纳 特征有别 

于 TAM。首先 ，TAM基于理性行为理论 ，强调技术 

使用的主体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感知和行为选择。 

在虚拟团队的沟通 中，主体感知有用 、易用的信息沟 

通技术不一定适用 于虚拟团队的客观实际 ，若采纳 

了不适用的信息沟通技术可能会使团队沟通效果偏 

离团队的任务目标。因此，在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 

术采纳 中，除了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外 ，技术的客 

观适用性是影响技术采纳 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此 

外，TAM用于新技术的采纳研究，而虚拟团队信息 

沟通技术的采纳 ，既包括对新技术 的采纳 (开发或 

引进的新技术)，也包括对已有技术 的采纳(选择一 

个已经较为流行 的技术 )，每种 已有技术都有很多 

替代技术，其采纳不具有强制性。对 比传 统的技术 

采纳 ，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构建适用于虚拟团队的 

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对提高虚拟团队的沟通效 

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2 虚拟团队的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 

针对虚拟团队地域的分布性 、团队任务时间的 

紧迫性和过程巨大的不确定性，Marleen Huysman曾 

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其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虚拟团 

队在任务开始之初，会很快选用特定的信息技术作 

为团队的主要沟通技术。一旦信息沟通技术确定之 

后 ，团队很少在项 目期 间更换其他沟通技术 。根 

据这一特点，在团队成立之初，采纳适用的信息沟通 

技术对团队顺利完成任务极为重要。 

2．1 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的构建 

虚拟团队组建是以任务为导向，团队成员具有 

显著的地域分布性和专业互补性。虚拟团队拟采纳 

的沟通技术，其适用性可从客观角度提高团队成员 

对技术的主观认知程度 ，从而促进 团队成员对技术 

所持的态度 ，并进一步促成其行为意图，最终影响技 

术实际采纳。本文在研究 TAM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 

技术适用性因素构建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 

型。模型如图 2所示 。 

图2 虚拟团队的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 

在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的采纳中，有用性和 

易用性的判断主要来源于使用者对技术所产生效用 

程度和技术容易使用程度的主观感知，适用性主要 

来源于对任务、技术和成员的分析，并客观衡量技术 

的适用程度。两者考虑的外部因素不尽相同，两者 

对外部因素的度量方式以及外部因素对两者的影响 

方式也不尽相同。 

在虚拟团队的沟通过程中，感知有用的信息沟 

通技术不一定具有适用性。一项技术的采纳对任务 

的完成具有一定 的效用 ，则会从主观规范 、印象和工 

作相关性等外部因素促进成员对技术的有用性感 

知，但是这些外部因素并不能促进技术满足任务的 

需求。例如，在虚拟团队沟通中，成员之间需要协商 

阶段 目标 ，从有用性角度进行考虑 ，邮件对任务的完 

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成员对其有用性认知程度 

很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仅依靠邮件沟通，不能达 

到即时效果 ，互 动性 较弱 ，很难 达到 即时沟通 的 目 

的。如果更加全面的考虑到任务的需求，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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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技术的特点 ，则 会选择媒体丰 富度较高的信息 

沟通技术例如 MsN来加强沟通，以期高效完成任 

务。综上所述，虚拟团队采纳的信息沟通技术应该 

具有有用性 ，亦应具有适用性 。 

在虚拟团队的沟通过程中，感知易用的信息沟 

通技术也不一定具有适用性。易用性仅从 团队成员 

的主观感知去判断技术容易使用的程度，没有从技 

术的功能特点去客观分析其对成员的适用性，不一 

定能满足成员的所有需求。例如从团队成员的主观 

感知出发 ，视频会议 系统是一项易用程度非常高的 

技术 ，但是 ，它同时也是一项成本很 高的技术。虚拟 

团队在经常性沟通中，不宜支付昂贵的通讯费用，因 

此视频会议系统不适用于虚拟团队成员间的经常性 

联系沟通。实践中，虚拟团队采纳的信息沟通技术 

应该具有易用性 ，并且也应具有适用性 。 

图 2中，具有适用性 的信息沟通技术可定 义为 

既能满足团队任务需求，又能满足团队成员需求的 

技术。适用性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和两个基本适 

配性。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 

团队任务需求 ：虚拟 团队的任务需求可从任务 

的性质、任务的类型以及任务的目标三个维度分析。 

任务 的性质有三个方面 ：可分析性 、多样性 、相互依 

存性；任务的类型通常包括：协商型、常规型、集体讨 

论型 ；任务的目标是指经过沟通，任务进度需要 

达到的一种程度。 

信息沟通技术功能：信息沟通技术的功能主要 

涉及信息技术 、沟通应用 、信息共享和信息管理四个 

维度。信息技术包括媒体丰富度、技术支持等；沟通 

应用包括技术成本、应用的普遍性；信息共享包括技 

术兼容性、信息发布等；信息管理包括信息存储、信 

息规范性等 。 

团队成员需求 ：团队成员的需求主要通过以下 

五个属性进行分析 ：性别 、年龄 、教育背景、地域分布 

性和对信息沟通技术的使用习惯。 

两个基本适配性包括 ： 

技术与任务适配性 ：通过团队任务 的三维特征 

对信息沟通技术的四维功能特点需求进行研究，即 

可分析出适用于团队任务的信息沟通技术。例如， 

协商型任务需要媒体丰富度高的信息沟通技术来完 

成 ，因此视频会议 系统、电子 白板等媒 体丰富度 

的信息沟通技术与这种类型任务的具有适配性。 

技术 与成员适配性 ：通过成员 的五维属性对沟 

通技术的四维功能特点需求进行分析研究 ，即可分 

析出适用于团队成员的信息沟通技术。例如，对于 

同样能完成任务的技术如电话和即时通讯工具，一 

般群体的团队倾向于使用技术成本相对较低的信息 

沟通技术，因此即时通讯工具比较适用；而高层领导 

群体的团队倾向于使用技术成本稍高但是媒体丰富 

度较高的信息沟通技术，因此电话比较适用。 

具有适用性的信息沟通技术能够从客观满足团 

队任务需求的实用角度促进成员的主观感知，从而 

提高技术的有用性程度 。成员对技术的有用性感知 

程度加深，也能反过来从技术与任务适用性上促进 

沟通技术的适用性 。因此 ，适用性和有用性呈正 向 

相互促进关系。 

具有适用性 的信息沟通技术能够从客观满足 团 

队成员的需求上促进成员对技术 的易用性感知，从 

而提高技术 的易用 性程度。易用性感知程度 的加 

深 ，能反过来从技术 、成员适用性上促进沟通技术的 

适用性。因此，适用性和易用性也呈正向相互促进 

关系。 

综合考虑信息沟通技术的适用性、有用性和易 

用性 ，分析影响虚拟 团队成员对信 息沟通技术的态 

度，有助于判断对团队成员对信息沟通技术的行为 

意向，对虚拟团队有效完成团队任务具有重要的意 

义。 

2．2 虚拟 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的应用 

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模型的应用情况分 

析 ： 

(1)用于虚拟团队对信息沟通技术的采纳决 

策 。 

信息沟通技术的选择对虚拟团队的沟通效率具 

有重要的影响。按照模型所提供的线路图，从适用 

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和两个适配性出发，分析信息沟 

通技术的适用性 ，结合易用性和有用性 ，分析三者之 

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指导信息沟通技术的合理采纳。 

(2)用于分析虚拟团队所采用信息沟通技术的 

适用性。 

该模型可用于分析比较多种你采纳信息沟通技 

术的适用性。首先分析适用性的三个基本点，然后 

将技术与任务、成员对 比，分析技术对两者的适用 

性，两个同时适用，才为满足团队适用性的信息沟通 

技术。若不适用，可以从适用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和 

两个适配性 中分析 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从而有针对 

性 的改变所选信息沟通技术或通过技术组合的方式 

使之满足适用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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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案例分析 

本文案例分析的对象是 B0HKNET国际课程的 

虚拟团队。该课程由北京 、香港和荷兰 的四所大学 

共同举办。参加该课程的同学是信息管理和软件工 

程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的 目的之一是为学 

生提供一个 国际合作平台 ，营造一个来 自不同区域 、 

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共 同学习、合作研究 的虚拟 团 

队环境，旨在培养学生的跨国交流能力和团队协作 

意识。 

该课程共设 13个课题 ，学生组成 13个虚拟 团 

队完成课题 ，课题完成后 以报告的形式提交并发布。 

导师遵循性别、专业、地域分布互补的原则配备成 

员 ，每个团队成员人数在 9—12个之间。 

该课程引进 了两项正式沟通技术 ，视频会议系 

统和电子学习系统 (blackboard)。其他通讯工具如 

电话 、网络 即时 通讯 工 具 (MSN、QQ、skype、P叩。 

等)、电子邮件、语音邮件等由成员 自选，课程中不 

提供。 

3．1 虚拟团队所采纳信息沟通技术的适用性验证 

针对团队既定 的两项用于正式沟通的信息沟通 

技术，依照模型的思路对其进行分析。首先，从任务 

需求的三维角度分析任务对信息沟通技术功能特点 

的需求，从而得出具有任务适用性的信息沟通技术， 

如表 1所示。 

表 1 具有任务适用性的正式信 息沟通技术 

视频会议系统有专业人员维护，类似于面对面 

的交流，无需成员的任何操作 ，电子学习系统是所有 

成员平时经常使用的信息沟通技术，因此这两项信 

息沟通技术也具有成员适用性 。综上两点 ，这两项 

是具有适用性的信息沟通技术。依据模型所提供的 

思路分析，这两项信息沟通技术的采纳非常合理。 

课程结束后 ，经调查，有 88．8％的成员认 为这 

两项信息沟通技术非常重要，它们的使用极大的促 

进了课题的有效完成，使用非常成功。由此可见，沟 

通技术采纳模型能够用于分析或验证虚拟团队的信 

息沟通技术采纳。 

3．2 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的采纳分析 

在课程之初 ，很多团队仅考虑到信息沟通技术 

的有用性和易用性 ，除上面两项正式沟通技术外 ，采 

用最普遍的电子 邮件作 为团队 日常信息沟通技术。 

但是随着任务的进行 ，越来越多的团队发现仅仅使 

用电子邮件并不能满足课题的需求。经导师的指导 

和团队成员的分析，大家认识到信息沟通技术适用 

性非常重要。于是 ，团队成员对任务需求 、成员组成 

和技术功能进行分析，在不同阶段拟采用不同的信 

息沟通技术。下面以课程各阶段中为例对虚拟团队 

对信息沟通技术的采纳进行分析。首先分析得出具 

有任务适用性 的用于 日常交流的信息沟通技术 。 

表 2 具有任务适用性 的 日常信息沟通技术 

在具有任务适用性的信息沟通技术的基础上进 所示。 

一 步分析具有成员适用性的信息沟通技术。如表3 

表 3 具有成员适用性的 日常信息沟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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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促进了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 ，有用性感 

知和易用性感知的提高又促进了其适用性感知。信 

息沟通技术的适用性和团队成员对信息沟通技术的 

有用感知和易用感知，促进了对信息沟通技术的认 

知态度，也促进了对信息沟通技术的采纳意图，团队 

最终采纳了MsN和电子邮件作为团队每阶段中的 

信息沟通技术。 

采用 MsN后 ，极大地提高 了课题完成 的效率 ， 

课程结束之后 的调查结果表明 ，82．6％ 的成员认 为 

MsN是最有效的信息沟通技术 。由此可见 ，第一 ， 

模型中加入适用性因素对技术 的有效采纳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第二，根据模型所提供的思路对信息沟 

通技术采纳进行分析 ，一方面可以避免采纳过程 中 

考虑影响因素的片面性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信息沟 

通效率，促进团队任务的完成。 

4 结 论 

信息沟通技术采纳是提高虚拟团队沟通效率的 

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在 TAM的基础上，针对虚拟团 

队的特点 ，引入了适用性因素 ，对虚拟团队沟通技术 

采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虚拟团队信息沟通技术 

采纳模型的建立，一方面有助于虚拟团队根据实际 

情况，依照模型所提供的思路，采纳适用的信息沟通 

技术，从技术选择上提高团队的信息沟通效率；另一 

方面有助于分析虚拟团队采纳的信息沟通技术是否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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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0del Of ad0pting inf0rmati0n cOmmunicatiOn 

technOl0gy I．0r a Virtual team based On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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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ing an approp rjate inf0rmati0n technology is s培nificantly imp0rtant to communicate eflfectively am0ng the members 0f a 

Virtual team． Based on the “Technol。gy Adopti0n Model”，a model of adopting inf0m 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constm cted 

with the deta订e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0f virtual team． This model can be used as a ref rence t0 select infbrmation technologies 

f0r a Virtual team． It can be also used t0 study the appr0priati0n of the selected inf0rmati0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0r the virtual 

te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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