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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透過對國外主要國家電子化政府資訊服務現況了解，及收

集我國近年來電子化政府推動現況，政府入口網資訊及線上服務型

態、執行成果等相關文獻的研究，分析國內、外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

的相關策略及成效，為因應Web2.0網路服務時代，將收集有關Web2.0
相關文獻，做為後續發展電子化政府主動服務的經營模式，支援後續

個案研究之用。 

第一節 探討國外政府資訊服務發展概況 

本節主要參酌國際政府資訊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各國政府
資訊服務 2006年分析報告(Whole Of Government - Filling The Holes, 
2006) [ICA,2006]，以及 2005年歐洲政治科技評論(European Review Of 
Political Technologies,ERPT)[行政院研考會，2007c]，從政策面評估各
國發展電子化政府的狀況以及特色，綜合研究世界各主要國家發展電

子化政府的概況、經驗與成果分享，並且針對各國資訊架構設計與具

體作法分析整理相關報告，藉以做為本研究策略規劃、業務分析與模

式設計之參考。 
壹、 探討主要國家政府資訊服務概況與發展策略 

從 ICA各國報告中，顯示各國政府仍持續檢討，包括：政府治理
模式、系統架構及作業流程等，是否能夠提供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

將推動「線上交易」及「線上服務」作為電子化政府首要策略，各國

政府已經面臨，單靠資通訊技術將傳統公共服務，轉化成線上服務，

所能繼續增強的項目，已達到的極限。 
各國政府在政府治理採集中化為策略主軸，透過鼓勵協同合作及

強制實施標準化的政策，及藉由強化資訊系統共通、共用，以及「服

務分享(Share Service, SS)」，逐漸將政府系統架構帶入世界各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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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策略上，使用資通訊技術，為民眾建立更大的價值，而這些價值

也會更寬廣地涵蓋，包括社會及經濟目標。此一趨勢，形成 2006年國
際電子化政府之主題：推動「全政府(Whole Government)」資訊社會，
歸納各國資訊服務報告主要議題如下： 
一、朝向以集中化資訊技術的政府治理 
利用資通訊技術政府治理，使得資通訊技術管理及功能持續朝向

更為集中，持續推動跨部門協同運作，特別強調部門間協同合作，以

建立網路政府(Networked Government)，包括：國際化的驅動力、強化
在新的作業模式下找出正確有效的技能組合、使用績效評量及預算管

理工具以決定政府跨部門工作優先次序與標準、電子採購仍是各政府

強調的重點、採用功能集中與整合的策略，運用資通訊技術來改善服

務，增進人民生活品質，對民眾提供更即時性的服務。 

二、發展共通系統技術平台以強化跨部門系統整合框架 

各政府持續整合資訊系統的共同功能，運用分享服務(Share 
Services, SS)，作業流程制度化和自動化，使資訊系統能於跨部門間運
作，各部門間溝通更為密切。其次，建立可互通的資料標準、導入企

業架構，將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落實於政府架構。其三，電子認證應

用於跨系統資訊交換、憑證與 IC智慧卡整合以提供身分管理則是各國
政府 IT服務的另一個重點發展。 

此外，部分國家政府資訊系統的面臨新舊架構雜陳相容性問題、

外在資訊安全的挑戰與系統服務中輟的風險。部分國家開始推動轉換

至「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版本 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相關
計畫。資通訊技術在許多重要基礎建設中，尤其在緊急應變相關計畫

上顯得特別重要。此外，部分國家政府部門，開始採用自由軟體發展

應用系統，以及運用「地理空間資訊服務(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GIS)」於政府資訊檢索服務日漸普及。 

三、強化為民服務是發展資訊系統的最主要業務目標 

各國政府資訊應用策略，多數著重如何使用資通訊技術為民眾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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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價值。在各國政府的相關報告中，可以出政府資訊服務對民眾的價

值，已不僅是提供可靠的資訊服務，而是延伸至分享服務、價值導向

等不同面向，例如採用資通訊技術進行民主參與、發放社會福利，及

提供新數位經濟發展機會。其次，多數國家政府鼓勵跨部門進行流程

改造、服務整合，以及提供民眾永續經營的資訊服務、政府致力於提

供互動性資訊平台，使民眾習慣於網路與線上服務的使用。 

對於已在網路上提供服務的人民申請項目，則以提供多元的網路

存取方式，以增加民眾更易於找到網路上所提供的政府服務，對資訊

化較難觸及偏鄉地區的民眾，提供更多的資源，推動資訊普及計畫，

藉以縮短數位落差。最後，因應新網路通訊技術的發展，無線上網存

取、方便簡單網路接續方式及服務通路，將政府服務引導到無時差、

無區域的行動化服務。 

綜上所述，各國政府資訊系統已朝向「集中化」、「企業架構」及

「整合全方位數位服務」的趨勢，顯示未來電子化政府，將逐漸達成

「全政府」之願景。在 ICA  2006年政府報告中，也顯示由於不同層
級的政府、社會不同群體及民眾的偏好，會使系統集中化及系統架構

更為複雜。一個大而複雜之政府，必須能以多種管道方式提供民眾所

需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政府必須整合為一且更具彈性。政府使用資

通訊技術不僅用來改善服務，且採用新技術、設備及介面來提供民眾

服務，並需具備足夠的彈性來面對緊急事件。這樣的情況被認為是「全

政府」與「靈敏政府(Agile Government)」的不同 

貳、 各國政府資訊、通訊科技發展與運用概況 

本單元係參考 2005年歐洲政治科技評論，從政策面評估各國發展
電子化政府的狀況以及特色[ERPT,2005]及 ICA 各主要國家發展電子
化政府的主要方向與具體作法，彙整各國政府資訊、通訊科技發展與

運用概況如下： 

 一、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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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採用稱為「回應式政府(Responsive Government)」的新策略，
改變服務流程，使資料一處上傳，資訊做跨機關的分享。澳洲政府希

望在2010年前能夠達到其如下的願景：滿足使用者需求、建立整合性
服務、達到投資價值、強化公部門之能力，2006年資訊發展策略如下： 

(一)資通訊技術之技能： 

建立所謂「學徒計畫」，這個計畫可以使得學生得到資通訊技術資

格及認證，成為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專業人才養成的一部份。這個計畫用來解決ICT人力
供需失衡及能力落差問題。 

(二)協同作業/網路政府： 

贊助跨政府部門協同合作之 ICT計畫，有些係透過民間團體協助
政府，例如由澳洲線上及通訊委員會，召開的 ICT是否會衝擊到澳洲
政府管轄權的議題中，成員除了該委員會外，還包括部會首長及地方

政府的代表。 

(三)採購： 

2006年的 6月出版電子採購導引。這文件的目的在幫助及鼓勵政
府機關來發展電子採購，了解業務案例及發展電子採購計畫，以滿足

他們的需求及供應者的需求。 

(四)身分管理： 

採用智慧卡做為身分管理之用，澳洲政府於今年稍早公佈，使用

智慧卡的策略性原則與方針及相關的技術，在澳洲智慧卡用於跨領域

及政府部門間的身分管理，在政府機關內部，智慧卡用於醫療與社會

服務「取用卡(Access Card)」，這些卡片是整合來自了 17種不同的卡
片，以及整合昆士蘭市智慧駕駛執照的資訊。 

(五)自由軟體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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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一種較為謹慎的作法，他們採取一種中立政策，對於是否使

用自由軟體的決策視其價值及業務需要。如果自由軟體的解決方案滿

足這些條件，就採用自由軟體。他們此時正對各機關進行調查，以了

解使用自由軟體的經驗。 

二、加拿大： 

加拿大聯邦政府 2002年宣稱，其不斷運用資訊科技，將服務人民
的業務，放入「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服務中心。這種作法
使得加拿大政府持續的朝向電子化政府願景邁進，政府提出在 2005年
要達成「線上政府 (Government-On-Line, GOI) 」，強化服務的目標。
但是，她們發現雖然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加拿大民眾，在調查報告中表

示滿意政府提供的服務，但是有超過二分之一的人民，表達對於政府

營運方式，包括成本效益、開放性、和公共支出方面的不滿。為強化

電子化政府績效管理，主要資訊發展策略如下： 

(一)新資通訊技術策略： 

隨著「加拿大線上政府」、「服務改進計畫」的成功推動，加拿大

政府在後繼計畫，推出「公部門服務價值鏈」與「員工參與」，藉由民

眾滿意度與政府責任承擔緊密扣合，使得民眾/顧客對公共服務的滿意
度提升並找回民眾對電子化政府的信心，上述至今仍是衡量電子化政

府的績效的重要指標。 

這個計畫是藉由共同架構(Common Architecture, CA)、分享業務流
程(Share Business Process, SBP)、訂定服務管理標準，同步發展政府對
內、對外資訊投資計畫。在資通訊技術能力方面，建立一個資訊技術

族群的人力架構，此人才庫架構包含技術核心職能、技能組合、工作

描述及資通訊技術相關工作領域之所需事項。此目標在於改善政府部

門間 ICT人力的移動與透明度及雇用的流程。 

(二)協同作業/網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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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有好些個國際管轄權團體，包括：The Public Sector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ouncil、The Public Sector Service Delivery 
Council、The Municip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sociation of Canada、
Institute of Citizen Centered Service等，協同政府健全資通訊技術發
展，The Deputy Ministers’ Inter’ jurisdictional Meeting on Service 
Delivery Collaboration。在 2006年 6月副部長國際管轄權服務合作會
議上，提出單一窗口的資訊服務組織(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ared 
Services organization, ITSSO)概念，結合加拿大聯邦政府、加拿大省、
市等層級，提出未來進行跨部門進行協同作業之潛在需求。此組織提

出加拿大跨服務機關協同合作的議程。加拿大導入跨機關服務導向架

構，加拿大政府提供民眾為中心的策略願景，包括私部門與非營利組

織，採行 SOA架構，將會做必要之整合，使得人民可以經由所喜歡的
通路進行互動。 

(三)安全，緊急事件設計和關鍵的基礎設施： 

為了確保政府業務於安全環境中運作，加拿大為各層級的機關，

建立了安全的基礎設施。此基礎設施的好處是可對跨管轄區、跨部門

資料的分享而無需擔心資訊安全的風險。加拿大政府提供，外部認證

管理、使用者同意認證、安全的訊息路由服務、內部認證管理、聯邦

基礎設施目錄服務及登入後自動加密等 6項安全服務。目前聯邦政府
的各機關使用至少一項安全通路服務。 

(四)為民服務策略發展： 

加拿大政府持續透過「Service Canada」提供服務，朝向多通路、
整合一站式服務，目標是提供聯邦政府無縫隙服務，未來可擴及到省

及地方服務。根據研究與分析結果，及使用者的需求或團體特定需求

來，決定加拿大政府應提供之服務。 

三、芬蘭 

芬蘭於 2006年頒布新資通訊技術策略，決定政府資訊科技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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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決心，制定政府應用 ICT的策略目標，找出政府部門內可以一致
性的、整合的領域提出旗艦型計畫。芬蘭反映出採用「全政府」方式

面臨的矛盾。當強調服務的彈性時，同時亦考慮政府內計畫的整合與

協調。 

(一)大型化與集中化策略： 

芬蘭在 2005年報告強調其政府資訊策略發展相關計畫，朝向金融
及人事管理功能的整合，於 2010年超過 100個的局、處、室辦公室將
被整併成 5個服務中心，其中已經有 4個服務中心在運作。政府資訊
科技單位已經發展出分享服務之解決方案，並且以全政府方式提供服

務，規劃於 2007年前開始執行。 

(二)協同作業/網路政府： 

芬蘭協同合作計畫，為確保不論來自公或私部門有關的健康資

訊，都是單一來源。此計畫由國家保險機構執行，提供相關機關分享

全國健康資訊的資料庫，並由總理辦公室的工作小組支援。截至 2006
年已完成 431個市政 ICT辦公室的協同工作。 

(三)身分管理： 

芬蘭的身分管理(Verkkotunnistaminen ja -maksaminen)服務是政府
各機關共用的服務之一，它提供各轄區及政府機關的認證與付款應用

服務。此服務提供兩種驗証方法︰網際網路銀行業驗証和國民身分

證，這些驗證方法已經被大部分銀行所使用，未來規畫增加手機上使

用驗証的功能。 

四、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在其「電子化政府第二期行動計畫(2003-2006)」，目標
是 2006年使新加坡成位「e化生活方式(e-Lifestyle)」。不論是人民或
者企業都樂意與政府在線上進行接觸與往來。人民可以透過電子化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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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和虛擬社群，輕鬆愉快的對於政策評論提供意見回饋，並且積極參

與討論。ㄧ家活躍的資通公司與政府密切合作，將工作流程和服務透

過資通科技轉換為線上服務。計畫的重點是「將公共服務轉換為網路

化政府，可以提供容易享用、整合與加值的 e化服務，並且拉進政府
與人民之間的距離」。 

2006年推出的「iGov2010計畫」，期能增加政府資訊服務的「可
及性」與 e化服務項目的「豐富性」，以增進民眾參與的意願，提升政
府的能力，發揮跨部門綜效及增進國家競爭力之優勢等四個主要推動

力，以求達成參與服務、效率以及經濟發展等目標，主要發展策略如

下： 

(一)強化政府資訊系統架構： 

新加坡網路服務的策略是進行跨政府部門的分享服務及整合服

務。政府透過網路服務管理(Web Services Mangement)用於公部門及政
府網路服務交換平台(Government Web Services Exchange Platform, 
GWS-X)政策方針。這些政策及網路基礎建設的目標，在於「提供有效
率且安全的跨公部門及私部門的整合服務」。截至 2006年止，新加坡
已經提供 57個政府網路服務，且這些服務都在 GWS-X平台上運作。 

(二)建構安全，緊急事件設計與重要基礎設施： 

新加坡已訂定了資通訊安全的發展藍圖，且啟動數個執行資通訊

安全的計畫。此藍圖包含有業務永續準備評估架構及公務員認知計

畫。他們認為安全及網路基礎設施是「iGOv2010」的主要項目。此外，
還有其他的相關計畫，如國家網際安全監控中心(National Cyberthreat 
Centre)、重要資通訊基礎架構安全評估 (Critical Infocomm 
Infrastructure Surety Assessment)和資通訊安全記分卡(Security Health 
Scorecard)等。 

(三)增進為民服務為主要業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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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 2005年 10月提出一項縮短數位落差的「市民先導計
畫」，政府開始在各社區中心設立上網據點，以服務無法取得線上服

務的民眾。針對市民先導計畫的使用者做的調查，發現 95%的民眾滿
意設備的提供，96%對服務的提供滿意，92%的人將來仍會繼續使用。 

五、荷蘭： 

荷蘭政府於 2003年電子化政府年度報告中指出，電子化政府各項
計畫，目前已完成將 35%的政府服務轉換到線上處理，計畫進度超前。
但是提供的服務在使用者親和性、線上申辦服務和 e化民主等方面還
需要加強。這份報告是依據一項針對 1124個政府機關的網站所做的調
查結果。該調查主要針對使用親和度、一般性資訊、政府業務資訊、

政府服務項目、以互動式提供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程度(Scope of 
Participation, Interactive Policy Making)等項目進行調查。研究人員同時
也評估電子郵件回應時間以及使用者滿意度。這份報告的結論指出政

府資訊和服務的項目不容易找得到，而且目前還沒有任何項目達到全

自動化的數位服務交易的要求。 

E-Power專案目標，在於利用人工智慧軟體，分析新立法草案與
目前的法律條文中文字衝突，以及法律條文文字中屬於共用、同義之

處，本項專案能會擴大規模，或推廣應用到歐洲各國或歐盟成員國的

立法機構。這個專案是由一個協會所管理，該協會是由荷蘭政府、阿

姆斯特丹大學和一些私人企業聯合組成，後續發展策略如下： 

(一)橫跨省、市政府協同作業： 

成立橫跨省、市政府及水利管理機構的「諮詢架構」，以做為橫跨

省、市政府及水利管理機構，以協調發展電子化政府計畫。跨層級的

政府機關，以減少花費及改善服務為目標，合作發展出聯合的行政執

行決議，此決議包含執行的時間表及各級政府間之分工。 

(二)強化身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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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2007年一項執行中的「智慧卡 e-ID計畫」，主要是在國民
身分證上新增電子化功能，即數位身份証(Digital Identity, DigiD) 
[DigiD, 2007]，設置營運計畫的相關組織和法律架構，目前已從新領
身分證業務開始試辦，全國國民身分證換發工作，將預定將持續至 2009
年使能完成，荷蘭對於這項電子化卡片，特別設計相關個人身分保護

措施，用以保護個人隱私，包括︰保護公民個人資訊線上使用的權利，

卡片內不含個人財產、健康或社會保險資料，且資料要存放於特定提

供服務的機關，需要使用者同意才可以存取保護卡片的資料，不允許

民眾資料的被複製。 

(三)共享服務系統架構： 

荷蘭已經設立一個新的單位來管理跨政府部門的共享服務的執

行。這組織最終會變成一個獨立機構，負責提供政府部門的共享服務

如提供資料傳輸的基本服務，目前資料傳輸、DigiD與公開金鑰基礎
設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已被整合為一項共享服務。 

六、美國聯邦政府： 

「美國白宮預算總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ing, OMB)」
於 2002年 2月 6日，著手進行聯邦企業架構(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FEA)的規劃[Whitehouse, 2005]。美國總統於 2003年依據
電子化政府法案，設立一個直屬白宮管轄的電子化政府辦公室，確保

整個政府的資訊科技優勢，為安全與隱私建立一個綜合的框架，並且

擴充這個框架，利用網際網路為人民服務，同時發布電子化政府策略

[Whitehouse, 2003]，並於 2005年 3月頒布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 FEA 專
案管理辦公室執行計畫(Enabling Citizen Centered Electronic 
Government, 2005-2006 FEA-PMO Action Plan)。該計畫主要的目的是
將美國聯邦政府轉換成一個以人民為中心強調結果導向，並建立以行

銷為基礎的組織體(Citizen-centered, results-oriented, and Market-based) 
[Whitehouse, 2005]。 

OMB指出政府資訊業務，應朝向更重視系統整合及發展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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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體系結構。FEA有助於跨應用程式、平臺和系統整合，以簡化
事務的處理過程。聯邦企業架構計畫的五大指導原則包括： 

1、標準：建立聯邦互操作性標準。 
2、投資：協調聯邦業務和體系結構的技術投資。 
3、資料收集：將資料收集負擔降至最低。 
4、安全性：保護聯邦資訊，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 
5、功能性：利用基於通用功能和客戶的標準化。 
有關 FEA的整體參考架構如圖 2所示。 

圖 2  FEA參考架構 

資料來源：FEA-PMO官方網站[Whitehouse, 2005] 

美國政府部門以 FEA，係以業務為中心的共同框架，使得美國白
宮 OMB及聯邦各個部門可以經由控制、分析、評估電子政府建設投
資，同時有助於政府部門間橫向整合以及各級政府間的縱向整合，參

考聯邦企業架構基礎概念示意圖，可以獲得基本的認識。參考聯邦企

業架構的目的，在建立以組織範圍的內部路徑，透過有效的資訊技術

環境，優化組織核心業務流程的資訊性能，以履行組織的使命。企業

體系結構可以幫助組織實現這一目標；此系統完整地定義了組織，當

前(AS-IS)環境和期望(TO-BE)環境藍圖。就資訊系統的演進，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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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新系統而言，FEA 是必不可少的。企業體系結構是從邏輯或業務
如職能、業務職責、資訊流和系統環境，以及技術如軟體、硬體、通

信兩方面來定義的，並且包括從基準環境轉換到目標環境的順序規劃

(Sequencing Plan)。 

有效地，定義、維護和實現了這些基本藍圖，它們就可以幫助優

化組織的業務運作與支援這些運作的流程， 資訊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
性和相互聯繫。美國白宮 OMB和美國審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的經驗表明，如果沒有完整的、強制性的企業架構(EA)，
聯邦組織購買或構建的系統就會存在以下風險：造成重複性的、不一

致的或者不必要的維護和整合成本。 

例如美國服務(USA Service)是美國聯邦政府為人民設計，可以透
過電話、電子郵件、印刷品、傳真、以及 FirstGov.gov網站，網址：
http://www.usa.gov/等管道，查詢政府相關資訊以及所提供的服務，有
關聯邦政府資訊業務發展具體作法如下： 

(一)強調績效評估及政府責任： 

美國使用創新步驟蒐集及使用回饋資料作為效能評估，美國的線

上效能評估是計畫成效評估工具的一部份，其標準問卷有 25題涉及計
畫效能及管理問題，評估結果公告在 ExpectMore網站 ，網址：
http://www.ExpectMore.gov/上，讓公開給民眾分享。 

(二)加強身分管理： 

美國政府正在進行政府員工使用於內部的 ID標準化計畫，以遵循
「國土安全總統命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12, 
HSPD-12)所頒布的為聯邦員工及承包商身分識別標準的政策。這項命
令於今年的十月生效，將要求機關採購必要的硬體與應用系統，以遵

守此項標準，職員可用 ID卡進出聯邦大樓及電腦系統。 

(三)導入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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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 2005年新增業務，包括：ICT基礎設施的分享服務、各地
區統計數據與預算。並公告 FEA中的資料參考模型 2.0版(Data 
Reference Model, DRM)。DRM的主要是透過標準的描述，與共同資料
的訂定與一致性的資料管理模式，資訊分享及再利用於聯邦政府間。

將政府的資料標準化包括：資料描述、資料內涵如資料分類及資料分

享等三方面。 

七、丹麥： 

丹麥政府宣佈 2003年 9月 1日是丹麥電子化政府的 eDay，丹麥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所有機關單位都可以透過電子郵件、電子文件管

理、和其他系統互相溝通聯絡。 

根據丹麥政府財政部電子化小組(Digital Taskforce)估計政府內部
的數位通訊費用，光第一年就可以節省 2500萬克郎(1歐元約等於 7.45
克郎)，單只是郵費就可以省下 560萬克郎。每年可以減少 300噸的用
紙量。具體發展策略如下： 

(一)採用聯邦式身分管理： 

丹麥採取聯邦式的方式，做與民眾互動的身分管理，雖然政府內

部的聯邦身分管理，是否要採行單一標準引起辯論，然而，政府仍以

安全宣示標記語言 2.0版(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2.0)做為標準語法，用於跨領域的認證及達成跨機關間之一致性。 

丹麥於 2005年有效引進開放基礎架構(Open Infra- structure for 
Outcomes, OIO)，公佈企業架構委員會所批准的 5份指引，作為官方
推薦共通的諮詢文件。此外，機關間的互信是採用聯邦方式的首要條

件。 

(二)健全電子化政府資料互通系統架構： 

丹麥也有多項不同的計畫，其中包括標準指引，用於政府部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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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共通性技術規範、資料和流程的標準。採用創新標準制定方法，
同時建立了標準諮詢流程，做為電子化政府資料互通性架構。此架構

已多達 600個政府使用這些標準、架構指引、架構分類，元件資料庫，
資料標準和資訊架構。 

(三)在安全，緊急事件設計方面： 

丹麥政府部門推動資訊安全的計畫，將 ICT安全流程標準化，且
成立一個政府資訊安全工作小組來執行此工作。此外，此工作小組將

根據由國家資訊及通訊機關，所做的「資通訊領域的未來強化緊急規

劃流程架構」報告修訂緊急備援計畫。 

(四)在自由軟體和開放標準方面： 

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政府在 2008年初前或技術可行時，有責任
使用公開標準的軟體。為執行此命令，丹麥政府於今年初成立國家軟

體卓越中心以支持政府使用自由軟體的解決方案。 

(五)在為民服務的改善方面： 

重新評估入口網，且公告入口網的參考模式及架構來鼓勵線上服

務的再用性與互通性，其中有單一簽入、遠端控管可分享元件(Remote 
Portlet)、資訊安全、資訊架構及服務水準協定等。「民眾網計畫」，
此計畫將採用丹麥政府入口網的模式，由聯合政府協同合作委員會，

主要提供跨各層級政府的整合資訊與服務於單一網站。 

八、英國： 

英國政府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Directgov」旗艦服務，這個新的
入口網(Portal)，裡面有主要的資訊和次要資訊的超連結，也提供來自
政府各部門的服務。這個新的 Portal是要取代舊的 Portal UK Online。
這個新 Portal的主要目標，還是設定於 2005年底以前，完成建置包括
中央政府及「伯明罕、新堡、雪瑞(Surrey)、泰晤士(Tameside)」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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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政府，目前已經存在電子化服務，宣佈在一年半以內達成目標，

中央政府僅有 66%的服務項目已經上線，進度稍有點落後。 

(一)改善電子化政府系統架構： 

電子化政府面臨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障礙如：電子認證(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以及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料共享，仍然造成許多專案的
困擾。 

(二)在系統推廣方面： 

英國電子化政府在系統使用推廣工作有一些好的成果如：民眾開

始喜歡使用電子化政府的服務。根據國家統計辦公室(Th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的報告，有 47%的英國網際網路使用者，曾經使用
網路，用來與政府或其他公共服務單位連絡。監理單位也發現當他們

低調的推出線上預約路試的一週內，就有 28%的人會利用網路預約路
試時間。大約 25%自行報稅的人會透過網路申請退稅服務。 

(三)在為民服務的改善方面： 

在便民應用方面主要的發展項目如：持續穩定發展與進步的國家

健保計畫。即便目前各項電子化政府的服務項目，都如期於 2005年
12月底前完成上線，電子化政府還有更多的挑戰與機會，例如將生物
辨識科技納入電子身份證。 

參、 各主要國家電子化政府總結分析 

一、總結各國發展電子化政府主要方向與具體作為 

各國發展電子化政府主要方向與具體作為，包括：1、「以朝向實
施全政府為主要策略」2、「集中化、跨政府及跨部門協同合作」3、
「企業架構持續演化，共享服務與整合性服務擴增」4、「政府需要更
有彈性及敏捷性的資訊服務」5、「服務民眾的經營模式，就其內涵與
服務模式正加速演化」。從資訊發展策略觀察，各國政府資通科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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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運用現況分析彙整如表 2。 

表 2  各國政府資通科技發展及運用現況分析 

            國別 
具體作法 

澳

洲 

加

拿

大 

芬

蘭 

新

加

坡 

荷

蘭 
美

國 
丹

麥 
英

國 

朝向以集中化資訊技術的政府治理 
新資通訊技術策略         
更大型的集中化         
資通訊技術之技能         
績效評估及政府責任         
採購         
IPv6及發展數位家庭         
發展共通系統技術平台以強化跨部門系統整合框構 
身分管理         
全政府電腦系統架構         
協同作業/網路政府         
安全，緊急事件設計和關

鍵的基礎設施 
        

自由軟體和標準         
強化為民服務是發展資訊系統的最主要業務目標 
為民服務改善/增進取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ICA, 2006] 

二、企業架構為各國政府資訊服務的參考架構 

包括美國、加拿大、希臘、芬蘭、荷蘭、韓國、丹麥等國家的電

子化政策，在整合所有資訊與服務方面，都採用企業架構(Enterprise 
Architecture, EA)。世界知名的調查公司 Gartner Group認為 EA是通往
成功的藍圖(EA is the blueprint for success)。丹麥科技與創新部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部長指出：電子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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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把公共部門的資訊系統整合起來，使得被授權的機關有能力互

相享用別人的資料，因此人民、民間企業、和公務人員無須再三的提

供與檢查資訊。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有共同的資料定義，以及在處

理安全問題時具備一致性的作法。 

各部門的業務分工、協同合作模式及溝通與交換機制確立後，基

於服務導向的觀念，並考量每一個角色或程序要完成，各重要列舉的

業務需要其他參與者提供哪些服務，這些服務經過分類整理後，區分

共用的基礎服務與特定的業務服務，然後採用以元件為基礎的架構

(Component-Based Architecture)擬訂各服務元件的規格，稱之為服務元
件參考模式，為系統分析與設計的邏輯性架構範疇。這些資料服務需

求以及規格敘述構成資料參考模式，可以讓服務提供者及服務消費者

明確了解資料分享的明確定義，以免誤用資料。資料參考模式也屬於

系統分析與設計的邏輯設計範疇。 

技術參考模式的主要意義，在於規範所有元件的開發都在同一框

架(如規範、標準、協定)進行，使得互通作業能夠順利進行。就技術
規範而言，包括美國的 FEA在內，幾乎世界各國的企業架構都是採用
以 Web Service為基礎的服務導向架構。其中蘊含著元件的開發必須
遵循由(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About W3C, 2007]等國際
標準組織所推薦的(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 SOAP)、(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WSDL)、(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Service, UDDI)
等標準。這種方式可以讓各系統之間進行鬆散式整合，維持各系統的

自主性，卻能發揮服務共享、資訊共享的優點。 

無論是加拿大、美國、新加坡等被認為電子化政府開發成熟度最

高的國家，整個電子化政府的計畫都是由直屬於總統或總理的機構負

責。這種作法有利於決心的宣示、跨機關協調、促成相關立法、以及

資源獲得與分配，這剛好符合系統成功關鍵因素中的「最高長官支持」

的論點，值得我們參考與借鏡。 

三、政府導入企業架構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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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部門為推動政府資訊改造，亦考慮參考在企業界資訊服

務常用的 EA，主要是為了支援資訊業務整體發展策略  [施明德 , 
2007]。企業通常會發展一套資訊策略及資訊架構來支持企業的政策方
針。從資訊的運用發展路徑來看，過去由個別業務需求以專案建置的

資訊設施與應用系統，常是在不同的時間點發展，由於資訊技術發展

太快，難免會發生程度不一規格不相容的情形，因此，所有的資訊應

用很難成因應企業的整體策略。 

企業為了要更有競爭力，會在流程上、支援資訊技術上、組織結

構等，設計具有彈性且能快速回應的資訊架構，以期在有限的預算限

制下，足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 

(一)企業資訊單位面對的挑戰有：低投資回收率(Return Of Investment, 
ROI)、缺乏彈性靈活基礎設施及資訊服務績效不能彰顯等。 

(二)企業回應資訊業務所面臨的挑戰，具體作為有：訂定資訊業務整
體服務指標，建立整合及即時性的資訊架構、資訊人員、流程、

及技術之間有更佳的溝通、提升整體資訊的管理效能，使所有的

日常性管理事項都在有效監控之下自動執行。 

(三)企業快速回應變革，建立彈性靈活企業架構，期能達成下列八項
效益： 

1.企業內部單位與供應商間，成為一靈敏組織體。 
2.降低企業資訊總投資以符合企業投資成本績效規劃。 
3.節省發展期程，使經費及人力花在更高價值的業務上。 
4.運用服務導向架構，加速決策的效率、增進生產力。 
5.提升風險管理能力，解決組織對意外事件的應變能力。 
6.降低資訊系統整合困難，保障原有的資訊投資。 
7.提升內、外部客戶滿意度，以及保護客戶的隱私與安全。 
8.延伸 IT支援企業的策略性夥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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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探討我國電子化政府業務發展概況 

本節主要目的為探討台灣在電子化政府資訊業務發展，並藉由對

政府入口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類型研究，了解我國電子化政府資訊提

供與服務型態，及分析政府、企業及民眾間電子商務服務型態。 

壹、 我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推動歷程 

行政院研考會負責我國電子化政府相關工作的規劃與推動，在加

速推動各政府相關服務上網的同時，為使民眾能從網路上更迅速、有

效的獲取各機關的服務，乃參照民間建置入門網站的方式及經驗，著

手於網際網路全球資訊網上設置「政府網際服務網(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 GSN)」網路服務單一窗口網站(http://www.gov.tw)，以做為民
眾與各政府機關在網路世界溝通的橋樑。 

有關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過程，參考行政院研考會「電子化/網路
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行政院研考會, 1997]、「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
口網站發展計畫」[行政院研考會, 2001a]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行
政院研考會, 2001b]及「數位台灣 e化政府-政府整合服務單一入口計
畫」[行政院研考會, 2002a]，大致可分成下列四個階段。 

一、網路啟始階段： 

本階段自 1995年 11月至 1997年 11月，台灣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於 1995年即開始建置網際服務，原名「政府機關 Gopher」，初期僅開
放政府機關電子資料流通目錄(電子流通目錄)乙項服務，並以純文字
式文件連結查詢系統(Gopher)提供各界查詢。當時國內外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WWW)尚在發展初期，網際網路的主要文件連結查
詢服務系統仍以 Gopher 應用為主。「電子流通目錄」係行政院研考會
依據「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實施要點」辦理，彙整包括含總統府，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及其所屬一級機關及省(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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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外提供、流通之電子資料檔流通目錄，以供各界查詢應用[行政院
研考會, 2002b]。 

隨著全球資訊網的興起，各機關陸續設置機關所屬全球資訊網

站。為方便各界查詢各機關網站，除原有 Gopher版「政府機關電子資
料流通總目錄」服務外，開始建置全球資訊網網站，提供機關網站索

引功能，並更名為「政府便民服務電子窗口」，惟此時之機關網站索引

功能仍以提供靜態連結查詢為主。為強化查詢功能及效率，並因應網

路查詢及開發技術興起。於 1996年 9月開始進行「政府便民服務電子
窗口」改版計畫，主要功能係引進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及資料庫管
理系統(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等技術，期能提供有效
的查詢介面；並增加新的功能，如機關網頁索引、政府新聞網、電子

民意信箱索引等。此階段系統的主要特色為提供動態、即時的網頁式

(Web-based)資料管理系統，並引進中正大學吳昇教授開發的網路資訊
全文檢索系統(Global Area Information Servers, GAIS)[吳昇, 1995]。 

二、電子化政府第一個四年計畫階段： 

本階段自 1997年 11月至 2000年 12月，主要係當時 Internet剛剛
成熟，為迎接網路時代的來臨，行政院研考會於 1997年開始規劃「電
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行政院研考會, 1997]。配合各相關子
計畫的推動，首要的工作是建置 GSN，提供各級機關網際網路骨幹系
統及 GSN基礎服務，用以加速各機關連線上網，進而利用網路提供服
務。行政院研考會於 1997年 4月間委託中華電信公司，建置 GSN網
際網路骨幹系統，提供各機關專線固接、電話撥接等連線上網服務。

截至 2000年 10月為止，已有超過 1100個機關以專線或 ADSL固接方
式連上 GSN骨幹系統，並陸續建置各機關的全球資訊網網站及開放網
路服務。 

配合 GSN的建置，行政院研考會同時規劃建置 GSN相關基礎應
用服務。基礎服務項目包括：GSN網路服務單一窗口、全球資訊網網
站(GSN網站)之建置、公務電子信箱、虛擬電子信箱系統、虛擬全球
資訊網主機、電子目錄、電子新聞等共用基礎服務。各項基礎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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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幹連線服務，統一整合 GSN網站，對外提供連結、查詢、申辦等各
項服務，GSN網站並同時整合原有政府便民服務電子窗口的各項功能。 

GSN基礎服務所推動的各個應用服務系統，係針對有共通、共用
性質的部分，發展共用應用服務系統，提供民眾或各機關使用。與各

機關業務有關之應用系統則由各機關完成網路連線後各別建置專屬網

站。GSN網站則同時對各機關各別建置的相關應用系統進行分類索引
及連結，以方便民眾上網使用。GSN網站的資訊內容及服務功能，配
合 GSN基礎服務及骨幹網路計畫的推動，主要可分為網站及網頁索引
基礎服務、網路共用基礎服務，及骨幹網路連線服務等三大類資訊，

整體架構如圖 3。 

圖 3  GSN網站整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2001a] 

三、電子化政府第二個四年計畫階段：  

本階段自 2001年 1月至 2004年 12月，係依據行政院知識經濟發
展方案，行政院研考會提報「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發展計畫」[行
政院研考會，2001a]，建置整合型入口網站，取代原有政府網際服務
網 GSN網站，做為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單一窗口。原有 GSN網際網路
骨幹系統，則另設政府網際服務網網站，提供與 GSN連線上網有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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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服務，網址改為 http://www.gsn.gov.tw。規劃為期 4年的「電子化
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發展計畫」(2001-2004)，陸續推動搜尋引擎檢索、
分類目錄索引、主題服務及跨機關應用等工作項目，且視網際網路新

興技術的發展，及各界之需求，進行必要的增加及修正。政府入口網

系統架構圖，如圖 4，主要服務項目如下： 

圖 4  政府入口網站整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 2001a] 

我的 e政府入口網主要提供一般民眾及公務員兩類型服務，功能
上可區分為資訊、互動及申辦，分述如下：[My-Egov, 2004a] 

(一)資訊提供方面： 

1、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 

提供以關鍵詞(Keyword)檢索，經由搜尋引擎索引(Indexing)之各機
關網頁資料。使用者可依不同檢索條件進行檢索，如邏輯判斷、選擇

檢索特定機關、顯示筆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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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類目錄(Subject Directory Services)：[My-Egov, 2004b] 

提供以分類目錄、分類目錄式檢索，如機關通訊、政府資訊、網

站、網頁、民意信箱等資料。 

3、主題服務(Subject Service)：[My-Egov, 2004b] 

政府組織及基本國情資訊(Government and National Profiles)[行政
院研考會, 2002]：提供或連結與我國政府組織有關之介紹性文件，如
中華民國政府與組織工作簡介、中華民國年鑑等；及與國家、國情有

關之即時氣象、文化、經濟、地理、交通、觀光旅遊、科學發展等介

紹性文件。 

4、入口網站雜誌(Cyber Magazine)：[My-Egov, 2004b] 

定期於入口網站出版電子雜誌，做為電子化政府相關議題、推動

情形之溝通園地。 

(二)互動服務方面： 

1、民意信箱單一窗口(E-mail Service)： 

行政院目前已設有「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可在既有基礎上加以

充實，並擴大為民眾與各級政府機關聯繫之整合式民意信箱服務系統。 

2、整合政府互動資訊(Integr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包括整合式新聞網服務、整合式活動預告、行事曆(Integrated 
Calendar/ Agenda Services)、網路民意調查(Cyber Opinion Survey)、網
路特別活動(Special Events)。 

3、國民網路社區服務(Civil Cyber Communities)： 

以議題為導向、結合虛擬網頁、電子信箱、網路論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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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虛擬網路社區(Virtual Cyber Communities)： 

以公共議題為導向，提供民眾建立虛擬網站社區。 

5、網頁式公務電子信箱(Web-based E-mail Service)： 

提供機關公務員電子信箱，做為電子郵件收發應用外，並可做為

獲得本網站各項活動訊息，及與本網站聯繫之專用電子信箱。 

6、網路公共論壇(Public Forum)： 

提供民眾就施政議題發表意見。 

(三)申辦服務方面： 

1、線上申辦單一窗口(Integrated Online Services)： 

提供各機關線上服務共用平台，以利各機關提供線上申辦服務。 

2、機關連線服務(Agency Internet Online Service)： 

行政院研考會已建置 GSN網際網路骨幹系統及基礎服務，提供專
線固接、ADSL固接、電話撥接、虛擬網站主機、虛擬郵遞主機、視
訊會議等連線服務。GSN相關服務資訊隨時經由入口網站提供、更新。 

3、互動式虛擬網站服務(Web-based Virtual Web Hosting)： 

提供Web-based版虛擬網站服務，以利各機關建置互動式虛擬網
站。互動式虛擬網站可提供機關新聞發布、電子民意信箱管理、機關

內部電子信箱應用、分類目錄管理、影音服務、電子資料流通目錄等

互動式子系統。 

4、政府網域名稱註冊服務「.gov.tw(Domain Name Service,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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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網域註冊、網址查詢、連結及轉址服務。訂定政府網域名

稱註冊及管理規範。 

5、跨機關網路社群服務(Community Service)： 

以公共議題為導向，提供公務員建立虛擬網站社區；免費提供公

務員電子信箱。除做為跨機關網路社群一般電子郵件收發應用外，亦

做為獲得本網站各項活動訊息，及與本網站聯繫之專用電子信箱。網

路公共論壇(Public Forum)提供公務員就相關施政議題發表意見。 

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於 91年 3月正式啟用，網站名稱為「我
的 e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簡稱為「我的 e政府」或「電子化政
府入口網」主要服務內容包括資訊查詢、雙向溝通及申辦服務功能。

並同時設置英文網站，英文網站名稱為 The E-government Entry Point of 
Taiwan(MyEgov)。 

四、配合數位台灣 e化政府階段： 

本階段自 2005年 1月至 2007年 12月，係配合行政院推動數位台
灣計畫(e-Taiwan)，行政院研考會提報「整合服務單一窗口計畫」[行
政院研考會, 2002a]，本計畫主要是以民眾、企業及公務員為服務對
象，提供跨系統、跨組織的服務為主軸，以「顧客導向」來規劃使用

者介面，透過訂定標準規範，規劃共通資訊作業平台，解決各機關資

訊系統間之互通與資訊共享的問題，達到網路申辦「一處收件，全程

服務」的目的。 

整合服務單一窗口計畫主要推動項目包括：前端服務入口網站

(Portal)及後端的跨系統共通資訊作業平台、跨系統電子閘門三大服
務，各主要服務說明如下： 

(一)前端入口網站服務： 

主要以整合政府網路服務資源，提供民眾、企業使用政府網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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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單一入口。 

(二)跨機關共通平台(Common Services Platform)服務： 

以提供跨機關、跨系統後端(Back Office)之資訊交換機制，提供各
機關開發應用系統服務，包括目錄服務(Directory Service)、認證服務
(Authentication Service)、授權服務(Authorization Service)、物件識別註
冊服務(Object Identifier Registry Service, OIDRS)、內容管理服務
(Content Management Service, CMS)、流程控制服務(Flow Control 
Service, FCS)、帳號管理(Accounting Managerment, AM)、中文作業平
台解決方案及電子支付介面(Payment Gateway, PG)等。 

(三)共用電子閘門(Common Gateway Services, CGS)服務： 

電子閘門目的在提供與後端系統(Back-Office)之資訊交換介面，包
括戶政系統閘門、地政系統閘門、稅務系統閘門、工商系統閘門及交

通監理系統閘門，便利政府重要資訊系統迅速介接，回應民眾需求。 

本計畫自 2003年起，逐年編列經費統籌三大服務建置政府服務平
台(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GSP)，以利政府入口網與各大型行政
資訊系統介接整合，並開發資訊中介、電子支付、目錄服務及內容管

理等共用機制。GSP於 2004年完成建置，政府入口網亦自 2005年 1
月整併至 GSP平台，成為 GSP平台之服務項目之一。 

貳、 政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類型探討 

所謂政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係指各級政府運用電子化、網路

化的方式，主動提供或被動提供，民眾所需的相關資訊及申辦服務。

政府電子化服務與傳統政府服務，主要差別在通路的不同，以及所提

供的服務方式與呈現機制的差異。就服務的內容本質及內涵，並無太

大的差異。 

一、政府電子化服務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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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業務內容，直接或間接都與民眾切身有關，主要作為各

類人民申請事項及執行各該業務，所需掌握的龐大資訊，如戶政資料

庫。為民服務有關的申辦事項，均有相關法規作為執行依據。至於政

府所掌握的相關資訊，亦有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及檔案法等

相關法令，規範政府機關資訊公開的範圍及程序等。 

各類型的政府服務，無論是申辦服務或是網站資訊，多數已訂定

標準作業程序及資訊作業規範，讓民眾、業務承辦人、提供服務者得

以依循。傳統的服務，多數需要由專人提供服務；由於科技的進步，

部分服務可改使用自動化的設施提供，例如：醫院門診可以用電話語

音掛號，公營事業的門票，可以採用自動售票機售票。 

作業程序較複雜的服務，雖然仍需要專人服務，但可輔以自動化

設備，以提升作業效率及品質，如各戶政單位國民身分證的換發作業，

即櫃檯電腦作業提供電腦列印身分證等功能，具備加速人工作業的辦

公室自動化特質。 

除了運用服務流程的標準化、自動化，主動提供相關資訊讓民眾

得以預先熟悉申辦流程，以加速服務效率，由於各級政府的服務項目，

合計多達數千項，且有很多類型的服務，一般民眾不見得會經常接觸，

其次，有些服務項目的作業程序在本質上就較繁複，是以，互動式的

諮詢性質服務，即有其必要性。諮詢服務可視為「服務的服務」(Service 
of Services)。 

很多政府機關的為民服務據點，除了業務服務櫃台外，常由諮詢

服務台或諮詢服務專員的設置，以協助對政府業務不甚瞭解的民眾，

亦能迅速有效獲取服務。 

綜上所述，就服務的內容與被服務者關係的密切性及服務方法而

言，政府的服務大體可區分為一般性的資訊服務、為民服務類的申辦

服務，及協助完成前述 2類服務的雙向互動式諮詢服務等 3大類。 

二、現行政府網站經營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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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帶來政府服務管道的創新，非緣起於電子化政府的應用。於

電子化政府興起前，已有相關運用科技創新服務管道的前例；例如，

電話、傳真機、自動販售機、自動服務機，或早於網際網路興起前的

傳統專用網路等，均為運用科技受理為民服務通路的實例。 

電子化政府應用技術的興起，雖非政府服務業務結合科技的先

例，卻具有相當影響；如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應用，對人類社會產

生重大的影響。電子化政府的具體呈現是數位化與網路化的結合。數

位化的政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可以透過互通的網際網路，將服務

的據點延伸到每個人的家中，一般公共場所，甚至個人隨身的行動裝

置，並可不受服務時間的限制，提供全天候 24小時服務。 

電子化政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應用的類型，基本上沿襲傳統的

資訊服務、申辦服務及諮詢服務三大類型；惟從電子化服務方式的觀

點，與傳統的服務方式有相當的差異，並可再區分為若干的形式。本

節主要探討的內容是從資訊科技、電子商務應用及電子化政府應用的

角度，探討現階段國內各政府機關、各國政府入口網站資訊及線上服

務應用的類型及現況，以做為規劃我國推動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網站

資訊及線上服務應用之參考。有關電子化政府各階段網站主要經營模

式分析[United Nations, 2005 ]，詳如表 3。 

表 3  電子化政府各階段網站主要經營模式分析 

階段 主要服務 
萌 芽 期

Emerging 
提供有限、基本的資訊，如政府的現況包括網頁或官

方網站、部分的部會連結、部分的地方政府連結、部

分的檔案資訊，例如國家元首的演講、憲法等，多數

的資訊以靜態的方式呈現，並且僅提供有限的選擇。 
加 強 期

Enhanced 
政府提供更多與公共政策及治理有關的即時資訊及

檔案，例如政策、法規、報告、新聞稿、可下載的資

料庫等。使用者可以用搜尋引擎檢索，提供協助功能

及網站導覽圖。更多的公共政策文件，例如電子化政

府策略、有關教育與衛生政策之簡介等。雖然內容較

多，但就互動性言，資訊仍呈現由政府部門流向民眾

的單向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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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主要服務 
互 動 期

Interactive 
政府線上服務進入互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以提
升服務的便利性，例如繳稅表單、換照申請書下載

等。相關公共資訊之語音及影片服務。可經由電子郵

件、傳真、電話、郵件與政府人員聯繫。網站較經常

更新，以確保資訊的即時性。 
交 易 期

Transactional 
民眾與政府間的雙向互動，包括民眾可每週 7天 24
小時進行繳稅、申請身分出生證明、護照、駕照更新

及其他 C2G服務。亦可使用信用卡或銀行轉帳卡繳
交相關公共規費，例如交通罰單、稅款、郵務費用等。

廠商可透過網路的安全交易進行公開招標。 
聯 網 期

Networked 
代表電子化政府計畫最繁複的階段，主要特色為

G2G、G2C及 C2G等多向互動整合。政府鼓勵參與
決策，並且願意納入社會意見於雙向公開的對話。透

過互動的功能，如網頁評論表單(Web Comment Form)
及創新線上諮詢機制，政府主動取得民眾對公共政

策、立法、民主參與決策等之觀點。隱含於本階段的

是公共部門各機關的整合，並建立充分合作及對集體

決策、參與民主與公民權力強化觀念理解之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United Nations, 2005 ] 

參、 電子化政府網站使用對象經營模式探討 

電子化政府依據使用對象的不同，主要有政府對民眾(Government 
to Citizens/Customers, G2C)、民眾對政府 (Citizens/Customers to 
Government, C2G)、政府對企業(Government to Business, G2B)、企業對
政府 (Business to Government, B2G)及政府對政府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G2G)等 5 大模式。其次，電子化政府應用亦可促成或企
業對企業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企業對民眾 (Business to 
Citizen/Customers, B2C)、民眾對企業(Citizens/Customers to Business, 
C2B)及民眾對民眾(Citizens/Customers to Citizens/Customers, C2C)等應
用領域的發展詳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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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電子化政府服務經營模式 

被服務方 

提供服務 
政府 企業 民眾 

政府 
政府對政府

(G2G) 
政府對企業

(G2B) 
政府對民眾

(G2C) 

企業 
企業對政府

(B2G) 
企業對企業

(B2B) 
企業對民眾

(B2C) 

民眾 
民眾對政府

(C2G) 
民眾對企業 

(C2B) 
民眾對民眾

(C2C)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2007a] 

我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服務經營模式分析，參酌「電子化政府

入口網整合機關資訊建置規劃報告」 [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分別說明
如下： 

一、G2C模式： 

G2C的服務，其服務對象，以人民為主體，並以國民為主，亦包
括非國民，即對國民的服務、對非國民如外籍人士之服務。 

二、C2G模式： 

C2G申請案件的提出，係指政府對民眾的單向服務，即政府是服
務的提供者，民眾則是被服務的對象；有些電子化政府服務，民眾亦

可扮演服務的提供者，政府則是被服務的對象。 

三、G2B模式： 

G2B的服務，包括對營利性公司或非營利性法人組織之服務。 

四、B2G模式： 

B2G申請案件的提出，在政府與企業的往來中，如同政府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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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往來，除了政府對企業提供服務的 G2B應用模式外，亦不乏 B2G
的應用實例，在 B2G的應用裡，政府是被服務的對象，企業是服務者。 

五、G2G模式： 

G2G的服務，係指政府機關間彼此業務往來，透過電子化的方式
進行。在 G2G的應用裡，往來的機關雙方，有時扮演服務者，有時則
是被服務的對象。當前 GSP所提供的資訊中介服務，主要的功能為協
助各機關相關應用系統間進行資訊交換，可視為 G2G的典型應用之
一。 

六、B2B模式： 

政府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設有經貿相關機關、單位，掌握龐大

經貿資訊，除可直接以 G2B方式提供給企業使用外，亦可辦演中介者
的角色設立 B2B的 E化溝通平台或相關機制，以促進經貿發展。以經
濟部推動的工商憑證為例，雖由政府部門推動，但其主要應用範圍在

B2B的電子商務應用。 

七、B2C模式： 

在實體世界裡，政府機關提供許多藝文表演場所，開放民間藝文

團體借用，政府不是主辦單位，僅是民間表演團體及觀眾的中介角色，

在電子化政府的相關應用中，政府亦可扮演提供民間 B2C的服務，例
如辦理農產品電子履歷，建立產銷電子通路等。 

八、C2B模式： 

政府為解決失業問題，提供民眾求職求才中介服務，可視為 B2C
及 C2B的應用，可協助企業獲得適當技術人才，亦可協助求職民眾找
到合適工作。 

九、C2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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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實世界裡許多公共空間，是由政府所規劃設置，例如公園、

運動場、活動中心等，卻是民眾往來交流的場域。在虛擬的電子化政

府互動服務領域中，亦不乏實例。 

上述 G2C、C2G、G2B、B2G及 G2G等 5類應用，屬於政府相關
服務。至於 B2B、B2C、C2B及 C2C等 4類應用，一般被歸屬於電子
商務(E-Commerce)範疇，政府雖非服務者，或是被服務的對象，但卻
可能扮演促進者的中介角色。 

肆、 民眾 e管家線上服務現況分析 

政府為善用資訊通訊技術，建構完整的政府網際網路服務系統，

使政府達到 24小時全年無休的「電子政府」、「全能政府」服務願景，
乃推動建置政府機關網路「單一窗口」，透過網際網路無限聯網的特

性，提供使用者接取政府各項個人化食衣住行育樂推播資訊，委外建

置個人化「我的 e 政府」訊息視窗小幫手，使政府資訊服務成為完整
「一次購足」之主動服務型政府。 

一、政府建置民眾 e管家的目的 

由於目前國內各政府機關資訊，分散於各級政府機關全球資訊服

務網站，民眾常無法快速取得，來自各政府機關網站與個人相關資訊，

如個人應繳稅費、駕照、行照、護照、證照等換照通知等。未來期能

藉由推動主動服務的經營模式，達成以顧客為導向之全政府整合服

務。有關民眾 e管家的目標包括：[行政院研考會, 2006] 

(一)建立政府資訊整合查詢中心，提供民眾各項政府資訊查詢單一窗
口查詢。 

(二)提供以「顧客導向」的政府資訊整合查詢與自動推播服務(Push 
Information Service)，全面提昇政府網路資訊之附加價值。 

(三 )提供整合機關線上服務共用服務模組，如系統介接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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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Interface, API)、Web Services 介接服務(如Web IP – 
IR)，使各政府機關可導入 G2B、G2C訊息服務。 

(四)開發個人化訊息介面，透過友善人機介面，提高民眾使用政府網
路資訊意願。 

(五)整合各機關民眾個人相關資料，提供主動訊息水平互通與整合機
制，提高政府網路建置投資效能，擴大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效益。 

(六)建置民眾 e管家，其經營模式是屬於 G2C的服務，透過整合機關
對民眾訊息系統，並適度導入線上繳費機制。 

二、民眾 e管家已完成整合線上服務項目 

行政院研考會為有效提供民眾、企業，以簡單便利的方式，取得

政府完整正確資訊，乃建置「民眾 e 管家」主動服務出口網，初期推
廣策略先由簡單服務擴及多元服務、先由單一地區擴展至全國各地。 

目前已提供民眾便利的應辦事項訊息服務項目，如：政府事業機

構提供之水費、電費，政府行政管理機關如公路監理，提供的驗車、

換照、違規罰單、稅費繳納通知、停車費欠繳通知、各項稅捐繳納或

催繳通知、不動產變更通告、以及其他非公營機構如電信公司提供之

電話費繳費通知等訊息通知，及整合 GSP線上繳費等項目。事實上，
GSP已開發電子支付、單一簽入(Single Sign-On)、目錄服務等機制，
以利跨系統間之認證、帳號整合與線上支付相關交易費用，有關民眾

e管家整合 GSP線上繳費示意圖，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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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民眾 e管家整合 GSP線上繳費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2006] 

伍、 我國與主要國家電子化政府經營模式比較分析 

比較各國政府電子化政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現況，其中資訊服

務部份各國政府，多已提供各類資訊服務，會員互動服務及線上申辦

服務情形如表 5。 

表 5  我國與主要國家政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比較 

國家 資訊提供與互動服務平台 線上申辦服務 
美國 各機關網站多已設置會員互動

式雙向服務。新聞發布包函影

音服務，並有時況轉播服務。 

依據不同的需求族群，提供各

類型之線上申辦服務。

[USA.gov, 2007] 
加拿

大 
依據不同的使用族群，提供會

員各類型客製化、個人化雙向

互動服務。 

線上申辦服務專屬網站

Service Canada [ICA,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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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資訊提供與互動服務平台 線上申辦服務 
英國 經由政府入口網，可獲得各類

型雙向互動服務 
政府入口網提供 Do It Online
專區。[[U.K. Online] 

澳洲 其 GOLD系統為一完整之機關
通訊名錄系統。 

線上申辦服務專屬網站

australia.gov.au。 
新加

坡 
提供各類型會員互動服務，並

重視客製化服務，針對不同族

群提供服務。 

設有線上申辦服務專屬網站

e-Service。 

南韓 提供各類型會員互動服務。 2006年獲布朗大學電子化政
府評鑑為第 1名。經由其政府
入口網可獲得數百項線上申

辦服務。 
台灣 資訊提供方面：機關名錄、新

聞中心、最新政令、分類目錄、

主題服務、深度台灣、施政規

劃等、搜尋引擎檢索服務。 
互動服務方面：機關活動、網

路活動、網路公共論壇、民意

信箱單一窗口、電子報、諮詢

委員、網路民調、台灣看透透、

交通速派服務、部落格、電子

地圖等、提供公務員網頁式電

子信箱服務、電子化政府社群

服務網。 

申辦服務方面： 
線上申辦單一窗口、跨機關網

路社群服務、36項陸續規劃
上線的創新服務、網路繳交學

費、線上申辦表單專區、整合

電子公路監理服務。 
建置民眾 e管家系統，提供民
眾主動及時公務訊息通知、並

整合線上繳費服務。 
建置企業 e幫手系統，提供企
業訂閱政府主動及時公務訊

息通知，如政府採購資訊、政

府法規資訊、政府公報資訊，

整合公文 G2B2C交換服務，
提供企業與政府公文書電子

交換業務，結合工商 e網通提
供企業電子商工登記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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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Web2.0經營模式探討 

本節將探討Web2.0經營模式，在Web2.0時代許多商業網站，也
發展Web2.0平台服務，提供企業與使用者直接互動機會， 並可以藉
由使用者間強大連結力提升入口網使用度，本節將收集Web2.0相關技
術的發展與應用、及研究新技術可能的限制，希望協助有意導入

Web2.0的政府機關，更加了解如何藉由Web2.0提升機關資訊服務。 

壹、 淺談Web2.0發展過程 

我們可以從網際網路的發展，來探討Web2.0的發展過程。網際網
路(Internet)被大量運用是從全球網際網站 (World Wide Web, WWW)
的產生開始的，而WWW是英國人 TimBerners-Lee 在 1989年歐盟一
個大型科研機構任職時發明的。透過WWW，網際網路上的資源，可
以在一個網頁(Web Page)直接呈現出來；而不同電腦系統間的資源，
可以在同一個網頁上可使用超本文描述語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相互鏈結，可視同靜態的WWW(Web 1.0)。 

動態WWW是相對於靜態WWW的另一種Web Site型態，可以
視為「Web1.0家族」，理由是動態WWW和靜態WWW，對使用者
在瀏覽器中所見到的，與Web1.0是一致的內容，所不同的只是後台系
統處理資料的方式有所不同，動態WWW上呈現的資料，不是事先製
作，而是依據使用者端對資訊的需求，利用動態網頁語言動態產生，

對於使用者端來說，亦可以視同Web1.0升級到動態Web Site。 

從動態Web Site到Web 2.0，其間變化在哪呢？事實上，目前並
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說明，可以用來解釋Web 2.0的真正意義，因為Web 
2.0並非一個具體的事物或一項網頁程式技術改進，而是一項網際網路
的新商業模式，或網際網路應用一個新里程，也可說是，可以成就這

項新商業模式之各項新技術及產品服務的一個統稱。換言之，Web 2.0 
是透過廣大使用者積極「參與」、「聯繫」、「共享」，以快速形成

更大經濟規模的電子商務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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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是什麼呢？參酌「維京百科全書(Wikipedia)」的說法：
「Web2.0是使用者感知到WWW正在發生變化，WWW將從互聯網
站的集合體，轉變為提供使用者Web應用的計算平台的統稱」，從這
個說法可知，Web2.0並不是一個具體物件，而是一個階段、一個發展
過程，或一個促成新的經營模式的過程，它是這個新興的經營模式所

發展出來的各種技術和相關的產品與服務的總稱，而 XHTML標記、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Ajax)技術、簡易共稿機制(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 RSS)/ATOM『ATOM是 RSS的替代品，ATOM製
作一個以HTTP的通訊協定(Atom Publishing Protocol, APP)以取代現有
的發布方式(如 Blogger API和 LiveJournal XML-RPC Client/Server 
Protocol)。ATOM曾命名為「Echo」』、WeBlog等，都屬於Web2.0的
技術應用。 

Jim Cuene.在一篇名為Web2.0：Is it a whole new internet？的演說
中，詳細分析了Web1.0與Web2.0的區別，如表 6。[Cuene, 2005] 

表 6  Web1.0與Web2.0的區別表 

區別項 Web1.0(1993-2003) Web2.0(2003-迄今) 
模式 讀 寫與分享 
主要內容單元 網頁 發表/記錄的資訊 
形態 靜態 動態 
瀏覽方式 瀏覽器 瀏覽器、RSS閱讀器 
體系結構 Client Server Web Services 
內容建立者 程式員 毎個使用者 
應用領域 初級的應用 大量成熟應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O'Reilly, 2005] 

從表 6可以得知Web2.0相對Web1.0而言，是從外部應用到核心
內容的革命性變化，具體而言，從經營模式的改變是由單純的「讀」

到「寫與分享」發展，從基本構成內容單元的改變是「網頁式」向「發

表/記錄的信息」發展，就工具而言是由「網際網路的瀏覽器」往「各
類瀏覽器與 RSS閱讀器」發展，因此，我們可以體認到Web2.0，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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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成熟技術的一個趨勢。Web1.0時代網路上重要行為是下載與閱
讀，然而在Web2.0的時代則成為「上傳與分享」，透過大量的參與及
共同決定，來提供網路服務。 

O'Reilly Media公司的 Dale Dougherty與MediaLive公司的 Craig 
Cline在一次「共同合作的創意發想會議」[O'Reilly, 2005]，對Web2.0
提出七項新界定，包括：1.以Web作為平台、2.借力集體智慧、3.資料
成為下一個 Intel Inside、4.軟體發展周期的終結、5.羽量級程式設計模
式、6.超越單一設備層次的軟體、7.豐富使用者體驗。以此觀之，Web2.0
是以「人」為出發點，應用網際網路形成新社群網絡的商業模式。例

如部落格，Blog是由廣大的使用者自行織網，自由發表新知識、與其
他使用者內容相互鏈結，進而自主的組織這些內容，就如同Wikipedia
是由使用者共同建設一個大型百科全書。 

Google有個 Page Rank技術，它採取網頁之間互相鏈結的關係統
計數作排序，將互相鏈結數排序結果，做為網站 Rank的一個依據，等
於是利用網頁製作人，對於其他網頁價值的判斷力。想一想網頁的製

作者，就數量來說，比起純瀏覽者的數量小得多。但是 Google在 Page 
Rank上，就是能創新的用上網頁製作者的專業能力，成功的將它的網
際網路搜尋服務，推上了的事業的頂端。 

網際網路下一步全民織網，就是要讓所有的人共同參與，如果

Web1.0是以資料為核心的網，那Web2.0是以人為出發點的網際網路。 
我們從以下Web2.0服務，就可以理解以上觀點，使用者自建 Blog，
自由發表新知識，並與其他使用者內容鏈結，彼此自主的組織這些新

知識，使用者可透過簡易供稿系統(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
網路音訊軟體(Podcasting)[XXC@Blog, 2007]，自其他網站自主訂閱及
分發資訊、個人視頻或聲頻，使用者可透過 SNS 達成運用 Blog建立
人和人之間的鏈結，有相同興趣的使用者可以使用Wiki共同編輯一個
不斷成長的大百科全書。 

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Web1.0的任務，是將以前沒有放在網上的
人類知識，透過商業公司的服務力量，放到網上去。Web2.0的任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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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知識，透過使用者瀏覽求知的力量，協同作業，將知識有機的

組織起來，在這個過程中繼續將知識深化，並產生新的思想火花；從

內容產生者角度而言，Web1.0是以商業公司為主體，將公司想公開的
內容大量搬到網上，而Web2.0商業服務公司，只是平台提供者，網站
內容生產是由使用者自主產生為主，使用者可採取簡單、隨心所意的

方式經營內容，透過 Blog/Podcasting 方式將內容往網上搬。 

從使用者互動性而言，Web1.0是以網站與使用者為主如：B2C、
B2B，而Web2.0則是以使用者與使用者為主如：C2C、(Peer-to-Peer, 
P2P)。就技術發展而言，Web服務趨向使用者自主化，由平台經營產
生的經濟效益效率越來越高。比如 Ajax技術，在 Google MAP/Gmail
技術元件被相關應用得出神入化。我們看到，使用者在網際網路上的

作用越來越大，他們貢獻內容，傳播內容，而且提供了這些內容之間

的鏈結關係和瀏覽路徑。在 SNS裏面，內容是以使用者為核心來組織
的。 

Web2.0是以使用者為核心的網際網路，意義上Web2.0和 Tim 
Berners-Lee的語義網有所不同，語義網的出發點是資料的規範及可重
複被機器使用，提出使用語義化的內容發佈工具，試圖從規則和技術

標準上使網際網路更加有序。Google等搜索引擎，在沒有語義網的情
況下，盡可能的給網際網路提供了線索。Web2.0是鼓勵使用者用最方
便的方式發佈內容(Blog/Podcasting)，但是透過使用者自發的(Blog)或
者系統自動以個人為核心的互相鏈結(Social Network Service, SNS)，給
那些看似凌亂的內容提供索引。因為這些線索是由使用者自己提供

的，因此，更加符合使用者使用感受。網際網路逐漸從以關鍵字為核

心的組織方式和閱讀方式，發展成為以網際網路使用者個人 Portal為
線索的 SNS，或者以個人 Blog為主體的知識、思想脈絡，提供標籤式
互動的索引的閱讀方式。 

Web2.0著重使用者間協同作業，例如Wiki協同編輯功能。從協
作這個角度來看，Web2.0使得網際網路變得更有秩序，每個使用者都
在貢獻:要麼貢獻內容，要麼貢獻內容的次序。對下一代網際網路的看
法，還會有很多的討論。有一點可以肯定，Web2.0是以人為核心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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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提供更方便使用者織網的工具，鼓勵提供內容。根據使用者在

網際網路上留下的痕跡，組織瀏覽的線索，提供相關的服務，給于使

用者創造新的價值，並賦于整個網際網路產生新的價值，如此，才是

Web2.0成功的商業經營之道。 

貳、 Web2.0世代資訊服務探討 

近年來隨著上網人口的迅速成長，網站不僅用來提供內容和資

訊，也形成了資料庫查詢、線上交易等各形各色的服務提供者。目的

即在於提供一個能夠做精準的服務機制。消費端要求更大的彈性，生

產端所提供的資訊「服務」，除了瀏覽器外，還有包含及時通 (Instant 
Messenger, IM) 在內的，對等式 P2P軟體、Java手機、資訊家電
(Information Appliances, IA)，乃至於其他伺服器上的服務程式。而
Office類的文書軟體，也都搖身一變為潛在的資訊消費者。Web 的經
營模式，也從Web 1.0，「應用系統 to 瀏覽器(browser to Application)」，
演化到「應用系統 to 應用系統(Application to Application, Ap2Ap)」的 
Web 2.0 時代。而在Web 2.0 時代也逐漸開始演化為服務導向的應用
平台。 

觀察 Web Services 的發展過程，已受到廣泛探討和研發的各個技
術層面。我們用真實世界中的服務來對照，會發現Web Services和 SOA
中所強調的「服務」，在觀念上有許多地方的確實與業務面非常貼近之

處。就以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郵局、銀行，監理所等的服務櫃檯來

說，我們在臨櫃申辦之前，可以先在服務台查詢服務說明、服務項目，

然後得找到正確的申辦窗口。至於申辦前，也必須先按規定先填單子，

照欄位格式一項項的填寫，還必須出具印鑑、身分證等驗明正身，然

後交給承辦人員辦理。當業務繁忙、排隊的人多的時候，可能會有義

工或專人引導我們到比較不忙的窗口去申辦，以加快處理速度。服務

的品質；也可能會受到服務主管的監聽和紀錄，如同我們打電話到客

服中心去，就常常被告知說，為確保服務品質，這通電話可能受到監

聽。 

這些與申辦服務相關的功能，在Web services和服務導向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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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的領域中，都有相對應的機制，
包括：「統一描述、發現和整合(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UDDI)」、「描述Web Services的細節使用 XML格式之語言
(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WSDL)」、「點對點終端服務
(Service Endpoint)」如同申辦窗口、「XML綱要語言(XML Schema, 
XSD)」，如線上申請單交換格式)、「網路服務安全(Web Services Security, 
WS-Security)」如收件時先驗明正身、「提供使用Web Services端以XML
製作的通訊協定(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如申辦程序，
此外，還有服務繞徑/路由和負載平衡，如申辦排隊的引導、服務監控、
管理、稽核，以及品質的確保等。 

目前所有 Web services 的相關領域，都有相關產品可以提供解決
方案，在設計規劃 Web services 和服務導向架構時，負責的建築師也
可以利用這些與真實世界業務相仿的特性，來協助鑑定所規劃的資訊

技術 服務，同時應與使用單位進行充分的溝通。而此舉對成功的導
入，將有相當的助益。 

一、常見Web2.0的應用簡介 

當今Web應用領域中，廣為使用者接受的Web2.0服務如 Blog，
目前已相當成熟的被運用在企業之各項服務，相關技術概述如下： 

(一)Blog： 

Blog是網絡日誌(Web log)的縮寫，它是用來表達個人思想、內容，
按時間順序排序，並且不斷出版更新與交流，不需要經過中介者的角

色，大量的 Blogger產生大量的資訊，是互聯網的生產者，方便地抒
發個人情感、發布知識訊息，並可支援 RSS，大致可分為網誌型、筆
記型及過濾型三類，靜宜大學圖書館館藏介紹，中興大學圖書館消息

公告，即交通大學圖書館主題/活動網誌等皆屬之。 

(二)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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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是一種可以進行內容交換的技術，可以把網頁最新頭條、內
容或更新說明傳給眾多使用者的技術，許多使用者對於網站、社群或

部落格的內容非常喜歡，卻因為這些內容來源更新不定期或使用者無

暇天天造訪，而電子報太多又造成困擾情況，使用 RSS就成為更好的
選擇，早在 1999年的網景瀏覽器裡，就已經在採用這個技術，提供使
用者訂閱一些新聞網站，而這些新聞列表會透過一個 RSS格式的檔
案，以 XML構成，讓使用者不需要每天瀏覽各個網站，也可以確定
內容有無更新。 

近來 Blog盛行，大部分使用者愛好的 Blog多到不可數，更新的
頻率又不定期，RSS就成為 Blog系統必定要提供的功能，目前中時電
子報、台灣大學圖書館、淡江大學圖書館，提供的 News得來速服務，
使用者可以透過 RSS feed及 E-mail來訂閱，目前免費的 RSS reader
有 Bloglines，http：//www.Bloglines.com及 Rojo，http：//www.rojo.com
等。 

(三)Wiki： 

Wiki源自夏威夷的「wi ki wi ki」，本是「快點快點」之意，隨著
維基百科的普及，各式各樣的Wiki網站成為Web 2.0時代的網站經營
模式之一。 

Wiki是一項集體合作的智慧，它除提供設計類似百科全書的
Wikipedia，在網頁上各種關鍵字詞，除可交互參照外，並可讓多人同
時修改、編輯網站的內容，亦即一種可在網路上開放多人協同創作的

文書編輯系統。他設計上的特色是特別適合團隊合作的寫作方式，並

有許多現成的模組與元素，方便快速組合成完整合的網頁。Wiki類型
的網站，適合用來建立各式類型的知識庫。如台灣就有一些棒球愛好

者，以這樣網站的型態，建置棒球相關知識，美國俄亥俄州大學圖書

館及聖倫多大學圖書館亦有提供此項服務。 

(四)Mash-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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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up(混搭)是為讓網站資訊更具多元豐富的觀念，就是將各個
網站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工具組合在一起。舉個例而言，如果你的部

落格想要引用某一篇你喜歡的文章，可以透過 Blog系統中的引用服
務，傳遞轉錄的動作給作者；或是透過其他網站的服務，在你的部落

格裡養寵物等。除了在自己的網站上這樣混搭外，有許多網站也整合

了其他網站的服務，例如美國的知名買賣房地產網站「Housing Map」，
網址:http://www.housingmaps.com/，提供在地圖上呈現購屋資訊服務，
其中的地圖資訊，就是整合 Google Maps的一種Mash-up。 

(五)Tag ： 

Tag(標籤)主要是用來做文件內容的分類，類似關鍵字的用法。例
如一篇介紹台北某家知名牛肉麵餐廳的網路文章，作者可以給它「台

北」、「美食」、「牛肉麵」等標籤。當網路的文章急遽增加時，這些標

籤就會變成一個分類的方法，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含有「美食」

這個標籤的文章。標籤最著名的應用ㄓㄧ，是相簿網站 Flickr網
址:http://www.flickr.com/groups/tw/在這個相簿網站上，每一張照片都會
被指定一些標籤，供使用者在數以百萬計的相片中，找出自己喜好的

內容。 

(六)SNS： 

SNS在Web 2.0的應用上，指的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新服務，建
立社會網絡的類型。這類網站服務大多會提供好友名單的設計，讓使

用者由一個使用者不斷發展，建立起個人在虛擬世界的社會網絡。像

廣受年青人使用的「無名小站 (網址: http://www.wretch.cc/)」，或美國
青少年喜愛的「MySpace(網址:http://www.myspace.com/)」，使用者可
以從朋友的好友名單中，瀏覽他們的相簿與部落格，藉此與其他使用

者認識。另一類如「Linkin Park(網址:http://linkinpark.com/)」或台灣的
網站「聯絡家(網址:http://www.linkist.com.tw/index.php)」，則是利用這
些在網路上建立好的人際網路，整理出商機或是尋找同好。 

二、在真實世界Web2.0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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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在真實世界的應用相當廣泛，以圖書館應用為例，我們可
以透過 RSS訂閱館藏目錄查詢結果，獲得圖書館最新的圖書訊息，收
到各類通知如借閱到期通知、逾期通知、預約通知等，只要輸入關鍵

詞彙或常用期刊名，即可透過 RSS收到期刊新增文章連結或最新期刊
目次，另亦可透過 RSS訂閱播客(Podcasting)資訊，如圖書館服務特色
介紹、視聽資料片段介紹、演講/座談實錄、圖書館活動記錄等。「Yahoo 
mail(網址：http://mail.yahoo.com.tw)」已整合 RSS，Outlook 2007也將
支援/整合 RSS，RSS 在未來可能取代 E-mail，儘管未來 RSS 應用會
持續增加，相關軟體及技術也已相當成熟，而圖書館要提供什麼內容

給讀者，將資料放在讀者常去的網站上，及對讀者教育訓練，都是未

來圖書館要去推廣 RSS 服務面臨的課題。 

我們可以透過 Wiki 來設置圖書館的主題指南資料及圖書館政策
手冊，亦可做為圖書館內部資訊交流平台，Wiki會議室，是需要群體
來共同建構團隊知識的平台。根據 Laurel A. Clyde觀點，Blog在圖書
館可以提供訊息給使用者、書評及新書介紹、娛樂功能、為館員提供

資訊、讀書會訊息、館員間溝通等功能。[梁鴻栩, 2006] 

因此，Blog 在圖書館的服務上可做為與讀者相互溝通的一種工
具，數位參考諮詢服務亦可提供相關應用，告知讀者圖書館未來的前

景及新增服務及消息；提供讀者對圖書館服務評價主觀回饋的工具，

組織內部溝通及知識管理的工具。儘管 Blog有以上功能，圖書館若要
建置自己的 Blog，仍要審慎考慮目標、對象、內容、同仁參與度與後
續維護等因素，千萬不要走入為 Blog而 Blog的迷思。 

參、 使用Web2.0技術限制 

Web2.0最常見的實現方法，是以非同步處理 XML資料的方式
Ajax，也就是以 JavaScript加上 XML實現非同步的方式處理資料，所
以可以使伺服器的負載降低，運算工作反而可以回到客戶端，使得使

用者因而獲得豐富網路經驗 (Rich Internet Experience, RIE)。 

但是 JavaScript有一個問題在Web1.0時代及眾所皆知，就是各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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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器(IE、NetScape、Firefox、Opera)相對之技術支援不一，常常發生
使用 A瀏覽器看到的效果與 B瀏覽器看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樣，網站開
發者常常必須為不同的瀏覽器設計不同的 JavaScript碼以盡量呈現出
一致的結果。所以Web2.0在技術面上，可說是擁有相容性(Compatible)
的限制，這對於網站維護者或是內容提供者、自行開發服務者，皆造

成了某種程度的阻礙。 

在Web 2.0的應用，例如個人電腦桌面上的應用系統線上版本代
管，最大的限制在於一旦網路斷線，就面臨無法使用的問題，這是因

為Web2.0是一個架構在Web Services之上，一旦無法連上網路，所有
的服務就消失於無形，使用者無法上 Blog沒辦法編輯，Wiki無法更新
等等。所以網路的穩定及網站的服務水準(Service Level)必須要維持在
一定的水準以上。以台灣本土Web2.0代表網站，無名小站為例，過去
曾經為了網站系統當機，使得大量使用者轉換至其他類似功能的網誌

(Blog)網站註冊使用，可見使用者是多麼頻繁地需要將自己的資料上傳
至網站上，無法容忍任何一時刻的停滯。 

此外，以Web2.0的主要訴求，在於提供使用者有用的 API，但所
提供的 API應該給予使用者多大的彈性、多強的功能呢？換言之，API
提供者到底應該如何限制 API消費者，才不會導致本身網站的負載，
或是造成資訊安全問題及個人隱私權遭到被侵犯的問題，所以 API的
設計必須非常小心，並且經常檢視使用這些使用 API所開發出的功能
是否合法，是否影響其他使用者。如此，應該是發展Web2.0應用的一
項限制，使用者在Web2.0時代，雖為內容(Content)的提供者，甚至服
務(Service)的提供者，因為他可藉由整合系統商提供 API方式，自行
開發新的應用或自己需要的服務，但並不是所有使用者所需要的功能

皆被供應商，允許使用上述 API來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