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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 

2002年 9月美國布朗大學公佈 2002全球各國電子化政府評比結果，
臺灣在 198個國家中，排名位居第一，其次為南韓、加拿大、美國。（West, 
2002）對於 1996年開始進行 e化政府的臺灣而言，無疑是給予我國「電子
化政府推動計畫」之執行成效極高的評價。 

電子化政府的成效如何，最清楚的應該是電腦前的終端使用者。或許

是政府推廣電子化政府的成效不顯著，據研究者觀察，一般民眾似乎不常

與電子化政府打交道，對於評比第一的臺灣電子化政府施行情況其實不甚

瞭解，這也令人懷疑布朗大學如何進行這項浩大的評估工程。由於這份研

究報告引發研究者對電子化政府相關議題產生興趣，包括當前世界各國以

及臺灣電子化政府的實施情形。 

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應用，徹底改變了傳統資訊傳遞與流通模式，

透過網路，聚集了社群，無形中促使資訊社會的發展，拉近城市與鄉村的

距離，姑且不論數位落差等資訊取得之公平性問題，人們的生活的確越益

多采多姿。 

若要談到政府本身利用電子化工具傳遞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

軍方使用瑪燦特手搖式計算機計算攻擊彈道可能是政府單位最早使用電

子化資訊的例子之一，而當時利用電子化工具之目的，主要在於政府單位

內部之間的溝通，達到提升效率的目標，時至今日，由於以民為主的觀念，

各國電子化政府均強調針對使用者，包括公民與企業，提供政府資訊與服

務。數位時代的電子化政府專刊（數位時代雙週，民 91，頁 10）中形容
電子化政府就像是替政府組織進行一場大手術，重新注入 21 世紀的服務
基因，以更貼近民眾需求。就像 7-ELEVEN一樣，可以滿足使用者一站購
足（one stop）、提供 24小時不中斷（non-stop）的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服
務，電子化政府應該要更早想到，做得更好。基本上，電子化政府應該像

自來水供水系統一樣，讓民眾隨時隨地沒有障礙取得政府的資訊與服務，

進一步甚至可以提供像宅配的服務與效率。電子化政府可說是政府透過網

際網路形塑資訊社會的印記。 

要衡量未來的國家競爭力，電子化政府已被列為關鍵指標之一，而實

際衡量電子化政府能怎麼做，評估指標應為何，則是研究者想探討的議

題。依據臺灣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現階段我國對電子化政府的願景為

充分應用資訊與通訊技術，提高行政效能，創新政府服務，並且提升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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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邁向全民智慧型政府。」（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
政院研考會]，民 91a）可見除了最基本的政府資訊公開，電子化政府牽涉
的層面實在太廣泛。而所謂的便民服務，或稱之線上服務、網路政府服務，

也就是公共服務，其實是最核心的功能，因為這是人民最常也必須使用的

服務，亦即民眾與政府間最密切相關的部分，從文獻以及許多電子化政府

研究或評估報告中，也不難發現公共服務的確是各國電子化政府發展建置

的一個重要環節。究竟學界或相關研究對公共服務定義的範圍如何；在電

子化政府架構中，針對民眾提供的公共服務應該有哪些項目，各個項目的

定義及內容為何，則是研究者想進一步探究的。本研究希望能從資訊提供

者的角度出發，著重在電子化政府提供給民眾的公共服務，探討電子化政

府公共服務之評估，以下為本研究欲深入探討之議題： 

 目前歐美國家與臺灣電子化政府的實施情形。 

 國內外相關研究如何評估電子化政府，甚至是評估電子化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務。 

 電子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應該包含哪些項目，各項公共服務的定
義以及各項公共服務透過線上可以執行的程度為何，是否可據以

提出一套評估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的準則或指標。 

 目前臺灣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的建置情形如何，實際以評估準則
衡量的結果為何，對於未來臺灣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的建置有何

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電子化政府引導了一個運作績效更好、與民眾更接近的公共服務管
道，透過網際網路以及新科技的應用，不但提升了資訊取得的效率、減少

資訊交換的成本，降低民眾與企業對於政府服務需求的取得成本，更提高

政府服務的效率。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之建置與推動，即扮演民眾與電子化政府之間的

橋樑角色，是政府透過網路服務民眾的整合窗口，提供精確的資訊查詢與

線上公共服務，未來政府相關的資訊或各項施政作為應可隨時經由入口網

站取得，各項與民眾有關的查詢、服務申辦等業務，也可以透過此網路整

合窗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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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公共服務給民眾或企業的實例多不勝數，但重

點在於政府應如何透過電子化政府介面提供公共服務。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電子化政府中公共服務涵蓋的內容與範圍，各

項提供民眾的公共服務透過網路呈現的層次，以及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關

係，嘗試建立一套評估公共服務的準則，據以實際評估臺灣電子化政府之

公共服務，並試圖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瞭解歐美國家以及臺灣電子化政府發展的情形。 

2. 探討電子化政府相關評估研究之架構，瞭解各國透過電子化政府
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 

3. 提出一套可行的評估準則，以評估電子化政府提供民眾的基本公
共服務項目。 

4. 利用本研究建構之公共服務評估準則，評估臺灣電子化政府的公
共服務，期能瞭解臺灣電子化政府提供民眾線上公共服務的情

形，歸納結論並提出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係對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準則進行探討的研究，其範圍與

限制如下： 

1. 評估電子化政府的相關研究甚多，本研究以與民眾密切相關的電
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為研究範圍，在此前提下有關一般民

眾存取電子化政府資訊之公平性、數位落差、網路資訊安全機制

等問題則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 

2. 許多國內外文獻以不同名稱表達公共服務的實質內涵，本研究一
律以「公共服務」稱之。 

3. 研究對象礙於人力與語言限制，因此本研究並非以全球的電子化
政府網站為評估目標，而是以臺灣電子化政府為研究對象，選定

中央機關層級的，我的 e 政府—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
（http://www.gov.tw），以及兩個直轄市入口網站：臺北市政府網站
（ http://www.taipei.gov.tw ） 與 高 雄 市 政 府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kcg.gov.tw）共計 3 個入口網站作為實際應用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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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評估準則的實證對象。 

4. 時間限制：由於各入口網站提供的資訊或公共服務內容係持續變
動與建置，本研究以研究期間的網站內容為評估依據，時間至民

國 93年 2月底止。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之研究方法為文獻探討法、內容分析法以及評估研究

法，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首先根據研究目的蒐集國內外有關電子化政府發展之著述、期刊論

文、學位論文與網路資源，文獻探討之目的，是為了掌握目前全球有關電

子化政府評估研究的發展狀況，彙整各研究單位或政府機構評估電子化政

府所著重的面向與研究方法，不僅有助於研究者了解評估電子化政府各面

向的可能性，更利於設計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的評估準則，亦能增加

本研究的客觀性。 

文獻探討使用之資料蒐集工具，以大學圖書館提供的線上公用目錄與

線上資料庫為主： 

1. 中西文之專書：主要以政治大學和臺灣大學兩所大學圖書館之線
上公用目錄與全國圖書目錄系統進行搜尋； 

2. 中西文之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以兩校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國家圖書館）、EBSCOhost、
ProQuest資料庫、PAIS public affair、Lexis nexis、SSCI、OCLC First 
Search、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圖書館學文獻資料
庫 1984-；網路資源則以淡江大學歐盟文獻中心網站
（ http://www.lib.tku.edu.tw/libeu/libeu.htm），以及資策會 FIND 
（Focus on Internet News & Data）網站所提供之國內外專業網站與
組織連結。 

3. 由於目前圖書資訊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亦
參考了其他領域如公共行政、歐洲研究，透過全球資訊網、一般

資訊檢索系統、各知名研究機構網站蒐集資訊，以利研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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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內容分析法發展於二十世紀初，早期多為大眾傳播與新聞學領域採

用，之後逐漸應用於社會學科的研究。Bernard Berelron (1952) 對內容分析
法所下的定義為：內容分析是對明顯的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及量化

分析，並做一描述的研究方法。（楊孝嶸，民 67，頁 197）是一種透過量
化的技巧與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

的研究方法。（魏鏞，民 82，頁 123） 

本研究欲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提供的公共服務

之分類與重要的公共服務項目，整理歸納現代化國家針對公民提供的公共

服務應該包含的類別，並透過分析的過程決定本研究欲評估的電子化政府

公共服務項目。 

 

三、評估研究法（Evalutation Research） 

評估研究法是應用研究的一種，研究者依其對研究目的之瞭解，利用

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決定一個研究或計畫實施的必要性，或是瞭解其實

施的成效。換言之，評估研究牽涉到對各種研究方法的運用，例如文獻探

討、實驗、調查等，以期更有效率地決定如何去設計、執行一個研究或計

畫，以及如何決定其實施效能。 
評估的一般性程序包括先確立評估目的；依據評估問題描述所需資

料；進行相關文獻之探討；擬定評估設計；再依照評估設計蒐集所需資料，

執行評估；整理、分析及解釋資料；最後完成評估報告，進行推廣與回饋。

（黃政傑，民 76，頁 267） 
依據評估的對象及評估的目的，評估研究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類：形成

性評估與總結性評估。所謂形成性評估是對計畫實行過程的評估，重點並

非在測試方案的成功與否，而是強調方案如何執行（how），著重在取得有
用的資訊，適時修正計畫以改進實施成效與表現。（魯賓，2000） 

總結性評估則是對計畫實行結果的評估，又稱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其所衡量的是計畫成功與否、是否應該繼續實行，因此總結
性評估所傳達的是結束的意味，計畫能否繼續則視評估結果而定。（魯賓，

2000） 
由於臺灣電子化政府的推動計畫仍在執行階段，電子化政府網站的建

置也持續進行，以此角度而言，本研究屬於形成性評估，研究者實際調查

臺灣電子化政府網站內容，並就線上公共服務的提供情形進行評估，期能

瞭解目前執行的情況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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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研究工具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1 所示，首先由文獻探討建構理論架構，檢視國內
外的電子化政府發展狀況，考量臺灣本身的情形，整理歸納界定出電子化

政府「公共服務」項目，依據各公共服務項目設計一套評估準則，透過實

際評估臺灣 3個政府入口網站，應用評估準則並從實際評估獲得結論，最
後提出電子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果與建議。 

 
 
 
 
 
 
 
 
 
 
 
 
 
 
 
 
 
 
 
 
 

圖 1-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進行，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整理分析蒐集的相關文獻，期

能設計一套針對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進行評估的準則，以這套評估準

則及前測結果作為研究工具，並選擇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臺北市政府

理論架構 
 

設計評估準則 
 探討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之分類 
 定義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 
 設計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之評估準則

應用理論架構 

實際評估臺灣電子化政府網站
應用評估準則， 
獲得評估結果， 
提出結論與建議 

文獻探討 

電子化政府 
相關評估研究 

公共服務之探討（以

公民與企業為對象） 
臺灣電子化 
政府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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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與高雄市政府全球資訊網計 3個網站作為評估對象，實際操作，除了
驗證評估準則的可行性，也希望能從評估過程與結果，提出對臺灣電子化

政府入口網站提供之公共服務項目與內容的建議。 

本研究首先建構「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準則」，透過分析相關文

獻，定義電子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項目，以及每項服務的實質意涵，並

說明每一項公共服務透過線上能夠執行的程度，依照不同的線上執行程度

給予明確的操作定義。繼而提出一套針對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設計的

評估準則，並先進行前測，評估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提供的公共服務，

依照實際評估情況修正評估準則。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依據時間順序可分為 14 個步驟，其說明如下，研
究步驟流程圖請見圖 1-2： 

1. 界定研究問題與研究方向：2002 年底美國布朗大學公佈臺灣在全
球電子化政府評比報告中排名第一，然而它是以哪些指標評定各

國電子化政府的建置與實施情形，其他評估電子化政府的研究又

利用哪些指標或準則？如何進行評估？  

2. 確立研究目的與範圍：電子化政府的評估層面廣泛，研究希望能
制定一套評估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提供的準則，並實際應用準則

評估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也試圖從政府—資訊服務提供者的角
度，檢視電子化政府在公共服務部分的成效與待改進之處。 

3. 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利用政治大學、臺灣大學等圖書館之公用
目錄，以及圖書資訊、社會科學領域（公共行政）資料庫蒐集專

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再從核心文獻之參考書目，繼續尋找

相關的重要文獻。 

4. 多方尋求相關資訊：透過其他管道，如 e-mail 至研究電子化政府
的私人機構、研究單位取得電子化政府評估報告，與歐盟資訊社

會總署聯繫取得歐盟 eEurope計畫相關資訊與評估結果，盡可能尋
求完整的相關資訊；同時也與國內外研究公共服務的教授聯繫。 

5. 進行文獻探討：整理歸納取得的文獻。 

6. 撰寫研究計畫書：撰寫本研究之緒論、文獻探討、研究設計與實
施部分以及參考書目，並準備計畫書口試。 

7. 「公共服務」分類：參考文獻以及國際性電子化政府評估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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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評比高的國家，分析其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之分類。 

8. 界定「公共服務」項目：結合文獻探討歸納現代國家電子化政府
應有的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並且定義本研究欲建立的公共服務評

估準則之公共服務項目。 

9. 設計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準則：以研究界定的公共服務項
目，一一分析該項公共服務透過線上執行應有的層次，並就不同

層次給予明確的說明，訂定由人實際評估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時

的操作型定義，以達到客觀評估與標準化之目的。 

10. 前測與修正評估準則：挑選幾項公共服務，實際以電子化政府入
口網站作為進行前測的對象，依據前測結果適當修正公共服務評

估準則。 

11. 電子化政府網站內容分析：掌握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臺北
市政府網站與高雄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三個政府網站的網站架構與

內容，分析網站符合評估準則中界定的公共服務，以利實際評估。

而政府機關網站眾多，本研究以「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為主

要研究對象，原因在於電子化政府單一入口網站是政府提供民眾

服務的網路整合窗口，政府的各項施政作為、政府資訊以及各項

與民眾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之查詢及申辦，透過此入口網站都應

該能取得。此外，也同時分析臺北市政府網站與高雄市政府全球

資訊網兩個直轄市的網站。 

12. 實際評估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之建置：分別就三個電子化政府網
站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部分，依據研究設計的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

評估準則，一一評估每項公共服務的線上實施程度。 

13. 整理分析實際評估結果：配合研究設計的公共服務項目與評估準
則，製作評估結果表格，進行分析整理工作。 

14.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綜合文獻探討、設計評估準則
與實際評估結果，彙整所有研究資料，提出研究結果以及對電子

化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之建議，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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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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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解釋 

1. 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簡稱 e-Government） 

「電子化政府」源出於 1993 年美國政府“Reengineering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報告提出的概念，期望利用資訊科技革新政府，
以提升行政效率並建立安全便利的使用環境，創造高效能的優質政府。

（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 [OMB], 2003） 
換言之，所謂的電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機構透過網路傳遞相關的資訊與

服務，達到便民、節省人力與時間以及降低成本的目的。它的精神在於形

塑使用者導向的政府，主要的目標在於創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

容易利用的政府服務。 

 

2. 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 

在政治與公共行政的領域中，除了民主（democracy）之外，政府的職
能通常被歸類為推動政策（policy）、執行計畫（program）及提供服務
（service），因此學界常以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來代表政府提供給個
別民眾、企業、或是非營利組織的經常性施政作為。事實上，電子化政府

除了基本的政府資訊公開外，線上提供的公共服務，其實是最核心的功

能，因為這是民眾最常也必須使用的服務，亦即和民眾最為密切相關。（陳

敏國，民 91，頁 120） 

國內外針對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相關研究使用的名詞不盡相同，目前

可見的術語有線上服務、網路服務、網路政府服務與網路申辦服務，本研

究除了直接引述參考文獻使用的術語外，皆以公共服務統稱之。 

 

3. 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 

所謂服務品質是顧客主觀評斷一產品或服務的整體優良或傑出程

度。換言之，服務品質是顧客對服務原有的期望與顧客在接受服務的過程

及得到結果時實際的感受之比較（翁崇雄，民 82，頁 17-19），它是一種對
服務的認知態度，但不等於對服務的滿意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