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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準則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所扮演的角色，即是提供使用者取得或利用政府

資訊與服務的單一管道，透過入口網站整合政府機關的各項資源，不但讓

民眾易於存取政府資訊與服務、降低服務提供過程的成本，也促使政府單

位得以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Abramson, 2003, p.55） 

由於目前探討「公共服務」涵蓋範圍之分類或項目的文獻不多，因此

本研究除了參考相關文獻外，亦就國際評估報告中評比較高的國家之電子

化政府入口網站進行內容分析，以瞭解現代化國家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的

發展情形，更是本研究建立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評估架構之基礎。 

 

第一節    電子化政府網站內容分析 

本節應用內容分析法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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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析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則是參考第二章文獻探討提及的

五份國際性電子化政府評估研究報告，依據五份報告的評比結果，各取排

名前十的國家，再經綜合評比，取排名前十的國家，進行電子化政府入口

網站內容分析。 

2002年 Accenture報告評比前十的國家依序為：加拿大、新加坡、美
國、澳洲、丹麥、英國、芬蘭、香港，德國與愛爾蘭（Accenture, 2002）；
布朗大學 2002年的評比報告中前十名的國家則為：臺灣、南韓、加拿大、
美國、智利、澳洲、中國、瑞士、英國與新加坡（West, 2002）；CGE&Y
公司最新的評比研究結果前十名依序是：瑞典、愛爾蘭、丹麥、芬蘭、挪

威、西班牙、法國、英國、葡萄牙和義大利（CGE&Y, 2003）；TNS 公司
2002全球電子化政府研究結果排名依序為：丹麥、新加坡、芬蘭、馬來西
亞、香港、挪威、瑞典、愛爾蘭，紐西蘭與澳洲（TNS, 2002a）；最後是
WEF的評估研究排名：新加坡、芬蘭、冰島、瑞典、愛沙尼亞、加拿大、
臺灣、香港、丹麥以及美國。（Cornelius, Kirkman, Sachs, and Schwab, 2002） 

五份評估報告中，由於 CGE&Y的研究範圍限於歐洲國家，因此本研
究綜合評比的部分將歐洲國家的分母視為五，非歐洲國家則視為四。首先

計算每份報告中排名前十的國家的重複次數，做為分子，再依歐洲或非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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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除以五或四，取得綜合評比分數，滿分為 1。各國評比情形如表 3-1，
綜合評比前十名的國家包括：新加坡、丹麥、芬蘭、美國、澳洲、加拿大、

香港、愛爾蘭、瑞典與英國。 
 

表 3- 1 電子化政府評比排名 

Accenture 加拿大 新加坡 美國 澳洲 丹麥 英國 芬蘭 香港 德國 愛爾蘭

Brown 
Univ. 

臺灣 南韓 加拿大 美國 智利 澳洲 中國 瑞士 英國 新加坡

CGE&Y 瑞典 愛爾蘭 丹麥 芬蘭 挪威 西班牙 法國 英國 葡萄牙 義大利

TNS 丹麥 新加坡 芬蘭 馬來 
西亞 

香港 挪威 瑞典 愛爾蘭 紐西蘭 澳洲 

WEF 新加坡 芬蘭 冰島 瑞典 愛沙 
尼亞 

加拿大 臺灣 香港 丹麥 美國 

綜合評比 
新加坡

(4/4=1.0) 

丹麥

(4/5=0.8) 

芬蘭

(4/5=0.8) 

美國

(3/4=0.75)

澳洲

(3/4=0.75)

加拿大

(3/4=0.75)

香港

(3/4=0.75)

愛爾蘭

(3/5=0.6) 

瑞典

(3/5=0.6) 

英國

(3/5=0.6)

 
透過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分析公共服務分類與重要項目的結果

整理如表 3-2。 

表 3- 2 電子化政府網站內容分析整理 

高評比 
國家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 網站公共服務分類 重要公共服務項目 

（Online services） 

美國

America 

http://firstgov.gov/  1. 津貼與補助 
2. 國防與國際事務 
3. 教育與就業 
4. 環境、能源與農業 
5. 家庭與社區 
6. 保健 
7. 歷史、藝術與文化 
8. 所得與稅務 
9. 公共安全與法律 
10. 科學與技術 
11. 旅遊與娛樂 
12. 投票與選舉 

1. 政府津貼與輔助申請 
2. 電子化政府網站購物 
3. 政府機關工作搜尋與 
申請 

4. 地址變更服務 
5. 休閒旅遊景點搜尋 
6. 駕駛執照更新 
7. 護照申請 
8. 社會安全保護申請 
9.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 

澳洲

Australia 

http://www.australia.gov.au/ 1. 農業 
2. 藝術、文化與休閒 
3. 社區 
4. 國防與安全 
5. 教育 
6. 就業與工作環境 
7. 環境 
8. 家庭 
9. 保健 
10. 移民 
11. 原住民資訊 
12. 法律與司法 

1. 線上報稅 
2. 澳洲商業登記號碼搜尋
與申請 

3. ETA申請（ETA Travel 
Authority）：等同 VISA，
可由旅遊代理人或航空

公司提出申請 
4. 簽證申請 
5. 護照申請 
6. 公民身分申請 
7. 澳洲社區服務 
8. 工作搜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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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區域與鄉村 
14. 科學與技術 
15. 稅務 
16. 觀光與旅遊 
17. 年長者 
18. 婦女 
19. 青年 
 

9. 兒童照護服務搜尋 
10. 就業相關資訊 
11. 工資、相關條件資訊  
查詢 

12. 無人領取的款項 
13. 養老金申請 
14. 政府補助金查詢 
15. 線上選舉服務註冊 
16. 寄給首相電子郵件 
17. 家庭法院相關資訊與服
務 

18. 環保設備資訊 
19. 生日訊息傳送服務 
20. 消費品回收資訊 
21. 公廁位置查詢 

加拿大

Canada 

http://canada.gc.ca/ 1. 消費者資訊 
2. 文化、文物與休閒娛樂
3. 經濟 
4. 環境、自然資源、農林
漁業 

5. 津貼 
6. 保健 
7. 身分認證 
8. 就業 
9. 法律與司法 
10. 公共安全 
11. 偏遠地區服務 
12. 科學與技術 
13. 稅務 
14. 國內外旅遊 

1. 關稅與稅收服務（企業
與個人） 

2. 線上申請繳納實物替代
稅金 

3. 工作搜尋服務 
4. 一般稅務資訊查詢 
5. 失業救濟津貼申請 
6. 個人就業特質測驗 
7. 就業與徵兵資訊 
8.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 
9. 家譜查詢 
10. 存款保險 
11. 線上管理資金與儲蓄 
12. 退休金辦法說明 
13. 退休金管理幫手 
14. 兒童與家庭津貼計算 
15. 銀行套裝服務比較工具
16. 匯率換算 
17. 各金融機構服務費計算
工具 

18. 企業資訊 
19. 購買或租用企業設備衡
量工具 

20. 國家電影協會影片資訊
查詢 

21. 郵務或郵件、包裹寄送
進度查詢 

22. 消費者權益與信用卡資
訊測驗 

23. 教育學習工具 
24. 免費線上學習課程 
25. 學生貸款評估工具 

丹麥

Denmark 

http://www.danmark.dk 1. 移民 
2. 就業 
3. 稅務 
4. 交通運輸 
5. 住屋 
6. 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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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 
8. 保健 
9. 文化與休閒 

芬蘭

Finland 

http://www.suomi.fi/ 1. 居住 
2. 教育與圖書資訊 
3. 文化與休閒 
4. 法律與保安 
5. 交通與旅遊 
6. 公民權與移民 
7. 稅務 
8. 國防與歐盟 
9. 保健 
10. 社會津貼補助 
11. 就業 
12. 環境與保護 
 

1. 地方政府服務 
2. 公共行政入口網 
3. 中小企業服務 
4. 公司與組織資訊系統 
5. 線上表單 
6. 地址遷移與姓名更改 
公告 

7. 線上報稅 
8. 社會保險 
9. 工作搜尋服務 
10. 戶口註冊 
11. 退休津貼申請 
12. 釣魚執照申請 
13. 保安服務 
14. 路況與氣候資訊 

香港

Hongkong 

http://www.esd.gov.hk/ 

 

1. 運動、消閒 
2. 兩性、婚姻 
3. 家居、飲食 
4. 健康、醫療 
5. 教育、就業 
6. 旅遊、交通 
7. 商務、財經 
8. 公民、政務 

1. 智能身分證換領預約 
服務 

2. 申請身分證服務 
3. 工作查詢服務 
4. 政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
5. 破產案/強制性清盤案 
查冊 

6. 線上繳交政府稅款 
7. 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 
8. 出生/結婚/死亡證明書
副本申請及相關資訊查

詢 
9. 預約及更改年檢車輛時
間 

10. 車輛登記申請 
11. 地址變更服務 
12. 入境事務處資料簡介及
索取申請表格 

13. 登記職位空缺 
14. 挑選求職者 
15. 工商人力資料中心 
16. 旅遊資訊 
17. 「香港-動感之都」網站
18. 國家考試報名 
19. 科技資助計劃一覽 
20. 雇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
例的疑問解答 

21. 中小型企業資訊中心 
22. 查詢商業登記號碼及申
請商業登記冊內的資料

23. 商業牌照資訊服務 
24. 社會福利署資料簡介 
25. 政府書店 
26. 香港統計數據書店 
27. 登記加入義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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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線上選舉申請 
29. 選舉資訊查詢 
30. 申請預留未經分配的普
通車牌以做拍賣 

愛爾蘭

Ireland 

http://www.irlgov.ie/ 1. 出生 
2. 死亡 
3. 環境 
4. 住屋 
5. 個人財務 
6. 退休 
7. 消費者資訊 
8. 教育 
9. 愛爾蘭政府 
10. 司法 
11. 公用事業 
12. 交通運輸 
13. 文化與休閒娛樂 
14. 就業 
15. 保健 
16. 移民 
17. 人際關係 

* 

新加坡

Singapore 

http://www.ecitizen.gov.sg 1. 藝術與文物 
2. 商業 
3. 國防 
4. 選舉 
5. 教育 
6. 就業 
7. 家庭 
8. 居住 
9. 健康 
10. 法律 
11. 圖書 
12. 娛樂 
13. 體育 
14. 保安 
15. 旅遊 
16. 交通運輸 

* 

瑞典

Sweden 

http://www.sverigedirekt.se/ 1. 就業 
2. 居住 
3. 家庭 
4. 商業 
5. 公民責任和義務 
6. 健康與醫療 
7. 通訊、交通設施 
8. 消費資訊 
9. 文化 
10. 法律與權利 
11. 大眾傳播 
12. 自然、環境與能源 
13. 稅務、津貼與投資 
14. 社會問題 
15. 瑞典與相鄰國家關係 
16. 教育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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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United 

Kingdom 

http://www.ukonline.gov.uk/ 1. 農業、環境與自然資源
2. 藝術、娛樂與旅行 
3. 商業與工業 
4. 犯罪、法律、司法與   
權利 

5. 經濟與財政 
6. 教育、生涯與就業 
7. 政府 內閣、政治與公共
行政 

8. 健康、營養與照護 
9. 資訊與傳播 
10. 國際事務與國防 
11. 人民、社區與生活 
12. 科學、技術與創新 
 

1. 護照申請 
2. 簽證申請 
3. 工作證申請 
4. 社會福利津貼申請 
5. 釣魚執照申請 
6. 學生貸款申請 
7. 線上報稅 
8. 工作搜尋服務 
9. 購買電視執照 
10. 公民電子選舉服務註冊
11. 輕微罪行舉發 
12. 駕駛執照筆試時間預約
13. 消費者申訴服務 
14. 繳交倫敦市中心交通費
15. 高校入學申請進度查詢
16. 榮譽人士提名 

*表示該電子化政府網站無特別標示重要公共服務項目 
 
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分類與項目的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一。 

 

 

第二節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分類探討 

本節針對公共服務進行分類研究，除了參考現有提及公共服務分類的

相關文獻並探討高評比國家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之分類方

式，歸納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的類別，並說明各類公共服務包含

的範圍。 
為提升服務品質，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學術團體進行

為民服務之研究，將公共服務的內容與範圍劃分為戶政、土地登記、建築

管理、工商登記與稅務五類。民眾透過戶政服務，將日常生活事項以辦理

登記的方式，使其成為法律上具有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是政府施政的重

要參考，也兼具學術研究之價值；土地登記亦即地政，業務範圍包含地籍

資料管理、土地交易與登記相關資訊；建築管理之目的乃為維護公共安

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景觀；工商登記是指公司與非公司組

織之營利事業登記作業；稅務乃稅務稽徵工作。（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研考會]，民 78） 
大陸學者亦採用公共服務這一名詞，針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公共服務現

況與制度進行研究，從其基本涵義探討中國公共服務的改革，有學者提出

公共服務的範圍是由眾多公共產業所構成，包括警察產業、教育產業、供

水產業、消防產業，福利產業、健康服務產業以及交通產業。（李文釗，

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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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行政院組織架構包含八部二會，八部分別為：內政、外交、

國防、財政、教育、法務、經濟與交通。其中內政意指全國內政行政事務，

掌管的業務十分廣泛，包含人口、土地、營建、役政、社會福利、地方制

度、社會治安、災害防救等等，和民眾日常生活與權益、社會福祉及國家

建設息息相關，亦即非常貼近公共服務涵蓋的範圍。（內政部，民 92a）因
此，研究依據內政所劃分的民政、戶政、社政、地政，以及役政、警政、

營建與消防計八類執掌，加上其他七個部會，將公共服務範圍分為 15 個
類別。（內政部，民 92b） 
 
    綜合相關文獻與國內的行政組織架構，初步可將公共服務分為 17 類
別：民政、戶政、社政、地政、役政、警政、營建與消防，以及外交、國

防、財政、教育、法務、經濟、交通、供水產業與健康服務，參見表 3-3。 

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分類歸納請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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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公共服務分類文獻初步歸納列表 

類號 臺北市研考會 李文釗 行政組織 文獻歸納類別 

1 戶政（戶政） 警察產業（警政） 民政 民政 

2 土地登記（地政） 教育產業（教育） 戶政 戶政 

3 建築管理（營建） 供水產業 社政 社政 

4 工商登記（經濟） 消防產業（消防） 地政 地政 

5 稅務（財政） 福利產業（社政） 役政 役政 

6  健康服務產業 警政 警政 

7  交通產業（交通） 營建 營建 

8   消防 消防 

9   外交 外交 

10   國防 國防 

11   財政 財政 

12   教育 教育 

13   法務 法務 

14   經濟 經濟 

15    交通 

其他16    供水產業 

其他17    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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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分類一覽表 

國家名稱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分類 

1. 美國 
 津貼予補助 
 國防與國際事務   
 教育與就業 
 環境、能源與農業 

 家庭與社區 
 保健 
 歷史、藝術與文化 
 所得與稅務 

 公共安全與法律 
 科學與技術 
 旅遊與娛樂 
 投票與選舉 

2. 澳洲 

 農業 
 藝術、文化與休閒 
 社區 
 國防與安全 
 教育 
 就業與工作環境 
 環境 

 家庭 
 保健 
 移民 
 法律與司法 
 區域與鄉村 
 科學與技術 
 稅務 

 觀光與旅遊 
 原住民資訊 
 年長者 
 婦女 
 青年 

 

3. 加拿大 

 消費者資訊業 
 文化、文物與休閒娛樂
 經濟 
 環境、自然資源、農林
漁業 

 津貼 
 保健 
 身分認證 
 就業 
 法律與司法 

 公共安全 
 偏遠地區服務 
 科學與技術 
 稅務 
 國內外旅遊 

4. 丹麥 
 移民 
 就業 
 稅務 

 交通運輸 
 住屋 
 家庭 

 教育 
 保健 
 文化與休閒 

5. 芬蘭 
 居住 
 教育與圖書資訊 
 文化與休閒 
 法律與保安 

 交通與旅遊 
 公民權與移民 
 稅務 
 國防與歐盟 

 保健 
 社會津貼補助 
 就業 
 環境與保護 

6. 香港 
 運動、消閒 
 兩性、婚姻 
 家居、飲食 

 健康、醫療 
 教育、就業 
 旅遊、交通 

 商務、財經 
 公民、政務 

 

7. 愛爾蘭 

 出生 
 死亡 
 環境 
 住屋 
 個人財務 
 退休 

 消費者資訊 
 教育 
 愛爾蘭政府 
 司法 
 公用事業 
 交通運輸 

 文化與休閒娛樂 
 就業 
 保健 
 移民 
 人際關係 

 

8. 新加坡 

 藝術與文物 
 商業 
 國防 
 選舉 
 教育 
 就業 

 家庭 
 居住 
 健康 
 法律 
 圖書 
 娛樂 

 體育 
 保安 
 旅遊 
 交通運輸 

 

9. 瑞典 

 就業 
 居住 
 家庭 
 商業 
 公民責任和義務 
 健康與醫療 

 通訊、交通設施 
 消費資訊 
 文化 
 法律與權利 
 大眾傳播 
 自然、環境與能源 

 稅務、津貼與投資 
 社會問題 
 瑞典與相鄰國家關係 
 教育與研究 

 

10. 英國 

 農業、環境與自然資源
 藝術、娛樂與旅行 
 商業與工業 
 犯罪、法律、司法與權
利 

 經濟與財政 
 教育、生涯與就業 
 內閣、政治與公共行政
 健康、營養與照護 

 資訊與傳播 
 國際事務與國防 
 人民、社區與生活 
 科學、技術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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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前述 10 個高評比國家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之分類，
考量各個分類的範圍，以及本研究初步整理的 17 個類別，分別將這些國
家的公共服務歸類於上述 17個類別。 
若該國某類公共服務涵蓋範圍大於本研究整理的某一類，則將該類公

共服務重複歸入所屬的其他類別，無法歸類之類別暫時置於其他類。各國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分類經歸納後整理如表 3-5，共分為 20 大
類，另置其他類。 
表 3-5 將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的公共服務類別分別歸入研究初步

整理的 17 個類別，並給予每個類別一個類號，若該國某類涵蓋兩個以上
的類別，則重複歸入，並於類別名稱後加上括號註明涵蓋的類別之類號。

例如：芬蘭「公民權與移民」，其範圍涵蓋類號 1的民政與類號 2的戶政，
因此在表 3-5中以「公民權與移民（1,2）」表示。 

 
各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分類方法歸納如表 3-5。 

 
 
 
 
 
 
 
 
 
 
 
 
 
 
 
 
 
 
 
 
 
 
 
 



  

表 3- 5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_分類歸納表 
文獻初步 
歸納類別
(類號) 

分類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丹麥 芬蘭 香港 愛爾蘭 新加坡 瑞典 英國 

民政(1) 民政 投票與選舉    公民權與移民
(1,2) 

公民與政務
(1,2,11,13) 

 選舉 公民責任與義
務 

內閣、政治與
公共行政(1,其
他) 

戶政(2) 戶政 家庭與社區
(2,3,4) 

移民         
家庭(2,3)  

身分認證 移民         
家庭(2,3)  

居住(2,3,4)    
公民權與移民
(1,2) 

兩性與婚姻
(2,3)         
公民與政務
(1,2,11,13) 

出生         
死亡         
移民         
人際關係(2,3)

家庭(2,3) 居住(2,4) 人民、社區與
生活(2,3,4) 

社政(3) 社政 津貼與補助     
教育與就業
(3,12)          
家庭與社區
(2,3,4) 

社區(3,4)      
就業與工作環
境           
家庭(2,3)  

消費者資訊
(3,4)          
津貼         
就業 

家庭(2,3)      
就業         
住屋(3,4)      

居住(2,3,4)    
社會津貼補助 
就業         

家居與飲食(3,
其他)         
教育與就業
(3,12)        
兩性與婚姻
(2,3)         

退休         
消費者資訊   
就業         
人際關係(2,3)

就業         
家庭(2,3)      
居住(3,4) 

就業         
家庭         
消費資訊     
社會問題     
稅務、津貼與
投資(3,11) 

教育、生涯與
就業(3,12)     
人民、社區與
生活(2,3,4) 

地政(4) 地政 家庭與社區
(2,3,4) 

社區(3,4)    消費者資訊
(3,4)  

住屋(3,4) 居住(2,3,4)    住屋(4,7) 居住(3,4) 居住(2,4) 人民、社區與
生活(2,3,4) 

役政(5) 役政           

警政(6) 警政 公共安全與法律
(6,7,8,13) 

 公共安全
(6,7,8) 

 法律與保安
(6,7,8,13) 

  保安(6,7,8)   

營建(7) 營建 公共安全與法律
(6,7,8,13) 

 公共安全
(6,7,8) 

 法律與保安
(6,7,8,13) 

 住屋(4,7) 保安(6,7,8)   

消防(8) 消防 公共安全與法律
(6,7,8,13) 

 公共安全
(6,7,8) 

 法律與保安
(6,7,8,13) 

  保安(6,7,8)   

外交(9) 外交 國防與國際事務
(9,10) 

        國防與國際事
務(9,10) 

國防(10) 國防 國防與國際事務
(9,10) 

國防與安全   國防與歐盟
(10,其他) 

  國防 瑞典與鄰近國
家關係 

國防與國際事
務(9,10) 

財政(11) 財政 所得與稅務 稅務 稅務 稅務 稅務 商務與財經
(11,14)      
公民與政務
(1,2,11,13) 

個人財務  稅務、津貼與
投資(3,11) 

經濟與財政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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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5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_分類歸納表 
 

分類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丹麥 芬蘭 香港 愛爾蘭 新加坡 瑞典 英國 

教育(12) 教育 教育與就業
(3,12) 

教育  教育 教育與圖書資
訊 

教育與就業
(3,12) 

教育 教育         
圖書    

教育與研究 教育、生涯與
就業(3,12) 

法務(13) 法務 公共安全與法律
(6,7,8,13) 

法律與司法 法律與司法  法律與保安
(13,其他) 

 司法 法律 法律與權利 犯罪、法律、
司法與權利 

經濟(14) 經濟   經濟   商務與財經
(11,14)        
公民與政務
(1,2,11,13) 

 商業 商業 商業與工業   
經濟與財政
(11,14) 

交通運輸
(15)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與旅遊
(15,其他) 

交通與旅遊
(15,其他)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通訊、交通設
施           
大眾傳播 

資訊與傳播 

供水   
(16) 

環境資源 環境、能源與農
業 

農業         
環境  

環境、自然資
源、農林漁業

 環境與保護  環境 
公用事業 

 自然、環境與
能源 

農業、環境與
自然資源 

健康服務
(17) 

健康醫療 保健 保健         保健 保健 保健 健康與醫療   
家居與飲食(3,
其他) 

 健康 健康與醫療 健康、營養與 
照護 

 科學技術 科學與技術 科學與技術 科學與技術       科學、技術與
創新 

 藝術文化 歷史、藝術與文
化 

藝術、文化與
休閒 

文化、文物與
休閒娛樂 

文化與休閒 文化與休閒  文化與休閒娛
樂 

藝術與文物   
娛樂         
體育 

文化 藝術、娛樂與
旅行 

 休閒娛樂 旅遊與娛樂 觀光與旅遊 國內外旅遊  交通與旅遊
(15,其他) 

交通與旅遊
(15,其他)     
運動與休閒 

 旅遊  旅行 

       國防與歐盟
(10,其他) 

     

 其他 
地區分類 

 區域與鄉村 偏遠地區服務        

 其他 
使用者 
類型分類 

 原住民資訊 
年長者     
婦女         
青年 

        

 其他       愛爾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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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5可看出文獻初步歸納的十七個公共服務類別中，「供水」類因
涵蓋在環境與自然資源內，因此分類名稱改為「環境資源」；健康服務改

以「健康醫療」一詞替代，除了十七個類別，另歸納出「科學技術」、「藝

術文化」、「休閒娛樂」類。至於芬蘭「國防與歐盟」類，由於芬蘭為歐盟

會員國，「歐盟」涵蓋的範圍其實包含所有類別；而愛爾蘭的「愛爾蘭政

府」類，亦包含各個類別，因此均不另置一類。 
而表 3-4 中，澳洲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最後四類：「原住民」、「年長

者」、「婦女」及「青年」，是從電子化政府服務對象的觀點分類；澳洲的

「區域與鄉村」類與加拿大「偏遠地區服務」類則是就公共服務提供的特

定地區角度分類，與本研究欲以公共服務服務內涵的角度探討分類的情形

不同，因此於表 3-5 另置其他類，給予「使用者類型分類」以及「地區分
類」兩個名稱。 
 
    經整理歸納，本研究探討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務包含 21 個
類別（含其他類），各類別之內涵說明如下：（內政部，民 92b；行政院研
考會，民 91b） 
 
 民政（1）：範圍包含地方行政、地方自治、公共造產、公民與政治團體、
選舉與公民權益，以及宗教、殯葬、祀典、禮俗、國民禮儀，文獻古蹟

與紀念性建築之調查登記與維護管理等民政事務之資訊與服務。（韓慈

穎，民 89，頁 67） 
 戶政（2）：有關民眾戶籍登記、戶口及住宅普查，國民身分證、姓名使
用及登記，移民之規劃與移民輔導，以及國籍行政，即國籍問題相關資

訊與服務等。 
 社政（3）：包含有關社會福利如身心障礙福利、老人、兒童、婦女、少
年福利，以及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服務、人民團

體與合作事業、社會運動等相關資訊與服務。社政服務的內涵在於透過

建構完整的福利制度，提供完善的服務，增進公民良好身心發展與生活

適應，以保障公民及其家庭之基本權益，創造有利個人、家庭、團體及

社區健全發展之環境。（韓慈穎，民 89，p.66；臺北市政府研考會，民
87） 

 地政（4）：地政類中有關建物的服務與營建類之區別在於地政主要是針
對已經建造完成的建物，如房地產交易、抵押設定、贈與和繼承等，其

他還有土地徵收與測量以及其他地政資訊與服務。 
 警政（5）：警察行政事務資訊與服務，如民眾報案與申訴處理、婦幼安
全防護等。 

 營建（6）：營建類範圍包括有關建物建築執照許可、建物使用與拆除管
理之相關資訊與服務，政府透過營建業務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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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確保公民生命財產安全與公共福祉，並達到都市計畫之目

標。（臺北市政府研考會，民 78） 
 消防（7）：消防行政事務，包括災害預防、搶救、緊急救護、教育訓練
與災害調查等相關資訊與服務。 

 役政（8）：役政涵蓋有關兵役、替代役行政事務，徵兵處理、兵源政策、
後備軍人管理、國民兵組訓、軍人權益、死亡軍人安葬、紀念表揚及其

他役政事項之資訊與服務。（內政部，民 88） 
 外交（9）：範圍涵蓋涉外之事務，如有關國民外交之推行，政府協助與
輔導民間團體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及國際文教、科技、體育交流活

動之資訊與服務。一般公民最相關的事務則為護照核發以及各項加簽事

項、外國護照之簽證、領事事務之各項證明、僑民領務，以及其他在外

工作人員及綜合性業務之資訊與服務。 
 國防（10）：涵蓋全國國防事務，包括有關國防人力（如軍官、士官、
士兵服役政策制度之規劃與核議事項）、人力與資源管理、戰略規劃、

國防法規等相關資訊。基本上，國防類資訊與服務之對象為軍人，目前

國內與一般公民有關的為志願役之申請服務。 
 財政（11）：財政類涉及關稅及賦稅政策與制度，國內與國際保險相關
事務，以及金融及證券暨期貨管理等之資訊與服務。 

 教育（12）：有關全國教育與學術發展、教育體系與制度、國際文教交
流與合作相關資訊與服務。舉凡高等教育、職業教育、中等教育、國小

教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體育衛生保健、教師福利、社會教育等資

訊與服務均屬教育之範圍。（韓慈穎，民 89，p.66-67） 
 法務（13）：有關檢查、矯正、司法保護、政風之行政事務及法律事務
之資訊與服務。 

 經濟（14）：經濟類範圍為全國經濟行政及經濟建設事務，包含公司登
記、消費經濟、商業行政資訊與法規、商業管理，以及智慧財產議題、

標準檢驗、國際貿易等資訊與服務。 
 交通（15）：範圍涵蓋路政、電信與郵政，航政，港務及氣象等各項資
訊與服務。其中路政服務包含：鐵路與大眾運輸系統、公路建設、公共

停車場籌畫監督與經營管理，監理、駕訓及裁罰、交通執法與交通安全

宣導。（韓慈穎，民 89，頁 67-68） 
 環境資源（16）：涵蓋航空、水文、海洋、農業、漁業、自然生態、水
土保持、森林資源、大氣污染等資訊和服務，以及與公民生活環境品質

相關的服務如：廢棄物清除處理、空氣防治污染、噪音與震動管制、水

污染防治、病媒及毒性物質管制、資源回收、水肥及公廁管理、環境品

質監測與環境衛生檢驗等。（韓慈穎，民 89，頁 67） 
 健康醫療（17）：包含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健康、飲食營養與照護等
保健資訊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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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18）：包含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與創新，如資訊技術、生
物科技研究發展成果，有關政府機關編列科技計劃預算、補助或出資進

行相關研究發展計劃資訊與成果，提供使用者取得政府補助、獎學金或

與政府之夥伴關係等相關資訊與服務。 
 藝術文化（19）：有關藝術與文化推展之資訊與服務，包含圖書館、博
物館、科學教育館、藝術教育館、社會教育館等社教機構。 

 休閒娛樂（20）：如國內外觀光旅遊，以及現代社會人民越益講求生活
品質所需求的休閒活動之相關資訊與服務。 

 其他（21）：包含與以公共服務內涵或特質角度不同的分類，或涵蓋以
上各類的綜合性資訊與服務（如即時新聞提供服務、網站內容查詢、政

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等）。 

 

 

第三節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分析 

本節依據表 3-2電子化政府網站內容分析整理的「重要公共服務項目」
欄，並加入第二章文獻探討參考的謝培仁所歸納的「主要公共服務項目」

（本研究，頁 30-31）及以公民為服務對象的「歐盟基本公共服務項目」（本
研究，頁 34）作為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分析依據。 
謝培仁對於如何歸納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與各地方政府網站以

選出 13 項主要公共服務並未提出說明，又此十三個項目並非從相同的角
度分類，例如：「戶政事務申請」與「役政事務申請」涵蓋一整個類別的

各項服務；「即時新聞提供服務」與「生活資訊查詢」則包含了各種類別

的資訊…（謝培仁，民 90），因此在本研究重要公共服務項目整理歸納部
分會加以篩選。研究以五個步驟進行公共服務項目之整理歸納，並篩選出

下一章待評估的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 
 
五個步驟包括： 
1. 整理：將各國重要公共服務項目分別歸入本研究的公共服務分類架構。 
2. 分析：分析各公共服務項目，刪除針對企業所提供、或非針對公民所提
供的公共服務項目，以及該國特有的公共服務項目。 

3. 合併：合併服務內涵相似的公共服務項目。 
4. 刪除：刪除臺灣本身尚未有法源依據的服務項目，並給定本研究使用的
公共服務項目名稱。 

5. 擇定：選擇本研究欲評估的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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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研究流程如圖 3-1。 
              

 
 

 
 
 
 
 
 
 
 
 
 

圖 3- 1 公共服務項目歸類與選擇流程圖 

 
 
以下依據本研究公共服務分類架構說明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歸

類與選擇的五個步驟： 
 

Step1 整理：電子化政府重要公共服務項目歸類 

首先，就表 3-2「重要公共服務項目」欄中的項目以及謝培仁「主要
公共服務項目」與歐盟以公民為服務對象的「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依照

本章第二節論述之二十一個公共服務分類範圍進行歸類，此步驟列出的公

共服務項目名稱為該國或作者所使用的名稱。表 3-6 的「重要公共服務項
目」欄中，列出每一類的公共服務項目名稱，並以括號註明提供該服務的

國家。 
 

 

 

 

 

 

 

Step4刪除 Step5擇定

Step2分析Step1整理

重要公共服務 
項目歸類 
表 3-6 

刪除非針對公民
及特殊公共服務
項目 表 3-7 

Step3合併 

合併公共服務 
項目 表 3-8 

刪除臺灣尚無法
源依據之公共服
務項目 表 3-9 

選擇待評估之   
公共服務項目 
表 3-10 

本研究欲評估之

公共服務項目 



 53

表 3- 5 Step1重要公共服務項目歸類列表 

分類(類號) e-Government重要公共服務項目(國家) 

民政(1) 
 線上選舉服務註冊(澳)  
 公民電子選舉服務註冊(英) 
 榮譽人士提名(英)                

 線上選舉申請(香)   
 選舉資訊查詢(香) 

戶政(2) 

 地址變更服務(美) 
 地址變更服務(歐) 
 地址遷移與姓名更改公告(芬) 
 地址變更服務(香)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美)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加) 
 公民身分申請 (澳) 
 智能身分證換領預約服務(香) 
 申請身分證服務(香) 

 戶口註冊(芬)   
 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香) 
 出生 /結婚 /死亡證明書副本申請
及相關資訊查詢(香)     

 出生/結婚證明文件的要求與回覆
服務(歐)     

 家譜查詢(加)      
 戶政事務線上申請(謝) 

 

社政(3) 

 政府津貼與輔助申請(美) 
 政府機關工作搜尋與申請(美) 
 工作搜尋服務(澳) 
 工作搜尋服務(加) 
 工作搜尋服務(英)   
 工作搜尋服務(芬) 
 工作搜尋服務(歐)   
 工作查詢服務(香)    
 社會安全保護申請(美)   
 澳洲社區服務(澳)   
 兒童照護服務搜尋(澳)   
 就業相關資訊(澳)   
 就業與徵兵資訊(加) 
 登記職位空缺(香) 
 挑選求職者(香)   
 工商人力資料中心(香)   
 個人就業特質測驗(加) 
 工資、相關條件資訊查詢(澳) 

 失業救濟津貼申請(加) 
 養老金申請(澳) 
 退休津貼申請(芬) 
 退休金辦法說明(加) 
 政府補助金查詢(澳) 
 社會福利津貼申請(英)    
 兒童與家庭津貼計算(加) 
 學生貸款申請(英)   
 社會保險(芬) 
 社會福利署資料簡介(香)    
 消費者權益與信用卡資訊測驗(加)
 消費者申訴服務(英)   
 登記加入義工計劃(香) 
 失業救濟(歐) 
 家庭津貼(歐) 
 學生獎助學金(歐)    

 

地政(4) N/A  

役政(5)  就業與徵兵資訊(加)  兵役事務線上申請(謝) 

警政(6) 
 保安服務(芬)  
 向警察機關申訴（偷竊報案）(歐)

 輕微罪行舉發(英) 

營建(7)  保安服務(芬)      建築許可申請(歐)  

消防(8)  保安服務(芬)  

外交(9) 

 護照申請(美) 
 護照申請(英) 
 護照申請(澳) 
 ETA申請(澳)  
 簽證申請(澳) 

 簽證申請(英) 
 工作證申請(英) 
 入境事務處資料簡介及索取申請表
格(香) 

國防(10) N/A  

財政(11) 

 線上報稅(澳) 
 線上報稅(芬)  
 線上報稅(英) 
 線上繳交稅款(香) 
 關稅與稅收服務（企業與個人）(加)
 線上申請繳納實物替代稅金(加) 
 一般稅務資訊查詢(加) 
 線上報稅(謝) 
 線上報稅(歐) 

 存款保險(加) 
 無人領取的款項(澳) 
 匯率換算(澳) 
 線上管理資金與儲蓄(加) 
 退休金管理幫手(加) 
 銀行套裝服務比較工具(加) 
 學生貸款評估工具(加) 
 各金融機構服務費計算工具(加) 
 購買或租用企業設備衡量工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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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12) 
 免費線上學習課程(加) 
 教育學習工具(加) 

 高校入學申請進度查詢(英) 
 大學入學登記(歐) 

法務(13) 
 家庭法院相關資訊與服務(澳) 
 破產案/強制性清盤案查冊(香) 

 雇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的疑問解
答(香)     

經濟(14) 

 澳洲企業登記申請(澳) 
 企業資訊(加)  
 中小企業服務(芬)   
 中小型企業資訊中心(香) 
 商業牌照資訊服務(香) 

 查詢商業登記號碼及申請商業登記
冊內的資料(香)    

 公司與組織資訊系統(芬) 
 工商業務(謝) 

交通運輸(15) 

 駕駛執照更新(美) 
 駕駛執照申請(謝) 
 駕駛執照筆試時間預約(英) 
 郵件或包裹進度查詢(加) 
 路況與氣候資訊(芬) 
 預約及更改年檢車輛時間(香) 
 車輛登記申請(香) 
 汽車登記(歐)   

 行照申請(謝) 
 牌照申請(謝) 
 申請預留未經分配的普通車牌以做
拍賣(香)       

 購買電視執照(英)   
 繳交倫敦市中心交通費(英) 
 交通罰款繳交(謝) 

健康醫療(16) 
 公立醫院線上掛號服務(謝)   
 健康醫療服務（不同醫院間醫療建
議的互動、醫院的預約）(歐) 

 醫療補助(歐)    

環境資源(17) 
 環保設備資訊(澳) 
 公廁位置查詢(澳) 

 線上水電申辦服務(謝) 

科學技術(18)  科技資助計劃一覽(香)  

藝術文化(19)  國家電影協會影片資訊查詢(加)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歐) 

休閒娛樂(20) 
 電子化政府網站購物(美) 
 政府書店(香) 
 休閒旅遊景點搜尋(美) 

 旅遊資訊(香) 
 釣魚執照申請(芬) 
 釣魚執照申請(英) 

其他(21) 

 mail給首相(澳) 
 民意信箱(謝) 
 生日訊息傳送服務(澳) 
 線上表單(芬) 
 地方政府服務(芬) 
 公共行政入口網(芬) 
 「香港-動感之都」網站(香) 

 香港統計數據書店(香) 
 國家考試報名(香) 
 政府機關網站查詢與連結(謝) 
 即時新聞提供服務(謝) 
 政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香) 
 生活資訊查詢(謝) 

*（美）：美國    （澳）：澳洲     （加）：加拿大    （丹）：丹麥    （芬）：芬蘭     
（香）：香港    （愛）：愛爾蘭   （新）：新加坡    （瑞）：瑞典    （英）：英國     
（歐）：歐盟    （謝）：謝培仁 

 

Step2 分析：刪除提供企業或非公民，以及特定國家的公共服務項目 

由於針對企業或非針對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不符合本研究探討

提供公民的公共服務之定義（本研究，頁 3），因此此步驟將刪除這類服務
項目，並加以說明。 
 
針對企業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 
 財政（11）：加拿大「購買或租用企業設備衡量工具」屬於企業利用的
公共服務項目；在臺灣，「存款保險」的保險對象包含銀行、郵政儲金

匯業局、信用合作社與設置信用部之農漁會四類依法核准收受存款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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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金融機構，非一般民眾直

接利用之服務（存款保險條例，民 88），因此予以刪除。 
 
 經濟（14）：澳洲「企業登記申請」服務，芬蘭「中小企業服務」、「公
司與組織資訊系統」，香港「中小型企業資訊中心」、「商業牌照資訊服

務」、「申請商業登記冊內資料」，謝培仁「工商業務」等項目均屬於針

對企業提供的公共服務。 
 
非針對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 
 外交（9）：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
權，應予保障。「工作證申請」服務的使用者為外籍人士，並非本國公

民。 
 
該國特殊公共服務項目 
 民政（1）：英國「榮譽人士提名」為該國提供人民透過線上推薦如德高
望重者的服務項目。 

 外交（9）：澳洲「ETA 申請」為該國旅遊推廣的特殊服務項目，可由
旅行代理或航空公司直接提出申請，效用等同澳洲簽證。 

 交通運輸（15）：英國「購買電視執照」與「繳交倫敦市中心交通費」
服務亦為該國特有的公共服務項目。 

 其他（21）：「香港統計數據書店」為香港政府繼線上政府書店後，另外
針對香港的政府統計刊物建置的網站，民眾可透過網站購買香港統計月

刊、年刊，工資及薪資總額按季統計報告…等。 
 
其他 
芬蘭的保安服務實際上包含本研究公共服務分類架構中的「警政」、

「營建」與「消防」類；謝培仁「戶政事務線上申請」與「兵役事務線上

申請」分別涵蓋所有戶政與役政類服務，均非實際的一項公共服務，因此

不列入公共服務項目選擇範圍。 
置於其他類的芬蘭「公共行政入口網」及「地方政府服務」本身即為

入口網站或地方政府入口網的連結，香港「動感之都網站」則是香港政府

為向國際推廣旅遊而建置的旅遊入口網，均非本研究欲探討的公共服務項

目；而香港「國家考試報名」在臺灣為考試院所轄，不在行政體系範圍內，

因此予以刪除；謝培仁提出的「生活資訊查詢」，實涵蓋本研究分類架構

涵蓋的各類資訊，亦予以刪除。步驟二完成的公共服務項目列表請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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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Step2 重要公共服務項目歸類列表 

分類(類號) e-Government重要公共服務項目(國家) 

民政(1) 
 線上選舉服務註冊(澳)  
 公民電子選舉服務註冊(英) 
 榮譽人士提名(英)  

 線上選舉申請(香)   
 選舉資訊查詢(香) 

戶政(2) 

 地址變更服務(美) 
 地址變更服務(歐) 
 地址遷移與姓名更改公告(芬) 
 地址變更服務(香)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美)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加) 
 公民身分申請 (澳) 
 智能身分證換領預約服務(香) 
 申請身分證服務(香) 

 戶口註冊(芬)   
 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香) 
 出生 /結婚 /死亡證明書副本申請
及相關資訊查詢(香)     

 出生/結婚證明文件的要求與回覆
服務(歐)     

 家譜查詢(加)      
 戶政事務線上申請(謝)  

 

社政(3) 

 政府津貼與輔助申請(美) 
 政府機關工作搜尋與申請(美) 
 工作搜尋服務(澳) 
 工作搜尋服務(加) 
 工作搜尋服務(英)   
 工作搜尋服務(芬) 
 工作搜尋服務(歐)   
 工作查詢服務(香)    
 社會安全保護申請(美)   
 澳洲社區服務(澳)   
 兒童照護服務搜尋(澳)   
 就業相關資訊(澳)   
 就業與徵兵資訊(加) 
 登記職位空缺(香) 
 挑選求職者(香)   
 工商人力資料中心(香)   
 個人就業特質測驗(加) 
 工資、相關條件資訊查詢(澳) 

 失業救濟津貼申請(加) 
 養老金申請(澳) 
 退休津貼申請(芬) 
 退休金辦法說明(加) 
 政府補助金查詢(澳) 
 社會福利津貼申請(英)    
 兒童與家庭津貼計算(加) 
 學生貸款申請(英)   
 社會保險(芬) 
 社會福利署資料簡介(香)    
 消費者權益與信用卡資訊測驗(加)
 消費者申訴服務(英)   
 登記加入義工計劃(香) 
 失業救濟(歐) 
 家庭津貼(歐)  
 學生獎助學金(歐)    

 

地政(4) N/A  
役政(5)  就業與徵兵資訊(加)  兵役事務線上申請(謝) 

警政(6) 
 保安服務(芬)  
 向警察機關申訴（偷竊報案）(歐)

 輕微罪行舉發(英) 

營建(7)  保安服務(芬)   建築許可申請(歐)  

消防(8)  保安服務(芬)   

外交(9) 

 護照申請(美) 
 護照申請(英) 
 護照申請(澳) 
 ETA申請(澳)  
 簽證申請(澳) 

 簽證申請(英) 
 工作證申請(英)  
 入境事務處資料簡介及索取申請表
格(香) 

國防(10) N/A  

財政(11) 

 線上報稅(澳) 
 線上報稅(芬)  
 線上報稅(英) 
 線上繳交稅款(香) 
 關稅與稅收服務（企業與個人）(加)
 線上申請繳納實物替代稅金(加) 
 一般稅務資訊查詢(加) 
 線上報稅(謝) 
 線上報稅(歐) 

 存款保險(加)  
 無人領取的款項(澳) 
 匯率換算(澳) 
 線上管理資金與儲蓄(加) 
 退休金管理幫手(加) 
 銀行套裝服務比較工具(加) 
 學生貸款評估工具(加) 
 各金融機構服務費計算工具(加) 
 購買或租用企業設備衡量工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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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12) 
 免費線上學習課程(加) 
 教育學習工具(加) 

 高校入學申請進度查詢(英) 
 大學入學登記(歐) 

法務(13) 
 家庭法院相關資訊與服務(澳) 
 破產案/強制性清盤案查冊(香) 

 雇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的疑問解
答(香)     

經濟(14) 

 澳洲企業登記申請(澳)  
 企業資訊(加)  
 中小企業服務(芬)  
 中小型企業資訊中心(香)  
 商業牌照資訊服務(香)  

 查詢商業登記號碼及申請商業登記
冊內的資料(香)  

 公司與組織資訊系統(芬)  
 工商業務(謝)  

交通運輸(15) 

 駕駛執照更新(美) 
 駕駛執照申請(謝) 
 駕駛執照筆試時間預約(英) 
 郵件或包裹進度查詢(加) 
 路況與氣候資訊(芬) 
 預約及更改年檢車輛時間(香) 
 車輛登記申請(香) 
 汽車登記(歐)   

 行照申請(謝) 
 牌照申請(謝) 
 申請預留未經分配的普通車牌以做
拍賣(香)       

 購買電視執照(英)  
 繳交倫敦市中心交通費(英)  
 交通罰款繳交(謝) 

健康醫療(16) 
 公立醫院線上掛號服務(謝)   
 健康醫療服務（不同醫院間醫療建
議的互動、醫院的預約）(歐) 

 醫療補助(歐)    

環境資源(17) 
 環保設備資訊(澳) 
 公廁位置查詢(澳) 

 線上水電申辦服務(謝) 

科學技術(18)  科技資助計劃一覽(香)  

藝術文化(19)  國家電影協會影片資訊查詢(加)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歐) 

休閒娛樂(20) 
 電子化政府網站購物(美) 
 政府書店(香) 
 休閒旅遊景點搜尋(美) 

 旅遊資訊(香) 
 釣魚執照申請(芬) 
 釣魚執照申請(英) 

其他(21) 

 mail給首相(澳) 
 民意信箱(謝) 
 生日訊息傳送服務(澳) 
 線上表單(芬) 
 地方政府服務(芬)  
 公共行政入口網(芬)  
 「香港-動感之都」網站(香)  

 香港統計數據書店(香)  
 國家考試報名(香)  
 政府機關網站查詢與連結(謝) 
 即時新聞提供服務(謝) 
 政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香) 
 生活資訊查詢(謝)  

*（美）：美國    （澳）：澳洲     （加）：加拿大    （丹）：丹麥    （芬）：芬蘭     
（香）：香港    （愛）：愛爾蘭   （新）：新加坡    （瑞）：瑞典    （英）：英國     
（歐）：歐盟    （謝）：謝培仁 

 

Step3 合併：合併服務內涵相似的公共服務項目 

步驟三接續步驟二，分析、整理、合併服務內涵相似的公共服務項目，

每項公共服務項目之後以括號註明提供該服務的國家。 
以民政類為例：澳洲「線上選舉服務註冊」、英國「公民電子選舉服

務註冊」及香港「線上選舉申請」與「選舉資訊查詢」四項服務，合併為

「電子選舉服務申請」，涵蓋有關選舉的資訊與申請線上選舉之服務。 
以交通類為例：美國「駕駛執照更新」、謝培仁「駕駛執照申請」及

英國「駕駛執照筆試時間預約」合併於「駕駛執照申請」；歐盟「汽車登

記」則包含謝培仁「行照申請」、「牌照申請」與香港「預約及更改年檢車

輛時間」；香港「申請預留未經分配的普通車牌以做拍賣」改為「車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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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合併後的公共服務項目列表如表 3-8。 

表 3- 7 Step3 重要公共服務項目歸類列表 

分類(類號) e-Government重要公共服務項目(國家) 

民政(1)  電子選舉服務申請(澳,香,英)  

戶政(2) 

 地址變更服務(美,芬,香,歐) 
 姓名更改公告(芬) 
 戶口註冊(芬) 
 身分證申請(澳,加,香) 

 出生/結婚/死亡證明文件申請及相
關資訊查詢(香,歐)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美,加)  
 家譜查詢(加)   

社政(3) 

 就業資訊(澳,加,香) 
 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美,澳,加,芬,
英,歐) 

 社會保險(芬) 
 社會安全保護申請(美) 

 社區服務(澳) 
 兒童照護服務(澳)   
 消費者服務(加,英) 
 登記加入義工(香) 

 

地政(4) N/A  

役政(5)  徵兵資訊(加)  

警政(6)  向警察機關申訴報案(英,歐)  

營建(7)  建築許可申請(歐)  

消防(8) N/A  

外交(9)  護照申請(美,澳,英)  簽證申請(澳,英) 

國防(10) N/A  

財政(11) 
 線上報稅(澳,加,芬,香,英,謝,歐) 
 一般稅務資訊查詢(加) 

 無人領取的款項(澳) 
 個人理財(加) 

教育(12)  線上學習課程與工具(加)   大學入學申請與登記(英,歐) 

法務(13) 
 家庭法院相關資訊與服務(澳) 
 破產案/強制性清盤案查冊(香) 

 雇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的疑問解
答(香)     

經濟(14)  企業資訊(加)     商業登記號碼查詢(香)   

交通運輸(15) 
 駕駛執照申請(美,英,謝) 
 汽車登記申請(香,謝,歐) 
 郵件或包裹進度查詢(加) 

 路況與氣候資訊(芬)   
 車牌拍賣(香) 
 交通罰款繳交(謝) 

健康醫療(16)  醫療預約掛號服務(謝,歐)  醫療補助(歐) 

環境資源(17) 
 環保設備資訊(澳) 
 公廁位置查詢(澳) 

 線上水電申辦服務(謝) 

科學技術(18)  科技資助計劃資訊(香)  

藝術文化(19)  國家電影協會影片資訊查詢(加)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歐) 

休閒娛樂(20) 
 電子化政府網站購物(美,香) 
 旅遊資訊(美,香) 

 釣魚執照申請(芬,英) 
 

其他(21) 
 民意信箱(澳,謝) 
 生日訊息傳送服務(澳) 
 線上表單(芬) 

 政府機關網站查詢與連結(謝) 
 即時新聞提供服務(謝) 
 政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香) 

*（美）：美國    （澳）：澳洲     （加）：加拿大    （丹）：丹麥    （芬）：芬蘭     
（香）：香港    （愛）：愛爾蘭   （新）：新加坡    （瑞）：瑞典    （英）：英國     
（歐）：歐盟    （謝）：謝培仁 

 

 



 59

 

Step4 刪除：刪除臺灣尚未有法源依據的項目，並給定公共服務項目名稱 

本研究以臺灣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作為評估對象，因此必須以臺灣

政府提供民眾的服務為研究範圍，此步驟就表 3-8 列出的公共服務項目，
刪除目前臺灣尚未有法源依據或政策制定的公共服務項目，並給定本研究

採用的公共服務項目名稱。詳細說明如下： 
本研究探討的公共服務項目須有立法院通過總統頒布之法律或經法

律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若某公共服務項目法源為行政院發布之一般行

政命令，即所謂職權命令或地方法規，則不在本研究範圍。（吳庚，民 90，
第二章，頁 44-46） 
 
本研究參考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述由歐盟執委會針對線上服務訂定的

四種層次，於此步驟給定的各公共服務項目名稱準則為：若有些電子化政

府公共服務項目內涵為第二或第三層次，甚至只有第一層次，例如：科學

技術類的「科技資助計畫資訊」，顯然只有提供相關資訊，並無涉及更高

層次的線上服務層次，但本研究仍採用能涵蓋四種層次的名稱，避免預先

限制該項服務的線上層次，而影響後續實際評估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

的結果。 
 
 戶政（2）：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臺灣目前尚未通過「移民法」，現行「國籍法」主

要規範臺灣國籍之取得；戶政服務雖包含移民之規劃、輔導，但適用對象

為欲取得公民資格的外國人（國籍法，民 90）；從本研究針對提供公民的
公共服務角度考量，所謂「移民」應指本國公民申請移民至他國的情況，

而有關申請進度查詢等服務屬於他國政府提供之服務，不在本研究範圍。 
 
 社政（3）： 
「社會保險」：以保險之舉辦目的作為區別標準，可將保險分為營業保險

（Commercial Insurance）與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兩類，保險法第
一七四條規定：「社會保險另以法律定之。」而所謂社會保險乃國家為推

行社會政策、謀求社會福利而強制實行之保險，目前臺灣針對一般民眾實

施的社會保險為全民健康保險；而「全民健康保險」法源依據為「全民健

康保險法」，屬於強制性的社會福利，歸於社政類，但由於「全民健康保

險」提供的是醫療保險服務，考量民眾尋求相關資訊時的直觀想法，本研

究將該項服務從原先「社政」類移至「健康醫療」類，並配合臺灣國情，

將「社會保險」改為「全民健康保險服務」。（林群弼，民 91，頁 11-12；
全民健康保險法，民 91；保險法，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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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保護申請」：與社會安全保護相關的服務目前僅有「家庭暴力

防治法」中的「保護令」申請，因此將該項服務名稱改為「保護令申請」。

（家庭暴力防治法，民 87） 
 
 外交（9）： 
「簽證申請」：由於臺灣的公民並無申請本國簽證之必要，民眾出國所需

之簽證核發則屬於他國在臺領事局或辦事處等機關之服務範圍，因此予以

刪除。 
 
 財政（11）： 
「無人領取的款項」：所謂無人領取之款項（Unclaimed Money）指依據法
律核准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的金融

機構如銀行、信託機構，由於委託人可能不察其有久未領取的款目，因此

澳洲政府提供整合相關機構的資料庫，讓民眾查詢。在臺灣，金融機構與

民眾兩方屬於民法上之「寄託法律關係」，未領取的款項亦由民眾委託的

機構直接退還，並非由政府直接提供民眾該項服務，因此予以刪除。（銀

行法，民 89） 
 
 教育（12）： 
「大學入學申請與登記」：目前臺灣申請大學的管道採聯合招生或獨立招

生及分發，由臨時組成的招生與分發委員會負責；有關註冊事宜亦由各校

自行處理，並非由政府直接提供或承辦此項服務，因此予以刪除。 
 
 法務（13）： 
「破產案/強制性清盤案查冊」： 香港該項服務的內涵實為臺灣民事訴訟之
關係法規中的「破產法」及「強制執行法」所規範，包含自然人宣告破產、

法院公告強制執行案等資訊。本研究因此將該項目名稱改為「破產案及強

制執行資訊查詢服務」。（破產法，民 82；強制執行法，民 89） 
 
「雇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的疑問解答」：由於臺灣相關的法律規範僅見

於民法「雇傭」節共計八個條款，配合臺灣情形，本研究將該項目名稱改

為「雇傭條款與疑問解答服務」。（民法，民 91，雇傭節） 
 
 經濟（14）： 
「商業登記號碼查詢」：香港的商業登記服務內涵實為臺灣的營利事業登

記業務，由「公司法」規範，本研究將該項服務改為「營利事業登記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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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服務」。（公司法，民 90） 
 
 健康醫療（16）： 
「醫療補助」：歐盟提出的醫療補助是指公民從義務醫療保險單位取得醫

療補助的標準程序，臺灣自民國 91 年「全民健康保險法」頒布後，國內
所有醫療資源、醫療補助費如殘障人士、榮民、老年人、低收入戶之健保

費用「免部分負擔」均納入全民健保體系。臺北市與高雄市政府額外提供

六歲以下幼兒看診免收五十元掛號費的補助經費情形則屬於地區性而非

全國性，本研究因此將「醫療補助」視為「全民健康保險服務」涵蓋之範

圍。（全民健康保險法，民 91） 
 
 休閒娛樂（20）： 
「釣魚執照申請」：目前臺灣尚未有一般民眾申請釣魚執照的法律規範，

唯「國家公園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提及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經

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得以垂釣魚類，但實際上目前全國共計六個國家

公園除提供學術研究等特殊需要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公園允許民眾於

國家公園區域內釣魚，因此刪除此項服務。（國家公園法，民 61）（內政
部營建署，民 92） 

 
表 3-9 為刪除臺灣尚未有法源依據之項目以及重新給定各公共服務項

目名稱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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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Step4 重要公共服務項目名稱給定列表 

分類(類號) e-Government重要公共服務項目(國家) 

民政(1)  選舉申請服務(澳,香,英)  

戶政(2) 

 地址變更服務(美,芬,香,歐) 
 姓名更改公告服務(芬) 
 戶口註冊服務(芬) 
 身分證申請服務(澳,加,香) 

 出生/結婚/死亡證明文件申請服務
(香,歐) 

 移民申請進度查詢(美,加)  
 家譜查詢服務(加)   

社政(3) 

 就業服務(美,澳,加,芬,香,英,歐) 
 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申請服務(美, 
澳,加,芬,英,歐) 

 保護令申請服務(美)  

 社區服務(澳) 
 兒童照護服務(澳)   
 消費者服務(加,英) 
 義工登記服務(香) 

地政(4) N/A  

役政(5)  兵役服務(加)  

警政(6)  報案服務(英,歐)  

營建(7)  建照申請服務(歐)  

消防(8) N/A  

外交(9)  護照申請服務(美,澳,英)  簽證申請(澳,英)  

國防(10) N/A  

財政(11) 
 報稅服務(澳,加,芬,香,英,謝,歐) 
 一般稅務資訊查詢服務(加) 

 無人領取的款項(澳)  
 個人理財服務(加) 

教育(12)  學習服務(加)   大學入學申請與登記(英,歐)  

法務(13) 
 家庭法院案件申請服務(澳) 
 破產案及強制執行資訊查詢服務

(香) 

 雇傭條款與疑問解答服務(香)    

經濟(14)  企業資訊服務(加)     營利事業登記號碼查詢服務(香)  

交通運輸(15) 
 駕駛執照申請服務(美,謝) 
 汽車登記服務(香,謝,歐) 
 郵件或包裹進度查詢服務(加) 

 路況與氣候資訊服務(芬)   
 車牌拍賣服務(香) 
 交通罰款繳交服務(謝) 

健康醫療(16)  醫療預約掛號服務(謝,歐) 
 醫療補助(歐)  

 全民健康保險服務(芬) 

環境資源(17) 
 環保設備資訊服務(澳) 
 公廁位置查詢服務(澳) 

 水電申辦服務(謝) 

科學技術(18)  科技資助計劃服務(香)  

藝術文化(19)  國家電影協會資訊服務(加)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服務(歐) 

休閒娛樂(20) 
 電子化政府網站購物服務(美,香) 
 旅遊資訊服務(美,香) 

 釣魚執照申請服務(芬,英)  
 

其他(21) 
 民意信箱服務(澳,謝) 
 生日訊息傳送服務(澳) 
 各式表單下載服務(芬) 

 網站查詢與檢索服務(謝) 
 即時新聞提供服務(謝) 
 政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香) 

*（美）：美國    （澳）：澳洲     （加）：加拿大    （丹）：丹麥    （芬）：芬蘭     
（香）：香港    （愛）：愛爾蘭   （新）：新加坡    （瑞）：瑞典    （英）：英國     
（歐）：歐盟    （謝）：謝培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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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擇定：選擇待評估之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 

步驟五利用簡式多屬性效用模型（Multi-Attribute Utility Model, 
MAUM）篩選本研究欲評估的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 
多屬性效用模型適用於多項方案、多個準則的選擇或決策問題。研究

者首先決定「各項方案」與「準則」，再依據每項準則，判斷各個方案的

價值或效用。 
此效用模型常作為政策分析理論基礎，於政策選擇與判斷過程產生實

質的助益；並可為政策制定、執行或評估列舉方向。事實上，多屬性效用

模型的應用範圍很廣，可研究全球性問題，亦可作為個人日常生活決策之

用。 
 
多屬性效用模型的步驟包括（郭昱瑩，民 91，第二章）： 
1. 定義方案與準則：本研究以步驟四完成後得到的 49項電子化政府公共
服務作為「各項方案」，並提出 5項「準則」，作為選擇電子化政府重要
公共服務項目的依據。 

2. 依據每項準則評估每個方案，給予效用分數，分數代表個人的滿意程
度：當某方案符合某一準則之定義時，本研究簡化此步驟直接以星號取

代效用分數。 
3. 指定每項準則的相對權數以及將權數標準化：有關權數給定，是由決策
者決定，不受任何限制，因為權數會經過標準化的過程，不同決策者若

給予不同的權數範圍對結果並不會產生太大影響。由於本研究定義的五

項準則是從不同角度考量公共服務項目與民眾切身相關性，因此權數均

視為 1。 
4. 配合權數，加總所有方案的效用。 
5. 分析及提出建議。 
 
依據每一項準則之定義判斷各個方案符合與否，在對應的表格以星號

作記，完成之表格參見表 3-10。 
 

五項準則之定義如下： 
1. 生命歷程：此指民眾在生老病死的過程中會利用的公共服務。 
2. 法律強制性：檢驗公共服務項目本身於法律上是否具有強制性質，亦即
民眾若不執行、利用該項公共服務，可能會有觸法問題的情形。 

3. 權利義務性：所謂權利意指該項公共服務具有利用之條件、資格限制，
公民若符合其門檻限制，仍有選擇申請與否的權利；義務性公共服務則

為憲法第十九、二十條所規範的納稅及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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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持續性：檢驗公共服務項目是否具有定期、持續利用之特性。 
5. 歐盟基本公共服務項目：歐盟執委會經研究為其會員國提出的以公民為
服務對象之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亦即對民眾而言必要性高的項目，供各

國進行電子化政府建置之參考，由於該文件具有一定權威性，本研究引

用作為篩選待評估之公共服務項目的準則之一。（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p.19） 

 
多屬性效用模型的函數形式為： 
TUi = U1Wi1+U2Wi2+ … +UnWin， 

TUi = ∑
=

n

j 1
ijjWU  

 
函數意義為每一方案的總效用。在等式中，TUi代表 i方案的總效用，

UjWij代表 i 方案 j 準則的效用分數乘以 j 準則的權數，其中 1≦i≦49、1
≦j≦5，由於本研究各準則之效用分數與權數均為 1，因此Wij値亦為 1，
以本研究為例，TU1即「選舉申請服務」，符合「權利義務性」與「服務項

目利用持續性」兩個準則，因此總效用 TU1為 2。 

符合五項準則中的任一準則的公共服務項目，即納入本研究欲評估之

項目列表；至於符合準則的數量多寡，則顯示該項公共服務與民眾之貼近

性高、較具相關性。 
 

表 3- 9 Step5 重要公共服務項目篩選列表 

 
生命歷程

法律 

強制性 

權利 

義務性 

利用 

持續性 

歐盟公民   

公共服務項目

1. 選舉申請服務   ★ ★  

2. 地址變更服務  ★   ★ 

3. 姓名更改公告服務      

4. 戶口註冊服務 ★ ★    

5. 身分證申請服務  ★    

6. 出生/結婚/死亡證明文件申請服務 ★    ★ 

7. 家譜查詢服務      

8. 就業服務   ★  ★ 

9. 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申請服務   ★  ★ 

10. 保護令申請服務   ★   

11. 社區服務      

12. 兒童照護服務  ★  ★   

準

則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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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消費者服務      

14. 義工登記服務      

15. 兵役服務  ★ ★   

16. 報案服務     ★ 

17. 建照申請服務  ★ ★  ★ 

18. 護照申請服務  ★  ★ ★ 

19. 報稅服務  ★ ★ ★ ★ 

20. 一般稅務資訊查詢服務      

21. 個人理財服務      

22. 學習服務      

23. 家庭法院案件申請服務      

24. 破產案及強制執行資訊查詢服務      

25. 雇傭條款與疑問解答服務      

26. 企業資訊服務      

27. 營利事業登記號碼查詢服務      

28. 駕駛執照申請服務  ★ ★ ★ ★ 

29. 汽車登記服務  ★  ★ ★ 

30. 郵件及包裹進度查詢服務      

31. 路況與氣候資訊服務      

32. 車牌拍賣服務      

33. 交通罰款繳交服務  ★    

34. 醫療預約掛號服務 ★    ★ 

35. 全民健康保險服務 ★ ★ ★ ★  

36. 環保設備資訊服務      

37. 公廁位置查詢服務      

38. 水電申辦服務  ★  ★  

39. 科技資助計劃服務      

40. 國家電影協會資訊服務      

41.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服務     ★ 

42. 電子化政府網站購物服務      

43. 旅遊資訊服務      

44. 民意信箱服務      

45. 生日訊息傳送服務      

46. 各式表單下載服務      

47. 網站查詢與檢索服務      

48. 即時新聞提供服務      

49. 政府機關場地租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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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五項準則篩選出的 21項公共服務如表 3-11： 
 

表 3- 10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列表 

分類(類號) 公共服務項目 說明 

民政(1) 1. 選舉申請服務  

戶政(2) 

2. 地址變更服務 
3. 戶口註冊服務 
4. 身分證申請服務 
5. 出生、結婚、死亡證明文件申請服務

 

社政(3) 

6. 就業服務 
7. 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申請 服務 
8. 保護令申請服務 
9. 兒童照護服務 

 

地政(4) N/A 

地政類服務對公民直接相關性不高，一

般土地徵收、測量，土地與房屋買賣、

抵押設定、贈與或繼承相關業務等多由

委託的代理人如代書負責，而非一般公

民自行處理。 
役政(5) 10. 兵役服務  

警政(6) 11. 報案服務  

營建(7) 12. 建照申請服務  

消防(8) N/A 

消防類除消防相關資訊外，服務項目如

救災較具急迫性強調效率，民眾多直接

聯繫相關人員，電子化政府建置部分似

乎也尚未著重。 
外交(9) 13. 護照申請服務  

國防(10) N/A 
國防資訊或服務對一般公民而言相關性

與必要性較低，目前少有電子化政府提

供實際的線上服務。 
財政(11) 14. 報稅服務  

教育(12) N/A 

電子化政府直接提供公民的教育服務如

一般線上教育課程，對民眾而言必要性

較低，而其他相關電子化資訊或服務大

多直接由學校單位提供而非政府單位。

法務(13) N/A 
法務類除相關資訊查詢、諮詢服務，目

前法院案件處理仍須面對面審理，可能

會影響電子化政府服務之建置考量。 

經濟(14) N/A 

經濟類下的公共服務如公司登記、營利

事業登記等提供的對象主要為公司、企

業，而非一般公民，對於公民而言相關

性較低。 
交通運輸(15) 15. 駕駛執照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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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汽車登記服務 
17. 交通罰款繳交服務 

健康醫療(16) 18. 醫療預約掛號服務 
19. 全民健康保險服務 

 

環境資源(17) 20. 水電申辦服務  

科學技術(18) N/A 

許多先進國家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均設有

科學技術類，但提供的內容多為國內目

前科技發展資訊、重大研究計劃等，並

非實際建置線上公共服務項目提供一般

公民利用。 
藝術文化(19) 21.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服務  

休閒娛樂(20) N/A 休閒娛樂類的服務項目如觀光旅遊在五

項評估準則中因非屬必要而被刪除。 

其他(21) N/A 其他類的公共服務在五項評估準則中多

屬不必要而淘汰。 

 

 

第四節    公共服務線上實施層次與評估準則架構 

本節接續第三節篩選出的 21項公共服務，定義每項公共服務的內涵，
以及每項公共服務透過線上實施的各層次之說明。本研究將公共服務透過

電子化政府可實施的程度分為五個層次（Council of Internal Market, 2001, 
p.2），定義如下： 

 
Level 0 無層次 ：電子化政府網站並未提供有關該項公共服務的資訊

與連結，或其所設置的網頁未達 1至 4層次所
定義的標準。 

Level 1 資訊提供層次：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者有關該項公共服務
的資訊。 

Level 2 單向互動層次：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者下載有關利用該項
公共服務所需之表單。 

Level 3 雙向互動層次：電子化政府網站除提供下載所需表單，亦允許
使用者回傳完成之表單資料；並具有線上回覆

使用者提出的服務項目申請、進行線上認證等

處理作業之能力。 
Level 4 交易處理層次：電子化政府網站能處理使用者就該項公共服務

提出之線上交易，具有線上付款與認證機制，

並能回覆使用者；若該項公共服務的內涵並無

牽涉金錢交易，則此層次表示該項公共服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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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透過線上執行完成。 
 

21項公共服務之內涵與線上實施層次定義如下： 
 
1. 選舉申請服務 
定義：公民透過電子化政府註冊線上選舉服務、提出線上選舉服務之申請

以及透過電子化政府實際執行選舉功能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申請選舉服務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選

舉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線上選舉

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民眾申請線上選舉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

可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完成執行選舉的所有程

序。 

 
 
2. 地址變更服務 
定義：個人在國內遷移地址，向戶政單位變更地址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地址變更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地

址變更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地址變更的部分程

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民眾申請變更地址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

可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完成地址變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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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戶口註冊服務 
定義：民眾向戶政單位申報戶口與更改姓名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戶口註冊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戶

口註冊。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註冊戶口的部分程

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民眾申請變更地址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

可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完成戶口註冊。 

 
 
4. 身分證申請服務 
定義：民眾申請初、換或補領身分證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申請身分證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身

分證申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身分證的

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民眾申請身分證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可

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取得身分證，完成身分證申

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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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生、結婚、死亡證明文件申請服務 
定義：民眾取得出生、結婚或死亡證明文件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關於取得出生、結婚或死亡證明文件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相關電子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取得出

生、結婚或死亡證明文件。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出生、結

婚或死亡證明文件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申請出生、結婚或死亡證明文件的所有

程序，亦即使用者可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取得出

生、結婚或死亡證明文件。 

 
 
6. 就業服務 
定義：民眾透過政府取得政府部門或企業公司所提供工作機會資訊的標準

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民眾

政府部門或企業公司工作機會的相關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申請政府部門或企業公司提供的工作機會所需

之表單，但其他相關程序並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

Level 3 3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申請政府部門或企業公司提供的工作機會所需

之表單、或系統允許使用者查詢資料庫所提供的各種

工作機會，且系統能回覆訊息予使用者，確認使用者

完成申請就業的部分程序或依使用者輸入之查詢條件

傳回符合之工作機會。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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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輸入的個人基本資料與資料庫中的工作機會進

行比對，並提供使用者符合條件的工作機會。 

7. 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申請服務 
定義：取得社會福利津貼或補助如失業救濟金、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的標

準程序。 
本研究整理有關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申請的服務包含：失業救濟津貼

申請、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申請、養老金申請、退休金申請、學生貸款服

務以及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服務。其中退休金、養老金、學生貸款以及學生

獎助學金因以下限制而與以刪除： 
「養老金申請」：目前臺灣「國民年金法」仍屬草案，立法院尚未通過；

至於行政法規「老人福利法」允許地方政府自訂如老人生活津貼施行細

則，以臺北市政府為例，提供「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補助，但因各地

方政府政策不一，因此予以刪除。（老人福利法，民 91；國民年金法草案，
民 91） 
「退休金申請」：目前退休金的法源依據為「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勞動

基準法」，一般受雇於公司企業的民眾適用「勞動基準法」，但負責提供退

休金的單位是企業，而非政府；至於「公務人員退休法」適用於公務人員，

並非一般公民，因此刪除此項服務。（公務人員退休法，民 84；勞動基準
法，民 91） 
「學生貸款服務」：學生貸款服務提供者為銀行，而非政府，目前臺灣政

府並未直接與特定銀行簽訂合約，亦非屬於由政府間接提供的服務項目，

因此予以刪除。 
「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學生獎助學金經費來源機構或組織眾多，各機構

或組織得自訂獎學金設置辦法，而政府單位提供的獎助學金，如屏東縣政

府獎學金、高雄市政府獎學金、族群助學金等，則以各地方政府單位自行

擬定的發放辦法為依據，目前並無中央法令規範，因此不納入評估子項。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申請社會福利津貼或補助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表單，以非電子化方式的處理程序取得社

會福利津貼或補助。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社會福利

津貼或補助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行、

處理有關社會福利津貼或補助申請的所有程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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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處理、決策回覆、付款等，亦即使用者可經由電

子化政府網站完成社會福利津貼或補助申請服務。 

8. 保護令申請服務 
定義：民眾申請保護令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申請保護令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保

護令申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保護令的

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保護令申請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可

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保護令申請服務。 

 
 
9. 兒童照護服務 
定義：申請兒童生活扶助與教育發展福利服務如：兒童托育服務、幼兒教

育指導等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兒童照護服務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兒

童照護申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兒童照護

服務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兒童照護服務申請的所有程序，亦即使

用者可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申請兒童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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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兵役服務 
定義：民眾申請兵役相關服務如兵役表單填寫、退伍令申請等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兵役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兵

役相關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兵役服務的部

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兵役事務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可經

由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兵役相關服務申請。 

 
 
11. 報案服務 
定義：民眾向警察機關申報個人財產（如汽車或住宅遭竊）失竊或其他罪

行舉發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向警察機關申報個人財產失竊或舉發罪行的基本資

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相關電子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向警

察機關申報個人財產失竊、舉發罪行的程序。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向警察機關申

報個人財產失竊、舉發罪行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民眾申報個人財產失竊、舉發罪行的所有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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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照申請服務 
定義：個人取得建築或建物整修許可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申請建照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建

照申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建照的部

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建照申請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可經

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取得建照，完成建照申請服務。

 
 
13. 護照申請服務 
定義：民眾取得護照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申請護照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護

照申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申請護照的部

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護照申請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可經

由電子化政府網站直接取得護照，完成護照申請服務。

 
 
 



 75

 
 
14. 報稅服務 
定義：民眾申報所得稅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關於報稅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申報所得稅所需之表單，但申報相關程序並非

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申報所得稅所

需之電子表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報

稅服務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申報所得稅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可

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所得稅申報的所有程序。 

 
 
15. 駕駛執照申請服務 
定義：完成駕駛執照筆試以及取得駕駛執照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申請駕駛執照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所需之相關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駕

駛執照申請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或進行線上筆試，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

筆試結果或完成申請駕駛執照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駕駛執照筆試、駕駛執照發放的所有程

序，亦即使用者可直接經由電子化政府網站參與駕駛

執照筆式以及取得駕駛執照，完成駕駛執照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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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汽車登記服務 
定義：登記新車、二手車或進口車，取得或更新汽車牌照、行車執照的標

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有關登記新車、二手車或進口車，以及取得或更新

汽車牌照、執照的相關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相關電子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汽車

登記，取得或更新汽車牌照、行照的程序。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所需之電子表

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登記新車、二

手車或進口車，取得或更新汽車牌照、執照的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汽車登記的所有程序，使用者經由電子化政

府網站可直接取得電子汽車牌照與行照，完成汽車登

機服務。 

 
 
17. 交通罰款繳交服務 
定義：民眾繳交交通罰款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關於交通罰款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繳交交通罰款所需之表單，但交通罰款繳交程

序並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繳交交通罰款

所需之電子表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

交通罰款繳交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交通罰款繳交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

可直接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交通罰款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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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醫療預約掛號服務 
定義：完成經國家、地區或當地政府機構認可醫院之預約掛號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關於取得醫院預約掛號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相關電子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醫院

的預約掛號服務。 

Level 3 3 
使用者可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並回傳所需之電子

表單，系統能回覆使用者確認訊息，透過網路可完成

醫院預約掛號之初步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使用者申請醫院預約掛號的所有程序。包括

表單回覆與確認、線上繳交掛號費等程序，使用者經

由網路可完成預約掛號服務。 

 
 
19. 全民健康保險服務 
定義：民眾向中央健康保險局申請全民健保相關服務如加退保、健保費用

繳納等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關於全民健康保險服務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全民健康保險服務所需之表單，但其他相關程

序並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全民健康保險

服務所需之電子表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

完成全民健康保險服務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服務的所有程序，亦即使

用者可直接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全民健康保險服

務。 



 78

 
 
20. 水電申辦服務 
定義：民眾利用水電相關服務如申請或停止用水、用電，水費與電費之繳

納等之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關於水電申辦服務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下載水電申辦服務所需之表單，但其他相關程序並

非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下載及回傳水電申辦服務

所需之電子表單，系統能回覆訊息，確認使用者完成

水電申辦的部分程序。 

Level 4 4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可以透過其所設置的網站執

行、處理有關水電申辦服務的所有程序，亦即使用者

可直接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完成水電申辦服務。 

 
 
21. 公共圖書館資訊查詢服務 
定義：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查詢公共圖書館目錄系統取得個人所需

資訊或特定資訊載體（如：書籍、期刊文獻、電子資訊…等）的標準程序。 
線上層次 給分 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操作型定義 
Level 0 0 電子化政府網站未提供任何相資訊或連結。 

Level 1 1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提供使用

者如何查詢、利用公共圖書館目錄系統以取得所需資

訊或特定資訊載體的基本資訊。 

Level 2 2 

資訊提供者或業務單位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網站提供

使用者下載相關電子表單，但非以電子化的方式查詢

公共圖書館目錄系統取得個人所需資訊或特定資訊載

體（如：書籍、期刊文獻、電子資訊…等）。 

Level 3 3 

使用者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查詢公共圖書館目錄系

統，並可進行如線上預約等服務，系統會給予回覆訊

息，取得個人所需資訊或特定的資訊載體（如：書籍、

期刊文獻、電子資訊…等）。 
Level 4 4 使用者可透過電子化政府網站查詢個人所需資訊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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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資訊載體（如：書籍、期刊文獻、電子資訊…等），
並可直接透過線上取得電子版本。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分析國際性電子化政府評估報告中評比較高的國家所建置

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輔以現有的相關文獻，探討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

之分類與重要項目。前兩節歸納出現代化國家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公共服

務涵蓋的 21 個類別並給予說明；第三節以 5 個步驟選擇出與公民相關性
高的 21 個電子化政府公共服務項目，第四節則就各公共服務項目透過電
子化政府入口網站所呈現的線上實施層次予以描述，給定操作型定義，並

以之作為第四章實際評估臺灣電子化政府入口網、臺北市政府網站與高雄

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三個入口網站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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