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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7.1 研究發現  

7.1.1 我國公部門 ICT 應用及電子化政府推動情形  

 
本論文經檢視我國電子化政府推動之沿革，探究我國政府部門各階段之 ICT

應用情形，以瞭解我國政府推動 ICT 應用之理念、策略與措施，經綜合後獲致
下列研究發現，謹加以說明並陳述其意涵如次： 

 

一、我國政府部門導入 ICT於公務處理之初，除考量「行政現代化」之目標外，

尚寓有扶植國內資訊產業發展之用意，故公部門內 ICT 與應用服務之供給
政策，向來採取以「委外」為原則，而以「自行辦理」為例外，惟此一政策

就長期而言對於公部門資訊應用發展有所不利。公部門 ICT 之應用及服務

採用「民營化」(privatization)之供給策略，固然能較為彈性地配合政府機關

內業務短期所需之 ICT 及應用服務之需求，如資訊設施之採買與維修服務

等，然而此一運用「手段與目的二分法」(means-ends dichotomy)途徑的政策

產出方式，將不利於發展組織內部資訊應用之策略規劃能力(capacity)，致使

內部「資訊單位」變得較為被動，以及不利組織運用 ICT 之研發與創新。
故就長期而言，如政府之資訊應用及服務完全以委外之方式進行，將可能導

致各級政府內部之「資訊單位」，無法勝任將組織任務與 ICT應用服務創新

結合的任務，而僅能做為被動回應 ICT 應用需求之幕僚部門，因此，本研

究建議未來需重新檢討目前的委外政策，否則將形成對於政府部門 ICT 應
用及創新服務發展之阻礙。 

 

二、我國政府部門推動 ICT 應用的主要目標之一，係為了回應民眾對於行政現

代化之需求，故其願景與目標係以便民服務與提昇政府行政效率為主，因此

目前關於與民眾互動方面，較偏重於提昇電子資訊及文書表單提供之「獲便

性」(accessibility)、業務處理之自動化、以及增加以電子方式提供服務等，

之 ICT應用，惟未對於如何進一步落實公民「直接民權」、促進公民參與公

共領域之對話，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等「民主憲政」實踐方面，加以深入考量

及提出較周延的規劃。此一思維取向，實反映出主事者的世界觀與認知，因

其深受企業管理之邏輯影響，故其對於 ICT 之應用及發展，較欠缺對於公

部門之「公共性」及其所蘊含「憲政性」(Constitutional)價值之體認，僅視

之為 ICT 商業應用的轉移，而鮮就公共組織核心之「公共哲學」層面加以

思考(即公部門 ICT應用之「實質理性」層次)；因此，政府所推動的「電子

化政府」或 ICT 應用計畫，如未能慮及此點，則其藉由導入 ICT 商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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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共組織之做法，終將出現公共政策學上的「第三類型錯誤」1(errors of the 

third type)，造成推動「電子化政府」與達成行政發展目標脫節的情形。 

 

三、從文獻及政府出版品等相關資料顯示，我國推動 ICT 應用，僅以導入「科
技」為主，而忽視「認知」、「觀念」之發展，以及「制度」之調適與創新。

以「政府業務電腦化」計畫為例，該計畫在修辭上即以「電腦化」表達主事

者對於 ICT 應用之認知；而「電子化政府計畫」之發展方向中，鼓勵各機
關規劃以電子方式提供服務，藉由電腦進行之「自動化」與「無紙化」作業

方式，以取代「人力」及「紙本」之作業方式，而重點工作係置於執行「ICT

計畫(IT Project)」，推動資訊設備與網路環境之基礎建設，以及「資訊系統」

之建置與開發。由此可見，我國長期以來對於政府部門 ICT 應用之認知，

係停留在清季學者魏源所謂引進「器物」之層次，尚未重視到 ICT 及其應

用對於思想及體制層面之影響，惟未來仍需對於 ICT 應用與組織生活及公
共行政之影響加以探討與因應。 

 
四、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及相關資訊應用計畫之目的之一，係盼能誘發公部

門之「行政發展」，惟其係以漸進方式進行，雖亦進行相關資訊系統與作業

流程之整合與互運之規劃，以及進行零星的組織重組與流程再造工作，但未

能通盤檢討現行官僚制組織之架構及其作業模式，以致於「電子化政府計畫」

未能適切地與行政發展目標結合，迄今政府部門 ICT 應用所能發揮之效能

有限；事實上，公部門之 ICT 應用與創新若欲能與組織任務互相結合，則

將能充分地發揮其潛力與產生實質效益。此外，政府推動 ICT 應用及發展
之重心，除推動前述工作外，更應推動改變官僚組織僵化之業務分工及層級

節制運作模式，創發整合之機制，加速推動行政革新及政府治理活動之實質

「轉型」，使得 ICT應用與「行政發展」工作更加密切之配合。 

 

五、正如各國推動「電子化政府」之經驗般，我國政府機關導入 ICT及推動 ICT
應用之過程，亦為一演化的過程，從推動「辦公室自動化」、「政府業務電腦

化」等自動化應用，發展到「提供電子化服務」及「知識管理」等資訊化應

用；惟未來 ICT 之高層次應用，尚需進行 ICT 服務及應用之水平及垂直整

合的工作，並非僅單純地導入 ICT 以取代現行作業模式之活動；而此一整
合工作將涉及組織作業流程改造與資訊系統之間的互運，以及確保諸如隱私

保護及資訊安全等資訊環境之健全，因此政府部門需要發展出跨組織之協調

與指揮機制，以及強化各部門間協同作業能力，以面對科技應用變遷的衝擊

與挑戰。 

 

                                                 
1 「第三類型錯誤」 (errors of the third type)，即為使用正確的方法與手段解決錯誤的問題（Dunn, 
1994: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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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行政府部門 ICT 應用深受「企業管理」邏輯及「科技治理」之主導，目
前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之目標及願景，無論從推動到電子化服務之提供，以

及未來將邁向運用 ICT進行知識管理及決策支援之「知識型政府」，其主要
目的皆係以提昇績效或生產力之技術理性考量，而未能將促進民主行政與政

治之發展之措施或做法，納為電子化政府之推動重點，俾成為發展「電子治

理」(electronic governance)之基礎，如：採行「電子民主」及電子社群、強
化與公民的互動與促進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表達意見及對話等；目前關於政

府與公民互動之 ICT 應用，僅係將其視為政策過程中蒐集民意，或作為宣
傳及傳送訊息的工具，而未慮及渠對於增進民主參與之品質及頻率之潛力，

或可藉由 ICT 之應用以增益政策與行政的透明度，且未有意識地 ICT 應用
能對於直接民主及全民政治之發展有所貢獻，以及具有實踐新公共行政所接

櫫之社會正義理想與改善政策與治理的民主品質。 

 
7.1.2經濟部國貿局執行經驗 

  
本研究所歸納之國貿局執行經驗的形成，係藉由蒐集國貿局出版品、研考

報告(九十一年年度提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以及查詢國貿局網頁等方式，對於

國貿局「ICT應用」之執行實務加以研究；並經由「深度訪談」之方式獲得關於
國貿局推動電子化政府之第一手經驗，經綜合後獲致下列研究發現，謹加以說明

並陳述其意涵如次： 

 

一、就國貿局而言，工作人員對於辦公室內之「ICT基礎建設」感到滿意，惟在

實際運作上，影響運用資訊的「資訊基礎建設」(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如：資訊及資料的分享、儲存、維護、上傳與搜尋檢索等作業或流程之規範)

以及「資訊資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RM）2，則尚有加

強及改善空間，此意謂著目前公部門雖備妥資訊設備，惟資訊管理與應用之

潛力尚未充分發揮。 

 
二、關於政府單位之「資訊系統」之建置及使用方面，目前公部門雖然已經逐步

增加各類資訊系統之開發與應用，以配合行政作業或治理活動，惟主要建置

方向仍係以組織中事務操作層次較常使用之異動系統為主，未來除可持續推

廣行政作業或業務電子化、資料庫之建置及使用外，應發展更多支援後端作

業管理與決策的資訊應用系統，建置「協同知識服務及管理平台」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service & management)3以及建立以電腦為基礎之學

                                                 
2 「資訊資源管理」 (IRM)為資料及資訊管理之總稱，資訊不僅為權力來源之一種，亦為組織中
重要的資源（ information as resource），對於來這些資料與資訊的管理及運用，即為資訊資源管
理」 (IRM)(Miller, 1988:3-33) 
3 協同知識服務及管理之平台，是一個整合知識管理、線上學習、工作流程處理、協同合作服務
及智慧分析等技術的平台，能連結個人的知識管理系統(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P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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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環境(computer-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等，發展 ICT智慧化之應用，以

提升公部門 ICT應用之層次。 

 
三、就資訊系統之整合議題而言，鑒於資訊系統應加以整合及彼此之間「互運」，

方能產生綜效，故公務部門在推動資訊系統建置及開發時，應重視系統之間

的相容性、避免重複之資訊投資與建置，以及政府各單位可使用共通之系統

或機制，如：認證或付款機制，以避免產生不互通或相容性的問題。 

 
四、為對於資訊系統整合後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加以管理與因應，政府推動「電子

化政府」建設之重要任務之一，應為儘速建立增進使用者或國民對網路活動

及整合服務「信任」之技術標準與制度性架構，以確保人民的權益（如：隱

私權）及政府部門業務機密，甚至公共安全等，皆能獲得適切之維護及保障，

如參照 OECD「資訊系統安全指引」(Guideline on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發展資訊安全之技術標準與行政實務，以及建立公務員對於資訊
流通的警覺與重視資訊安全的文化，方能使得資訊安全得以確保，俾使得

ICT之應用得以為社會所接受，方能有效地發揮「電子化政府」之潛力。 

 
五、關於政府部門「資訊計畫」或資訊作業方式之推動而言，資訊單位在推案時，

須結合組織之權力、影響力系統及組織制度之配合，方能成功地在組織中

導入 ICT；而其中決策階層(機關首長與高層主管)的領導與支持是推動的必

要因素。此外，影響推動過程的關鍵因素尚取決於成員的「人的觀念」(含

組織文化及個人認知)。而推動過程須考量之因素有：既有流程及作業方式、

組織及個人惰性(習慣傳統之方式)、個人學習能力等問題，以及須提供時
間，讓組織及個人適應新型態的作業方式與流程。 

 

六、關於「ICT導入業務處理」與「作業流程調整」兩者熟先熟後之決定，實係

組織之策略選擇的問題；如先調整流程而後導入 ICT，可能造成完成時間延
宕以及影響到組織目前之權力與運作方式，恐滋生阻力，但之後將能產生較

佳的執行成效 (如國貿局之進出口簽審)；而當組織流程或作業方式導入 ICT
後，亦須檢討現況與發現需改進之處，而進行流程或作業方式之調整與改變

(如國貿局之國際行政工作及 Internet與 Intranet之整合等)。 

 

七、公部門所獲致的 ICT應用效益，並非全然地由「科技」因素所決定，除「 ICT
應用」本身有其適用之範圍外；在運用之過程中，並受到個人「意願」及「能

力」條件與「組織系絡」之限制與影響。如：ICT難以處理「非結構化」之
資料，而公務部門的決策系絡相當複雜多變，多數屬於非結構性之決策情

                                                                                                                                            
以一種服務為中心的整合框架，提供分散式的協同知識服務，將知識管理、線上學習與工作流程

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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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故在公部門內，「ICT 之應用」難以發揮決策支援之效益；此外，雖然

目前 ICT 的資料處理及檢索功能皆非常強大，然而多數人員僅能從事簡單
之電腦操作，無法進行深度的資訊應用作業；且在政府部門並未提供適切誘

因的情形下，公務機關內組織學習風氣及成員間知識之分享意願相當低落，

故在公部門內，難以藉由 ICT推動知識管理活動。 

 
八、科技運用於公部門之電子化服務提供方面，係目前行政單位最為重視之應用

項目，其主要原因係政府近年來於行政體系大力推動「便民服務」措施，欲

提昇民眾對政府提供服務之滿意度，故藉由 ICT 的應用，達成便利民眾申
辦作業、迅速提供符合民眾需求之服務的目標，其效益除可及節省互動的金

錢及時間成本外，並可促進行政作業的透明化，以及減少作業上之處理失誤

率。 

 

九、ICT運用於公部門對於人際關係之影響方面，主要係藉由低廉與方便的電子
郵件及群組功能之通訊方式，增進人員互動及聯繫之機會，得以進行資訊分

享與意見交流；然而就採行電子方式進行互動的基礎而言，其前提仍為原本

存在之社會關係，如權力位置及社會角色，而非僅肇因於科技的「可行性」

(feasibility)，如國貿局之「給我報報」互動平台，雖提供一個匿名及公開的
員工意見反映機制，惟其仍未發揮適切的功效。 

 
7.1.3 問卷調查之發現 

 

一、就受訪者「背景」與「成員對 ICT 之認知」交叉分析後，發現不同性別、

學歷、服務年資、所屬單位及職務等因素，並未對於 ICT 應用之認知產生
重大差異，至於「年齡」及「官、職等」方面所呈現的認知差異，經整體歸

納後推論此一現象可能係導源於「世代」之間的差異，即不同年齡層員工，

因其日常生活運用 ICT之經驗不同，故造成渠對於 ICT之認知有所差異。 

 

二、本研究所歸納之五項影響 ICT應用的「促成要素」，經調查後發現：國貿局

人員業已普遍運用網際網路進行溝通、搜尋資料及傳輸資訊，並對於「 ICT

設備環境」感到充足；同時，對於 ICT 亦持有較為正面的觀念及認知，並
感到政府積極運用各項「推動措施」，惟「電腦素養」與其他變項相較之下

較弱。 

 

三、當前我國公部門「ICT應用」之應用方式，存在著「自動化應用」及「資訊
化應用」兩種取向，對於「自動化應用」之推動工作多於「資訊化應用」之

推動；且 ICT應用在公部門所產生「行政效能」，出現「服務效能」及「政
策效能」兩類，兩類相較之下，呈現「服務效能」高於「政策效能」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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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公部門 ICT應用情形之變數中，以「ICT設備環境」、「推動措施」、「員

工之電腦素養」及「員工 ICT之認知」與「ICT之應用」相關；且以「ICT

設備環境」、「推動措施」與「 ICT之應用」之相關性較大；至於前述變數中，

「員工之網際網路素養」則與「ICT之應用」無顯著相關。 

 

五、影響公部門 ICT應用情形之變數中，以「ICT設備環境」、「推動措施」、「員

工之電腦素養」及「員工之 ICT 認知」亦與「行政效能」呈現正相關之關

係；然而這些變數中，「員工之 ICT認知」呈現出與「行政效能」相關性最

高，再者，方為「ICT設備環境」及「推動措施」之因素。其中「員工之網
際網路素養」則與「行政效能」無關聯性。 

 

六、對照前述第四及第五點之結果可知，固然「ICT設備環境」及「推動措施」

之因素，對於「ICT之應用」的影響較強；然而，「員工之 ICT認知」卻是

影響「行政效能」最強之因素；而「員工之網際網路素養」卻對於「 ICT之
應用」及「行政效能」毫無影響。 

 

七、就整體「ICT之應用」對提昇「行政效能」之關聯性而言，在公部門，所推

動之 ICT 應用計劃或方案，無論是「資訊化應用」或是「自動化應用」之

ICT 應用方面，皆能提昇「政策效能」及「服務效能」。若僅就公部門推動

「資訊化應用」之 ICT 應用方式與提昇整體「行政效能」之關係而言，在
公部門中，所推動的「資訊應用」，對「政策效能」提昇之助益，相對而言，

略高於對提昇「服務效能」之助益。而若僅就公部門推動的「自動化應用」

之 ICT 應用方式與提昇整體「行政效能」之關係而言，在公部門中，所推
動的「自動化應用」方式，對「服務效能」提昇之助益，相對而言，略高於

對提昇「政策效能」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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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理論意涵及實務建議 

7.2.1 本研究之理論意涵 

本研究經由我國「電子化政府」推動演進之歷史分析，並進入實務工作現場

(field)進行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經綜合各項研究結果後，發現許多有助於增進

公共行政對於科技應用活動理解之意涵，謹分述如次： 

一、ICT及其應用與當代社會及公共行政之關聯性 

首先，本研究經綜合所獲得的證據後，認為 ICT 及其應用與當代社會及公

共行政發展的關係，並非如「科技決定論」論述所接櫫的單一線性因果關係，認

為僅需直接將 ICT 導入公共事務活動上，即能自動地出現新形態的治理關係與

行政實務活動。事實上，ICT及其應用之發展與結果，係一複雜的「社會建構」

過程（Bekkers, 1996）。在此一過程中，「ICT應用」與「行動者之認知」及所處

之「社會系絡」進行互動；「社會系絡」框架出 ICT及其應用的參考架構，並賦

與 ICT適當的社會意義，：「行動者之認知」則展現其對於 ICT之理解與知覺；

ICT應用不僅反映出所處系絡的權力、意義與文化價值等社會安排，並成為該體

系「維持」及「再生產」的手段。故各類「ICT應用」之態樣，實為在特定社會

系絡影響下，行動者之心智模式的一種「再現」。換言之，科技及其應用僅為僅

為互動過程之因素之一，並非宰制性的力量（King & Kraemer, 1998） 

其次，政府部門並非是在價值與意義真空的環境下，導入 ICT 及其應用之

活動。如前所述，政府導入 ICT 及其應用之意涵，不僅為一種新科技之使用，

應視為建構該科技之組織及政治意義過程，與該科技對於公共事務處理的「隱

喻」，以及使用此一科技形式的社會意義；而此一過程，實反映出深植於此系絡

中之主導文化及「預設」，對於該科技之定義及評價。此外，「科技」的本質，可

能亦未必是價值中立，譬如「科技實質論」主張「科技」並非是一種中性的手段，

其蘊含特定的邏輯與價值，將於使用過程中型塑人類的生活型態；而「批判理論」

則認為 ICT在本質上為一種控制的工具(technologies of control)，其能強化組織中

既有的權力宰制現象，不僅無助於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反倒有利於統治(如：J. 

Orwell《1984》)、資本累積及強化強者對於弱者的宰制力量。例如，從當前 ICT

運用於公共行政之事務處理的活動及項目的種類中，我們可發現目前公部門 ICT

之應用，除提供民眾之自動化服務外，往往係藉由內部管理資訊系統，將 ICT

作為組織「控制」(資訊管理系統)，或作為搜集資訊及「宣傳」(網頁)之利器，

提供決策與管理階層掌握組織內部資訊的權力(資訊系統使用權限)，以強化對於

組織動態與人員行為之掌握，及監督下屬裁量(discretion)運用的目標，對於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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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參與的品質及頻率，以及政策或行政的透明度等正面助益，則相當有限。 

因此，未來探討 ICT 及其應用與當代社會及公共行政發展的關係時，應避

免視新科技之引進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社會、經濟與政治及管理邏輯的改變，並能

自動地滋生新形態之活動，而忽略科技運用時的複雜性，以及人類或社會機制的

自主性，期能對於公部門 ICT應用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電子化政府」之研究 

迄今為止，我國所進行之「電子化政府」計畫及相關 ICT 應用，係以朝向

事務性及「企業型」(business- like)之應用為主，並充滿濃郁之技術理性色彩，未

發展出配合公共組織任務與使命之 ICT 應用與創新，以及足以因應新治理型態

之組織理論與管理哲學。目前關於「電子化政府」及其應用之論述或研究，多係

從「技術擴散」或「企業邏輯」之角度加以檢視及評估，較少以公共行政理論與

制度分析為工具，就 ICT 應用於公部門之現象進行研究，提出有助於公共行政

理論及實務發展之研究成果。 

在一般生活中 ICT 應用所產生的貢獻與利益，如：時、空限制之突破、組

織界限模糊、虛擬實體的產生以及彈性化生產與同時性作業的採行，對於公共組

織之運作，業已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並衝擊組織中官僚體制的正當性與合理

性，於是導入 ICT 及其應用等活動，對公共組織而言，遂成為「現代化」的象

徵及創新的來源。惟實際上，目前「電子化政府」之推動，卻出現「目標錯置」

(goal displace)的現象，僅重視 ICT及資訊系統建置及應用目標之達成，卻忽略對

於「行政發展」創新之促成與開創，而未來應從「實質理性」的角度，探討「電

子化政府」的現象與意義，探究其對於人類公共生活及公共事務處理之影響。 

此外，公共行政於數位時代所面臨之挑戰，並非僅止於 ICT 應用本身，尚

包括「電子治理」發展的議題。在數位時代中組織間之界限日趨模糊，因此無論

公、私部門組織之作業模式、生活方式、工作所需之能力等業已有所改變，故未

來政府除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及引進 ICT 應用外，尚需發展新型態的「治

理」實務(含決策、權力分享與協調) 與新型態之領導能力，甚至重新界定公共

組織之任務與目的，以及擴大及轉化「公-私協力」關係，以肆應新型態之組織

結構及社會互動方式。 

關於 ICT 應用於公共事務對於「民主政治」之影響為何？雖然有樂觀及悲

觀的論點可互供參照，雖現況正如 Gualiteri (1999)之論點：「雖然資訊革命其本

身為人所期待能出現對於民主發展之貢獻，惟其並無相關證據支持 ICT 可改善
決策及治理的民主品質」，惟此一論點並非沒有轉機；本研究經綜合各項證據及

結果顯示，目前 ICT應用僅限於內部管理及事務性之「自動化」，較缺乏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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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管理及決策支援之「資訊化」應用，且其在現行之社會系絡及權力結構之

下，尚未發展出符應 ICT潛力之社會體制，以及目前無論是政府或人民對於「數

位民主」之發展未有足夠之準備，故可證明 ICT 應用對於「民主發展」之潛力

尚未發揮。未來，此一情形可藉由創發 ICT之「民主」應用服務及內容、發展「民

主行政」之行政體制與行政倫理(ethics)以及藉由「公共學習」之方式加以解決；

如未來人類能善加利用 ICT 的潛力，則該科技將能為社會的公道、平等及民主
發展提供巨大之貢獻。 

 

 

7.2.2 本研究之實務意涵  

     
 根據本研究前述各項之研究發現，謹提出下列建議，作為未來公共行政及公

部門 ICT應用發展之實務參考： 

 

一、本研究印證 Karl E. Weick的觀點，發現欲掌握新科技對於組織的影響，須
重視組織個體的認知及微觀過程，因此組織成員對於新科技的理解與心智上

的「再現」，實為決定新科技功能及用途之關鍵樞紐；如欲將 ICT順利導入

於組織中及促成 ICT應用與服務之創新，除須組織需具備科技設備環境外，

尚須重視「人的因素」，如：成員對於 ICT的「認知」、「接受度」、「信任感」

以及「創新意願」等，方能真正促成組織成功地導入 ICT及其應用之發展。 

 
二、本研究根據國外推動電子化政府或資訊應用的經驗及國貿局員工的訪談結

果，可以發現到公部門 ICT 及應用服務與內容創新之發展，需要配合當前
社會需求、行政發展目標及時代與環境之變遷，進行組織重組及流程再造等

行政革新工作，重新釐訂各項政府職能之政策目標與工作方向，據以調整機

構及執掌工作，並可規劃簡併層級及流程，落實分權授權之管理方式，建立

權力及知識分享的「學習型組織」，方能促使政府之 ICT應用能真正地落實
及能發揮更大的效益。 

 

三、當前我國政府所推動「電子化政府」及其它 ICT 應用計畫或方案，如僅一

昧地效法私部門般強調 ICT的效率與經濟效用，而未能就「公共哲學」、「政
府的使命及任務」等實質理性層次之命題進行省思，則難保此一新科技之運

用，只會成為強化控制的手段，並加強現存制度的弊病與施政盲點，而無法

達成其促成政府轉型或改善政府能力的目的。 

  

四、本研究證實「電子化政府」計畫或 ICT 應用對於「行政效能」有實際的貢

獻，未來政府可藉由 ICT 應用服務及內容之創新，賡續帶動行政效能的提

昇。惟推動「電子化政府」發展計畫或方案，除導入 ICT 並將資訊系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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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政府實務活動外，更重要的工作是進行「行政革新」工作及推動政府之

實質轉型。其策略應為：於當代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系絡中，重新界

定國家於「資訊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需扮演的角色，重新釐訂其於新時代的

使命及施政方向，以因應時代的挑戰。 

 
五、從各國電子化政府發展及演進的歷程中，本研究建議往後我國所推動之「電

子化政府」之發展目標，應從「自動化應用」提升到「資訊化應用」，及致

力於發展「知識型政府」(knowledge-based governance)。ICT之應用不只具

有「自動化應用」之面向，尚能進行「資訊化/智慧化應用」；此即藉由 ICT

強大的資料儲存及分類能力，有效地將資料轉換成有意義的資訊(知識或智

慧)，並可由使用者加以運用創造出附加價值，與藉由 ICT之便捷通訊能力，
以協助知識之分享與創造。 

 
六、從各種文獻及貿易局受訪者之經驗可知，「知識管理」實涉及組織文化與人

的工作習慣之改變，然而目前大多數所推動之知識管理，本末倒置地僅將

ICT 或資訊系統建置及導入作為強調重點，而忽略文化及習慣因素之重要
性，並試圖使用資訊管理工具與技術來建構知識管理系統；然而就分享資訊

與知識而言，知識管理與資訊管理兩者使用著不同的觀念、方法，與工具。

未來應結合人性因素與科技設施，建構出足夠的學習能量，進而產生出足夠

的知識，並加以有效運用。 

 

七、綜合本研究之各項發現可知，ICT需透過人為之應用方能對於組織之效能產

生影響。此一結果與 2003 年 5 月之「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 N. Carr撰寫一篇”IT Doesn’t Matter”之主張相仿，渠主張企業不

能再透過 ICT 取得競爭優勢，他論證當前 ICT 的威力及獨特性業已銷弱，

未來 ICT 投資及管理將會巨幅改變，因為 ICT 本身並無法創發競爭優勢，

惟有能善用 ICT 之管理及創新能力，方能創造組織之競爭優勢。(Carr, 

2003:49)；此一見解對於消解當前視科技為現代化之「象徵」與「科技決定

論」之謎思(myth)有所助益，ICT如未由人使用及發展應用服務與內容之創

新活動，則組織無法藉由 ICT 之導入而逕自產生競爭優勢或提昇生產力，

故未來推動政府部門 ICT 應用的重點應為加強研發資訊應用服務及內容之
創新及使用上之推廣。  

 

八、綜合本研究之發現，未來政府部門之 ICT 應用之願景，應從以 ICT 進行內
部管理及業務處理之「電子化政府」，提升到具有與公民連結之「電子治理」

應用發展階段，藉由 ICT 應用之發展及創新，增加政策過程之利害關係人
各造對話與溝通之機會以及公民參與，以促成新治理形式之出現；惟政府部

門 ICT應用發展之轉型，往往受制於行政制度及文化之羈絆，故如欲使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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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其為人們所期盼之改善民主生活的潛力，仍須視其他配合因素的改變，

如行政人員之資訊素養及互動習慣，以及資訊系統反饋機制之運用等，或者

組織提供之誘因結構與偏好等，方能在政策過程中，促使公部門善用 ICT
達成與公眾更佳連結的目標。 

 

九、未來公部門應重視關於 ICT 應用服務與內容之創新與研發，並需考量不同

類型服務對象之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管道及措施，以推動 ICT 應用之

普及與發展。此外，因各機關係提供一致性之 ICT 應用服務及內容，未能

針對不同服務對象之多元需求，提出有效的 ICT 應用推廣及服務策略，以

至於 ICT 應用服務及內容之接受率及使用程度受限，未能充分發揮其預期
之效能。 

 

十、目前政府機關內之 ICT 應用係以內部管理及公務處理為主，而其他組織活

動之 ICT 應用服務和內容則相對有限，則員工自身因 ICT 應用獲致之利益

有限，故造成組織成員無法願意完全支持或配合 ICT 應用服務及內容之發

展；ICT應用應避免只為追求滿足組織之目標與需求，亦應考量滿足組織成

員之社會 —心理系統與個人成長需求，以帶動組織成員接受及使用 ICT 應
用服務及內容的意願；如推動組織成員之互動社群、支援「知識管理」與輔

助個人或組織學習等活動，讓組織成員感受到 ICT應用之利益，以改善 ICT
之使用經驗及認知。 

 

7.2.3本研究對我國「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建議 

 

一、據本研究之發現，政府人員對於 ICT 之認知存有不一致的現象，此係導源
於「世代」之間的差異，因此縮小政府內部人員的「數位落差」，其範圍應

兼顧「資訊素養」及「認知」兩方面，此應為日後推動 ICT 應用發展之重
點工作項目。 

二、政府應規劃建立公部門之資訊倫理與資訊安全文化，以及足以保障人民隱私

之作業守則，俾各部會進行資訊系統與服務之垂直與水平整合後，能有效保

障公民權益與確保資訊安全，不致出現因資料互通而產生更大的資訊安全風

險。 

三、政府應著手規劃「資訊化應用」以提昇其 ICT 應用之層次，從現行以輔助
「內部管理」及「事務階層」為主的「自動化應用」，發展到可支援管理及

決策階層之智慧型應用，俾能有效提昇公共組織之政策品質與管理能力。 

四、檢視「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行政發展意涵，將「電子化政府」之推動與

「政府轉型」及「行政革新」工作相結合，配合資訊時代國家職能及任務之

變遷，進行組織重組與流程再造工作，以發展政府部門之競爭力。 

五、政府應通盤檢討現行以「委外」為原則之政策方向，避免將所有資訊業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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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應用規劃等核心職能委外處理，而須更加重視資訊單位之專業能力及解

決政府內部資訊人員之生涯發展障礙，以培養組織自身的 ICT 應用發展能
力。 

六、配合科技之發展及組織業務之創新，賡續建設及開新一代網路協定(IPv6)之
網路環境，建立資訊安全及使用網路之信賴機制，並擴大建置及開發資料庫

及異動資訊系統等，以及整合 ICT 發展與行政發展之需求，以提昇電子化
政府之應用層級。 

七、為配合資訊社會之進步與發展，政府部門除可將商業領域之 ICT 應用與創
新引入政府部門使用外，亦應採行有效之策略及誘因機制，以助於開發有助

於達成組織任務的應用服務與內容。 

八、政府需在內部人力資源發展及教育訓練活動上，提昇公務人員對 ICT 應用

的熱情與創造力，協助組織成員建立 ICT應用之「願景」及「正面認知」，

以助於開創新型態的線上服務及電子治理；同時，尚需幫助非「N世代」之

人員適應及熟悉 ICT 之作業方式，以及增加資訊管理及創新能力等教育訓

練，以促進 ICT應用之人力資源發展。 
九、為健全「知識型政府」之發展，政府應著手規劃發展公部門資料或資訊流通

與處理之制度性「資訊基礎建設」及「資訊資源管理」措施，以建立配合知

識管理之制度及組織文獻及資訊管理之流程，並提供制度性誘因以供發展

「知識管理」及支援業務知識之創造活動。 

十、需推動滿足員工社會-心理及個人成長需求之 ICT應用，運用 ICT發展員工

互動社群(community)、支援「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推動「數位論壇」
與「線上民主」之意見表達及民主參與機制，以強化社會（包括官僚組織）

的民主發展，促成「職場民主」、「員工參與」及創造資訊分享的組織文化，

以改善員工之 ICT認知與使用經驗。 
十一、 建立「電子化政府」績效或影響之衡量機制，就電子化政府發展之準備

度(readiness)、使用度(intensity)、成熟度(maturity)及影響(impact)建立衡量指

標(OECD, 2000)，定期監測及評估，作為資訊建設及行政發展的政策規劃與
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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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未來研究建議 

雖然本研究業已具體而微地提出影響電子化政府推動及電子化政府對於行

政效能影響之架構，惟仍有部分重要因素本研究未曾探討，但值得未來賡續進行

相關研究，謹提供關於本議題可供繼續深入研究之方向： 

 

一、影響「電子化政府」之其它因素 

 
本研究歸納出四類因素：「科技環境」、「推動措施」、「個人認知」、「資訊素

養」等作為探究影響公共組織中 ICT 應用之變項，惟尚有相關研究顯示，諸如
「員工參與」、「資源」、「回饋機制」、「資訊管理架構」、「外界支持」、「組織結構」、

「組織機能」、「組織文化」、「領導」、「法律系統」、「動機」、「成就」、「組織學習」

等變數，皆與 ICT 應用之演進與發展有關；因此，探討是類因素對於公部門之

ICT應用成型的關聯性與影響力？實為更完整、周延地瞭解 ICT應用及「電子化
政府」的出發點，日後研究或許可以再發展出更全面的架構，涵蓋上述變項及相

關內容以進行更研究。 

 

二、方法論的觀照 

 
關於當代社會中科技的運用與發展之現象，業已成為社會科學所關切的重要

議題，固然目前關於科學及科技應用的研究，深受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的影響頗

深，惟如學術思想巨 J. Habermas所建議研究社會現象的適切方法論，必須整合

詮釋的理解與意識型態的批判，並需對社會制度進行歷史分析的見解，應為社會

科學研究者所重視；同時，如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曾提及「科技的理論」之多元

觀點概念，藉由檢視各種觀點與理論之預設與價值，並將其運用於當代於科技及

其應用的研究，或者將能更有助於掌握當代社會之科技及其應用之豐富意涵，以

及能在各觀點相互參照後，增加對於科技及其應用多樣性之瞭解；換言之，同一

議題或現象，從不同的角度觀察與解釋，往往產生不一樣的洞識與觀點，以及更

易形成對該主題更豐富的認識。 

目前公共行政學界探討「電子化政府」此一新興議題，仍較偏向於 Max 

Horkheimer所謂的「傳統理論」觀點，鮮見對於反省科技主導人類生活以至於影
響公共領域互動方式之反省論述，或有學者認為此類「批判理論」的觀點太過主

觀及偏見，唯撰者建議關於「電子化政府」之研究，除可探討其效益外，尚需對

於科技應用的影響加以反省及評估，以獲致關於將科技應用於人類生活世界的更

完整認識。 

 

三、發展衡量「電子化政府」影響之指標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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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公部門產出之效能本身即難以證實，故有關於 ICT 應用效能之影響評
估與研究，更難以選擇有意義的指標及適當地加以衡量。目前本研究係從「效能」

的角度，探討 ICT 應用對於提昇政策及服務品質的程度；惟如之前所述，根據

學者之研究，「效能」的面向即已達到 30多種，以及尚有「生產力」、「效率」、「績
效」等類似之衡量指標；因此關於公部門「產出」之研究上，尚有許有面向跟題

材值得繼續加以探討。 

再者，衡量電子化政府之效益或影響，除前述之管理學之關切點外，尚可從

其它社會學科關注的焦點，對公共組織「產出」之變化情形加以探討，如：以經

濟學之成本 —效益分析途徑，探討各項交易成本之變動情形；或以政治發展的觀

點，討論有關 ICT 應用對政府透明性及開放性之影響情形；或是以社會學或人

類學的途徑 —探討 ICT應用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影響等角度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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