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第三章  我國電子化政府推動之演進  

 

3.1 政府部門導入資訊科技之沿革  

近代以來，政府部門導入 ICT 處理公務，係受民間企業運用自動化機械及

導入 ICT 後有效提升績效的成功經驗所影響。企業運用自動化之辦公室科技設
備以節省人力，成功地提高效率以及節省金錢；此一經驗引起政府部門的效法，

遂引進自動化辦公室機械及計算機等便利業務處理的工具；而此一追求將政府部

門發展成為「企業型態」(business-like)的想法與價值觀，仍深深影響今日的公共

行政與政府部門之科技運用。直到近年來，政府部門所推動的 ICT 及資訊系統

之建置方案，以及導入 ICT 於政府事務過程中，仍或多或少地依循著企業之運

作邏輯，作為提昇效率與效能之活動。(Beniger, 1989; Bellamy & Taylor, 1998)。

以下簡述當代 ICT之應用與發展及我國政府部門導入 ICT的背景。 

3.1.1 當代資訊科技之發展與應用 

在西周時期，中國人即已創造出人類最早的計算工具 —算籌，以及用算籌進

行簡單的四則運算，並將其運用在科學發展與日常商業活動中(陳美東等，

1992:122-124)；然而，當代第一部真空管計算機卻是於 1945 年由 John von 

Neumann 所發明出來的。隨著 ICT的發展，從原本只作為科學用途的計算器，
因其具有強大的資訊處理能力，遂逐漸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特別是對於商業活

動產生重大影響。當代企業引用 ICT於商業應用之發展歷程，茲摘要如表 3-1。 

表 3-1 ICT商業應用之發展歷程 

階段 目標 特徵 
1950~1970  減少商務處理的人力需

求。 
1.電腦代替人力作事務性的資料處理。 
2.作業研究與管理科學盛行，以數量方法來解決
管理問題。 

1970初~1980 為經理人與專業從業人

員增加效率與效能。 
1.利用決策支援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高階主
管資訊系統輔助決策。 

2.辦公室自動化：包括區域網路、廣域網路、語
音和電子郵件等工具來追蹤決策效能。 

1980~1990 ICT的策略運用。(使 ICT
的應用成為競爭優勢，

以增加銷售量或市場佔

有率)。 

1.使 ICT的投資與公司的策略目標一致。 
2.跨組織的流程再造與資訊系統。 
3.利用獨占性通訊網路接觸消費者。 

1990末~現在 策略運用 ICT創造市場
商機。 

利用非獨占性通訊網路（例如 Internet）直接接觸
消費者/顧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陳文賢著「資訊管理」(陳文賢，2002：171) 

如前所述，當代將電腦等現代 ICT應用於管理活動起始於 1950年代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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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已對於企業之薪資計算與管理等工作；而自 1970 年代以來，管理資訊系統

(MIS)也已廣泛運用於公、私部門之管理活動；自 1980年代以降，電信及傳播科

技呈現「匯流」之趨勢，以及 ICT及網際網路通信協定(Internet protocol)之發展，
導致全球各地之區域網絡藉由該協定，得以互連結成全球性網絡，以及出現同時

具備「自動化」、「資訊化」及溝通功能的「資訊通信科技」(ICT)，並形成以使

用 ICT為主要生產活動之原料及時代象徵的「資訊化社會」；在資訊化社會下，

ICT及其應用亦成為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進行溝通、協調、管理、決策及資訊

處理之主要科技形式(Zuboff; 1998; Bellamy and Taylor, 1994; Castells, 2000; 

Snellen, 2002)。ICT在管理上之應用歷史如表 3-2 

表 3-2資訊科技在管理上之應用歷史 

年代 用途 
1950年代 電腦應用在科學及軍事上。 
1954年 薪資處理。 
1960年代初 電子資料處理（EDP），現在稱為異動處理系統（TPS）。 
1960年代末 作業研究（OR）盛行，電腦是主要工具。 
1970年代初 管理資訊系統（MIS）。 
1970年代中 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技術(資料庫是 MIS基礎)。 
1980年代初 決策支援系統（DSS）、辦公室自動化（OA）、專家系統（ES）、區域網路

（LANs）、資訊資源管理（IRM）。 
1980年代末 主管資訊系統（EIS）、利用資訊資源創造競爭優勢、策略資訊系統（SIS）、

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1990年代 電子資料交換（EDI）、企業流程再造（BPR）、企業資源規劃（ERP）、知

識管理、供應鏈管理（SCM）、電子商務/電子商業（EC/EB）、顧客關係管
理（CRM）。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陳文賢著「資訊管理」(陳文賢，2002：170) 

 

有鑒於此，各國遂紛紛亦將 ICT 基礎設施之建置與應用，視為國家發展及

提昇國家競爭力主要關鍵，最先從美國開始，由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於 1993

年提出「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簡稱 NII)計畫，成為全球第一個大型之國家

級策略性 ICT 發展計畫，自此之後，各主要國家皆競效法美國之發展策略，極

力推動類似之 ICT 國家級發展計畫，以謀求建構一個以高速寬頻及雙向互動通

信網路為基礎的「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作為該國全面邁入資訊

社會的基礎。從這時起，人類生活對於 ICT 的仰賴，已經鑲嵌在週遭生活之每

一處，這標示著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資訊化的時代」(informational 

society)(Castells, 2000)。 

3.1.2 我國政府部門導入資訊科技之背景 

我國政府部門早於 1960 年代起，即已運用資訊技術處理行政業務，以提高

行政效能，加強為民服務；1981 年「行政院研考會資訊管理處」正式成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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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著我國政府部門在分工上，正式將推動公部門資訊業務作為行政發展之要項；

同時，行政院於次年(1982 年)成立「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以加速我國

公務機關之「辦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 OA)2、「政府業務電腦化」及資

訊工業之發展。 

近年來，各主要國家為推動資訊社會及電子商務之發展，紛紛著手推動「國

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同時，並推動一系列公部門之資訊系統建置或應用
開發的計畫或方案，興起建構電子化政府的意念，作為推動國家現代化發展及行

政革新之主要概念 (Heeks and Davies , 1999:24-26) 。我國為因應資訊時代來臨

之衝擊與挑戰，亦於 1993 年成立跨部會任務編組之「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

案推動小組」（簡稱：NII專案推動小組），負責推動「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推

動方案」。此時，NII 專案推動小組，即已將「建立電子化政府」列為主要推動
工作項目之一，並成立「政府行政暨便民自動化組」之工作分組，研擬政府行政

管理及便民自動化之整體架構及推動策略，當時並推動「政府業務電腦化」工作，

盼能促進政府行政管理及便民服務資訊之流通及加值服務，以及推動跨組織之資

訊流通能加以整合等目標。 

在推動各項「政府業務電腦化」之基礎上，復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於 1997年提出「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劃」，嗣於 2001年提出「電子化

政府推動方案」，作為我國政府部門進一步運用 ICT及發展電子化政府的國家級

計畫。同年，行政院基於「NII專案推動小組」、「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及
「行政院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推動小組」等三小組性質相近，在推動業務上或多

有重疊現象，遂於 2001年 4月 4日行政院第 2728次院會通過，將三小組合併改

名稱為「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英文名稱為「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簡稱 NICI小組)，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兼辦，負
責負責推動規劃及執行「國家資訊發展方案」及協調相關部會，統籌國家資訊通

信建設事宜 (http://www.nici.nat.gov.tw)。 

此外，我國其他國家發展計畫或方案，如：「綠色矽島建設藍圖及相關政策

                                                 
1 「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其主要任務為統籌策訂及推動行政資訊體系之建立與資訊工業之
發展，包括政策性之研究、規劃、審議、及有關機關之配合協調等事項。資推小組召集人係由行

政院長指定之政務委員擔任，相關部會、機關首長為兼任委員，下設「綜合規劃」、「設置審議」、

「資訊工業」、「數據通信」、「人才培育」及「行政」等分組，實際的執行工作則由各部會及省（市）

政府相關主管機構負責。 
2吳定在《公共政策辭典》一書中綜合多位學者之看法，「辦公室自動化」係指應用現代科學管理

知識與技術，透過各種自動化的機器設備，採取整合的方式，迅速有效的處理和應用辦公室的各

類資訊，以增進工作績效與品質的一套運作體系。其內涵非常廣泛，不過通常由六大科技理念所

組成：（一）對數字化資訊從事資料處理；（二）對文字化資訊從事資料處理；（三）對口語化資

訊從事資料處理；（四）對圖表化資訊從事資料處理；（五）對互通化資訊透過通訊網路處理；（六）

對人性化資訊以考慮人性因素處理。主要功能在於提昇工作績效、減少業務的直接投資、提高工

作的有效性、提高工作的成就感等（吳定，1997：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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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行政革新方案」及「知識經濟發展方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2002-2007)」等，皆曾提出有關運用 ICT 處理公務及政府業務資訊化的願
景或構想。以下將就我國政府機關國家型「資訊計畫」之動態歷史過程加以說明。 

 

 

3.2「政府業務電腦化」推動時期 

「政府業務電腦化」工作之推動係指各級行政機關、學校、事業機構等政府

單位，運用電腦、資料庫、及通信網路等現代資訊技術，執行各類公共行政及為

民服務等業務，以提升政府效能。 

3.2.1 推動目標及策略 

我國在 1990 年代起因應國家發展之需要，以及民眾對於提昇政府施政能力
之期許，故藉由推動「行政革新」、「建設亞太營運中心」及「加強社區活動與民

眾參與」等國家發展之政策與方案，以及在公務部門內，推動電腦及資訊系統建

置計畫，運用 ICT支援行政工作，在國家發展整體目標之下，「政府業務電腦化」
之總目標為「提高行政效能，支援國家建設」，並以「提升服務品質」、「提高行

政效率」、「支援政策規劃」及「普及資訊應用」為政策目標，其主要意涵說明如

次(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73-74)： 

一、提升服務品質：隨著各類資訊系統之建立，政府部門借助電腦與通信技術突

破時空限制的作業功能，逐步擴大服務的領域，提供延長服務時間、普及服

務據點及擴大服務區域等創新的服務，以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務，並朝「一

處收件、全程服務」的便民目標邁進。 

二、提高行政效率：政府部門藉由推動資訊系統建置及應用計畫，推動各機關電

子交換等公文處理方式之現代化工作，以及推動基層機關添購資訊軟硬體設

備及網路等資訊化工作。 

三、支援政策規劃：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政府部門可透過資訊系統，與民眾廣泛

的雙向溝通，使民眾了解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施政現況，以增進溝通，凝聚社

會共識。同時，政府部門建立各項國家重要資料庫，推動電子資料流通，並

配合網際網路之發展，推動各機關設置公共資訊服務系統，便利民眾由資訊

網路、電話、傳真機或視訊網路獲取政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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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及資訊應用：政府部門業務電腦化及率先使用各種創新的資訊技術，將可

進一步帶動社會各行各業普及利用資訊。經由行政資訊網路、資料庫的建

立、公文處理電子化及各層級政府機關資訊化及網路相連，將加速政府各部

門之間、政府與社會各部門之間的資訊流通，促進各級政府機關及社會各行

各業實施電腦化，從而擴大行政革新及便民服務的功能和服務對象。 

政府亦體認到推動「政府業務電腦化」，除引進科技及設備外，尚須建立良

好的資訊應用環境，遂擬訂七項策略性措施，分別是：選定並推動國家資訊建設

優先計畫，加速政府及社會各部門電腦化；訂定政府機關資訊處理的共同規範，

促進資訊整合及資源共享；精進資訊設備採購程序及法規，建立更合理的採購作

業環境；結合各界人力及技術資源，協助政府加速推動業務電腦化；統籌建立行

政資訊網路及國家資料庫，擴大資訊交流管道，提供更便捷的資訊服務；健全政

府資訊單位組織，以強化資訊管理功能，推動行政革新與組織現代化；加強資訊

人力培訓，提升各級行政人員的 ICT應用能力。   

3.2.2  執行方式及內容 

一、選定優先計畫逐步推動資訊化之應用 

    1990 年代我國在經濟及社會發展上，業面臨從「開發中國家」轉型為「已

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之衝擊，國家及社會各部門紛紛出現如何提升生

產力及最適化之挑戰，故由政府主導3積極導入新制度及科技以推動國家發展及

社會轉型(王佳煌，2000:42-51)。同時鑑於我國資源有限，在考量整體資源有限
之情形下，政府係採取「漸進途徑」，逐步推動關鍵性資訊系統之建置，由政府

依據：足以加速社會各部門電腦化、足以支援產業發展、足以促進區域發展，以

及足以提供市場帶動關鍵性 ICT 研發之應用計畫，選定數項「國家資訊建設優
先計畫」加以推動。 

    此一政府做為「模範使用者」(model user)之推動策略，將有助於帶動整體社

會 ICT 之應用與發展；同時，該策略在執行上兼具「實用主義」（pragmatism）
的特徵，從中央部會到地方之縣市政府，逐步推動行政業務電腦化之工作，在數

年努力之下，我國政府業務之電腦化在應用範圍及層次、系統功能與普及程度方

面，皆已有具體進展；如，戶政、役政、地政、醫療、工商等大型為民服務資訊

系統，業已推廣至最基層之政府服務單位，提供民眾便捷之服務。 

                                                 
3
根據王佳煌分析，我國 NII 專案計畫之推動，雖名義上係由民間主導，但實際上以我國仍係開
發中國家，必然係由政府扮演帶動需求的角色，因此，政府推動業務電腦化之重點之一，即為以

國家之施政計畫及政府自身進行 ICT之應用，以帶動整體社會對於 ICT 的發展與應用(王佳煌，
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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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並推廣「資訊處理共通規範」 

「資訊處理共通規範」，係指經由具公信力的組織審查通過的資訊與通信相

關技術規格，可提供一個共通而公開的技術基準，供政府機關使用，以促使政府

機關不同電腦系統及網路間，能夠達到互通、可攜及可擴充等特性，並有效運用

ICT提供更好的公眾服務(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83) 。 

政府資訊處理共通規範制定的意義，除了在技術上可以解決老舊之「孑遺系

統」（legacy system）存在之使用問題及建立標準化之共通環境外，在公共行政
之治理活動上，其提供了機構之間資源或資訊共享的基礎架構及強化不同層級政

府之間的網絡能力（capacity of networking），即政府間資訊的交換以及協力合作
變得更加容易。 

三、推動委外服務： 

    我國在推動「政府業務電腦化」之相關工作時，在考量扶植我國資訊產業發

展的政策之下，就資訊業務的工作特性，以及基於 ICT 之快速變遷、各級政府
對於財務及成本之負擔能力等因素，以及為求運用市場的靈活性、藉助民間企業

的創新能力以及分擔風險等考量，明確地將我國推動業務電腦化之政策方向，確

定以「委外服務」原則；故至政府各機關於研議資訊計畫，如須增加人力，應將

委外服務納入人力資源替代方案。 

「政府資訊業務委外服務」係指各機關以全部出資、部分出資、民間自行出

資或民營化等方式，委託廠商提供執行機關業務及服務所需軟體、硬體、通信、

人力、訓練、顧問諮詢、專案管理、設施管理、營運管理、業務推廣及品質保證

等各種資訊資訊服務，其委外範疇可將茲區分為： 

1. 政府一般資訊業務：含設備汰舊換新、程式設計、系統管理、硬體操作、軟體開發、軟

硬體維護、資料庫建置、網路管理、機器操作、機房設施管理、備援服務等例行性工作。 

2. 政府資訊應用業務：具特定功能系統，單一機關可提供或需結合一個以上機關整合運

作，其範圍含整體規劃、流程再造、顧問諮詢、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整合、訓練推廣

等。 

3. 其他適合委外之資訊業務：如客服中心(Core Center) 、軟硬體驗證服務及網路安全服務

等。 

                                                   (行政院研考會，2002：85-86) 

 

於此一委外方式之下，政府之角色與與定位因此將可能需要考慮重新調整，

而私人/企業部門在此一政策下，亦須扮演下列之公共服務媒介及提供者之角色： 



 49 

 

提供傳統的中介服務：基於服務效率之考量，在權責機關的授權下，由民間機構提供特項

目之服務。提供整合的線上服務：雖然政府部門業已推動多項線上服務，然可透過部分私

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將其服務整合於網路上。提供線上加值服務：意即由企業提供政府機

關在合理範圍內無法提供之加值服務，如銀行可提供政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抵減、

租稅優惠等；此外政府基於公平之原則，亦可規劃與民間網站連結。 

                                       (林嘉誠，2003：25-26) 

 

四、促進資訊交換與流通： 

行政機關所擁有之電子資料除供本機關公務使用外，並可提供其他機關作為

施政規劃、決策支援及業務分析等用途。各級機關可以藉由資訊交換之方式，從

其他機關取得推動業務所需之資料，相互交流運用以提升資訊之使用效益，避免

重覆蒐集及建檔所所造成之浪費，並提供社會大眾便利及多樣化的資料查詢檢索

服務，促進政府與民眾之雙向溝通。故在「政府業務電腦化」之推動工作中，要

求各機關應在可行的最大範圍內，經合法程序，提供可資利用的資訊。同時，政

府建置之資料庫，應加強開放，提供各界運用，以促進資訊流通。 

為建立完善之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法制環境，行政院於 84年 2月核定「行
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實施要點」，並函送各級機關查照辦理。依據該要點，行政

院研考會按電子資料流通之「內容」、「通道」及「管理」等三方面擬定推動策略。

在「內容」方面，促請各級機關除法令規定不得提供，或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

機關作業有妨礙或有礙秘密之維護等情形外，將所持有之電子資料對外提供。並

將加速建置公用資料庫；在「通道」方面，則檢討釋出更多電子資料，要求各機

關視作業環境許可，以不同方式對外提供電子資料，並以開放線上查詢可提供目

錄、申請提供、線上傳輸為終極目標。在「管理」方面，要求各機關妥善管理申

請審核、按成本收費及著作權歸屬等事宜，進而建立委託民間業者營運管理電子

資料庫之模式並推廣應用 (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 95-96) 。 

五、健全資訊單位 

我國推動政府業務電腦化的過程中，增加組織對於 ICT 與資訊系統之技術
支援及服務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對於原有之組織架構及分工加以調整，健全政府

資訊單位組織，以強化資訊管理及支援與服務功能。同時，我國政府亦體認到運

用 ICT 推動行政革新與組織現代化之必要性，此即「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改造流
程，重新設計組織架構，重新進行人力資源配置及運用，以提高生產力、推動行

政革新與組織現代化，是今後 ICT在政府部門的應用發展趨勢」(行政院資訊發

展推動小組，19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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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謀能推動各項資訊系統及區域網路之建置工作，以及執行各項為民服務資

訊作業與政府行政管理資訊作業，因此，在行政組織內亟須建立一個維護及管理

之體系，以及安排專業知識的人員，負責資訊服務之規劃、執行及協調等工作，

惟由於當時資訊業務在政府部門是新興的業務，在精簡員額原則之下，各機關大

多依據「行政院所屬機關資訊機構設置要點」，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立臨時性的資

訊單位，致使業務上人力及業務上處理之能力，都有所不足(行政院資訊發展推

動小組，1996: 100-101)。為解決上述問題，行政院於 84年 2月所召開之「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資訊類組織及員額調整檢討案」會議，會中釐定中央部會資訊單位

法制化的政策與方向4，以解決當時的問題。 

六、資訊能力培訓 

政府業務電腦化工作能有效執行，其先決條件之一係公務員應具有資訊應用

相關能力。我國為強化一般行政人員資訊應用能力的深度及廣度，培育公務人員

依其層級、專業性質及業務需要，具備資訊應用相關能力，政府部門推動資訊能

力相關訓練之方向如下： 

1. 加速提升公務人員的資訊素養及應用能力，以提升公務生產力。 

2. 擴大目前資訊教育訓練的層面，充實訓練的課程及內容，精進訓練的方法。 

3. 加強各級主管人員的資訊管理訓練，以利業務電腦化的推廣及資源管理。 

4. 普及培訓地點，增加基層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的訓練機會。  

5. 加強訓練與任用的結合，以發揮訓練成效。 

(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 103-104) 

有關強化行政人員資訊應用能力，行政院於「行政革新方案」中，即已規定

辦理各機關業務電腦化人才培訓及全面辦理公務人員基礎電腦訓練。目前政府機

關資訊之人力培訓規畫，包含各級主管、資訊應用人員及資訊專業人員，其主要

目標係著重於基礎之資訊應用能力為主，並以整合及強化既有訓練機構之功能，

結合各地區內之各項訓練資源之方式，進行公務人員資訊教育訓練。  

    

3.2.3 執行檢討 

依據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編印之「政府業務電腦化報告書（八十五年

                                                 
4該次會議決議如下：一、各部會已核定任務編組且比照一級單位設置之資訊單位，在不增加預

算總員額原則下，循組織修編程序予以法制化；二、各部會設有一級資訊處理機關，不得另設資

訊單位；三、同意各部會所屬一級機關原則視業務需要設置資訊單位；四、各部會所屬二級機關

原則不設資訊單位，由上級機關資訊單位人員支援，惟業務有實際需要者，得循組織修編程序報

院辦理」(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 101-102)。迄今中央部會資訊單位之設置，主要亦係
遵循此一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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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言，政府推動資訊化作業之各項重大資訊計畫，大多能按既定的目標推

動，惟資訊作業之落實建立、系統整合、行政流程之配合改進、相關單位之協調

配合等方面，仍有待加強。在資訊發展的環境方面，例如資訊處理共同規範之推

廣、委外服務作業之推進、採購作業法規之調整及效率之提升、電子資料流通之

促進、資訊組織功能之強化、資訊專業人力及能力之充實及資訊教育訓練之推廣

等，均有待加強推動。 

經檢討各機關資訊作業之推動現況後，該報告發現政府部門推動業務電腦化

相關工作，或多或少面臨下列問題(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238-239)，
亟需加以解決： 

一、規劃及管理：專業人才有待充實；大型系統的開發及專案管理能力及經驗較

為不足；部分單位資訊作業之實施，大多將現有作業自動化而已，對於如何

促進作業流程合理化、簡化書表及創新服務措施等方面，仍待規劃較具前瞻

性的措施；尚需整合各單位之作業流程，以提供民眾便捷的跨機關服務；以

及中央部會建置之系統，未能考慮地方政府之資訊需求及橫向整合問題。 

二、資訊系統整合及資料流通：各機關在不同發展階段系統，其資料及系統難以

整合問題；各機關發展之系統標準不一造成困擾。 

三、資訊單位設置及人力配置：資訊人員大多是以約聘僱方式進用。由於升遷較

無保障，人員常有流動情形，使得經驗無法累積，影響資訊作業之推展；採

委外服務作業方式，部分個案亦因需求及規格訂定較不明確，影響委外開發

之軟體品質。 

四、經費：要進行長期性及後續性的投資。近年來由於政府無法全面支應各機關

各項資訊計畫；政府財政困難，全面配合主管機關規劃之資訊作業編列及分

擔相關經費，形成各機關的困擾；加以 ICT 必須長期的投資，初期的設置
經費及後續的維護管理對地方政府是一項重大的負擔。 

 

    為解決前述問題，「行政院資訊推動小組」所採取的措施有：一、成立大型

軟體評估中心，借重國內外專家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協助各機關進行大型軟體技

術評估，並提供諮詢服務，以加強資訊計畫規劃與管理。二、訂定各部會及所屬

機關資訊單位設置原則，健全資訊單位功能及有效運用人力。三、積極推動委外

服務作業，借助民間業者的資源，協助政府加速推動資訊作業，並鼓勵民間業者

參與及投資相關計畫；同時，有計畫地培訓政府部門專業人才，且鼓勵就現有人

員進行資訊專長轉換訓練，以紓解政府單位資訊專業人力不足問題。四、訂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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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資訊處理共通規範」及各項資訊作業標準，以供各機關參考運用，加強資

訊系統整合及促進資料流通。五、中央部會加強與省市政府溝通協調，以謀共同

配合投資相關經費之外，有關單位亦推動加強民間參與投資政府資訊建設之可行

性及相關措施，希望在提供適當的誘因下，促使民間業者投資政府資訊化專案，

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以協助並加速資訊作業的推展(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1996:239-240)。 

 
 

3.3 「電子化政府」中程計畫及方案推動時期 

長期以來，公部門所推動之政府業務電腦化、便民服務工作，以及提供多項

創新的服務措施，隨著政府部門各項資訊系統之建置工作逐項完成，業已提供公

眾更便捷的服務。惟因為各行政機關在推動業務電腦化時，各自發展之「電腦資

訊系統」(computer-based information system; CBIS)與所提供之服務，未能相聯與

「互運」，故出現加強資訊系統間整合及互聯之需要，以普及資訊流通與共享(紀

國鐘，2001：15-20)；另一方面，則是為因應政治、社會、經濟、科技及文化等
外界環境之迅速變遷與發展，故須在政府業務電腦化工作之既有的基礎上再加速

推動，以全面提升行政效能。 

 

3.3.1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 

為了使政府便民服務工作跨入一個全方位服務的嶄新時代，以及為了進一步

推動及落實「電子化政府」之理想，行政院於 1998年至 2000年期間，推動「電

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5，計畫的目標為（一）建構「電子化／網路

化政府」基礎網路，提供各界便捷的資訊、通信、線上申辦及其他服務。（二）

推廣網際網路的普及應用，推動政府人員上網並使用電子郵遞等基礎服務處理業

務。（三）健全政府資料流通機制，便利民眾查詢利用；促進政府資料加值運用，

帶動資料庫產業發展。（四）增進各機關公文處理效率，推動電子交換作業，提

升政府機關行政效能。（五）整合政府資訊，延伸政府服務據點，延長服務時間，

提供「一處交件、全程服務」。（六）建立可信賴的資訊與通信安全環境，便利政

府資訊作業順利運作，保障民眾權益。 

                                                 
5行政院研考會於 1997年 11月提出「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報奉行政院核定，會
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動政府網際網路骨幹網路、骨幹網路基礎服務、「村村有電腦、里里上網

路」、「課股有信箱、訊息瞬間通」、網際網路行政應用服務（電子公文、電子採購、電子法規、

電子人事、電子計畫管理、電子政府出版品管理）、網際網路便民應用（電子稅務、電子就業、

電子公路監理、電子公共安全、電子工商、電子保健、電子公用力業服務）網際網路電子認證、

網際網路資訊安全稽核、網網相連電子閘門、識別證卡合一等十項重要子計畫。 



 53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在 2000 年底，已大致完成包括如：
建置各級行政單位及村里組織之網路及連線上網環境、建置公務機關電子資料交

換（EDI）環境、運用網際網路提供電子化之業務申辦及服務、建立網路電子認
證機制、推動網路資訊安全稽核、以及推動政府間各部門之資訊系統連線及資訊

整合等相關工作。使得行政機關業已超過半數（十二萬人）以上之公務人員，具

備上網及使用電子郵件和瀏覽器等基礎資訊應用能力，惟有關電子公文交換比

率、流通電子檔案數量、文書減量以及書證謄本減量等目標未能有效達成。 

行政院在 1998年至 2000年期間所實施之「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
畫」，雖有助於政府部門在網際網路與資訊基礎設施建置，及提升政府部門與公

務人員使用網路之普及率，惟對於涉及作業流程與制度變革方面的應用與發展，

仍待加強。其未來工作方向為：（一）政府機關尚待全面普及上網、（二）政府資

訊服務管道尚待擴展、（三）網際網路申辦服務尚待推廣、（四）政府資訊安全管

理尚待落實、（五）政府資訊相關法規尚待檢討、（六）公務人員網路能力尚待加

強、（七）資訊組織與人力尚待有效調整、（八）資訊預算經費尚待擴增。 

3.3.2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 

2001年 4月行政院研考會復賡續研訂「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導入「服務

型政府」的理念，逐步實現政府電子化便民的理念6。同時，賡續加速政府部門

之 ICT 應用與發展，積極推動並落實電子化政府之行政發展工作。根據該方案
之說明：就功能而言，電子化政府是政府機關運用資訊與通信科技形成網網相

連，並透過不同資訊服務設施（包括電話語音、自動提款機、網際網路、公用資

訊站等），對機關、企業及民眾在其方便時間、地點及方式下，提供自動化之服

務；就政府推動業務與政策而言，電子化政府是延續過去業務電腦化、辦公室自

動化及國土資訊系統建置之資訊應用發展，以及作為歷年推動行政革新、政府再

造及綠色矽島等政策中重要之一環，且在「綠色矽島」7施政藍圖之下，電子化

政府與「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以及「產業自動化及電子

化推動方案」相輔相成。 

                                                 
6 依據行政院 2001年 4月核定之方案內容顯示，我國現階段推動電子化政府的主要具體目標為：
建立暢通及安全可信賴的資訊環境；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全面上網；全面實施公文電子交換；一

千五百項政府申辦服務上網(http://www.rdec.gov.tw/home/egov.htm)。 
7 「綠色矽島」係我國第三屆民選總統陳水扁先生於競選期間所提出來之主要政見之一，在 2000
年 5月 20日之就職演說中提到：「當前我們必須立即提昇的是治安改善與環境保護這兩大生活品
質的重要指標 …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相容的平衡點，讓台灣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矽
島」。同年，行政院提出之「綠色矽島願景與推動策略」(草案)中，定義「綠色矽島」之意涵為：
強化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增進社會公義，以開放、創新、競爭的方式，發展知識經濟，透過社

區參與，落實以人文為中心之生活水準與品質之提升，使台灣成為國際間邁向永續發展的楷模

(http://www.stag.gov.tw/stag/silic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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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國電子化政府之願景為：「充分運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提高行政效

能，創新政府的服務，並提昇便民服務品質，支援政府再造，邁向全民智慧型政

府」。其意涵為： 

 
「電子化政府要革新公務員的辦事方法，讓公務處理可以藉助現代資訊及網路通信科技大

幅改造，使得政府服務的組織更為精巧靈活，服務的速度更為加快，時間更為延長，據點

更為普及，選擇更為多樣，成本更為降低」。 

「電子化政府要讓政府機關、企業及社會大眾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透過多種管道

很方便地得到政府的各項服務，包括查詢資訊、申辦等，並且要提供政府創新的服務」。 

「電子化政府要落實政府再造工作，帶領國人邁入全民智慧型政府，成為全球數位化政府

的領先群」。                       （行政院研考會，「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2001:7） 

 

該方案之總體目標為：電子化政府要能支援「效能型政府」、「計畫型政府」、

「競爭性政府」及「團隊化政府」，促使政府轉型，達到政府「服務現代化」、「管

理知識化」的目標。而所欲達成的工作成果為：「建立暢通及安全可信賴的資訊

環境、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全面上網、公文電子交換全面實施、一千五百項政府

申辦服務上網、戶籍地籍謄本全免」；並以「機關網路環境」、「公務人員運用網

路能力」以及「機關資訊應用」等三方面之十項指標，作為評量電子化政府推動

方案之執行績效評核指標8。 

    該方案之實施策略及其內容，經本研究分類及整理後，分析如表 3-3。 

表 3-3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執行策略 

策略 內容 
充實 ICT基礎建設及
網路環境 

1. 發展及升級政府網際服務網路（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 
GSN）。 

2. 加速政府機關全面連線上網，擴大基礎服務功能。 
3. 促進電子認證機制之建置與應用。 
4. 提供更安全、頻寬更大﹑品質更佳的網路環境及電子化政府
發展的良好基礎環境 

5. 促進各機關邁向寬頻（broadband）應用領域。 
提昇資訊應用程度 促進各機關相關業務電腦化持續更廣更深之應用與發展，發揮資

訊系統效能，邁入決策支援，推動知識管理之應用。 
推動政府之資訊應

用系統 
加強推動業務電腦化及辦公室自動化，並優先推動指標性及共同

性較高之應用項目，如電子閘門、電子表單、電子公文等。 

                                                 
8指標之類型有三類：一、機關網路環境指標：行政機關區域網路 (LAN)建置普及率、行政機關
連上網際網路普及率、行政機關全球資訊網站(Web Site)設置普及率；二、公務人員運用網路能
力指標：公務人員使用電子郵遞普及率、公務人員使用瀏覽器普及率；三、機關資訊應用指標：

公文電子交換普及率、網路申辦服務、戶籍謄本人工核發減量、地籍謄本人工核發減量、電子表

單應用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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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內容 
發展政府上網服務

應用 
1. 推動政府對企業電子商務應用。 
2. 推動政府機關每年至少提供兩項電子化申辦服務。 

推動政府資訊公開

上網 
1. 配合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提供資料。 
2. 普及行政機關設置全球資訊網及提供線上資料服務。 
3. 推動全國檔案資料化。 
4. 加強保護民眾隱私與權益，強化網站安全管理。 

提供跨組織網路連

線整合服務 
1. 推動跨部門跨業務資訊之整合，以及建置政府資訊流通機
制，如：電子閘門。 

2. 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流通共享，建置階層式系統連接架
構，發揮整合效益。 

3. 各級機關設立資訊長(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機制，有效協
調整合資源。 

4. 整合各級政府資源，排定優先推動次序，分階段建構電子化
政府網站，預計民國九十六年結束前，完成至少 30項跨機關
整合服務。 

推動單一窗口制度 1. 推動政府機關提供多元化、多管道的電子化服務。 
2. 發展建置整合型政府入口網站，提供單一窗口申辦服務。 

縮短數位落差 1. 協調與整合相關機關與民間資源，建置上網據點。 
2. 提供基礎的電腦教育訓練及上網服務。 
3. 配合地方的產業特色，建立專屬網站。 
4. 發展身心障礙族群特殊資訊應用。 

中央與地方政府協

力，發展資訊系統 
1.建置全國一致性、共同性或互通性之行政資訊系統。 
2.建立中央與地方之夥伴關係，訂定明確之互動合作機制。 
3.設定資料建立之相關標準規範。 

政府資訊業務外包
(Outsourcing) 

1. 檢討政府機關資訊組織與人力架構。 
2. 加強推動資訊委外服務。 
3. 策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資訊業務委外服務作業參考原則」。 

加強觀念推廣與宣

導 
1. 宣導重視人的價值，尊重人性，及發揮人本精神。 
2. 建立公務人員正確的資訊行為與價值觀。 
3. 建立機關首長及主管階層對 ICT及獲取支持。 

考績及追蹤管考 1. 將公務人員電腦網路應用能力列入平時考核之參考依據。 
2.建立電子化政府服務評量基準(Benchmarking)，選定服務量化
產出指標，運用 ICT工具協助評量。 
3.定期檢討與追蹤電子化政府進展與績效指標達成度。 

教育訓練 1.檢討現行電腦化訓練課程，強化資訊與網路訓練。 
2.善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網路教學及 e-learning。 
3.提升公務員資訊及網路應用能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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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國政府網路基礎建設 

 

如前所述，政府業已推動電子化政府等相關計畫，盼藉由 ICT 及系統之建
置與應用，以提供各項便捷、豐富多元、即時的資訊，創新政府服務流程，加強

與民眾溝通互動，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施政決策品質。而推動「國家資訊基礎建

設」(National Informational Infrastructure; NII)業已成為先進國家推動國家發展之
重要策略，其中政府部門之資訊基礎建設，亦已成為行政革新、政府改造及提升

公務部門績效的主要手段。以下擬簡述我國政府網路基礎建設之概況。 

3.4.1政府網際服務網 (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 GSN) 

「政府網際服務網」(GSN)是目前提供我國各級政府機關公務資訊連接上網

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 ISP)，除了提供全國骨幹

寬頻電路基礎網路建設外，同時亦提供下列多項基礎應用服務(如圖 3-1)： 

1. 專線固接連線服務( Leased Line)：提供各機關利用的數據專線以固接間
接上網，同時也對固接機關提供電路網路管理及流量監控服務。 

2. 非對稱數位式用戶迴路連線服務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DSL)。 

3. 網域名稱服務(Domain Name Service)：目前 GSN維運單位免費提供各

政府機關中、英文政府網域名稱（.GOV.TW 及政府.TW）註冊、政府

網域名稱伺服器(DNS)指定網址(IP Address) 與網域名稱(Domain Name)

相互轉換的服務等，方便政府機關或網路使用者以有意義的名稱來辨識

及存取網站。 

4. 虛擬專用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 VPN)服務：自 2001年 10月

起提供，主要的應用在於建置機關內部網路(Intranet)及跨機關外部網路

(Extranet)。 

5. 建立各機關內部網路(GSN Intranet)：針對各機關建立內部網路，以達政

府機關(構)及單位內部網路互連之目的。 

6. 跨機關外部網路(GSN Extranet)：針對專屬應用建立跨機關外部網路，

以達到不同政府機關(構)及單位間網路互連之目的。 

7. 撥接連線服務(Modem Dial Up)：提供各機關利用現行的公共交換電話

網路(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PSTN)或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ISDN)，以撥接方式連接至 GSN撥

接伺服器上網。 

8. 電子信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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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虛擬電子郵遞主機服務(Virtual Email Hosting Service)：共用完善的基礎

設施（機房、空調、門禁系統）、維運人員、軟硬體設備與網路頻寬。 

10. 虛擬全球資訊網主機服務(Virtual Web Hosting Service)：共用完善的基

礎設施（機房、空調、門禁系統）、維運人員、軟硬體設備與網路頻寬，

在一部全球資訊網主機上，邏輯上提供多部虛擬全球資訊網網站。 

11. 檔案傳送服務(File Transfer Service)：提供 GSN用戶與遠端檔案傳送伺

服器(ftp.gsn.gov.tw) ，進行檔案傳送工作，主要用於網頁新增與更新及

共用檔案之傳送。 

12. 多點視訊會議服務(Multi-point Video Teleconferencing：GSN用戶只要自

備視訊會議系統相關設備與足夠的網路頻寬，即可透過 H.323 IP 方式

或 ISDN 連線，以 H.320 方式連到 GSN 機房多點控制器(MCU)，與其

他機關進行視訊會議。 

13. 用戶設備代管(Co-Location)：GSN 自 2001年 9月起設置一獨立空間，

作為 GSN 資料中心，供放置伺服器、網站或其他設備。藉此提供各政

府機關免費的用戶設備代管服務。 

14. 討論區(Forum)：GSN自 2001年 12月起建置開放型及封閉型兩類討論

區。該討論區服務有別於一般網站的討論區服務，結合目錄服務多層級

管理結構，提供分群分層授權的系統安全機制，完全符合實際公務作

業，也具備了政府機關與特定族群（如研考、主計、教育等）的分界特

性。 

15. 電子公布欄(Broadcast)：GSN依據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手冊有關公文電子

交換第三類機制－刊登電子公布欄之相關作業規範及處理原則，建置全

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作業系統，提供全國各機關電子公布欄服務。 

16. 網路電話(VoIP)：自 2001 年 12 月起建立 GSN 內部網路電話，提供政

府機關內部與遠端轄屬單位透過數據網路從事語音通信。 

17. 目錄服務(Directory Service)：GSN 自 2001 年 12 月起以目錄伺服軟體

Directory Server管理使用者資訊，架構整體政府目錄服務，提供單一介

面的網路化登錄，使應用系統可以分享包括用戶、群組以及系統參數資

料，並支援 LDAP目錄存取協定標準(符合 RFC 1778、RFC 2251標準)，

配合討論區、電子公布欄及網路電話等相關服務使用。亦可存放公鑰憑

證，進行網路身分認證，擴大電子化政府各項系統應用，成為一個安全

而集中的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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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政府網際服務網之整體架構 

資料來源：2002網際網路應用及發展年鑑(經濟部工業局，2003) 
 

3.4.2  政府網路及資訊安全相關機制 

一、電子認證管理機制 

    為能確保網路上資料與信息之安全性與完整性，避免在傳輸時遭到偽造、竄

改及竊取，並能鑑識發送訊息者之身分，故建置網路上的電子認證管理機制，遂

成為推動網路及資訊應用重要工作之一；目前在資訊認證技術上，除一般識別通

行碼安全管制，尚有數位(密碼)簽章、指紋及眼球虹膜等辨識之應用(何全德，

1999；宋餘俠，2002；曾德宜，2002) 。 我國電子簽章法自 2001年立法通過，
賦予電子簽章等同於書面簽名之效力，提供關於電子認證方式及藉由電子信息達

成意思表示之法律效力，使得網路及資訊應用，得到進一步之發展空間。 

我國為推動電子化政府，提供安全及可信賴的網路申辦服務，並確保在網路

上可辨識使用者的身分、防止身分被偽造、冒用、保護網路傳輸資料的私密性及

防止網路通信及交易的雙方事後否認有收發資料的事實，行政院研考會於 1998

年 2 月委託中華電信公司建置「政府憑證管理中心」(Governmen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GCA)，提供電子認證服務；電子化政府電子認證架構分為「政府公開

金鑰基礎建設」(Government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GPKI)及「政府授權管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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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Government Privilege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GPMI)，分別提供公鑰
憑證（身分憑證）服務及屬性憑證（資格憑證）服務，以達到憑證應用之完整性

及多樣性。「政府憑證管理中心」(GCA)於 2002 年 6 月底前已簽發 40 萬餘張憑
證，供網路報稅、公文電子交換、電子支付、電子公路監理等業務使用。  

二、 資訊通信安全機制 

行政院研考會於 1999年即參照 ISO17799/BS7799之安全標準9，制定「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

範」，作為各機關保障及維護資訊安全之準則，惟因各機關人員及經費不足，故

推動之成效有限；為謀通盤強化我國國家資通安全，行政院於 2001 年 1月核定
「建立我國資通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計畫」，並成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由行

政院院長與副院長分別擔任正、副召集人。會報下設標準、稽核服務、資訊蒐集、

網路犯罪、技術服務、危機通報及國家資通安全應變中心等七個工作組，負責整

合有關部會的資源，推動我國國家資通安全基礎建設工作；此一國家層級的資通

安全指揮機制，藉由建立完整的資通安全通報途徑與預警系統，蒐集資通安全資

訊並加以研析，以因應緊急狀況及避免重大危害之產生；該計畫並將推動政府部

門之資訊安全，視為重要工作項目，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統籌公部門之資訊安全

機制之發展規劃。 

當前政府部門之資通安全的工作重點為防護重要資訊基礎建設以及建立事

件緊急應變作業，主要為要求各機關（機構）建立事前安全防護、事中預警應變、

事後復原鑑識等機制；並為確保機關組織功能正常運作，依據組織風險評估界

定，針對遭遇內部危安（如人為破壞）、外力入侵（如病毒感染、駭客攻擊、非

法入侵）、天然災害或重大突發（如水災、火災、地震、資通訊網路系統骨幹中

斷）等事件，訂定有關資通安全危機通報緊急應變計畫暨處置復原作業程序；同

時藉由事先律定之相關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對策、回復計畫等措施及定期演練，

以建立緊急應變能量(何全德，2003)。 

 

3.5 推動電子化政府之行政措施 

 

為支援國家發展之現代化目標，推動政府現代化以達成如：提升服務品質、

提高行政效率、支援政策規劃以及普及資訊應用等目標，除導入 ICT 應用於政

                                                 
9 ISO17799/BS7799係為國際上所普遍接受的資訊安全管理實務之標準，最早係於九十年代中期
制定，1999年 5月進行修訂增加關於「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之內容，詳情可參見 http://www.securityaudito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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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日常業務之處理外，行政部門本身亦須進行「行政發展」或「行政革新」

（administrative reform），方能回應資訊社會之挑戰及民眾之需求與期待(Ballamy 

& Taylor,1994;江明修、曾德宜,2000)。 

3.5.1 建立資訊長機制及資通安全處理小組 

   為強化各機關之資訊化工作之推動，以因應推動電子化政府及相關資訊應用

之發展，行政院於 2002年 12月核定之「行政院所屬機關資訊組織及人員設置參
考原則」內就有關各單位資訊單位之組織及人員設置，明確訂定各部會暨所屬各

級行政機關資訊發展業務，除由專責資訊單位或人力負責外，應建立資訊長

(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機制，由機關副首長及熟悉資訊應用之高階人員

擔任，以有效協調業務資訊資源，統籌推動業務流程改造、法規鬆綁，應用 ICT
達成行政效能提昇。此外，「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機制計畫」計畫推動於政府重要

機關內成立「資通安全處理小組」，設召集人、總幹事及安全預防分組、危機處

理分組及稽核分組等三項作業分組，負責安全單位本身及所屬單位之資安防護、

通報及資安處理等事務。 

  3.5.2推動「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管考機制 

現行我國政府業務分工上，係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職司「電子

化政府」之推動權責；故「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會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研商訂定，報院核定後實施。依據該方案各項具

體措施內容及分工，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每年參酌最新發展趨勢，

統籌規劃協調由各主管機關配合年度研提「中程計畫」、「年度施政計畫」或「先

期計畫」報院核定後實施；該方案輔助措施可分成兩類，分別為「配合措施」及

「評估與管考」措施，茲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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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措施：如表 3-4。 

表 3-4 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之配合措施表 
項目 內容 

健全資訊組織與

人力 
培育資訊應用及發展規劃之專業資訊人力、檢討整體委外實施辦

法、建立有利於資訊應用發展的組織環境。 
建立中央地方之

調推動機制 
訂定明確之分工並建立良好的互動合作機制，促進針對具有全國一

致性、共同性或互通性之相關應用系統整合。 
調整資訊計畫預

算審議制度 
政府各機關資訊發展計畫必須依據本方案策訂優先次序，計畫審議

與預算核列檢討、調整改進。 
加強電子化政府

推動宣導工作 
擬訂年度推廣宣導計畫，必要時成立「電子化政府服務團」，以宣導

電子化政府之規劃及推動執行情形。 
作業流程再造，推

動業務簡化 
推動業務及流程簡化及標準作業程序、簡化表單應用及填表需求、

以及評估人力運用及權責劃分之合理性。 
編訂電子化政府

報告書 
定期出版電子化政府報告書，說明電子化政府規劃與推動情形，並

可作為政府機關檢討改進依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1：28-29) 

 

二、評估與考核措施：如表 3-5。 

    於每一年度結束前，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就本方案各分項計畫

執行績效進行檢討，對優先或後續推動項目做必要之擴增或簡併；三年半後應作

出總檢討。並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依照本方案績效評估指標，將各

計畫項目列入追蹤管制，結合運用既有相關考核措施，落實管考。 

 
表 3-5 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行政管制措施表 
考 核 措 施 實施週期 主辦機關 

1.自行列管作業 定期 各機關 

2.部會列管 定期 各機關 

3.由院列管作業 定期 行政院研考會 

4.公文績效考核 每季 行政院研考會 

5.電腦作業效率查核 每年一次 行政院主計處 

6.台閩地區電腦應用調查 每年一次 行政院主計處 

7.為民服務考核 每年一次 行政院研考會 

8.政府機關資訊及網路應用評鑑 每年一次 行政院研考會 

9.民眾滿意度調查 每年二次 行政院研考會 

10.公務人員滿意度調查 每年二次 行政院研考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2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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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推動組織及資訊處理流程再造 

故我國於 1993年推展之「行政革新方案」中，即已將運用 ICT突破傳統作
法列為推動重點，期能大幅提升行政效率，以創新之觀念與作法，提供民眾更快

速、更新穎及更正確的服務(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 103-107)。而且。
我國在推動政府業務電腦化過程中，除資訊系統之建置與運用外，亦涉及組織結

構或流程調整之行政發展或行政改革的活動。 

隨著資訊與通信網路科技的普及與結合運用，傳統的組織設計及部門分工原

則已受到相當程度的挑戰。近年來各主要先進國家已逐漸參酌民營企業組織重整

及企業流程改造的理念與作法，推動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之行政

革新活動(Osborne & Gaebler,1992)，該運動之其特徵主要為參酌企業家精神，強
調從民眾需求的觀點來調整、重建、裁併、增設政府組織及改造為民服務流程。

如今推動政府行政革新活動，可藉由資訊與通信科技之結合應用，提供了政府機

關打破傳統功能式組織設計的契機，使政府部門可以從服務民眾的觀點，重新調

整、設計行政組織及行政流程(Muid,1994；Heeks & Davis, 1992)。 

目前政府部門資訊作業多屬各自為政之型態，仍受限於傳統組織架構及作業

分工，基本上多為功能別及地區別的服務，故政府部門整體之資訊作業的效能仍

僅發揮局部性的功效(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故政府為充分發揮資訊
與通信網路科技的效益，刻正參考主要國家的經驗，推動運用資訊與通信網路科

技，以服務民眾的資訊處理流程為中心，重新規劃及調整行政組織的功能及權責

分工，重新設計政府新型態之服務流程，使民眾能夠就近得到迅速、正確、方便、

親和及多元化的服務。例如，從民國八十四年六月起，北、高兩市政府戶役政單

位實施連線作業。這種透過政府機關資訊作業整合，提供民眾「一站到底」(one 

stop)的創新服務，成為政府積極推動的行政革新重點。 

我國政府機關在規劃推動跨組織之連線作業，係以「組織再造」(reengineering)
之途徑，檢討現行業務流程及程序，以推動簡化文書表格及表單之工作，其策略

及進行之方式茲分述如次 (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1996: 113-114) ： 

1. 進行跨組織之業務流程分析，就本身機關和其他業務相關組織之業務輸
出入流程進行通盤分析，並瞭解相互間實施電腦連線作業之可行性。 

2. 依民眾之需求篩選可連線之作業流程，實施連線作業的項目，加以推動
並釐清連線機關之權利義務、試行方式及推廣時程等。 

3. 研修相關規定，建立標準作業步驟。新型態之連線作業需各機關採行一
致的標準與作業方式，係為建立新型態之作業流程，故不僅需訂定標準

化之操作步驟，且須明訂於相關法規以資遵循。 

4. 朝向無紙化工作環境發展：簡化文書表格並減少填表，甚至達到免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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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並且自動化連線作業可減少人工登載之錯誤，亦可以減少文書之

使用，以無紙化之電子公文、資料流通取代以實體方式之文件傳輸。 

 

為求推動電子資料進行跨系統間之流通、交換與共享，以及整合不同業務部

門間之大型行政資訊系統，以求創造跨網之服務綜效，其具體推動情形如下： 

一、推動行政業務資訊流通，整合創新政府服務：行政院研考會推動「電子閘門」

作業機制，使得各機關可以透過連線提供跨轄區、跨機關、跨系統之服務，

並陸續推動戶政、役政、地政、警政治安、貨物通關、電子支付、入出境管

理、建築管理、稅務、法務、工商、公路監理、醫療衛生及全民健保等十三

項主管業務電子閘門系統；同時，不斷增加連結查詢之機關，透過線上查詢

及查驗機制，建立快速的橫向連繫通道及查驗機制，降低各種謄本等書面文

件之使用，達到「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目標。 

二、推動行政事務資訊流通，提昇政府內部作業效率：運用各機關內部之區域網

路或所屬機關之 Intranet，及政府網際網路服務網(GSN)結合電子認證，推動
電子公文交換、電子計劃管理、電子採購、電子政府出版、電子書店、電子

支付、電子主計及電子管考等措施，機關間之公文、計劃、支付與人事等資

料。 

3.5.4  推動為民服務工作自動化 

政府機關為回應民眾對於政府效能提昇的期待，達成「提升服務品質，增進

行政效能」之實現，故為回應民眾之需求，往往優先從與民眾日常活動有關之服

務工作著手，運用 ICT 提供之「 電子化服務傳輸」(electronic service delivery; 

ESD)(Bellamy,2002)。我國對於推動服務工作自動化亦為如此構想，盼能使走進
機關即可獲得豐富資訊；且能在單一機關辦事，隨到隨辦，立等可取；如事涉多

個機關，則可達成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並且可以透過線上方式提供服務，使得

人民與政府洽公可不須走進機關櫃檯辦理。另，推動為民服務自動化，可達成突

破時地，連線申辦、簡化申辦手續、縮短辦理時效、延長服務時間、延伸服務據

點、擴大服務層面以及提供服務等效益，如表 3-6  (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1996: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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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推動為民服務工作自動化 

    策略 進行方式 

推動跨組織線上

申核辦，減少民

眾往返 

1.推動中央與地方政府連線，並將個別機關提供本身責任區內之服
務，轉化為同體系機關聯合提供跨組織之連線服務。 

2.蒐集、整理各機關共同使用之人口、土地、理財、保健等基礎資訊，
並建立電子資料檔，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之下，推動跨機關

連線為民服務。 
整合行政資訊連

線作業，更新服

務流程 

各級政府機關即可進行規劃上述基礎系統間、基礎系統與其他提供為

民服務系統間之可能連線作業項目，以持續擴增創新便民服務範圍，

提供民眾「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便民服務。 
加強地方政府參

與規劃，提升執

行成效 

由中央到地方各級相關機關進行研討後自行選定項目，以實務上之可

行性為考量，配合政策邁向既定目標；至於在執行階段，因實施自動

化作業之執行地點常以逾百計，可採試辦方式，先由若干基層機關實

際試作，經成效評估後全面推動。 
建立政府民眾互

動網路，加強雙

向溝通 

增用電腦化之資訊服務或有線電視網路，提供如語音答詢、傳真回傳、

電子布告、網際網路資訊等即時服務，另可經由廣設政府機關電子郵

遞、電子論壇應用與服務，以開放方式快速蒐集民眾對政府各項施政

規劃之意見，建立一雙向多元化溝通互動網路。 
結合民間資源共

同推動，加速提

供服務 

為因應民眾迫切需要，可結合民間資源，協助政府加速普及各項自動

化服務。在執行推動上，結合民間資源之重要考量點有二，其一為採

開放式規劃，邀請民間團體參與，其二為透過團體組織進行，各機關

可與眾多的民間業者同時溝通，以妥善規劃建立民間業者公平參與之

環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依循上述之策略，希望跨越機關藩籬，提供民眾質量俱佳之網路申辦服務環

境，其具體推行之措施如下： 

1. 提供網路申辦服務：為落實政府便民服務，政府已建置多項網路申辦服
務，如推動網路報繳稅服務、自來水或電力之電子公共事業服務、車路

動態資訊服務、地址遷移通報服務、電子公路監理系統、電子戶政與地

政申辦服務、網際網路就業服務資訊系統、電子環保通報服務系統及點

子法規服務等。 

2. 建置整合型政府入口網站：為推動政府機關多元管道及單一網路窗口之
服務，行政院研考會對各機關宣導採用「民眾申辦案件電子化單一窗口

網路申辦服務子系統」，並連結各機關網站、資訊與服務；並於九十一

年三月建置「我的 e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http://www.gov.tw)，提
供資訊查詢、網路申辦及雙向溝通等服務。 

3. 普及資訊服務：為縮短地理位置偏遠地區民眾及資訊弱勢族群之數位落
差，行政院研考會已建置完成減少數位落差入口網站，並開發電子化政

府入口網偏遠地區網站開發應用平台，輔導偏遠民眾、志工或社團運用

平台建置網站，建立民眾終生學習管道，運用網路教學培訓資訊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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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普設公共資訊服務站，增加上網據點，且發展身心障礙特殊資訊應用

服務，於九十一年底完成無障礙網頁開發標準。 

 

3.5.5 提昇政府資訊運用層次 

    我國長期以來推動「政府業務電腦化」之資訊建設及發展工作，業已使得政

府各機關在處理業務之工作上，普遍使用電腦及網路等相關 ICT，以及各類資訊

系統；自「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實施以來，業已奠定網路化之基
礎，今日，「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賡續網路普及化、資訊公開及線上服務等方

面加強推動。而目前我政府機關無論就機關網路環境指標、公務人員運用網路能

力指標及機關資訊應用指標(如：電子公文交換普及率、網路申辦服務、電子表

單應用之普及率)等，皆已顯示我國政府部門在資訊之使用及應用上，業已日趨
健全與成熟；與全球主要國家相比亦屬相當先進，並獲得國際間眾多有關各國電

子化政府之評鑑機構的肯定（行政院研考會，2002:27-28；61-62）。 

    政府刻正推動資訊系統整合與發展之相關計畫，針對廿項已建置的行政資訊

系統，配合資訊技術之發展，檢討運用成效以擴大資訊之應用效益（行政院研考

會，2002:47-50）；同時，為讓政府各機關之間可以利用開放性之網際網路彼此
交換及查詢資訊，因此必須建置連接網際網路與各大型資料庫資訊系統的「電子

閘門」(Gateway)系統(宋餘俠，2002:298-299)，以及為促進促成跨功能及業務之
系統整合，以真正達成提供「單一窗口」之服務，行政院研考會編訂「電子化政

府共通作業平台規範」作為推動各機關資訊系統整合的基礎架構。 

就政府機關內部管理之應用而言，各機關除繼續推動電子化/網路化及辦公

室自動化等工作外，並加強引進 ICT 處理日常內部管理事務，並對於辦公室內
各項工作流程改造，使得政府機關之內部管理及活動亦能充分現代化，以及運用

ICT 創造更高的工作效率。其執行情形包括：推動「電子表單應用系統」、整合
「人事管理系統」、「主計自動化作業」、「施政計劃管理系統」等，促使公務人員

得以運用網路承辦、批核、查詢公文，革新辦公方法（行政院研考會，

2002:50-52）。 

此外，政府機關亦結合運用「國土資訊系統」10，透過國土資訊系統與相關

資料庫之整合應用，選擇攸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之施政規劃應用系統優先開發，

                                                 
10 「國土資訊系統」(National GIS)之建置，係指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之概念，支援與國土資源有關之規劃與管理活動。由內政部負責召集和協調，推動跨部
會資訊系統之建置及統合計畫。國土資訊系統是行政資訊系統的一環，初步規劃包含九大資料

庫：自然環境基本資料庫、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環境品質資料庫、社會經濟資料庫、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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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舉凡與國土資訊相關之規劃、管理、利用、保育、防災等事務，提供決策支

援及迅速協調九二一重建工作。 

 

3.6  公部門中資訊科技應用之公共行政意涵 

ICT或系統在公部門應用及其所產生的結果與影響，係一複雜的「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過程；一方面公部門之整體系絡框架出其 ICT應用的環境及

社會意義；另一方面，ICT之應用亦對公部門的運作邏輯及能力，產生實質上的

影響 (Bekkers, 1996) 。 

誠如 V. Bekkers所述，ICT並非處於價值與意義真空的環境中，而 ICT之建
置與應用，不僅反映出所處系絡的權力、意義與文化價值等社會安排

(arrangement)，其並將自身深植於此一系絡中，成為維持(maintenance)及再生產

(reproduction)的手段；因此，將 ICT運用於公共事務活動中，不僅為一種新科技

之使用，同時並建構出該科技對於公共事務處理的意涵與隱喻(metaphor)，以及
使用此一科技形式的社會意義。故導入科技應用於公共事務此一事件的本身，應

視為建構該科技之組織與政治意義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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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科技及其應用僅為影響社會及組織變遷眾多複雜的因素之一，而非

主導性力量(King & Kraemer, 1998)，公共行政學界在探討電子化政府及其影響
時，如未能對於科技與社會系絡的互動關係有所體認，則容易本末倒置地誤將科

技之手段視為終極目標，並將陷於追逐時尚科技而迷失自身行動方向的困境(Jun 

& Gross, 1994) 

 

3.6.1 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推動方向之省思  

檢視前面所介紹之「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等所推動之具體措施，主要之方

向係藉由 ICT(ICT)之導入，以提升行政體系之效能、效率及決策品質。其背後

思考邏輯係沿襲「科學管理學派」（scientific management school）所主張「理性

型模」（rational model）11之世界觀，並結合「科技決定論」的觀點，將推動「電

                                                                                                                                            
路資料庫、土地基本資料庫、區域及都市計畫資料庫、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基本地形圖資料庫

等，(林峰田，2000:10)。 
11Robert B. Denhardt歸結「行政的理性型模」（rational model of administration）的意涵為：「在方
法論上，追求以實證(positivist)方式來解釋行政行為，並以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通常是
指效率，作為評估公共組織中組織生活的判準」；Denhardt並認為「理性型模」之思維方式，限
制了人類的理性及知識的獲得途徑，形成理論與實務脫節的問題，並導致公共行政招致懷疑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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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政府」之意涵詮釋為：導入及應用 ICT 取代以紙本之書面方式、直接之人

際互動，以及人類提供服務之傳統方式，改由藉助 ICT 提供電子化、自動化的
管理及服務方式，突破組織實體系絡之限制，增加資料傳輸速度及處理能力，以

增進組織之生產力。 

     

參照未來資訊與網路應用發展趨勢，電子化政府之具體推動措施主要將以「服務效能

提昇」、「辦公效率提昇」及「決策品質提昇」三個主軸，從健全「基礎環境建設」，

加強「資訊應用發展」，普及「資訊流通共享」，推廣「上網應用服務」等四個層面推

動各項具體措施，各項推動措施並顧及政府長期以來推動資訊之延續性與整體性：如

早期推動業務電腦化所需之管理資訊系統（MIS）、推動公文現代化所必備之辦公室自

動化（OA）、以及施政規劃決策所仰賴之國土資訊系統（GIS）等。 

                              （行政院研考會，2001:15） 

此外，我國將推動「電子化政府」工作，定位為行政部門全面性之資訊系統

建置及應用之任務，如表 3-7，著重於導入 ICT與推動政府部門資訊應用之發展，

且將其它政府部門進行之資訊類計畫12納入「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加以推動，

由此可見係以政府之「電子化」作為組織及行政發展之主軸策略。 

表 3-7 「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具體措施 
分類項目 具體措施 

健全電子化政府之

基礎環境措施 
強化政府服務網路骨幹網路服務系統、建立行政機關電子認證及安

全制度、推動研訂法規標準規範、加強普及公務員電子化教育訓練 
加強電腦化之推

廣，提昇資訊應用

層次 

普及各項業務電腦化、加強推動資訊應用的深度與廣度、推動辦公

室自動化、結合運用國土資訊系統，發展施政規劃應用                                                                     

加強資訊流通、共

享與整合應用 
推動行政業務之電子資訊交換與共享、推動內部資訊交換與共享、

推動國土資訊系統(GIS)資料流通共享 
推動政府上網服務

應用發展，普及資

訊服務 

推動政府對企業電子商務應用、推動政府便民服務上網，提供網路

申辦服務、普及資訊服務、縮短數位落差、推動政府資訊上網公開、

推動國土保安上網、加強民意互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雖然，官方在推動以導入 ICT 及其應用為主軸的「電子化政府」計畫中，
不忘提及運用資訊建設之成果，具有：促成政府資訊公開、行政程序透明、強化

民意表達能力、擴大公民參與、促使政府廉潔、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縮短數位落

差等效益，有助於「社會公平」(equity)理想之實現(林嘉誠，2002:32-44)；然而，

                                                                                                                                            
續存在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cy of crisis)(Denhardt, 1993:104, 180-188) 
12 各機關資訊計畫之範圍含括：中央與地方之重要資訊計畫；主管機關之共同性辦公室自動化
軟體發展計畫；提供施政規劃決策應用之資訊計畫；跨機關間資料流通共享計畫；創新之服務

上網計畫；縮短數位落差相關計畫；需跨機關協同辦理之資料上網公開計畫；全國性之公共安

全及民生福祉上網通報計畫；全國性之骨幹網路建設與資訊安全認證及資訊標準、法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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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中，僅以「科技及其應用」之項目，作為評估成效的標

準，而未能以更寬廣的「社會或經濟影響」之項目，作為評估之指標；且相較於

便民服務效率之提昇，對於如何進一步實踐民主價值，並未有較周延之考量，電

子化政府之理念，充滿濃厚之技術理性色彩(林博文、郭耀昌，2000)。 

就國內學者對當前電子化政府實際執行經驗的看法，目前各政府機關 ICT

之應用，主要係運於溝通、文書處理及交換、公佈訊息或提供電子服務等技術性

應用之用途，而未積極運用於組織發展、個人成長或者是改進政策與治理之民主

品質等促成政府實質轉型之用途上（項靖，2000；江明修、曾德宜，2000；李仲

彬、黃朝盟，2001；）。這樣的現象導源於政府首長往往狹隘地視「電子化政府」

僅是將服務移到線上進行，而遺忘如何運用 ICT的潛力，創造競爭優勢(Caldow, 

2002)， 
 

在數位化時代中，政府應發展適應數位時代的新型態之「數位治理」（含決

策、權力分享與協調），視「電子化政府」為發動「政府轉型」及組織文化更新

之契機，將「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之規劃與執行，重新定位於致力「參與」及

促成新治理形式之出現；此外，「治理」適應數位時代的挑戰非僅於 ICT本身，

尚需以嶄新的組織結構及技能、新型態之領導，甚至重新界定任務與目的；以及

擴大及轉化「公 —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關係(Allen, Juillet, Paquet& 

Roy, 2001)。正如，政府內負責推動電子化政府相關計畫之主政者，行政院研考

會主任委員林嘉誠之體認： 

 
創新進步的數位行政文化，並非一蹴可幾，顧客導向型政府的建立，也非瞬間可就。除了

科技之引進及利用外，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從人事制度、領導作為、法規創新、教育訓練等

各個層面配套共同努力，才能讓龐大的公務體系更積極動起來。       (林嘉誠，2001:6) 

 

ICT固然能有助於開啟創造「網路服務新典範」13的契機，惟科技僅係達成

目標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itself)，欲藉由 ICT達成政府實質轉型之終極目標，未

來在規劃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時，應採取更全面的行政革新策略，除引進科技及

管理技術外，更應重視對於政府之「公共哲學」與「公共性」14進行反省，以及

                                                 
13行政院研考會 2003年 2月所出版之「研考」雙月刊，係以「網路服務新典範」為主題，探討
數位科技匯流之下，政府部門應用發展之趨勢。其主要論調係認為在無線、寬頻及web services
技術之創新進展下，加上顧客關係管理(CRM)、資料倉儲、數位內容、知識管理等軟體之開發與
運用，已為「電子化政府」之概念注入全新動力，將啟動政府組織運作、便民服務、民意溝通、

政策制定及行政管理等全面改造契機（林嘉誠，2003）。 
14江明修指出「公共哲學」之探討基點，應從瞭解公共的價值觀及其對於憲法內涵與立國精神的

接受程度著手，而公共哲學對於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主要之影響與衝擊，包括：將使公共行政學

術從注重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轉向發展具有公共關聯性的「公共」社會科學，也會促使公共

行政學者走出學術的象牙塔，促進公民對於與公共事務相關之知識發生興趣，亦影響公共行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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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活動之「制度因素」及「人類因素」的關注，而不應僅侷限於「科技因

素」的考量；故，在推動 ICT 及系統之建置過程中，應同時對於現行政府運作

之行政體制(regime)加以創新與重新設計、重視對於員工的知識分享與創新，發

展出知識型(knowledge-based )及學習型之行政組織體制，否則仍將受制於傳統組

織文化及體制之限制，不僅難以藉由「電子化政府」等 ICT 建置或應用計畫之

推動，達成其所接櫫的「技術理性」 (效率及效能等) 之目標，遑論藉由「電子

化政府」計畫達成政府實質轉型、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以及創造「服務典範」

之「實質理性」目標15。 

 

3.6.2  ICT應用對行政體系之衝擊與影響 

一、互運(interoperability) 

政府發展「資訊處理共通規範」、研擬「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台規範」以

及建立電子閘門等促進資訊系統之互運措施，及發展開放式之資訊系統環境，皆

將有助於公部門內、外資訊之分享與流通，並且將會對於公部門長期以來的韋伯

式之行政文化，有所衝擊與挑戰(Donk & Snellen, 1998; Frissen1999:203)；在傳統
公共行政的原則下，行政機關在各分工領域各司其職，擁有行政裁量權逕自管理

資訊及限制其流向，故因此掌握關鍵性資訊及議程或規則之設定權力，以及壟斷

此一領域之裁量判斷權力，致使本位主義滋生，而建立開放的資訊應用環境，將

有助於解決此類資訊封閉及獨立處理所產生的行政病象(Bellamy, 2002; Snellen, 

2002)；此外，藉由建立公開性的政府資訊作業介面與規格標準、共通的作業平
台，將能促進各組織與系統間互運及資訊交流的基礎，有助於減少溝通及資料交

換之交易成本，促進溝通及資料交換行為之頻率及強度，創造提供整合服務的契

機(Landsbergen & Wolker, 2001)。 

二、委外(outsourcing) 

「委外」(outsourcing)係做為新公共管理所建議採取之「簽約外包」(contract 

                                                                                                                                            
育加強對公共互依、公共學習與公共語言的重視。而所謂「公共性」乃係公民在其日常生活中，

相互主體性地依常識溝通意見，以漸漸獲致共識，進而型塑其對社會實體（reality）的認識，從
而建立彼此信任關係；而長久以來公共行政學術或專業地位依職位受到相當尊重，實可直接歸因

於公共行政忽略了其存在的合理判準與依據－公共性（江明修，1997：41-46）。 
15吳瓊恩於《行政學》一書中指出相對於「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實質理性」
（substantial rationality）允許組織成員質疑其所作所為，然後去做行動上的調整，故「實質理性」
是一種反思的（reflective）與自組織的（self-organizing），鼓勵組織成員去創新、質疑、挑戰其
所作所為，以 Argyris 及 Schon的術語來說，工具理性是一種「單圈學習」（single -loop learning），
而實質理性是一種「雙圈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吳瓊恩，20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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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或 BOT等市場化之策略之一，其源於 80年代時，美、英政府為解決政府效
率不彰及資源有限等問題，而主張引進市場機制及採由政府以外單位執行等策

略，並由市場機能決定公共事務供需問題，其內容與「民營化」(privatization)政
策相仿，藉以民間部門提供更經濟、廉價及符合需求的服務與產出。 

在政策上，目前政府之資訊作業及服務工作係以委外為主，並盼能對於促進

國內資訊服務產業發展有所助益，而公部門亦能以較為經濟及彈性之方式，獲得

ICT應用之相關服務，政府並於 1998 年通過「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資訊業務整體
委外作業實施辦法」實行至今；然而，「委外」並非完全有利無弊，依據以色列

學者 A. Peled之研究，委外亦將滋生其他的問題，如廠商及業界顧問追求營利之
目標過於公益考量、政府單位內資訊部門抗拒及盡量封鎖資料、瞭解政府資訊工

作的性質優秀人才流失，以及對公民隱私的可能有所侵害與保護等問題(Peled, 

2001)，這些皆應加以重視。 

揆諸我國經驗，相同情形亦有所產生，並成為政府資訊人才流失等影響政府

資訊發展與應用之主要問題，未來政府除將致力提昇政府資訊委外之績效外，尚

須瞭解委外活動之限制，以及設法因應所衍生之問題，並可推動相關配套措施，

如：訂定委外鼓勵辦法，建立委外知識管理分享，並推動及輔導廠商通過軟體品

質之相關評鑑或認證等，以期建立有利之資訊服務之委外環境，以達成結合並善

用民間資源、進而厚植國內發展資訊服務產業之目標。， 

三、資訊公開 

政府目前大力推動多重管道及多種媒體的電子資料提供，並以開放線上查詢

檢索及下載之方式，作為主要便民服務之推動目標。藉由各級機關之資訊公開及

開放民眾取得相關訊息之管道，不僅係政府將公共資源釋出及提供便民之服務，

在對民主政治之發展意涵上，資訊公開能促進政府施政的「透明度」，並有助於

公民瞭解行政規章及程序、政府決策的公開以及獲致資訊的平等機會，形成「合

法與理性權威」（legal and rational authority）的新形式，形成當代治理的正當性

基礎（Bovens &Zouridis, 2002）。 

惟對行政機構而言，資訊公開的理念卻與行政實務及官僚文化互相杆格。在

行政實務上，上級政府要求各機關將所持有的電子資料對外提供，在執行上不僅

對行政人員而言缺乏誘因，也因機關缺乏適當的「資訊基礎設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而出現阻力(Nilsen, 2001)；同時，因為政府間資訊的提供與互通，
會影響人民對於政府保管及掌握敏感性或隱私資料之信任，甚至可能侵蝕立基於

政府部門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之憲政體制。此外，諸如開放委託
民間業者營運管理電子資料庫等措施，在技術上及執行上雖非難事，但對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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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資料庫的安全性及資料流通的安全等級之安全機制，尚有待發展以及須克服

各項風險，故未來政府機關如何發展及提出適當的資訊公開機制，實為資訊化時

代民主政治及行政發展的重要議題(Bellamy,2002)。 

四、資訊單位之角色 

ICT之導入及採用，已成為促成組織結構變遷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因 ICT

將有效降低協調與溝通之「交易成本」(transaction theory)及減少監督及管理之代
理成本，以及具有能突破時間、空間限制進行聯結的網絡能力，因此創造重新安

排組織工作流程之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為支援 ICT 在組織活動中的運用，故

產生新的組織架構之「分化」(differentiation)及整合需求，產生負責技術服務的
正式組織單位或功能，稱為「資訊系統部門」，負責軟硬體維護、資料儲存以及

網路等各項 ICT 基礎建設(周宣光譯，2002:88-89)。對組織整體而言，ICT 及其
應用對於管理的過程、組織的設計及工作場域的文化均有重大影響；故組織職務

中資訊專業人員之比例，以及資訊單位對於組織之重要性，亦將隨著 ICT 應用

的深度與廣度增加，而逐漸強化(Daft,1995:144-147)。 

如前所述，我國行政體系因導入 ICT 而產生重組組織結構之需求，因此進
行健全政府資訊單位相關措施，從技術性、事務性之結構－功能主義觀點

（structure-functionalism），賦予資訊單位法定的地位，就行政組織內部管理及運
作之法制面及正式結構進行調整，並界定資訊單位僅扮演技術及服務支援之角

色；自政府資訊單位之設置問題解決後，雖尚有其他問題，但仍對於提昇資訊單

位之組織人力及業務處理之能力有所助益，而近年來政府所推動的各項 ICT 之
應用及發展計畫能夠順利成功的推動，應歸功於資訊單位之設置與各機關資訊單

位之貢獻16。 

然而，前述健全資訊單位之工作，係解決資訊單位設置之法源問題，固然有

助於 90年代應付 ICT應用於自動化之軟硬體基礎建設的需求，但若人才培養及
專業人員生涯發展等問題，未能獲得妥善之解決，則各機關難以培育具備資訊應

用能力之專才，真正落實資訊化及支援管理與決策之應用，以及藉由資訊化建構

組織策略性優勢的目標。面對資訊社會及資訊化時代，公共組織實應調整組織現

行流程結構，以因應 ICT 普遍應用之需求；並賦予資訊單位更深入地參與策略

規劃，將 ICT 及其應用連結於部會或機構之策略性優勢；以及將資訊系統從操
作階層及自動化服務之提供方面，提昇至運用於管理與決策階層之管理與應用，

以配合新時代之需求，此一工作不啻為進一步地釋出 ICT 對於改善政府運作潛
力之重要關鍵。 

                                                 
16 根據 D. H. Drury & A. Farhoomand 之研究，組織是否能成功導入 ICT，與該組織資訊部門的
因素有密切關聯(Drury & Farhooman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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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力資源發展 

誠如 Karl E. Weick之見解，新科技對於組織的影響，將視人們如何理解此

一新系統之深層心智結構而定(Weick, 1996:561-577)，故有關公務人員資訊素養

的提升，並非僅限於資訊應用之技術能力面向，尚應包括對於 ICT 的認知、價

值及其潛力與限制之瞭解，以及安全之資訊觀念等（何全德，1999）。技術性之

應用訓練僅能提升公務人員電腦或自動化作業之基礎操作技能（skills），而層次

較高之資訊運用能力的培養（如：ICT 之管理及決策支援）、資訊安全及信任的

自覺、以及運用 ICT 開發創新之應用服務等，似非能由訓練之手段所能達成，
往往須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資源發展之承諾，以培育出具備良好資訊素養與適

當能力的文官，故實有必要針對公共行政之相關實務及知識領域，提供該專業領

域之資訊應用課程與教育，與發展管理及決策支援之應用訓練，而非僅提供基礎

之 ICT操作的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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