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數位落差的影響 
科技的創新已大大的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步調，伴隨著網路快速發展，資訊傳

送與接收不僅更加快速，成本也持續降低，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互動也更加

頻繁。在科技進步的利基下，企業擁有更多機會與更廣大的市場，而政府更是毫

無藉口不提供更有效與更優質的服務。一時間，整個世界充滿了無限的美景，人

類可以期待擁有更美好的未來與更無瑕的生活空間。 
然而，科技的進步究竟真正帶來了無限的利益或是正在擴大不同群體間裂

痕，過去十年來成為學者、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逐漸正視的一個重要議題。事實

上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DD)正是資訊科技與數位化經濟快速發展下的產物。在
知識經濟發展趨勢下，尤其應重視教育、科技技術、科技基礎建設與通訊基礎建

設間的結合(Bertot, 2003)，基礎建設發展不平衡顯然會對人民資訊素養、經濟發展
以及國家競爭力帶來骨牌式的影響。Bridges.org研究發現數位落差代表著機會的消
失，更反映著社會基本素養、貧窮、醫療或其他社會問題存在的議題(Bridges.org, 
2001)。過去10年來，在大家的認知中，只要數位落差存在，經濟的發展、國家競
爭力的提升、人民生活的進步都將受到拖延而遲緩。Wong (2002)的研究指出，當
國家競爭力指數被用來衡量經濟績效時，數位落差的問題將更凸顯其嚴重性。 

1-1.2台灣縮減數位落差現況 
我國在數位化的努力與成果過去十年來在國際間得到相當肯定的口碑，這些

努力由國際著名的衡量指標可獲得驗證。2002年布朗大學電子化政府評比，我國
排名第一(West, 2002)；2001年ISI指數我國排名第10且為亞洲第一(IDC, various 
years)；2002年我國國家競爭力排名為全球第24(IMD, various years)。 
然而這些指標是否意味著數位落差的現象在台灣並不存在？Yu and Wang曾

就至2001年為止台灣國內與國際數位落差現象整理比較，研究發現1.台灣在城鄉
間有相當顯著的數位落差，2.由收入、教育水準所造成的資訊獲益不均情況最為嚴
重，3.台灣在資訊發展的優勢有逐漸落後的現象，值得政府警惕，4.中國與韓國成
為台灣在亞洲地區競爭上最具威脅的國家(Yu and Wang, 2004a)。 
過去十年來政府深知數位落差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E化台灣的努力從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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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最早於1994年NII的發展計畫、1998開始進行提倡電子化政府、2001精簡政
府組織成立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itiative Committee,簡稱NICI小組)，負責協調相關部會，統籌國
家資訊通信建設事宜。主要任務在於擴大 ICT普及率、拓展寬頻建設，促進具附
加價值的資訊服務如遠距教學、電子市集，提升國家電子化準備程度等等。此外”
挑戰2008”與”建設E台灣” 兩項多年度計畫更是將台灣推向全球數位化舞台的重
要方案。政府部會包含研考會、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等以及勞委會

與原住民委員會都是推動這些計劃的主力。”挑戰2008”計劃目標希望在2007年透
過寬頻上網人數能達到 70％；2008 年達到 600 萬戶透過寬頻擷取網路資訊與服
務；電子商務收益更能達到 GDP 的 15％。”建設 E 台灣”中包括電子化政府
(E-Gorvernment)、電子化產業(E-Industry)、數位化社會(E-Society)、與數位化基礎
建設(E-Infrastructure)等等。此外，建設健全的電子化採購、電子市集、電子錢包與
電子化付款架構以協助企業跨入電子商務領域，諸多措施與方案都希望儘量縮減

國內數位落差，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以縮減與國際間差距。 
同樣的問題是：經過這些努力，為何縮減數位落差仍是一個各方不斷探討的

議題？ 為何縮減數位落差的努力無法呈現出明顯的效益？本研究認為，縮減數位
落差本身固然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但政府是否採取了正確的策略、訂有明確的目

標、採取有效的手段、以及合理評估策略的績效等等是真正影響縮減數位落差成

敗的因素，如何將這些因素整合，以完整宏觀的方式檢討才是當務之急。 

1-1.3數位落差研究之缺口 
自從 1995 年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國家通訊與資訊管理局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提出數位落差一詞以
來，有關數位落差如何發生、如何衡量、影響層面與嚴重性以及如何縮減數位落

差的相關議題便不斷的在各個國家、國際組織--諸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 UN)、八
大工業國(G8)、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OECD、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甚至社會輿論間被討論，各國政府與國
際組織或者自行組成研究小組，或者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縮減數位落差議題加以探

討，期以建立一個公平共享數位化所帶來各項利益的社會。 
然而研究顯示縮減數位落差各方努力的成效仍不如預期(Yu and Wang, 

2006)。以前述台灣縮減數位落差的努力來看，研究顯示落差不僅存在於國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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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相比亦有不足。其次2005年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將數
位機會指標應用至經濟發展在各區域居領導地位的40個國家分析，排名結果顯示
前 10名皆為已開發國家，後 10名則皆為開發中國家，排名第一的韓國與排名最
後的印度相比，數位機會相距更達 50％(ITU, 2005)。數位機會透露一個國家人民
不但有設備與環境、更應有機會也有能力使用資訊科技，同時利用資訊科技所獲

得的資訊內容品質是有保障的。DOI 的結果若顯示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間存在如
此大的差異，對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而言，落差若不消減，機會也在不斷流失中。 
由文獻得知數位落差現象的存在對人權、政治、經濟與科技的持續發展都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過去十年形成了各方研究與探討的風潮，而其重要性顯然在短

時間內不會消失，主要原因在於相關研究仍存在著一些缺口待補強： 
1、 數位落差定義太過廣泛，各方對數位落差為何會存在也有不同的觀點，端視主
事者由哪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僅以Bridges.org對數位落差探討的一份報告來
看，便認為基礎建設不足、政府無法提出有效政策、社會機會的消失、甚至於

社會本身貧窮與落後都是導致數位落差存在的原因(Bridges.org, 2001)。若由落
差存在的層面來看，學者們則提出全球落差、社會落差與民主落差三個觀點(盧
建旭, 2003)。然而不管數位落差如何被引述，所影響的議題將包括衡量數位落
差的標準、政府策略與執行方案，因此只要數位落差的觀察層面無法完整，數

位落差的問題將無法有效的縮減。 
2、 數位落差本身就是一個複雜同時不易解決的問題。數位落差不但可以由不同的
角度加以定義與觀察，解決數位落差的方案有時彼此也會有所衝突而造成消長

的現象。以中國大陸而言，由於幅原廣大，資訊科技觸角延伸不易，加強地區

基礎建設可能造成城鄉間更大的差距；而以新加坡來看，ICT產業無法達到相
當規模，使得縮減數位落差政策力不從心(盧建旭, 2003)。如何有一套機制找出
自己國家數位落差現象存在的關鍵點，並拿出有效的方法，仍是目前研究缺乏

的一塊。 
3、 數位落差對社會的衝擊以及解決的方案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都可能不相同，政
府或國際組織應以權變的態度加以應對。已開發國家解決數位落差的方案不可

能全盤移至開發中或未開發的國家(Bridges.org, 2001)，因此各國應有相當的機
制檢視自己的優勢與劣勢，對自己有全盤的瞭解，找出適當的策略與執行方

案。然而，前述數位落差是一個複雜不易解決的問題，若有一套系統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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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架構，將可提供各國借鏡其他國家優勢，彌補自己的不足，而同時又合乎自

己的國情。 
整體而言，數位落差研究至今仍有許多缺口待彌補，例如數位落差現象觀察

不完整、欠缺一個具有全方位評量的架構、縮減數位落差的方案與數位落差現象

間的因果關係並無法提出一個對應的脈絡、如何檢討縮減數位落差策略的執行績

效等等。 

1-1.4策略管理概念興起 
Bridges.org 的報告中指出全球在縮減數位落差上的努力十年來只有增加而無

絲毫怠慢，但這些努力或則失敗，或則成效不彰，歸究其原因在於（1）發展計畫
的失敗，（2）忽略了市場的動力，（3）政府政策的失敗(Bridges.org, 2001)。這些
失敗的原因點出了妥善規劃策略、全面考量績效指標以及落實執行計畫等三方面

的價值。 
要能妥善的發展一個計畫，首先必須以計畫的最終目標以及企業或組織追求

的願景為基石，由此所訂定出的策略才有其實務上可行的價值。Niven (2003)認為
形成策略的過程固然重要，落實策略執行才是真正建立績效的原因，1999年Fortune
雜誌在探討 CEO 失敗的原因中就非常明白的指出並非錯誤的決策迫使 70%的
CEO離開他們的職務，而是這些CEO軟弱的執行力使得再好的策略都無法達到應
有的成效(Charan and Golvin, 1999)。事實上企業與組織愈來愈體會到唯有切切實實
的執行每一個策略，才有可能增加自己在激烈競爭環境中的優勢。近年來，有關

績效衡量與策略管理的議題也從未如此熱門過。 
哈佛教授Robert Kaplan與Nolan Norton Institute的CEO, David Norton所發展的平

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正是以將企業或組織的策略轉成實際行動為主要
目標。BSC的價值主要在於它同時結合了四個觀點、互動且有診斷功能的控制系
統，能準確的提供相關且平衡的資訊給管理者，免除了管理者在遭遇不同情況時

必須選擇不同控制系統的窘境(Mooraj et al., 1999)。 
此外，Kaplan強調BSC並非大家所認為只是績效衡量系統，主要核心在於它對

策略管理系統的機制，這由1996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為題發表的論文可看出。Niven (2002)更
進一步認為BSC不僅是是評量系統、策略管理系統更是最佳的溝通工具，透過BSC
的設計，組織高層可以明確的將願景與目標傳達至基層，使組織成員的行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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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落實組織的策略。 
治理國家與經營企業有許多類似之處。每個企業都有他的獨特性，政策的訂

定與執行必須符合企業獨特的氣質，當企業對如何成功缺乏共識時，也就無法擬

定適當的績效評估指標來追蹤企業的經營成效(Cravens et al., 2000)。以目前各國爭
取將數位落差轉換為數位機會的情形來看，也同樣面臨上述的窘境(Cravens et al., 
2000)，亦即缺乏能配合國家特質與策略的數位落差評比架構與衡量指標。本研究
將構築在BSC核心概念上彌補縮減數落差策略管理之缺失。採用BSC的原因說明如
下： 
1. 在於試圖縮減數位落差策略與數位落差評量之間搭起一座橋樑。BSC的指標究
竟如何發展出來，套用Paul Niven的說法 –“The answer is your strategy”，由此證
明了BSC可作為將策略轉換為行動的基礎架構，使得策略能落實的執行，並有
相當的機制能隨時追蹤檢討策略執行的績效。 

2. 前述提及好的績效衡量系統應該只選取最相關的有限指標，透過BSC架構的逐
步建置與控制，可以減少資訊過載並在有限的衡量指標內達到績效評估的目的

(Arora, 2002)。 
3. BSC除了能改善策略與執行方案績效間的偏差之外，更提供了確定行動方案優
先順序的平台，使得組織成員能確實瞭解方案的執行以及它們的重要性(Mooraj 
et al., 1999)。 

1-2研究目的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包含以下五個方向： 
1. 提出數位落差整體評估架構：探討國內外數位落差評量架構之現況與缺失，
找出縮減數位落差之關鍵成功因素。 

2. 建立以BSC為基礎之數位落差基礎架構：結合平衡計分卡理論探討與數位落
差整體評估架構，決定數位落差在平衡記卡內的策略與績效評估構面。 

3. 建立以BSC為基礎縮減數位落差之策略地圖：確立策略與策略目標間的邏輯
合理性。 

4. 探討縮減數位落差目標與策略、方案與執行績效間之缺口：由缺口模式修正
策略與目標。 



數位落差狀態衡量、策略規劃及績效管理之整合性架構與模式研究 

1-6 

5. 建立以BSC為基礎之數位落差評比架構：將修正後基礎架構建置完整，確立
縮減數位落差之願景、使命、策略、策略目標以及建立以BSC為基礎之數位
落差評量指標。 

1-3研究範圍 

由文獻探討中發現雖然關於數位落差研究的資料相當多，也相當廣泛，但是

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研究並未提供一個完整的檢閱，指標的使用也見仁見智，與

策略之間也沒有緊密的相依關係，策略執行績效更缺乏追蹤的機制。本研究採納

BSC 連結策略與績效的概念，重新思考全方位衡量數位落差的架構，研究範圍規
劃如圖1-1所示。雖然本研究資料之收集以國際間縮減數位落差具相當成效之國家
與國際組織之建議為主，最後結果也期待可應用於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然而本

研究將僅以台灣為例說明研究結果實際應用方式。 

圖1-1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1-4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如圖1-2所示，論文共分八章，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1章 緒論 

說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目的、研究範圍、研究限制、研究 
流程以及本論文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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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主要分為三個方向，首先回顧過去相關研究之貢獻與結論，其次為

相關研究之缺失與不足之分析整理，最後則是理論的探討。由以上三個方向

整理的結論做為本研究建立模型與指標的基礎。 
第3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資料收集方式、分析過程與使用工具。 

第4章 數位落差平衡計分卡架構 
由願景與目標發展縮減數位落差之平衡計分卡架構(DD-BSC framework)，確
立策略架構的構面，進而建立策略地圖，詳細描述策略構面之間的因果關係。 

第5章策略缺口種類與定義 
利用策略缺口分析法找出數位落差平衡計分卡架構中策略缺口種類並加以定

義。 
第6章數位落差與績效評量指標 
以AHP分析數位落差評量準則，驗證評量準則的一致性進而建立評量指標。 

第7章 案例分析-以台灣為例 
利用本研究提出之評量模型，以我國為例進行分析，說明分析結果並提出本

研究之建議。 
第8章 結論與建議 
說明本論文的研究限制、研究結果、實務與學術上的貢獻以及未來應持續探

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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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研究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