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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問題陳述 

「資訊通信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1業已廣泛地

運用在當代社會之日常生活中，政府部門亦不例外，並在當代政府推動「資訊

通信科技基礎建設」(ICT infrastructure)之政策考量下，ICT 的開發與應用，業

已成為政府部門之重要管理議題；然而，面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

公共行政學界及實務界，似乎採取被動之因應方式，鮮有學者提出「科技」與

「行政發展」之間關聯性的理論，亦較少進行關於此一關聯性之經驗研究；公

共行政學界在新科技應用與發展過程中，只能伴隨著其他學科(如：管理學、社

會學、政治學)的觀點與步伐起舞，而欠缺發展出具有「公共組織」特性2的 ICT

應用理論與詮釋架構，此一現象的形成，一方面係因公共行政論述向來較少處

理科技應用之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公共行政學界長久以來，欠缺對於自身

學科理論特性與主體性有所堅持及反省，以致在此一時代新局下，只能借取其

他學科所發展的理論與成果，而未能提出具有公共行政意涵的 ICT應用觀點與

論述。 

面對此一窘境，促使研究者認真反省及思考，在以 ICT應用為主要特徵的

資訊社會，公共行政及人文思考的價值與意義究竟為何？乍看之下，公共部門

業已運用 ICT 處理公共事務，改變服務提供之方式以及帶來政府活動的改變，

然而，這些的變化對於公共行政的實質意義為何？對公共行政相關活動之影響

為何？公共行政所採取的「管理」與「制度」性詮釋途徑與「公共組織」之理

論架構，在資訊時代仍然有效嗎？上述這些問題，在「科技決定論」當道的

「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論述中，鮮見將「ICT應用」與「公共行

政發展」加以連結的反思與考慮，「電子化政府」往往僅等同於公部門之「資

訊科技」或「資訊系統」之建置計畫，而非屬於公共行政發展範疇的「公共計

畫」。 

同時，影響「電子化政府」之要素中，除「科技」因素外，尚有其他因素

諸如：「人性」、「制度」、「文化」等，皆可能對於「電子化政府」之規劃

                                                 
1 「資訊通信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之名詞的產生，係當代資訊科
技與通信科技匯流(convergence)的產物，內容為所有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及通信科
技(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之泛稱(OECD, 2000)。 
2 從「方法論」 (methodology)觀之，知識之獲得及其應用與所處之系絡(context)密切關聯；固然
ICT 在本質上可能係中性的工具，然而導入 ICT 及將其應用在管理與公共事務的處理上，即為
具有價值意涵(value-laden)之活動，且「公共組織」本身即具有與「私人/企業組織」不同之獨
特的價值與意義(Denhardt, 1991:13-19 )，故探討 ICT 在公共組織之應用，應查究其實務所處之
之系絡，並發展出具備「公共組織」特性的「電子化政府」之知識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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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有其關鍵性之影響，然而目前「電子化政府」及 ICT應用之相關研究，

多係從「科技決定論」之片面觀點出發，以及較為關注「技術理性」之議題；

相形之下，關於推動電子化政府的終極目標及實質理性之討論，往往遭受忽

視，相關研究亦未深究科技與社會及個人進行互動的方式，以及深入探討推動

「電子化政府」之產出，究竟是得益於「科技」因素所致，或者為其他因素所

誘發？以及受哪些相關因素所影響？ 

基於上述理由，研究者盼能藉由本研究之探索，解答下列各問題： 

一、ICT及其應用與當代社會及公共行政發展的關聯性為何？(第二章) 

二、我國政府所推動之「電子化政府」或 ICT應用之計畫內容為何？其對於政

府機關的行政實務所造成之影響為何？(第三章) 

三、公部門內推動「資訊計劃」(IT program)及運用 ICT處理公務之實際經驗為

何？以及公務人員對於 ICT及其應用的認知與態度為何？(第四章) 

四、「電子化政府」等 ICT應用之主要「促成因素」為何？各項「促成因素」

究竟對政府體系實務活動之「效能」(effectiveness)產生何種影響，其影響

之程度為何？(第五、六章) 

 

1.2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常藉由科技之使用，作為改善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工

具，遂有人將科技的變遷與創新，視為人類救贖的力量與機遇，或認為科技的

應用與創新，將導致人類文明或發展階段的進化；此類闡示科技對於社會演化

影響的論述方式，即為眾所熟知的「科技決定論」與「社會 —科技分析」

(socio-technical analysis)途徑，視科技應用與創新係人類社會得以進步與發展的

主因，故認為「科技」為影響人類命運與社會發展之關鍵因素，將科技導入現

代生活世界中，會無可避免地造成社會實體之變遷以及社會運作的變化3。 

人們驚歎 ICT 成功地創新與發展之際，遂以「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之名，標識現代人類社會的新興發展階段；而在公共事務處理上，人們

樂觀地期盼將 ICT導入社會生活後，即能增進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以及

發展以「電子化政府」等 ICT應用為基礎的「數位治理」(digital governance)型

                                                 
3 關於「科技決定論」的意涵，可參考 2002年 4月發刊之第 176期《當代》，該期主題為介紹
科技史學家 D. Edgerton對於當代科技創新與使用的關係，以及釐清「科技決定論」命題的意涵
與意義，渠認為「科技決定論」論點之一即認為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將決定人類生活的互動模

式與社會關係，即人們所使用的技術決定了社會（方俊育、李尚仁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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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4。在科技樂觀主義者推波助瀾下， ICT 似已成為當代社會啟蒙與解放之寄

託，資訊社會的種種形象和相關隱喻，及其提供種種的承諾，勾起人們無限的

想像空間，期待藉由 ICT 延伸人類能力、突破時空限制及鬆懈現代組織的控

制，以創造更為平等、自由、民主的人類社會型態。 

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將 ICT應用於公共事務活動之中，也成為追求政府轉

型與創造奇蹟的期待與夢想，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的主要形式，尤其表現在各

國皆紛紛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或方案，將大量資源投資在公部門之 ICT建

置上(Heeks& Davis, 1999:22-25)，期能因此觸發政府改革，帶來行政效率及效

能的提昇、更加便民的服務，以及政府與民眾更密切的互動與溝通，進而可能

改變民主政治文化及銷解當前令人詬病的官僚體制，創造更為靈活、效率及民

主的數位治理型態。 

本研究盼能對 ICT應用於公共事務之推動有所助益，藉由確認影響公部門

ICT 應用之主要因素，以及分析「電子化政府」及相關 ICT應用對於行政部門

實務活動之影響情形，盼能掌握推動「電子化政府」之知識及其對於「行政發

展」之意義，據此於日後推動「電子化政府」及相關 ICT應用計劃時，得採取

正確及有效的推動策略，與發展符合「公共性」、「人道」、「民主」、「正

義」及「自由」等價值之民主行政體系。 

有鑑於此，為深入瞭解「電子化政府」及 ICT 應用等相關方案或計畫對

「行政治理」之影響，遂以撰者服務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簡稱國貿

局)」為研究對象，探討該機構執行「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以及 ICT應用之實

施情形與經驗，以瞭解將 ICT運用於公共行政系絡之整體背景與意義；並輔以

問卷調查方式，調查行政人員實際運用 ICT處理公共事務之現象，評估公部門

所推動之「電子化政府」與 ICT應用對「行政效能」之影響。同時，盼能從以

上經驗之分析，獲得對於電子化政府或 ICT應用的第一手經驗與深入的瞭解，

而能對未來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及 ICT應用等相關計畫或方案，提出改進

建議，進而使得公部門 ICT應用之發展能與「行政發展」相結合，促使 ICT為

公共行政所善用。 

 

1.3  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流程 

1.3.1研究途徑與研究設計  

                                                 
4電子(electronic)及數位 (digital)兩詞的差異，以「電子簽章」 (electronic signature)與「數位簽
章」(digital signature)之為例，「電子」一詞所包括的範圍較廣，除包括 ICT 外，尚包括生物科
技等以電子方式進行之活動，如：生物科技電子鑑別方式；而「數位」一詞僅限於運用 ICT 將
符碼轉換為二進位之位元 (bits)形式之活動 (曾德宜，2001)。惟當前各界並未細查而加以混用，
故本研究將此二名詞視之為語意相同之名詞，互相代換或交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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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採取「個案研究」(Case Study)5，藉由整合「質」與「量」之研究

設計與研究方法所進行的經驗研究。在方法論上，「個案研究」視所研究的現

象與系絡為一個統整之體系，須分析從各種來源所蒐集到的資料及訊息，並將

這些結果加以比對及檢證，以評估這些結果的內涵與意義。在實際運用上，將

「質化方法」與「量化方法」相互為用，以獲得多樣性之資料來源與對於所關

注主題背景之透徹瞭解。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及所使用之方法部分說明如次： 

一、關於本研究「研究意識」之產生，係來自研究者期於公部門服務，兼具實

務工作者之身分，並在公職生涯中經歷 ICT導入公部門之轉型過程；且在

業務上因長期負責 ICT應用於商業活動（含：電子商務、資訊安全、網路

法制、資訊社會等）之國際合作推動工作，故對於資訊議題方面較為熟

嫻，亦對公部門 ICT應用有所反省，遂產生研究相關議題之興趣。 

二、本論文之研究設計，係以問題導向之方式，藉由「文獻檢閱法」大量閱讀

文獻資料，逐漸將研究焦點置於影響公部門 ICT應用之相關促成因素，以

及 ICT 應用對公共組織之治理產生的影響，並以「深度訪談法」之方式，

獲得第一手公部門 ICT應用之田野資料及實務經驗，並藉「內容分析」建

立解答相關問題之概念架構；復依各項概念架構及所欲探討之問題，設計

成為問卷，以「問卷調查」方式，對國貿局員工進行調查，經回收問卷後

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概念架構是否成立及探究各變項之間的關係；

之後並加以對照質化分析的結果與經驗，做出結論與建議，完成本研究。 

 

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之研究方法有：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問卷調查法、內容

分析法等方法，茲將其意義及功用茲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一種簡易的探討性研究法，使用既存之資料文件，進行

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及證明(楊國樞等，2000:51)。本研究主要係以「電子

化政府」（公部門 ICT之應用）對「行政治理」（行政實務）能力之影響，為

                                                 
5「個案研究」係一種研究策略，是一種「經驗研究」(empirical inquiry)，適用於在真實的背景
之下，研究當時的現象 (特別是在現象與背景間的界線並不明顯時)。研究者須有所準備，以事
先發展的理論與命題，藉由專注於特定事件或活動的現象與背景，倚賴多重證據的資料來源作

為判斷的依據，結論的前提須以這些不同的資料，能在「交叉檢定」(triangulation)的方式下收
斂並達成相同的結果或方向，因此個案研究法本身是一種非常完整的「全面性研究法」(all-
encompassing method)(R. K. Yin 原著，尚榮安譯，2001:38-41) 



 5

研究重點，故在文獻蒐集上，對於 ICT 應用之社會面議題、「電子/數位化政

府」及「資訊政體」(information polity)等議題之相關著作、碩博士學位論文、

政府出版品、研討會論文及國內外期刊論文與網際網路上可供下載之資料與報

告，進行研讀並加以歸納分析，以掌握其他學者的知識貢獻。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係藉由訪問者與受訪者對談之會話方式，以開放或結構式

之訪談大綱進行對話，藉以分享意義及交換經驗，以獲得豐富的資訊，並能瞭

解受訪者語境及整體意義系絡的研究方式(Patton, 1987:180)。本研究邀請國貿局

及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相關業務的同仁及長官接受一對一式深度訪談。採用此

法，除可瞭解其對於 ICT在公務部門之應用的專業觀點及經驗外，並可直接獲

得作為業務主管或第一線執行人員的實務經驗，對於瞭解執行情形之相關細節

助益頗大。 

三、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為量化的研究方法之一，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之量

化途徑，係以系統性的調查方法及科學性的分析過程，經客觀之統計分析來驗

證概念架構與假設。 

四、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主要係透過非結構性的文件及資料蒐集，進行系統性的分

析過程，藉此歸納出文件或資料內容之涵義，以彙整出與研究目的相關聯的文

本脈絡及模式，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之方式，係藉由搜集國際組織所公

佈關於電子化政府議題之報告或文件、我政府部門(如：行政院研考會)所發布

之政府出版品或報告，以及國貿局所出版刊物及資料等文件，並上網進行資料

查詢及檢索，以瞭解當前政府部門 ICT 應用之推動工作重點及執行狀況；此

外，並將該法運用於前述訪談紀錄之分析與歸納工作。 

 

1.3.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本研究之構思係基於研究者服務於國貿局八年以來，

親身對於政府機關運用 ICT處理公務之經驗與體會，藉由廣泛地蒐集及研讀公

共行政、資訊社會理論、資訊管理等相關領域之中、英文重要著作及期刊或政

府出版品等，進行理論及文獻探討，以及參考國貿局於 Internet 及 Intranet 所公

佈之相關文件及研考報告等資料，進行初步的整理與內容分析。隨之，藉由前

述工作之成果，進行「研究設計」並確立本研究之深度訪談大綱及問卷調查之

研究架構，以進行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等相關工作。之後，將訪談紀錄進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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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分析，歸納出國貿局推動 ICT應用之相關經驗；並將調查結果經由統計分析

加以解釋及說明，經綜合前述質化與量化之研究成果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結

論。 
 

 

 
圖 1-1  本研究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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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要名詞解釋 

 

1.4.1重要名詞解釋  

為確立本論文研究範圍，對於本論文之關鍵概念進行說明，以下茲探討

「電子化政府」、「行政治理」、「資訊通信科技及其應用」、「資訊通信科

技應用之衡量」、「電子化政府之效能」等名詞之界定及其範疇。 

 

一、電子化政府 

公部門導入 ICT主要係深受私部門運用 ICT成功經驗之影響與刺激，遂仿

效企業將 ICT 運用於政府業務之處理 (Bellamy and Taylor, 1998, Heeks, 1999; 

Allen, Juillet, Paquet& Roy, 2001;Caldow, 2002;Joyce, 2002)，從早期之推動「辦

公室自動化」以降，近年來更因為電腦、及網際網路等 ICT之應用發展迅速，

使得辦公室的文書處理、資料管理、郵件、簡報及檔案等文件之製作，皆已朝

向電子化及數位化之形式發展，致使整個政府體系的內部作業體系及向民眾提

供服務之方式，與「前資訊時代」的政府形象大異其趣，推動而充斥電腦及

ICT 應用的「電子化政府」，也成為各國政府促成行政體系「現代化」的主要

象徵與行政革新工作。 

根據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之公共經濟與公共行政署(Division for Public Economic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DPEPA)與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於 2002年所發表

《Benchmarking E-govern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Assessing The Progress of UN 

Member States》報告中，即將「電子化政府」定義為：泛指公共部門所有資訊

通訊科技之平台與應用；同時，該報告係從政府透過「網際網路」與「全球資

訊網」（World Wide Web; WWW）傳輸資訊與提供民眾服務的角度，詮釋「電

子化政府」之意義(DPEPA, 2000:7)。惟此一定義未涉及 ICT 應用對公共行政實

體之實質作用，僅係以 ICT較常應用之通俗印象作出定義，其實並不周延。 

世界銀行(World Bank)則將「電子化政府」6定義為一種增進效率、效能、

「透明性」(transparency)以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的活動： 

 
它乃是透過政府機關所使用的資訊與通訊科技  (例如區域網路、網際網路和行動電腦等)，

使其能夠改善與公民、私人企業和政府其他部門之間的關係。而這些 ICT 的應用能夠達成許多

                                                 
6 世界銀行對於「電子化政府」之界定，係藉由 ICT 應用以策進「行政之發展」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並支援「發展行政」 (Administration for Development)的角度出發，請參見網址
http://www1.worldbank.org/publicsector/egov/defini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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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目標，例如：提升政府為民眾公共服務遞送的品質、促進政府與企業及工業之間的資訊

流通、又民眾可經由網路查詢政府資訊，進而提高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之可行性、或者能使政府

管理更具有行政效率。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以及電腦網路可被用以改善政府機構之回應性與課

責性，因此可避免較多的貪污腐化、並增加政府行政之透明性、提供人民更多的便利服務、又

可降低服務成本，使其政府的稅收逐漸成長。  

 

我國政府部門導入 ICT始於「辦公室自動化」以及「政府業務電腦化」等

計畫；自網際網路等新興 ICT出現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遂自民國八

十六年，推動「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劃」，並於民國九十年發展成為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該方案執行迄今仍未結束。 

依據「政府業務電腦化白皮書」以及當時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魏啟林先生所

撰之「全面推展電子化政府，邁向資訊行政新紀元」乙文中，視政府擬推動之

「電子化政府」之內涵為： 

 
電子化政府將建立互動系統，讓政府資訊及服務更加方便。另，電子化政府也是公

部門建立一個與各界網網相連的資訊網路，將現在的人工及電腦作業轉為數位化及網路化

作業，以便利各界在任何時間、地點都可經由網路查詢政府資訊，即時通信，並且直接在

網路上申辦。簡言之，電子化政府就是化身在網路上來替民眾服務的政府。  

    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 

 
政府機關運用電腦網路系統，以及各種資訊服務設施（包括電腦、網際網路、公用電腦站

等），依機關、企業及民眾方便的時間、地點及方式，提供自動化服務之總體概念。換句

話說，電子化政府是透過電腦網路系統，將政府機關、民眾及資訊串連起來，建立互動系

統，讓政府資訊及服務更加方便，隨時隨地可得。                  

魏啟林，1999:3-11 

 

本文擬採學者 Trauner 之界說，視「電子化政府」為公共部門利用 ICT以

進行公共行政並與公民進行互動(Trauner , 2002)。採用該界說之原因，係參照各

先進國家推動「電子化政府」之任務目標7；「電子化政府」之推動工作，除導

入 ICT或完成資訊系統建置外，尚需規劃公部門之 ICT應用與創新，以促成政

府機關有效地利用 ICT，發展出善治之原則與達成公共政策目標。 

二、行政治理 

                                                 
7 如聯合國(UN)之 Benchmarking e-govern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報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之 Project on the Impact of E-Government：Analysis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APEC高
階電子化政府會議之各國報告、WMRC之 Global E-government Survey 調查結果，Accenture 之
eGovernment Leadership-Realizing the Vision 研究報告等調查研究，率多認為公共部門導入 ICT
只是政府轉型之開端，尚需進行行政結構及治理方式之調整，方能使得 ICT 之潛力與效益得以
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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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governance）8一詞的意涵，可追溯至古拉丁文和古希臘文中的

「領航」（ steering），其原意本指控制、引導或操縱，常與「政府」 

(government)乙詞的意義交互使用，故長期以來「治理」常用於指涉與「國家事

務」相關的憲法或法律執行的問題，或指管理多種利害關係不同的特定機構或

行政單位（Jessop，1998：32）。而在英、美的政治理論中，「政府」則來作

為指稱國家（state）等正式機構及合法之強制權，有時則可意指為「統治」，

即在政府體制下運作以維持公共秩序和促進集體行動之正式的、制度化之過程

（Stoker，1998：17）。 

以往在政治科學相關領域之研究及著作，常以「治理」和「政府」視為同

義辭。L. E. Lynn, C. J. Heinrich, & C. J. Hill指出因為「治理」乙詞常被直覺性

（intuitive）的引用，並未思及最妥善之定義，故導致「治理」的定義是不明確

的，其意涵可能指涉如：組織結構、行政過程、管理判斷、誘因和規則之體

系，或是「行政哲學」，甚或是上述所有意涵之結合；就最廣泛之層面來說，

「治理」的研究關切於治理與政府效能之間的關係，但就公共政策與政策執行

面而言，「治理」則被視為「法規體系」、「行政規章」、「司法規則」，抑

或是限制、規範以及激活政府活動的「實務」(Lynn, Heinrich& Hill, 2000:2-5)。 

近年來新興之「新公共管理」學派9，特別關注「治理」的議題，並提出更

為周延的概念(Rosenau & Czempiel，1992；Kooiman & Vliet，1993；Kickert，

1997； Smouts，1998；Stoker，1998；Jessop，1998)，視「治理」作為公共行

政之「隱喻」，並賦予更廣泛及寬闊之內容與意義，將傳統公共行政視為政府

部門「統治」工具的概念，轉型成為較為寬廣、動態、自組性網絡及能力取向

之「治理」概念(劉坤億，2001:17-19)。 

                                                 
8R. A. W. Rhodes 曾將治理的概念歸納為七種，將治理視為公司治理（Governance as Corporate 
Governance）、將治理視為新公共管理(Governance as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將治理視為
「善治」(Governance as “Good Governance”)、將治理視為國際間的相互依賴（Governance as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將治理視為社會操縱系統（Governance as a Social-Cybernetic 
System）、將治理視為新政治經濟（Governance as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以及將治理視為
網絡（Governance as Networks）(Rhodes，2000)。 
9新公共管理的基本要素有三：一、根源於管理主義或新泰勒主義的理念；二、師法民間企業的

管理實務與技術；三、新公共管理是一種手段，企圖將官僚的、權威的作風及消極民主的政體

的典範，轉換成有效率、回應性及顧客導向的新治理典範（孫本初，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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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重要學者對於「治理」意涵之內容說明 
學者 內容 

Rosenau 
& 
Czempie
l 

「治理」為一系列活動領域的管理機制，其權力來源可能為法律的和

正式規定，惟未必依靠強制性權力來使人民服從。而「治理」與「統
治」並非性質不同，而是範圍上的差異，治理為秩序加上意圖，且並

不侷限於公部門的活動；換言之，治理的概念比「統治」更廣泛。 
Kooima
n & 
Vliet 

治理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不只是傳統的引導、管理、控制或規

範，而且要能夠理解、反應並應用於社會的動態性、複雜性和多樣
性。治理的概念在於所創造的結構或秩序是不能由外部強加的，而是

要多個統治的、互相影響的行為者間的互動。 
Kickert 治理即是複雜網絡的管理，所謂複雜網絡是指包含許多的行動者，諸

如中央與地方的機構、政治與社會上的團體、組織等，行動者間並無

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而是相互依賴與調適。 
Smouts 治理把各種子系統組織於重要的政策網絡中，使之發揮作用，連結正

當性、能力不同的行動者，亦指治理涵蓋參與、談判與協調。尤其是
Smouts所提出治理的四個特徵：（1）治理不是一套規章條例或活動，
而是一個過程；（ 2）治理是以調和為基礎，而非「宰制」
（domination）；（3）治理同時涉及公、私部門的行動者；（4）治理
雖非屬正式的制度，但有賴於持續的互動。 

Stoker 治理是統治方式的新發展，其中的公、私部門之間與內部的界線趨於
模糊。主要提出治理的五個論點：（1）治理意指出自於政府、但不侷
限於政府的一套制度和行動者；（2）治理指出在尋求社會和經濟問題
解答時，界線與責任的模糊處；（3）治理之權力是有賴於集體活動中
相關機構間的關係；（4）治理是行動者自主自治的網絡（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networks）；（5）就治理而言，做好事情的能力並不在
於政府的權力、命令或權威，而是政府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去操縱和

引導。 
Jessop governance 是治理的方法、方式，government 是指負有治理之責的機

構，而 governing則是指治理行為。 
孫本初 「治理」是一種組織結構、一種管理方法、一種決策過程，理想的治

理模式須合於時宜、運作順暢，能夠有效激勵成員共赴事功，最重要
的是，能夠實際體現人民的價值偏好。作為一個社會的必要配置，治

理的終極目的必須達到人民多元的需求，以及解決複雜的公共問題。 
吳瓊恩 「治理」此一概念涉及「公共性」(publicness)，也即是對某一特定問

題或活動結果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其所涉及的那一群人，都可以叫做

「公眾」；換句話說，治理乃處理公眾的問題，亦即個人偏好與集體

行動結果之間的緊張問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綜合以上之說明，本論文所採用之「行政治理」一詞，係以「治理」的意

涵為核心，作為指涉涵蓋政府機關的行政實務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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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通信科技及其應用(含資訊系統) 

「資訊通信科技」(ICT)即日常生活中所常見「資訊科技」及電信、傳播等

「通信科技」的泛稱，如電腦及網際網路等設備，在科技匯流(convergence)之

發展趨勢下，兩者業已併存於同一載體內並兼具彼此之功能，故目前皆泛稱為

「資訊科技」或「資訊通信科技」。「資訊系統」係指相互關聯且一同工作的

單元，用來蒐集或擷取、處理、儲存以及傳播資訊，以解決組織中的決策與管

理之問題(周宣光, 2002:688)；資訊系統可視為由科技或人類所組成的系統，其

得以為人類作為、紙本方式及 ICT之各種可能組合，且 ICT本身並不能作出任

何有意義的事，除非其成為資訊系統的一部份(Heeks, 1999:15) 

依據前述之說明，ICT 僅在其屬於「資訊系統」之一部份時，方能發揮其

功效，而組織中 ICT應用型態，即「資訊系統」在組織中的應用類型，經歸納

資訊管理學者之分類（陳文賢，2002:173-199；周宣光譯，2002:44-54），本文

將資訊系統依其使用的範疇分為兩類，分別為處理事務性工作的應用，以及支

援管理或決策工作之應用。 

一般組織的行政工作，可藉由「異動處理系統」（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s, TPS）、「知識工作系統」（knowledge work systems, KWS）及「辦公

室系統」（office systems）加以處理。「異動處理系統」，係組織內最基礎的

資訊系統，提供操作階層記錄及處理組織日常異動之資料。「知識工作系統」

係輔助知識工作者完成任務的應用。「辦公室系統」，則係作為輔助協調、溝

通等典型辦公室活動之用途，並幫助資料處理人員提高生產力；典型的「辦公

室系統」可處理與管理文件（透過「文書處理」（word processing）、桌上排

版、文件影像和數位建檔）、排程（透過電子行事曆）及溝通（透過電子郵

件、語音郵件或視訊會議）等；「文件影像系統」（ document imaging 

systems）可將文件及影像數位化，以便從電腦存取。 

而組織中的管理及策略階層之工作或任務則可藉由「管理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IS）、「主管支援系統」（ executive 

support systems, ESS）及「決策資源系統」（decision-support systems, DSS）等

系統加以輔助。「管理資訊系統」可提供管理者報表或查詢組織運績效及歷史

資料，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管理階層的規劃、控制及決策之用，通常資料是來自

下層的異動處理系統。MIS 將公司的基本運作做出彙總及報表。由異動處理而

來的資料經由彙總後定期產生報表。「決策資源系統」係來支援組織的管理階

層進行風險評估與判斷，幫助管理者作出獨特、改變快速且事先不易確定的決

策。至於「主管支援系統」則是支援組織的策略階層，可協助進行非結構化的

決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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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化政府」之衡量 

從公共管理的角度面而言，藉由衡量組織中個人工作或計畫之「產出」或

「績效」，將可增進公共計畫的效能、激勵工作者、釐清目標、賦予責任、導

入創新、減少浪費以及增加公眾對於公共計畫之支持度；故美國政府於 1993年

提出「國家績效評估報告」《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NPR》中，特別強調將「衡量」作為使用「規章」、「管制」及「層級控制」

等手段外，能有效強化管理者責任的一個重要作法(Thompson, 2000)；目前，關

於公部門推動「電子化政府」及 ICT應用等相關計畫之評估工作，因未能發展

出適當的衡量及評估方法，以及適合公共組織特性之指標，故對於「電子化政

府」相關之政策評估或績效衡量，僅能對於基礎設施之投入面(input)與立即可

比較之產出面(output)加以評測與分析，較缺乏對於政府運作型態之影響加以探

究(蕭乃沂& 林德芳，2003)。 

有關衡量「電子化政府」及公部門 ICT應用情形的困難之處，除前述適當

之「方法論」與「指標」尚未發展成熟外，另，在執行層面上亦存有諸多技術

問題尚待解決，如：資料項目及其範圍之界定未能統一、各項指標之收集與統

計分析方法尚待摸索，以及 ICT應用之活動未若實體貨品或物體般之容易衡量

與統計，故難以進行嚴謹之分析與評量工作；在前述之情形下，實難以評估公

部門 ICT應用的成效及影響。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理事會(OECD)所出版之《 OEC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look: ICTs, E-commerce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2000》，以電

子商務為例，認為欲探討 ICT應用活動之「成熟度」(maturity)將涉及三種評估

層面之探討，分別是「準備度」(readiness)、「密度」 (intensity)及「影響」

(impact)之衡量(OECD, 2000:77-94)。「準備度」係衡量作為支持 ICT應用活動

之科技、商業及社會基礎建設的完善程度，如：ICT 基礎設施之普及率、法規

環境或國民之網路素養；「密度」係指運用 ICT的程度、數量與性質之特徵，

如：上網人數、線上申辦項目數量、電子公文交換比率等；而「影響」係指

ICT 應用對於包括經濟與社會結構或實務之衝擊與挑戰，如：生產方式改變、

組織轉型、效率的增加、效能的增進等社會互動之議題。由此可見，完整的

ICT應用指標應涵蓋此三面向，其評估的結果方能展現 ICT應用的完整風貌。 

本論文將試圖從公共行政之理論與實務出發，探究我國政府執行「電子化

政府推動計畫」及相關 ICT應用對於「行政效能」所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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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化政府之效能 

目前學界與實務界雖普遍認為「電子化政府」及 ICT應用之推動，將能有

助於政府的改革與創新，並視其為提振公部門績效與促進現代化的關鍵

（Reeder,1998；Allen, Juillet, Paquet& Roy, 2001；Bellamy, 2002）；然而，「效

能」在任何公共組織之系絡中，本身即難以獲得承認或證實(Demchak, Friis, La 

Porte,1998:231)，此一情形之產生係肇因於公共組織目標的曖昧性(ambiguity)、

任務的複雜性以及多元的決策利益結構(Denhardt, 1991:15-19)，遑論將「效能」

與特定之科技變遷連結後加以探討。 

此外，目前理論及實務界對於關於電子化政府之效能的檢視，往往未就

ICT 應用對於組織活動之整體影響進行討論，而僅能就浮面的 ICT基礎設施之

準備度及應用現象加以統計與描述，並侷限於「資訊計畫」成效之分析層次，

以 ICT 擴散之角度探討電子化政府的成效(Bellamy& Taylor, 1998：147-152)，

惟此一方式僅係報導公部門 ICT之使用情況，它並無法深入探究科技變遷對行

政發展的意義與影響；另一種情形，則是逕以「組織效能」為對象，藉以評估

「電子化政府」之效能，惟其難以釐清電子化政府之推動與組織效能之間具有

直接關聯或因果關係之存在。本文認為探討「電子化政府之效能」較為恰當的

方式，應掌握 ICT應用對組織影響之概念，辨識 ICT及其應用所出現或實踐的

特定行為，從而檢視相關行為對於組織達成其功能或任務的影響。  

就「效能」的意義而言，目前係採相對及彈性的論點，認為「效能」需視

該機構內部及外部之「組織因素」及「管理因素」等相關條件而定 (Rainey & 

Steinbauer, 1999)，而做為效能的「判準」(criteria )可達 30 種之多 (Campbell, 

1977)，故將效能的概念發展成普遍可接受之操作型定義有其困難性；並且，目

前各界較少意識到探討「電子化政府」與「行政效能」之間關聯的重要性，因

此，鮮有研究清楚界定「電子化政府」效能的意涵與內容，並往往直接將「組

織效能」(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概念，作為評估電子化政府效能的基準  

(Hinnant & Moon, 2002:7)。 

本文茲依據張潤書對於「效能」的界定：視「效能」為資源運用之後所產

生之結果與能達成目標之程度(張潤書，1989：21)； 並參採吳定之界定：視

「效能」為某項政策或計劃執行後，達成預期目標、結果或影響之程度，亦即

將實際達成之情況與原先之預期水準相互比較，以瞭解政策或計劃是否已產生

所期望之結果或影響（吳定，1997: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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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範圍及限制 

 

1.5.1 研究範圍 

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為「電子化政府」對「行政治理」之影響，業經前述

對於本文所持「電子化政府」及「行政治理」名詞加以界定，可知本研究所定

義的「電子化政府」係指公共部門運用 ICT以進行公共行政事務工作之應用而

言；而「行政治理」係指以「治理」的意涵為核心，作為指涉涵蓋政府機關的

相關行政實務與活動，亦即政府日常行政實務之活動。本研究的主要焦點，係

討論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導入 ICT應用於公共行政活動的政策及實

務，對於行政體系所產生的影響為何？為評估及分析「電子化政府」所出現的

變革，故本研究從行政「效能」之觀點，探討推動「電子化政府」及將 ICT應

用於公部門所產生的改變。 

本研究基於發展具有「在地性」特質之理論，以及實踐/行動性之行政論述

為理想，以我國所推動之 ICT應用計畫或方案為限，就近年來我國政府相關主

政單位所推動之相關 ICT應用計畫加以檢視。同時，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

之研究途徑，選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個案為例，瞭藉政府機關將 ICT導入業

務活動之實務經驗；並將研究之現場及對象限定於位於台北市中正區湖口街一

號之經濟部國貿局局本部及其現職員工(未包括國貿局高雄辦事處及其他目前外

派且曾為國貿局工作之人員)。惟在進行研究及蒐集資料時，因考量國貿局同樣

適用政府全面實施之「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下，尚對於行政院頒定的相關

規範與方案進行探討，同時，也請教負責推動此方案之主政單位主管，藉以瞭

解我政府將 ICT應用於公共行政之政策構想及規劃之整體系絡意義與內涵。 

 

1.5.2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調查對象僅限為國貿局之工作人員，惟國貿局成員的背景相當複

雜，有高普考等考試及格之公務人員、熟嫻外語之派用人員及具有外交人

員類之商務人員等類，故該機關之成員特點與性質，並不一定與其他政府

機關以公務人員為主的單位相同；且因該局之任務，除貿易管理外，尚涉

及我國對外經貿事務之協調與處理等綜合性及整合性之工作，在處理業務

時，需進行之機關間溝通與協調工作較為頻繁，故其成員及組織使用 ICT

之需求及意願較強烈，本研究結果在推論至其他國內政府機關時，應加以

注意此點。 

二、本研究所指涉之「行政治理」，係以組織之動態行政實務為主，以區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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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靜態的「行政單位」(其內涵為組織結構或權力體系等事務)，就前述對

於「行政治理」意義界定之說明可知，雖然「治理」一詞之涵義相當廣泛

且豐富，然而本研究並非欲針對「治理」一詞所蘊含之各項意義進行檢視

及分析，僅籠統地以「行政治理」一詞指涉政府部門的行政事務處理等運

作，故本研究在推論上，不宜涵蓋所有範圍的「治理」意義與活動。 

三、鑒於公部門 ICT應用所產生的影響相當廣泛，遠逾一項研究計劃或一本論

文所能獨力負荷。本研究僅關切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所產生之行政效

能，其他諸如：「效率」、「經濟」及「正義」的影響，均不在本文範圍

內討論；此外，本研究僅從國貿局內部人員的觀點進行瞭解，而非全面從

接受其服務之民眾、業務往來單位，甚或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的聯繫單位

的角度，來評估其「行政效能」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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