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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動服務模式個案研究 

本章將就行政院研考會所建置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MyEgov)為
個案研究方式，探討電子化政府入口網主動服務經營模式，期能導引

政府機關進行入口網站改版時，增加主動式服務機制。 

第一節將探討MyEgov入口網個案，並針對該網站進行現有功能
研析，包括MyEgov推動現況、網站資訊提供服務型態分析及網站線
上申辦服務型態分析等，並透過訪談MyEgov相關業務人員，了解
MyEgov刻正進行Web2.0服務改造，因此，本研究將與業務主辦人員
共同研究從網站服務型態改善的思維，將MyEgov政府入口網打造成
為具備主動服務的平台。 

第二節將繼續深入探討政府MyEgov入口網提供Web2.0服務平
台，做為政府對民眾或民眾對民眾互動服務平台，並以民眾最關切的

公共議題等個案，如治安、健康、福利等主題，研究如何運用Web2.0
顧客本身生產消費合體(Prosumers Services)的特質，提供主題式新服務
模組，並透過使用者社會網絡服務 SNS，使得使用度快速提昇、服務
項目與客層能大幅擴散。 

第三節將探討跨機關/跨系統創新主動式服務相關議題，並選擇行
政院研考會 2007年剛推出的民眾 e管家為個案，探討民眾 e管家導入
主動服務的可行性分析，期能透過政府機關後台資料整合，提供民眾

以客為尊，前瞻性主動服務(Proactive Services)，達成創新服務、促進
機關資源共享，全政府服務目標，並使台灣電子化政府在全球各項排

行中繼續領先。 

第一節 MyEgov入口網個案探討 

本節將探討我國政府入口網MyEgov主動服務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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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gov網站成立於 2004年 3月 20日，成立迄今，已先後進行 3次
較大的改版，以及無數次小改版，目前是台灣各政府網站人氣排行第

2位，僅次於中央氣象局，也是各級政府機關的總入口。探討MyEgov
網站主動服務應用，與探討機關網站導入主動服務，最大不同在於，

MyEgov係由行政院研考會建置、經營，從該機關組織職責為政府機
關施政計畫相關規劃、管考，並非第一線服務民眾的機關，也非為民

服務業務的主管機關。過去行政院研考會主推的服務除非是跨機關共

同性業務外如公文電子交換，行政院研考會很難代替各機關提供民眾

服務，因此，本研究認為MyEgov入口網，實不宜提供各單項服務，
例如提供民眾網路報稅是財稅單位的主要職責，MyEgov入口網不宜
越橘代匏提供報稅服務，而是提供連結各機關服務，或提供機關服務

整合的共用平台，創造不同的經營模式，本節主要是探究如何提升

MyEgov入口網服務。 

壹、 MyEgov入口網推動現況分析 

行政院研考會是台灣電子化政府業務的主管機關，其所建置的「我

的 e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網址：http://www.gov.tw/，為各級政府
機關網站服務的總入口，關於政府入口網所提供之服務主要係以提供

民眾及企業利用網路向政府取得服務的單一窗口主要內容包括：提供

Information Retrieval Service、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ervice，經由
e-Government Services Hub，整合各機關後台(Back-Office)應用服務系
統，提供 Electronic Service Delivery，故可將政府入口網所提供服務區
分為資訊查詢、雙向溝通及申辦服務等三類。參酌美國布朗大學West
教授的研究報告，建置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的推動

過程中必經的途徑。以國內政府機關網站為例，在行政院研考會推動

第一階段之「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計畫(1997-2000)」期間，電子化
政府重要計畫網站及應用，各機關網站以此類型網站為主；觀察當前

多數鄉鎮市公所網站，亦僅提供有限的上網資訊，更新頻率亦不高。 

隨著網路應用的日益普及，各級政府機關亦逐漸加強運用網站公

布相關政策資訊及發布新聞消息等。以新聞發布為例，各機關網站逐

漸發展出自動上稿機制，由新聞發布人員，或資訊人員，透過上稿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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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將新聞登載於機關網站。網站所提供之資料、資訊漸以較結構化

的方式呈現，更新的頻率亦漸次提高。就網站技術言，逐漸以 2 層架
構(網站伺服器、應用伺服器)或 3 層架構(網站伺服器、應用伺服器及
資料庫伺服器)取代原有的單層網站架構。 

全球資訊網技術的快速發展，資訊的傳遞由政府對民眾的單向傳

遞，提升為民眾可透過 Email 或電子表單(e-Form)，將意見反應給機
關。政府的網站服務，也由單純的單向資訊服務，邁向雙向的互動，

相關為民服務申辦事項，民眾亦可透過表單下載的方式取得，無需身

分識別的資料庫動態查詢應用亦日漸增多，使用者可依個人需求，輸

入查詢條件，動態檢索所需之文件、檔案、紀錄、圖檔及地圖等資料。

有關彙集民眾意見的討論區、網路社群、網路民意調查等應用，亦日

漸增多。由於網路個人身分識別機制及線上付費機制的日漸成熟，帶

動政府服務邁向線上申辦階段，如：網路報稅、文件申請、繳交交通

罰單、稅規費、政府採購等，均為應用實例。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的服務類型，大抵可分為資訊服務

(Information)、互動服務(Interaction)及申辦服務(Transaction)三大類。
各機關推動上述服務，多數先推動資訊服務，再擴及互動服務及申辦

服務，詳如表 9。 

表 9  政府入口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應用系統現況分析 

服務類型 服務內容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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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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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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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化政府主動服務經營模式探討 

 79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為強化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的資訊正確與及時性，未來電子化政府

入口網站在資訊及線上服務應用的推動，不僅是網站式樣的更新，或

新增服務功能，最重要的整體網站經營策略的落實，以及強化顧客導

向主動服務經營模式，如圖 6。 

圖 6  服務導向的政府單一入口網 

資料來源： [ITR-PMO,2006b] 

貳、 MyEgov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分析 

有關政府機關政府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之探討與比較，如本章

前言所述，本研究將從政府入口網服務功能項目的研究重新彙整，並

將其區分為：網站基本資訊、主題資訊提供、互動式資訊分享及資訊

普及等四分類，各功能項目的服務樣態，依據資訊取得方式及服務方

式分別歸類，希望能從中歸納整理出，政府網站資訊主動服務的功能

模組，提供我國MyEgov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未來改版參考。 

政府MyEgov網站資訊提供服務主要服務功能包括：網站基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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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主題資訊提供、分類搜尋服務、資訊分享、資訊普及等。有關現

階段我國政府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詳參表 10。 
表 10  現階段MyEgov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分析 

資訊取

得方式 
提供服

務方式 
服務項目 摘要說明 

靜

態

動

態

訂

閱

被

動 
主

動 
客

製 

服務 
類型 

網站 
簡介 

背景介紹：如網站成立目的、所

屬經營組織、服務內容、服務對

象等相關簡介資訊。 
聯絡資訊：提供電話、傳真、地

址等聯絡資訊。 
網站導覽：為一輔助性服務，協

助使用者快速檢索網站所提供之

相關服務。 

V   V   
靜態 
網站 

網

站

基

本

資

訊 

網站 
聲明 

隱私權聲明：公開向使用者宣告

為提供客製化服務應用之需，網

站預定記錄與使用者個人有關資

訊之範圍。 
資訊安全政策：公開宣告為確保

相關應用服務之存取安全，網站

所進行之必要安全防護措施。 

V   V   
靜態 
網站 

業務 
資訊 

依不同專題製作成專題資訊。得

視需要連結整合新聞、活動、照

片、語音、影片等其他資訊。 
V   V   

靜態 
網站 

新聞 
資訊 

機關發布之新聞稿、最新消息、

公告等資訊 
 V V V   

訂閱 
資訊 

活動 
資訊 

機關發布之活動消息。可以行事

曆型態提供查詢。 
 V V V   

訂閱 
資訊 

主

題

資

訊

提

供 

廣告 
資訊 

於網站相關網頁以廣告刊登型

態，刊登相關活動資訊或消息及

連結。 
V   V   

靜態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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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取

得方式 
提供服

務方式 
服務項目 摘要說明 

靜

態

動

態

訂

閱 
被

動 
主

動 
客

製

服務 
類型 

檔案 
下載 

提供文件或特殊格式檔案、大型

檔案、程式等案等下載專區 
 V  V   

動態 
網站 

書表 
下載 

提供使用者下載各類申請書表，

以利辦理相關申辦服務事項。 
 V  V   

動態 
網站 

即時 
影像 

轉播即時交通路況、景點時況或

活動時況之網路攝影機即時影像

系統。 
 V  V   

動態 
網站 

即時 
轉播 

轉播特定活動之網路影像活時況

之系統。如記者會時況。 
 V  V   

動態 
網站 

 

電子 
期刊 

電子報資訊 
  V V   

訂閱 
資訊 

網站

分類

目錄 

提供檢索依主題分類之相關網站

及網頁簡介資訊，以利使用者查

詢及點選連結相關網站及網頁。

V   V   
靜態 
網站 

資訊 
目錄 

為協助查詢相關資訊之輔助性目

錄資料庫。 
 V  V   

動態 
網站 

服務 
目錄 

為協助查詢相關服務之輔助性目

錄資料庫。 
 V  V   

動態 
網站 

專題 
資料

庫 

特定用途之資料庫資訊，開放線

上查詢。如法規資料庫。  V  V   
動態 
網站 

分

類

搜

尋

服

務 

搜尋 
引擎 

提供以關鍵字檢索相關資訊及服

務之網頁、檔案及圖片等。 
 V  V   

動態 
網站 

 電子 
地圖 

提供查詢相關圖資電子地圖；結

合相關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提

供依地理區條件，查詢相關網站

資訊及服務。 

 V  V   
動態 
網站 

資

訊

討論

區 
提供使用者就相關議題或不特定

議提發表意見或回應意見。 
 V   V  

互動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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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取

得方式 
提供服

務方式 
服務項目 摘要說明 

靜

態

動

態

訂

閱

被

動 
主

動 
客

製 

服務 
類型 

網路 
社群 

提供使用者建立社群或社團網

站。 
 V   V  

互動 
資訊 

意見 
信箱 

為提供使用者反映意見或進一步

洽詢有關資訊所設立之信箱。 
 V   V  

互動 
資訊 

分

享 
 

數位 
學習 

提供線上數位學習內容，由使用

者自行上網瀏覽、閱讀及學習。
 V  V V  

互動 
資訊 

無障

礙服

務 

無障礙服務目的在便利殘障人士

使用，獲得所需服務。 V     V 
個人化

服務 

資

訊

普

及 多語 
服務 

便利不同語言使用者獲得所需多

語言服務。 
V     V 

個人化

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入口網規劃報告[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由上述現階段MyEgov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分析可知，目前政
府入口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多數仍停留在靜態或動態網站，被動

提供政府資訊的經營型態，少數及時資訊已提供相關訂閱服務，提供

電子報主動通知服務，或提供跨機關資訊整合服務，如表 11。 

表 11  MyEgov網站資訊提供服務類型分析 

服務項目 服務類型 

網站簡介 靜態網站 網站基本資訊 
網站聲明 靜態網站 
業務資訊 靜態網站 
新聞資訊 訂閱資訊 
活動資訊 訂閱資訊 

主題資訊提供 

廣告資訊 靜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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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類型 

檔案下載 動態網站 
書表下載 動態網站 
即時影像 動態網站 
即時轉播 動態網站 

 

電子期刊 訂閱資訊 
網站目錄 靜態網站 
資訊目錄 動態網站 
服務目錄 動態網站 
專題資料庫 動態網站 

分類搜尋服務 

搜尋引擎 動態網站 
電子地圖 動態網站 
討論區 互動資訊 

網路社群 互動資訊 
意見信箱 互動資訊 

資訊分享 

數位學習 互動資訊 
無障礙服務 個人化 資訊普及 
多語服務 個人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未來應繼續強化網站資訊提供主動服務功能，也就是化被動為主

動提供民眾及時資訊服務，導入企業資訊入口網(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EIP)強化跨機關/跨系統整合，提供民眾、企業、機關整合式服
務，有關整合政府資訊系統主動服務 EIP參考架構圖，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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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整合政府資訊系統主動服務 EIP參考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考政府整體網站資訊架構圖[ITR-PMO,2006b] 

 
參、 MyEgov政府線上申辦服務類型分析 

有關政府機關政府網站線上申辦服務類型之探討與比較，如前所

述，本研究將參考我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資訊與線上申辦研究，重新

彙整分為會員管理、會員網路資源服務、線上申辦等三類，各項服務

仍依據取得方式及服務模式分別歸類，目的是希望從中發現，政府網

站線上申辦主動服務的功能模組，提供我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暨政府

服務平台(GSP)，未來改版參考。 

政府 MyEgov 線上服務主要服務功能包括：會員管理、提供會員
網路資源服務、線上申辦服務等。有關政府線上服務模式類型分析如

下詳參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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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MyEgov政府線上服務模式類型分析 

資訊取

得方式 
提供服

務方式 
服務項目 摘要說明 

靜

態

動

態

訂

閱 
被

動 
主

動 
客

製

服務 
類型 

會員 
系統 

為提供個人化、客製化服務需

求，或輔助社群應用、通訊名錄、

資訊訂閱、身分認證、電子付款、

線上申辦等需求之會員系統。 

  V V   
訂閱 
服務 

會

員

管

理 
身分 
管理 

為管理使用者使用相關服務身分

認證措施。包括登入及登出管

理。通常為會員系統之一。可輔

以電子簽章機制運用於登入管

制，提升安全防護或交易認證，

確保交易之不可否認性。 

  V V   
訂閱 
服務 

個人

化資

訊 

提供使用者得自行設定常用之服

務內容，並於每次進站使用時，

得以依個人原有之設定取用。 
V     V 

個人化

服務 

電子

信箱

服務 

提升個人化服務或深化客戶服務

之需所提供之使用者專用電子信

箱。通常以網頁式(Web-based)電
子信箱方式提供。 

 V    V 
個人化

服務 

部落

格 
Blog為簡易網站平台，便利使用
者依個人資訊發布需求，快速建

置網站，發布相關資訊。所發布

之資訊依發布時間以 Last-In 
First-Out方式排序。並得允許讀
者回應意見。可應用為專題資訊

發布及討論應用平台。 

 V   V V 
儀表板

服務 

會

員

網

路

資

源

服

務 

即時 
通訊 

提供使用者進行雙向訊息溝通之

平台，可兼具文字、語音、影像、

檔案傳輸、交易等功能。 
 V   V V 

儀表板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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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取

得方式 
提供服

務方式 
服務項目 摘要說明 

靜

態

動

態

訂

閱

被

動 
主

動 
客

製 

服務 
類型 

 行動 
服務 

便利使用者得以經由 PC以外之
行動設備，如行動電話或 PDA進
行連線及獲得所需服務。 

V   V V V 
個人化

服務 

網路 
預約 

提供預約登錄機制，供使用者預

約相關服務。如公立醫院預約看

診。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網路 
採購 

由使用者購買有關單位所提供之

產品、物品或出版品等。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網路 
競標 

由使用者參與有關單位物品、資

產、標案等之競標。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線上 
登記 

如戶籍登記、地籍登記、工商登

記等。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線上 
報名 

由使用者主動報考相關資格考試

以取得資格或證照，或報名相關

活動。如報考高普考、報名駕照

考試、報名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

等。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線上 
申請 

由使用者主動提出之申請事項。

如申請地籍謄本、出生證明、申

請護照、專利申請等。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線上 
申報 

由使用者依法需申報事項。如所

得稅及各類稅款申報。 
 V   V V 

互聯網

服務 
線上 
購票 

購買有關單位所提供之交通或藝

文等相關活動表演票券。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線上 
訂房 

預訂公營住宿場所。 
 V  V   

動態網

站服務 

線

上

申

辦 

線上 
繳費 

依據繳費通知，繳納稅規費。如

繳交稅規費、學雜費、交通罰款、

水費、電費等。 
 V   V V 

互聯網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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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取

得方式 
提供服

務方式 
服務項目 摘要說明 

靜

態

動

態

訂

閱 
被

動 
主

動 
客

製

服務 
類型 

電子 
支付 

應用於須支付相關費用或款項之

輔助服務。支付方式可以信用

卡、金融帳戶轉帳或電子錢包等

方式支付。 

 V   V V 
互聯網

服務 

資料來源：彙整自入口網整合規劃報告 [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由上述MyEgov政府線上服務模式類型分析可知，目前政府入口
網站所提供線上申辦服務，多數仍停留在動態網站，被動提供線上服

務的經營型態，少數線上繳費服務則採用Web Services，可以提供相
關介接所需 API，提供跨系統整合服務，如表四－5。 

表 13  總結MyEgov政府線上服務模式類型 

服務項目 服務類型 

會員系統 訂閱服務 會員管理 
身分管理 訂閱服務 
個人化資訊 個人化服務 
電子信箱服務 個人化服務 
部落格 儀表板服務 
即時通訊 儀表板服務 

會員網路資源服務 

行動服務 個人化服務 
網路預約 動態網站服務 
網路採購 動態網站服務 
網路競標 動態網站服務 
線上登記 動態網站服務 
線上報名 動態網站服務 

線上申辦 

線上申請 動態網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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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類型 

線上申報 互聯網服務 
線上購票 動態網站服務 
線上訂房 動態網站服務 
線上繳費 互聯網服務 

 

電子支付 互聯網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未來應繼續強化網站線上服務功能，化被動為主動提供民眾及時

主動服務，化入口為出口提供民眾服務到家的便利，有關出口式服務，

如民眾 e管家、企業 e幫手，如圖 8。 

圖 8  政府入口網站經營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 [ITR-PMO,2006b] 



電子化政府主動服務經營模式探討 

 89

肆、 透過GSP整合各機關民眾相關業務資料庫 

MyEgov入口網站線上申辦，之所以需透過政府服務平台(GSP)介
接，主要理由是各政府機關對外網站，通常是以民眾為主要服務對象，

網站所提供線上服務，需後台管理資訊系統(如戶政、地政、稅務、監
理等)提供介接服務，上述系統多數由主管機關，設置專屬對外部入口
網站(Internet portal)提供服務，但許多申辦事項要提供主動式服務需整
合跨機關相關資訊系統，提供互聯式服務網站(Web services)。此外，
部份主管機關對外服務網站，所連結後端系統為封閉式專屬系統

(Proprietary / Legacy system)，專屬系統與服務網站間，需透過資訊中
介系統橋接(Hub or Gateway)，因此，行政院研考會過去發展 GSP共通
平台，事實上就是一個跨系統的介接平台，本研究將以民眾 e 管家為
案例進一步說明。 

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共用平台建構，當前各級機關多已建置網

站，提供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惟隨著應用範圍的擴大，無論是從應

用技術的專業角度，或是資訊安全的考量，由單一機關自行發展網站

平台，特別是規模小的機關，並無規模經濟效益，資訊安全難以落實

即時監控，24小時的無休服務亦難以落實，長遠經營的能力亦是一大
挑戰。是以，參考民間的發展趨勢，電子商務的開店廠商及平台廠商

是可以分開的。例如 Yahoo! Small Business提供中小企業服務(網址：
http://smallbusiness.yahoo.com/)，有開商店需求者，只要使用 Yahoo! 
Small Business的平台，可以完成全部的營運所需服務。 

MyEgov 入口網就如同各中小型的政府部門的 Yahoo! Small 
Business，具經濟規模，其所發展的各項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應用，可
擴大發展為平台，以虛擬網站平台的方式，供各機關直接使用，特別

是規模較小的機關；各機關只要專注於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內容的規

劃及提供即可。MyEgov入口網除整合機關網站資訊外，尚可透過 GSP
整合各機關已提供之網路服務，將之整合於民眾個人之服務目錄，有

關MyEgov透過 GSP整合機關資訊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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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MyEgov透過 GSP整合機關資訊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共用平台應用內容，依據當前電子化政府相

關網站常見之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內容，透過共用元件平台，提供顧

客導向應用服務，如以服務民眾為主的「民眾 e管家」、以服務企業為
主的「企業 e幫手」及以服務機關公務員為主的「政府 e公務」，相關
MyEgov入口網服務模式示意圖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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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MyEgov入口網服務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ITR-PMO,2006a] 

經由共用平台所登錄之資訊或服務內容，可以同時整合發布於電

子化政府 MyEgov 入口網，或透過聯播方式，登載於本平台上建置之
相關網站，以加速資訊交換、流通與整合。 

政府入口網與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之整合，主要在透過政府服務

平台整合各機關所提供之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並透過政府入口網單

一窗口，供民眾查詢使用。推動重點為申辦服務之整合。目前政府入

口網申辦服務專區已有超過 2 千種以上之申辦服務，惟多數僅提供申
辦表單下載功能，可以完全透過線上申辦之服務項目仍僅佔極小部

分。其次多數的線上申辦服務項目，係以連結其他網站線上申辦項目，

僅能提供單項服務，欠缺跨機關流程整合，未來宜透過 Web Services
或網站服務元件化，如(Prolet)提供主題式跨網站整合服務，相關示意
圖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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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主題式跨網站整合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ITR-PMO, 2006a] 

伍、 建構政府入口網站主動服務平台 

政府要提供一個優質的主動式電子化政府服務，必須考慮的因素

包括：平台功能項目、服務提供方的服務態度、資訊提供的方式及服

務對象經營模式，前面三個因素，是構成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服務品質

的重點因素，規劃建置政府主動服務入口網共用平台，一個優質入口

網服務平台，包括傳統被動式網站服務(靜態、動態、訂閱資訊)，也
提供主動式服務(置入資訊、互動服務、互聯網服務)，如果能整合後
台資訊系統，提供類似顧客關係行銷(CRM)，整合個人及關係人，所
有關係資訊，建立客製化服務(個人化服務、儀表板式服務、創新主動
式服務)，將可為台灣在全球電子化政府的競賽中，取得關鍵的地位。 

為強化MyEgov入口網服務，本研究建議將入口網功能區塊，區
分五大專區，分別為MyEgov政府資訊服務專區、MyEgov政府訂閱
資訊服務專區、MyEgov政府互動服務專區、MyEgov政府線上申辦服
務專區、MyEgov政府共享元件服務專區等，有關入口網站主動服務
功能區塊示意圖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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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主題式跨網站整合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關MyEgov入口網站，如何從傳統服務提升為主動服務相關服
務專區，亦即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如何從傳統被動式服務，提升為主動

服務，就網站各項功能差異分析，依五大專區分別說明如下： 

一、 政府資訊服務專區： 

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政府入口網應強化政

府相關資訊之及時更新，並引進自動化的機制，提供快速主動的服務，

有關MyEgov政府資訊專區，傳統與主動服務功能分析，如表 14。 

表 14  政府資訊專區，傳統與主動服務分析 

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新聞資

訊平台 
1.提供機關新聞、最新消
息、公告事項等有關資訊發

1.提供新聞主題分類檢索功
能，並可輔以搜尋引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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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布事項。 
 

關鍵字檢索服務。 
2.可以 RSS進行資訊聯播與
分享。 

活動資

訊平台 
1.以事件之方式，登錄發布
各機關之活動資訊。 
 

1.可輔以電子報、最新消息通
知方式，主動通知註冊會員。

2.可以行事曆或活動主題等
進行檢索。 

專題資

訊平台 
1.依據專題網頁資訊需求，
提供資訊登錄及管理機制。

2.專題網頁所登錄之資訊，
可隨時進行新增、修改、刪

除及分類管理等功能。 
3.針對登載之資訊，提供轉
寄分享、意見討論。 

1.提供使用者間對其所登載
之資訊，可以 RSS等訂閱方
式自由轉寄分享、意見討論。

影音資

訊及電

子地圖

平台 

1.提供語音、影像等資訊發
布功能。 
2.影音資訊可同時與新聞、
活動或專題資訊平台密切

整合。 
3.提供查詢相關電子地圖。

1.結合相關網站資訊及線上
服務，提供依地理區條件，查

詢相關網站資訊及服務。 
2.開發可套整台灣電子地圖
API，提供其他政府服務
Mach-up使用。 

政府公

開資訊

目錄及

標籤搜

尋平台 

1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規
定，機關資訊應主動公開。

如透過網路、網站公開。 
2.網站公開資訊可能以各類
型式存在，為利有效檢索各

機關所發布之資訊，可發展

公開資訊詮釋資料目錄系

統，以利使用者快速檢索。

3.資訊公開目錄系統整合相
關主題網站上，當資訊發布

1.各政府應主動公開資訊可
運用資訊標籤的技術，做為電

子文件內容的分類，類似關鍵

字的用法，並透過搜尋技術主

動提示相關資訊。 
2.服務標籤的設計，主要是用
來提供線上服務的分類，透過

自然語彙連接關鍵字的相似

詞，提供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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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時，同步登載目錄資訊，並

整合電子化政府入口網之

共用目錄系統。 
檔案及

電子文

件下載

平台 

1.檔案下載為常見之資訊應
用之一，可針對特定格式檔

案、大型檔案、程式，提供

檔案下載服務。 
2.提供主題分類及關鍵字搜
尋檢索功能。 

1.提供 G2B、G2G電子簽章文
件或特殊格式書表、大型檔案

等下載專區 
2.提供使用者依申辦事項介
接後台資訊系統，在下載申請

書表前，完成書表客製化提供

申請人完整申辦資訊，以加速

辦理申辦服務。 
搜尋引

擎平台 
1.搜尋引擎為網站資訊檢索
的重要工具，一個規劃良

好、功能強大的搜尋引擎，

有助於提升資訊檢索效能。

2.各機關網站之搜尋引擎，
或因功能有限，效能不彰，

可發展一套功能較佳之搜

尋引擎平台，供各機關加值

使用。 

1.結合標籤技術提供以關鍵
字檢索相關資訊及透過標籤

連結其他相關資訊。 
2.提供以自然語彙檢索申辦
服務，並透過標籤連結其他相

關資訊或服務。相關資訊包括

網頁、檔案及圖片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編 [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二、政府訂閱資訊服務專區 

為提升政府入口網資訊服務品質，滿足民眾資訊自主需求，政府

入口網應強化政府相關訂閱資訊提供方式，並引進Web2.0相關技術，
提供參與式主動服務，有關 MyEgov 訂閱資訊專區，傳統與主動服務
分析，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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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訂閱資訊專區，傳統與主動服務分析 

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電子報

資訊

Wikip-
edia電
子期刊

平台 

1.電子報製作及發送為當前
各機關常見之服務。 
2.完整之電子報平台，需有
製作、訂閱、發送等機制，

可發展為共用平台。 

1.由機關提供一個公務員與
使用者社群，自主設置電子期

刊。 
2.提供入口網使用者彼此可
使用Wikipedia共同編輯的電
子報。 

廣告發

布及播

放平台 

1.資訊的傳播，有來自透過
多元的管道發布訊息。以廣

告型式推廣為常見的方式

之一。 
2.各政府機關網站，因無互
通整合機制，相關消息的傳

播，常需透過機關間公文往

返，以利於各機關網站間相

互刊登活動消息，經常是曠

日費時，效果有限。 

1.可參考民間電子商務廣告
機制，如 Google之 AdSense
廣告機制，發展廣告平台，以

各機關網站為基礎，進行廣告

發布及聯播。 

個人化

服務平

台 

1.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
目的在深化服務，提供使用

者更便利的服務。 
2.客製化服務允許網站提供
依個人需求進行選用設定

網站資訊及線上服務內容。

3.個人化應提供無障礙服
務，目的在於便利殘障人士

使用，獲得所需服務。 
4.為便利不同語言使用者獲
得所需多語言服務。 

1.以 Ajax技術發展之客製化
服務，普遍見於各大商業入口

網站。 
2.提供行動服務：便利使用者
得以經由 PC以外之行動設
備，如行動電話或 PDA進行
連線及獲得所需服務。 

網頁式

電子信

1.網頁式電子信箱常見於會
員制網站系統，提供會員進

1.於Web-Mail服務加值提供
線上影音服務、知識物件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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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箱Web 
-Mail
平台 

行電子郵件傳送，亦可做為

網站與會員間之溝通橋樑。

2.網頁式電子信箱可輔以掃
毒等防護措施，以確保資訊

安全防護。 

服務、個人行事曆、整合外部

資源。 
2.應用電子憑證強化系統安
全。 
3.提供 G2C國民專用信箱。 

會員管

理平台 
1.個人化資訊：提供使用者
得自行設定常用之服務內

容，於每次進站使用時，得

以依個人原有之設定取用。

2.會員系統：為提供個人
化、客製化服務需求，或為

輔助社群應用、通訊名錄、

資訊訂閱、身分認證等需求

之會員系統。 

1.強化身分管理：為管理使用
者使用相關服務身分認證措

施，包括：登入及登出功能。

通常為會員系統之一環，可輔

以電子簽章機制，提升安全防

護。 
2.電子簽章運用於登入管
制，或交易認證，確保交易之

不可否認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編 [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三、政府互動資訊服務專區 

為強化政府入口網顧客服務品質，滿足民眾與機關間及時溝通的

需求，政府入口網應提供Web2.0互動式溝通平台，強化政府機關與顧
客互動服務，透過顧客間互動，主動收集資訊，以提供共享式主動服

務，有關 MyEgov 提供民眾互動資訊服務，在傳統與主動服務功能分
析，如表 16。 

表 16  互動服務專區，傳統與主動服務分析 

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部落格

(Blog)
平台 

1.Blog為簡易網站平台，便
利使用者依個人資訊發布

需求，快速建置網站，發布

1.部落格為Web 2.0內容管理
的應用型式之一。 
2.機關專用部落格平台可以



電子化政府主動服務經營模式探討 

 98

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相關資訊。 
2.所發布資訊依發布時間以
Last-In First-Out方式排序，
並得允許讀者回應意見。 
3.可應用為專題資訊發布及
討論應用平台。 

有效的推動部落格應用，並可

進行部落格間的 RSS聯播機
制，加速資訊的散播。 
 

Wikip-
edia公
共論壇

編輯平

台 

1.提供公共討論應用環境，
促進民眾參與公共議題之

研討，以落實電子化民主。

 

1.傳統公共議題討論區如網
路民調增加 RSS功能，加強
發布、意見回應、分類管理、

議題管理服務等。 
2.由使用者共同編輯資訊或
服務內容之內容管理平台，可

應用於編輯相關主題內容之

百科全書或資料庫。 
3.Wikipedia可視同Web 2.0內
容管理的應用型式之一，廣泛

應用於由使用者共同編輯資

訊內容之應用。 
4.發展政府機關共用之Wiki
平台，並考量政府機關特性，

以確保發布之資訊得以有效

追蹤及管理。 
顧客溝

通服務 
1.加強使用者服務，為深化
網站經營之重要課題。 
2.導入 ITIL網站顧客服務
台，有效處理用戶相關的諮

詢服務，需有一套妥善的管

理系統，得以記錄、追蹤、

查詢、管理用戶意見之處

理。 

1.為提供使用者反映意見或
進一步洽詢有關資訊所設立

之首長部落格。 
2.整合運用數位學習社群平
台，提供使用者自行上網瀏

覽、閱讀及學習外，尚可藉由

與其他使用者互動學習，互相

提供政府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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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3.即時通：即時通訊(Instant 
Messenger，IM)已成為民間電
子商務入口網站用以服務會

員的重要管道，並做為提供整

合服務的重要平台。 
IM軟體可同時具備文字、語
音、影像、檔案等即時傳輸功

能。目前政府部門並無專用之

IM系統，對民間商用 IM之
使用，亦因資訊安全考量，多

採管制措施。建議可發展政府

機關專用 IM平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編 [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四、政府線上申辦服務專區 

為強化政府入口網線上申辦業務服務品質，滿足民眾對機關所提

供高品質線上服務的期待，政府入口網應提供整合式申辦服務，以及

跨機關跨系統流程整合的虛擬申辦櫃檯服務，加速透過政府共用服務

平台整合各機關顧客相關資訊，提供顧客導向主動服務，有關MyEgov
線上申辦，在傳統與主動服務功能分析如表 17。 

表 17  線上申辦專區，傳統與主動服務分析 

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會員管

理平台 
1.會員系統：為提供電子付
款、線上申辦等需求之會員

系統。 

1.強化身分管理：為會員系統
之一環。應輔以電子簽章機

制，提升安全防護。電子簽章

運用於登入管制，或交易認

證，確保交易之不可否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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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線上預

約服務 
1.網路預約：提供預約登錄
機制，供使用者預約相關服

務。如公立醫院預約看診。

2.線上報名：由使用者主動
報考相關資格考試以取得

資格或證照，或報名相關活

動。如報考高普考、報名駕

照考試、報名政府機關舉辦

之活動等。 
3.線上申請：由使用者主動
提出之申請事項。如申請地

籍謄本、出生證明、申請護

照、專利申請等。 
4.線上訂房：預訂公營住宿
場所。 

1.運用Web2.0平台，網站元
件擷取(Prolet)技術，提供訂閱
網路預約小幫手(各項線上預
約、報名等)，需整合跨機關
線上服務，提供民眾儀表板式

的服務。 

線上申

辦 
1.網路競標：由使用者參與
有關單位物品、資產、標案

等之競標。 
2.線上登記：如戶籍登記、
地籍登記、工商登記等。 
3.線上申報：由使用者依法
需申報事項，如所得稅及各

類稅款申報。 

1.運用Web2.0平台，網站元
件擷取(Prolet)技術，提供訂閱
線上申辦小幫手(各項線上登
記、服務等)，需整合跨機關
線上服務，提供民眾線上申辦

儀表板式的服務。 

線上付

費 
1.線上購票：購買有關單位
所提供之交通或藝文等相

關活動表演票券。 
2.網路採購：由使用者購買
有關單位所提供之產品、物

品或出版品等。 
3.線上繳費：依據繳費通

1.運用Web2.0平台，網站元
件擷取(Prolet)技術，提供訂閱
線上轉帳便利貼(各項線上繳
費、購物、支付等) 
2.整合跨機關線上服務，提供
民眾線上申辦儀表板式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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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知，繳納稅規費。如繳交稅

規費、學雜費、交通罰款、

水費、電費等。 
4.電子支付：應用於須支付
相關費用或款項之輔助服

務。 
5.多元付費：支付方式可以
信用卡、金融帳戶轉帳或電

子錢包等方式支付。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編[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五、政府共享元件服務專區 

為強化政府入口網一站式服務，MyEgov 資訊及線上申辦業務服
務品質，均有賴各級機關高品質的網站服務，為降低各機關資訊整合

的技術門檻，滿足機關以低成本、快速導入新服務的需求，政府入口

網應提供各式Web Services服務元件，或可訂閱的資訊服務單元，以
及跨機關跨系統流程整合的政府共用服務平台，整合各機關後台資訊

系統，提供無接縫式的主動服務，有關 MyEgov 共享元件服務，傳統
服務與主動服務功能分析，如表 18。 

表 18  共享元件服務，傳統與主動服務分析 

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機關虛

擬網站

平台 

1.網站如要達到即時更新，
並能確保資訊安全防護，須

投入相當的經費，常非規模

較小機關所能負擔。 
2.機關虛擬網站可提供完整
的互動式管理功能，機關使

1.機關虛擬網站，可同時整合
前述相關平台元件功能，提供

客製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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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平台 

傳統服務功能說明 主動服務功能說明 

用者只需將資源集中在內

容的管理及維護即可，可節

省軟硬體投資經費。 
社區網

站平台 
1.網路社群為常見客製化、
客製化應用，可做為經營相

關議題討論之專區。 
2.偏遠網站、村里網站等，
均可運用一個共用的社區

網站平台進行資訊內容之

建置及推廣。 

1.社區網站平台類似以社區
為主體之部落格系統，並可規

劃納入維基(Wiki)之共同維
護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編[行政院研考會, 2007a] 

陸、 政府透過Web2.0平台提供 C2C及 H2H的服務 

本單元將參酌第三章主動服務經營模式，研究政府如何透過

Web2.0服務平台，提供民眾主動服務，及以「家戶」為對象的經營模
式。本研究將探討電子化政府入口網主動服務平台及民眾 e管家的線
上申辦服務案例，亦即研究從傳統電子化政府經營模式，轉變成為

Web2.0服務平台經營模式，亦即 G4C2C、G4C2B、G4B2B、G4H2B、
G4H2H，政府藉由此一互動平台，提供主動申辦服務。其中 G4B2B、
G4C2B、G4H2B屬於對企業的服務，留待以後政府對企業服務時繼續
研究探討，本研究僅就與民眾及家戶成員相關經營模式，進行研究。 

本研究於第三章探討電子化政府經營模式時，提出政府建置

Web2.0服務平台，提供民眾對民眾線上服務。如同政府提供公共設施
一樣，Web2.0在電子化政府的應用，就如同虛擬世界裡的數位共設
施，政府可以提供市民許多免費的服務，例如電子信箱、偏遠地區民

眾免費上網市民工作站、民眾免費數位學習課程、民眾免費求職求才

電子就業服務站、民眾網路 311、911客服中心、民眾網路視訊監看服
務等不乏實例。至於政府透過設置數位公共論壇、民眾線上討論區蒐

集民意，亦做為民眾與民眾間雙向討論、留言的園地，尤其是校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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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每分每秒多有許多網客常駐，可視為數位世界的台北新東區。 

過去政府推出電子化政府服務時，多數是從 C2G被動服務經營模
式思考，也就是以滿足民眾透過網際網路對政府機關提出服務請求為

著眼，因此，部分電子化政府的線上服務，只提供一些由市民扮演資

訊或服務的提供者(市民主動提出)，機關則是資訊的接受者(被動接受
申請)，例如民眾透過政府設置的 1999客服中心，向政府通報一些關
於市容、環保污染、治安等事件或上網向政府繳交各種費用，例如網

路報稅，依據過去經驗，政府提供線上服務使用率多數小於 10%，以
推廣最早、上線最久的線上報稅為例，過去 10年政府每年耗費相當經
費推動線上報稅，以 95年度為例，民眾使用電子憑證完成線上報稅，
並轉帳或線上補繳所得稅的人口(戶)，佔應申報人口數 10.5%(約 51萬
戶)，另使用網路下載報稅資料的人口數已達 40%(約 195萬戶)，其他
線上服務使用度就很少。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對數十個已
開發國家電子化政府的評比，台灣在許多項目，尤其是基礎建設方面

的成績總是能名列前矛，而影響台灣電子化成熟度指標最大的項目，

就是民眾對各項線上申辦的使用度偏低，分析其中原因，固然民眾對

電子化政府線上申辦安全信賴度低，認為網路申辦不安全的比率達八

成以上，但深入觀察真正的原因，是許多安全措施，如使用自然人憑

證，進行線上交易的機制，往往因為申請憑證過於費時，令民眾視為

畏途，其次，政府提供服務常常限制由當事人辦理，但許多政府的服

務當事人可能無法親自處理，通常是由家中其他成員待為辦理，例如

老年津貼申請，因為要一個年滿 70歲的資深公民，比照年輕人使用一
個頗為複雜的電腦是有其困難的。 

另目前上網人口中，多數是青年學子，部分是股民，他們上網多

有特定目的，這些人不會有事沒事到MyEgov來逛逛，政府如果不使
用類似強制行銷方式主動出擊，想要有民眾來使用也這些線上服務也

難。或許多數民眾尚且不知道，政府入口網上，提供的表單下載，不

下數千種，但可曾想過哪些表單，是民眾真正需要的表單呢？政府上

載這些表單時，可曾想過民眾要如何知道辦哪件事，該用哪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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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頭還要填哪些表單，填完後給哪個部門！ 

提供優質的電子化政府服務，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本研究在第三

章就主動服務經營模式成功關鍵因素，提出 5個條件，在此，我們將
進一步研究政府提供民眾Web2.0服務平台，該有哪些成功關鍵因素。 

經營Web2.0主動服務平台成功關鍵因素為何？在 C2C的傳統服
務模式，民眾透過網路與他人分享資訊，政府則是積極的尋求運用網

路提供民眾線上服務，若能將二者結合，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原本屬於

政府應提供的服務，運用 C2C群組間相互分享下，已能滿足民眾需求，
換言之，政府可提供一項服務，透過市民間彼此互為服務的提供者或

是接受者，以降低政府的負擔，特別是一些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的事

項，主管機關限於人力不足，無法提供即時服務的事務。 

以交通電台的服務為例，民眾主動透過網路提供路不平、燈不亮，

提醒其他用路人(民眾)小心開車，又如高速公路警察局，設置 0800免
付費電話專線，給高速公路用路人，用來通報高速公路沿線路況，並

透過廣播提供其他用路人參考，這些本來是政府提供的服務，如果政

府可以改為提供Web2.0用路人服務平台，民眾或許可以彼此透過車裝
無線上網設備，彼此分享行車資訊，或主動提供警方違規、違法事項

之事證，政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柒、 政府網站主動服務改造 

過去許多政府機關經營入口網站時，多數採委外方式辦理，由於

廠商對機關業務 Know-How的不足，造成網站內容空洞化，負責機關
網站的部門通常是資訊單位，又很容易造成以技術導向建置網站，忽

視顧客的感受，導致網站超炫，人氣超爛，業務部門超失望，老闆超

不滿意。本研究從網站的經營模式與服務型態，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

各機關酌參。 

一、建構以顧客為導向的機關資訊及服務單一窗口，便利顧客經由單

一網站，即可查詢、連結或使用其他業務相關各級政府機關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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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資訊。 

二、須能提供顧客參與機關政策制定之機會，也就是提供一個互動討

論平台，顧客可以自由參與政策形成過程之討論，以落實網路民

主之思維。事實上，民眾間亦可透過此一溝通管道，隨時進行雙

向溝通，提供資訊與服務。 

三、機關網站線上服務，常流於被動提供申請書表，民眾往往無法透

過網站線上申辦得到全程服務，機關可以整合MyEgov各項服務
元件，經由 GSP之介接整合，提供顧客積極主動的申辦服務或線
上繳費。 

四、政府網站經營策略有：1、強化資訊服務與提供政府創新服務能力。
2、配合整體資訊安全政策與措施以保障安全。3、建立永續發展
的策略及與業務單位共同經營的團隊。4、必須以服務導向與政府
入口網MyEgov整合。5、需使用元件分享的技術，有效整合運用
各機關資訊元件。6、以服務導向架構將機關網站建構在共享資訊
基礎服務上，如圖 13。[ITR-PMO, 2005b]  

圖 13  政府機關網站經營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ITR-PMO,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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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確保網站服務品質，機關網站以「安全、快速、好用」作為服

務品質的目摽，建立評估指標與辦理績效衡量，並達成下列要求： 

(一)機關網站所提供之資訊及服務要即時更新，並設計以 RSS提供顧
客訂閱最新的資訊及服務。 

(二)機關網站服務態度，需以主動代替被動、以客製化提升服務，目的
在加強使用的便利性及親合性，系統要簡單容易使用，並以最快

的速度方便使用者，獲得所需資訊的方式提供服務。 
(三)機關網站須連結、檢索相關所屬機關或組織，已上網之資訊或服
務，以方便顧客經由本網站連結取得所需資訊或服務為主。 

(四)機關網站須主動針對不同顧客對資訊及服務之要求，提供不同等級
服務。 

(五)機關網站須以提供高品質服務為基本準則，並隨時進行滿意度調查
及改進措施。 

第二節 民眾e管家個案研究 

民眾 e管家是行政院研考會 2007年推出的跨機關服務，目的在達
成創新服務與跨機關整合、促成機關資源共享、跨機關服務連結，提

供民眾一個在家就可享政府簡政便民的單一服務窗口。其次，本節將

探討民眾 e管家的主動服務，以及研究透過 GSP整合政府後台資訊系
統與民眾相關資料，提供民眾電子化政府前瞻性主動服務。 

壹、 透過Web 2.0實現民眾主動服務的理想 

Web2.0世代政府網站資訊及申辦服務，已非僅能透過網際網路及
入口網站等提供服務，而是要提供以使用者為主體的溝通互動平台服

務及結合數位經濟(Wikinomics)的經營模式[周宣光, 2007]。 

一、Web2.0時代消費者，其消費行為主要特徵有下列行為特徵： 

(一)集體創意借力使力：掌握使用者資訊分享的特性，簡化網友意見
發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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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作的風行：專注做自己擅長的事，利用網路與他人合作，共同
成就一項原來個人所不能及的事業。 

(三)新經濟思維：只有愈分享，愈開放，力量愈大，獲利愈多，就如
同自由軟體的思維，又像 Google開放免費使用Web Service商業
經營模式。 

(四)個人化、客製化的需求趨勢：每個人都可以要求入口網經營者，
提供他自行設計建立屬於自己專屬的網路包廂。 

二、Web 2.0時代商業經營模式有下列三類：[全球華文知識庫，2007] 

(一)Web2.0服務提供商：這種網站直接面對使用者，例如：南韓「Oh 
My News市民新聞」，以全民皆記者的概念創造由全民參與的網
路媒體 Oh My News[Sunhuang的地盤,2006]。 

(二)將Web2.0導入企業運用：運用Web 2.0改變溝通方式，例如：日
產汽車的 TINA部落格，員工就是部落客，每天進行更新、發表
文章、跟車主聊天。邀請消費者加入討論，才能創造熱度。 

(三)提供Web2.0服務支援：提供企業可租用的Web 2.0服務，例如：
美國 Six Apart提供部落格空間給企業用，企業本身不用架站，由
Six Apart代為管理與維護資料。 

三、Web 2.0時代的公共服務 

Web 2.0時代民眾想什麼樣的公共服務，政府應該提供民眾哪些
公共服務及民眾日常生活的服務?除了食、衣、住、行、育、樂外，如
何滿足民眾求職/就業/創業的需要；如何方便民眾買車、買房子的登記
管理服務；如何協助民眾申請銀行各類貸款；民眾水、電、瓦斯、電

話帳單如何繳納才方便；結婚、生子、孩子要就學了，政府提供哪些

線上服務及補助；就醫、就養、老人照護、社會保障(如社區安全聯防)、
社會保險(如健保、勞保、公保)、老人福利如何即時有效主動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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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個人化的稅務服務(地價稅、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安全可靠
的交通資訊、旅遊服務等。有關民眾 e管家服務，如圖 14。  

圖 14  民眾 e管家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民眾 e管家專案簡介 

貳、 電子化政府前瞻主動服務發展策略 

一、電子化政府提供民眾 e管家服務，要有「管家」的感覺： 

政府提供服務不能僅以當事人為對象，要以「家」為對象，包括

家中各成員的大小事，多可以透過協作、代理人、家長等為你考慮周

全並完成公共部門大小事。 

二、電子化政府提供民眾主動服務，要培養網路上代辦人： 

工商時代「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有人喜歡用錢換時
間、用錢圖方便，有人用時間賺金錢、有人用知識換溫飽，此乃現實

世界本來就有的現象，虛擬世界相信一定也需要。 

三、結合網路志工，強化電子化政府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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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家可以徵求 100 個忠實民眾，擔任電子化政府各項服務的志
工，為電子化服務的品質把關，在醫學上稱為「臨床實驗」、在資訊科

技界稱為(Beta Test)。過去公共服務部門推出服務前，就是欠缺使用者
的測試，未來如何找一批忠實、外來的(Outdoor)品管人，請他們先行
試用提供改善品質建議，不要像過去許多公共建設還不是很完善就匆

忙上線，往往是將真正的顧客當成白老鼠。 

四、建立民眾 e管家的新願景： 

「電子化政府應主動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滿足民眾食、衣、住、

行、育、樂及生活所需的網路服務」，民眾 e管家服務態度要像管家，
「管家」，應該要照顧主人一家人的生活，要像「僕人」一樣，在主人

起床前就將早餐備妥；要像「秘書」一樣，在老闆沒想到之前，主動

提醒該辦事項；要像「跟班的」一樣，老大使個眼色，不必口頭請示，

就要主動替老大代勞跑腿，完成相關事項之辦理，辦理結果要及時回

報老大知悉。至於網路上的「e政府管家」，應該要為網路世代的民眾
做到怎樣的服務呢? 

五、舉例說明虛擬的情境，說明何謂 e政府管家的服務 

當在遠端網際網路上「民眾」以各種可資辨識個人身分的電子憑

證，如：「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公務員憑證、醫師等專門職業人員

憑證、電子學生證、銀行帳戶交易憑證、或結合無線辨識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通行識別的萬事通卡」等，各類型的
電子身分識別證等，登入 e 政府管家系統，並輸入相關資料：例如身
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網路住址或 E-mail後，e管家就自動連結 GSP
後台的 CRM 資料倉儲系統中，比對個人基本資料，並連線到戶政系

統，檢查有沒有更新的資料，透過 CRM 倉儲資料庫自動歸戶，進而

判斷該「戶」各成員中，有沒有車子、房子、孩子等需要辦理各項津

貼、補助、金融轉帳、訂購、預約政府服務等，倘使有就主動顯示車

號、房屋地址等相關資料、及提示銀行轉帳便利貼、線上服務小幫手(他
會幫你辦理政府的相關事，如線上預約、報名、登記、註記等)，並詢
問民眾是否需要 e 管家，提供與家中各成員的車子、房子、孩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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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如監理通知、定檢通知、停車費繳納通知等，結合轉帳便利貼，
線上多元繳費機制或帳戶自動扣款機制，自動轉帳或扣繳相關稅費，

並回覆辦理情形；線上小幫手隨時在線上對想訂車票、找工作、門診

預約、考試報名、學生註冊等，提供即時資訊及結合代辦宅急便服務

到家做到「一站式服務(one stop server)」。 

此外，「民眾」可以使用個人化網頁、e管家 Blog，提供的儀表板
(Dash Board)，來設計專屬個人的 e政府管家，換言之，e政府管家提
供民眾一個可以自主設計的 e管家，就像是個人管家一樣，當「民眾」
從父母親獨立出來自己成立一個「家」，「我的 e 政府入口網」就主動
為他申請一個免費的網路 e 管家(MyBlog)，他可以當家做主人，自己
設計這個虛擬的管家。e 管家會有一個記錄如何服務主人的記錄簿，
並具備不斷增強的管家能力。當主人買車時，e 管家的服務能力就開
時提升，在 e 管家的設計手冊上，像是飛機上儀表板自動引導你，完
成 e管家功能改造。當主人結婚後，輸入另一半資料，e管家主動提供
結婚登記、申請戶籍謄本、辦理結婚登記，(MyBlog)收到等申辦完成
訊息通知；當主人新增小主人時，輸入孩子出生證明資料，e 管家就
開始提供出生登記、預防注射、就學資訊、子女補助申請；當小主人

上學後、與老師間的電子家庭聯絡及時資訊會通知 e 管家等；當主人
買了房子，輸入地建號，e管家就開始提供地價稅、房屋稅繳納通知；
透過 GSP整合服務系統「水電」、「電話」、「瓦斯費」繳納通知等；每
年五月還會主動提醒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提供全家健保相關資訊等

等。 

主人的爸爸、媽媽及年長的爺爺、奶奶，搬到「家裏」來共同生

活，輸入老人家的相關資料後，e管家主動將老人家原來的家(如果有
的話)的相關的資訊通通併入主人的家，改由主人的 e管家提供服務。
以上情境看似天方夜譚，但從Web2.0及 Google!，所提供的線上服務，
上述情境在不久的將來要達成也不會太困難，有關民眾主動服務系統

架構，詳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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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電子化政府主動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 民眾e管家資訊主動服務技術架構與推廣策略 

好的服務就要讓不知道的民眾知道，讓知道的民眾喜歡用、愛用，

並主動告知親朋好友一起用，改善民眾 e 管家系統功能與透過網路快
速行銷是未來重點工作。e管家可以結合常用的及時通如 msn、Google 
Talk、提供書籤連結服務等，加強業務宣導，深化運用 GSP整合各機
關服務改善系統功能，未來重點項目如下： 

一、透過與各機關共同經營模式增加服務項目： 

透過協作加強跨機關(如縣市政府)合作以增加系統服務項目；提供
頁籤與機關網頁整合機制之權限設定功能，授權有權限的機關可進入

該系統維護機關頁籤。提供機關設定連結之網址功能，使用者若點選

機關頁籤，可連結至機關所設定之網址。提供版型設定之功能，若機

關沒有可連結的網址，亦可透過 e 管家設定自動產生網頁，提供 API
訊息整合機制，可讓各機關呼叫 e 管家 API，將個人訊息資訊與各機
關網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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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民眾 e管家系統功能： 

民眾 e管家應強化服務功能，新增以家為中心的資料倉儲，民眾
可以將共同生活的家中人註冊，包括：註冊者之父母親屬性資料、小

孩屬性資料等，並把相關訊息依據訂閱狀況自動通知，例如若使用者

註冊老人之資料，自動通知與老人津貼相關訊息，又例如使用者訂閱

預防註冊資料，則使用者可註冊小孩出生年月日，便可自動通知預防

注射訊息。 

三、需提供更多介接訊息服務，介接機關與服務如下： 

汽車停車費相關訊息：加強推廣其他縣市辦理停車費查詢，強化

系統設計、簡化使用者操作程序；瓦斯安全性檢查通知時間訊息、提

供護照到期通知服務、新生兒預防注射之訊息通知、新生入學通知訊

息、主動通知使用者個人退休金之帳戶金額及勞工保險繳款通知、健

保費繳款通知及公眾健康資訊訊息通知、老人津貼福利主動通知訊

息。兵役通知、點召、教召通知。求職求才訊息、使用者可訂閱職訓

局相關課程資料，主動將課程訊息通知使用者端。戶籍資料變更通知。 

四、改善網站訊息分類方式： 

目前以提供服務的項目，「電費」、「觀光旅遊」、「交通服務」、「停

車費」、「稅務相關」、「線上繳費」等，後續將參考電子化政府入口網

「e生 e事」服務分類架構繼續增加服務。 

五、新增訊息訂閱方式： 

公眾訊息亦可使用 RSS訂閱機制，並依個人訂閱之訊息類別，顯
示「公眾訊息」頁籤：例如若使用者有訂閱與停車費相關之訊息，則

將交通等顯示於「公眾訊息」之「交通業務」分類。修改行事曆匯出

功能：可將 e管家行事曆資訊匯出，方便使用者至 Outlook匯入。修
改視窗大小為可修改之功能讓使用者可使用滑鼠拖曳即可改變 e管家
視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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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使用者與主題式公共服務 Blog專區： 

強化討論區管理功能、提供使用者整合Wiki協作及標籤連結的分
享式討論功能。使用者訂閱公用元件服務及儀表板管理功能：強化管

理功能，包括擷取設計網站服務元件、邀請家人加入 Blog、收集 Blog
家成員需要政府提供服務的標的如車子、房子等，並提供線上服務整

合機制。 

七、提供顧客線上服務台： 

讓使用者可於個人 Blog輸入問題、服務需求，可結合Web Call 、
Web-Mail或使用 IM，向政府 Service Desk提出請求予使用者。 

肆、 民眾e管家整合 GSP提供跨機關主動服務研究 

為達成上述 e 管家的夢想，行政院研考會 MyEgov 入口網及民眾
e 管家，應該整合起來，並透過政府機關間資訊中介整合機制，完成
服務的整合。過去傳統、專屬的資訊系統，要與其他系統介接，通常

是透過電子閘門或稱閘道(Gateway)機制進行。至於透過閘門傳輸的資
料內容及格式，需依實際傳輸的內容事先商定。 

為簡化電子化政府介接服務，行政院研考會建置 GSP，有關 GSP
之資訊架構，基本上可視為一共用閘門(Common Gateway)的概念，或
可稱之為資訊系統匯集器(Hub)，相關資訊系統均可透過 GSP 的資訊
中介服務，進行資訊交換與整合，政府入口網亦可透過 GSP共享式元
件，整合各機關網站，達成政府總入口一式站服務的目標，相關示意

圖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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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入口網透過 GSP整合各機關資訊示意圖 

資料來源： [行政院研考會，2006] 

GSP已可同時運用為非公開資訊之交換、查詢，及交易類型申辦
服務之資訊整合。另從機關主動服務系統整合觀點，並從提升申辦流

程效率思維，將民眾每月應繳納之稅規費、公用事業使用費用、及與

民眾權益相關之財產交易規費等，主動通知訊息發送、接收及線上繳

費、自動轉帳服務等，納入後續規劃，特別是，宜優先完成各機關後

台資訊系統服務介接，運用具有之 GSP線上付費機制，或各機關以完
成建置繳費機制，於接獲訊息整合服務時亦能隨後完成線上繳費，逐

步推廣各項訊息整合服務，擴及各類服務，提供民眾多元服務需求。 

現行政府線上繳費，主要採信用卡代繳、金融存款帳戶線上轉帳

繳納等，由於信用卡及帳戶繳費必須支付相當金額的手續費，且必須

由民眾在收到繳款通知，始能上網辦理，民眾使用率稍低，如何提升

政府線上繳費服務品質，本研究發現目前民眾繳交水、電、瓦斯費用，

使用率最高的首推「金融機構委託取款服務」，建議將委託取款服務

自動化，並導入「虛擬國民帳戶」，已委託取款方式主動位民眾完成

轉帳服務，有關國民帳戶自動轉帳服務示意圖，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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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國民帳戶主動轉帳繳費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 改造MyEgov及民眾 e管家 

一、強化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的資訊正確與及時性，未來電子化政府網

站資訊及線上服務應用的推動，不僅是網站式樣的更新，或新增

服務功能，最重要的整體網站經營策略的落實。 

二、各機關網站經由共用平台，登錄資訊或服務內容，同時整合發布

於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或透過聯播(Syndication)方式，登載於平台
訂閱資訊專區，以加速資訊交換、流通與整合。 

三、未來宜強化MyEgov各服務平台，提供Web Services或網站服務
元件，並基於業務需要，主動提供主題式跨網站整合服務。 

四、宜加速將MyEgov政府入口網轉型為主動服務平台，也就是透過
資訊改造，推動跨機關跨系統資料共享、系統共用、平台互通，

或透過整合後台系統，提供民眾顧客導向服務。 

五、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可以透過建置Web2.0溝通平台，提供 C2C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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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H的服務，在Web2.0平台上開放民眾參與，經營主題式服務，
並結合民間團體的力量，協助各級政府解決一些民眾關心、政府

卻力猶未逮之事。 

六、民眾 e管家的新願景：「電子化政府應主動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滿
足民眾食、衣、住、行、育、樂及生活所需的網路服務」。 

七、透過民眾 e管家發展前瞻主動式(Proactive Service)的公共服務，主
要服務策略建議如下： 

(一)民眾 e管家要有家的感覺：政府提供服務不能僅以當事人為對象，
要以「家」為對象，包括家中各成員的大小事，多可以透過協作、

代理人、家長等完成公共部門大小事為你考慮周全。 

(二)要培養網路上代辦人：工商時代 Time is money.有人喜歡用錢換時
間、用錢圖方便；有人用時間賺金錢、有人用知識換溫飽，現實

世界就有的現象，虛擬世界一定也需要。 

(三)結合網路志工強化服務品質：e管家可以廣徵有意擔任電子化政府
各項服務的志工，為電子化服務的品質把關。過去公共服務部門

推出服務前，就是欠缺使用者的測試，未來如何找一批忠實、外

來(outdoor)的品管人，請他們先行試用提供改善品質建議，不要
像過去許多公共建設還不是很完善就匆忙上線，往往是將真正的

顧客當成白老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