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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獻回顧 

2-1數位落差定義與規範 

“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一詞自1995年美國商務部的報告提出後便廣被使

用並受到重視。最初的目的是要提醒政府注意到基本電子通訊產品包括電話、電

腦、網際網路在美國國內使用與分配的情況違反了美國通信政策的初衷－「廣泛

服務」(universal service)，它的意涵在於提供完善的基礎建設，使得民眾不分階級

群體都有機會輕易地透過資訊與通訊科技擷取資訊。然而類似的調查與研究延續

多年，報告皆顯示雖然民眾使用數位通訊產品的情況愈來愈普遍，但這種快速發

展的現象卻因種族、城鄉、教育與收入的差異而僅有社會的某個區域或某個群體

受益(NTIA, 1995; NTIA 1999; NTIA, 1999)，並出現資訊富人（information rich）與

資訊窮人（information poor）不均等的情形(Owen, 2000)。所謂資訊富人，係指具

備有利的個人與環境條件，較他人更容易接觸與吸收數位化的產品，進而增加電

腦、網路技術的使用能力，同時知識也會不斷增加。相對於資訊富人，若個人條

件無法改變或外在資源無法協助，則資訊窮人將因惡性循環而與資訊富人間長久

存在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研究報告亦顯示年齡、性別、族群、文化、甚至行為

能力的不同在資訊與通訊科技產品使用上也有明顯的差別(MeIver, 2000; 
Bridges.org, 2001; Dragulanesgu, 2002; Yu and Wang, 2004a)，只是這部份的落差正隨

著民眾對網路科技發展認知與接受度增加而逐漸縮小中(Yu and Wang, 2004b)，同時

隨著資訊科技與經濟發展的相依性愈來愈高，數位落差認定的觀點因而也有了許

多改變，表2-1彙整十年來重要文獻所提及之數位落差定義主張。 
表2-1顯示數位落差的定義大致可分為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基礎建設、個人擁有或可用的設備觀點，注重 ICT使用的量與普

及情況。屬於最狹隘的認定，所強調的是數位落差一詞本身所呈現的意義－機會

不均等。其次為數位機會觀點，將視野闊達觀察未來發展的潛力，因此以數位機

會一詞取代，並加強教育與資訊內容，期使提升使用者的技能以增加數位機會。 
經濟衝擊觀點則是體驗到經濟發展與數位化發展間有彼此牽引的關係。首先

過去的調查顯示，經濟發展富裕的國家無論是國民使用 ICT 或社會資訊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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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優於經濟發展落後的國家(GlobalReach, 2004)。Piazolo (2001)認為知識經濟

(knowledge economy)、網路經濟(Internet economy)、數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或 
表2-1數位落差定義整理 

主要觀點 作者 定義 
(NTIA, 1995; 
NTIA, 1999; NTIA, 
1999) 

國與國、族群與族群、個人與個人間擁

有或未擁有（have vs. have not）資訊通

信科技的差異。 

資訊通信設備

擁有觀點 

(OECD, 2000) 認為落差＝集中，亦即ICT的使用集中

於某一地區或群體，因此應將ICT普及。

數位機會觀點 (The White House, 
2000) 

以落差是否能轉化為數位機會的差異程

度定義落差。包括技能、教育、資訊內

容以及應用。 
(OECD, 2001) 個人、家庭、企業或企業由於社會經濟

水準差異造成對資訊科技使用的不均。

(Steinmueller, 2001) 經濟發展差異所造成的數位隔閡。 
(Campbell, 2001) 數位落差是經濟落差的副產品 

經濟衝擊觀點 

(Jalava and Pohjola, 
2002) 

因ICT與經濟發展相互牽引而造成的數

位發展差距。 
(Shade, 2002)  數位落差不應只是近用科技的差異，亦

包含使用社會基礎建設(教育、耗用與產

出資訊)的不均現象。 
(Mansell, 2002)  知識基礎社會對數位落差強調的是”數

位應有權”(digital entitlement)的差異 

社會結構觀點 

(Robinson, 
Dimaggio et al., 
2003) 

由於社會本身所提供資源的質與量的差

異而形成的落差。 

(OECD, 2003) 數位落差是資訊素養、IT技能不足與使

用意願不高。 
(Bertot, 2003) ICT 使用只是基礎，資訊擷取、資訊素

養、資訊品質、資訊相關性的差異是數

位落差更應關心的議題。 

知識或資訊觀

點 

(OECD, 2006) 除了 ICT普及外，”知識”的廣泛攝取是

評估數位落差之重要指標。 
泛論觀點 (Bridges.org, 2001) 五種界定數位落差觀點：基礎建設不

足、缺乏市場機制、政府政策缺失、缺

乏社會動力、社會問題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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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都是同義詞，當經濟發展出現落差時，數位落差亦

將存在。社會結構觀點由人權的角度觀察數位發展不均的現象，從”可以擁有”的觀

察角度轉變為”有權擁有”的觀念。此外，Robinson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當社會

資源的品質不佳或社會支援不足時，民眾由教育中所獲得的改變較少，對資訊科

技的攝取意願與機會亦將隨之減少。知識或資訊觀點則傾向數位發展後人民或社

會實質的受益的程度差異，其中知識、經濟與數位發展間的關係與Piazolo的理論

是雷同的。 
表2-1中Bridge.org是唯一以基礎建設不足、缺乏市場機制、政府政策缺失、

缺乏社會動力、社會問題的反應五種角度界定數位落差的研究，至此為止，大約

發現數位落差基本定義圍繞著ICT、均等機會與資訊社會的議題。十年來持續的觀

察，更多的文獻卻指出形成數位落差的原因遠超過表2-1所提及的議題，顯示全球

必須更加謹慎探討數位落差形成的各種因素。數位落差的定義內涵也逐漸擴展，

主要原因在於當數位化科技發展至相當成熟的階段時，僅探討對科技與內容的擷

取能力是不夠的，尤其隨著科技進步，以及全球化的影響，導致數位落差發生的

原因可能愈來愈多面，此時應該由更多元的觀察角度來探討數位落差。Antonelli 
(2003)認為數位落差雖是數位革命下的產品，但導致這個現象的原因卻是多重的，

因此在探討數位落差時，必須同時考慮這些組合性的因素。這個觀點獲得多數國

家、國際組織與學者的認同。 
數位落差組合性的因素在ICT、均等機會與資訊社會之外第一個被考慮的是數

位落差與國家競爭力之間的關係。Antonelli (2003)的研究發現目前研究分析大都忽

略了系統性的去瞭解整個經濟體系在新科技介入後所帶來的衝擊。他的研究論點

提出經濟發展與數位科技發展是並行的，二者與國家競爭力之間又有著密不可分

的關係。 
事實上，許多國際著名的組織與研究單位在例行的國際問題調查評比與報告

中，雖然並未使用數位落差一詞，但體認到數位科技發展對該組織傳統調查構面

可能帶來的影響，都將 ICT基礎建設、政府、企業與民間使用 ICT的狀況、經濟

發展等因素視為是一個國家朝向資訊化社會發展，或國家競爭力提升與否的重要

指標。例如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and World Times 評估資訊社會所建

立的資訊社會指標 (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 ISI)共分為電腦、資訊、網路與社會基

礎建設四個構面(IDC 網路資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則透過通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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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度、科技基礎架構、企業環境、電子商務接受率、法規環境、電子服務支援

以及社會與文化基礎建設等觀察一個國家的建立資訊社會的資訊準備度

(E-Readoiness)(EIU網路資料)。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全球競爭力報

告中由電子商務、利用網路從事客戶服務、透過網路與供應商建立緊密的關係以

及利用網路獲得資訊等角度觀察企業使用網路的程度(WEF網路資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評比全球國家競爭力時，基礎建設也是

重要指標之一，內容包含資訊通訊設備量與質的評量、教育水準的評量、資訊通

訊科技應用於商務上的評量等等(IMD網路資料)。Steinmueller (2001)研究中指出，

已開發國家有足夠的能力與財力提供人民更進步的科技技術與環境，因此人民能

自如的享受數位科技帶來的利益，透過這些科技擷取更多的資訊提昇自己的知

識，並進而以更多的優勢在經濟市場中佔一席重要的地位。反之，開發中的國家

因經濟力量不足，使得數位落差擴大，更無法在全球化新經濟市場中獲得經濟利

益，但 ICT 的發展卻是促使開發中國家邁向新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Jalava and 
Pohjola 2002)。這些研究結果除了證明數位化發展的差距可能影響一個國家在國際

間的地位之外，其實隱含著由一個國家競爭力或資訊準備的的表現，也可探究數

位落差發生的可能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文獻中所提到的數位落差衡量構面，不僅適用於國內，

政府亦不可忽略國家整體的數位發展與使用情況是否能與國際間共同的認知接

軌。數位落差議題原本就應由國內數位落差(domestic digital divide, DDD)與國際數

位落差(international digital divide, IDDD)兩個角度同時檢討。前者代表國內各群體間

在數位化獲利中有不均等的的分配現象，後者則顯示這類不均等的情形同時存在

於國與國之間(Bridges.org 2001)。 
本研究則由較廣泛的角度提出整合性的數位落差的定義為：因 ICT 普及、均

等機會、資訊社會形成過程、國家整體發展差異所造成的數位隔閡，使得國內個

人、家庭、企業或國與國之間在數位使用、受益或機會各方面形成差距同時無法

與實際需求契合。 

2-2文獻數位落差研究理論與模型 

過去數位落差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類。第一類以一個單一國家為主觀察數位

落差，例如美國商務部國家通訊與資訊管理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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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所進行的一系列研究(NTIA 1995; NTIA 1999; 
NTIA 1999; NTIA網路資料)、Ge and Jain (2003)分析中國大陸數位落差情形以及

Yu and Wang (2004a)探討台灣的數位落差現象。第二類則是跨國的比較，主要希望

藉由不同國家間的比較探討國家發展快慢與進步與否會造成數位機會落後的情

形。例如Sciadas (2002)比較加拿大及其他已開發國家、Wong (2002)比較亞洲地區

數位落差情形、Yu and Wang (2004a)則以台灣與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及美國

比較以探討台灣與其他國家間的差距等等。第三類研究由科技角度出發，探討的

議題主要在於衡量科技滲透度(Manson and Hacker, 2003)。最後一類則探討數位落

差的擴大與縮減，議題包括數位落差形成的原因與時間或國家發展情況的關係等

等(Manson and Hacker, 2003)。 
除此之外，Manson & Hacker亦曾由通訊理論解釋數位落差。Manson & Hacker 

(2003)的研究指出過去許多數位落差研究著重在獲取與使用ICT的情況及機會，因

此由這些角度不斷探討如何縮減數位落差；同時過去這些研究也表示隨著 ICT 的

快速進步，價格也不斷下滑，數位落差中許多現象其實是會自動消失的(Manson and 
Hacker 2003)。Manson & Hacke認為這種結論或許就某方面而言是正確的，但實際

情形並非全是如此，研究認為若由通訊理論探討，則數位落差現象仍將存在，應

深入瞭解其原因並對症下藥消除數位落差。研究中所提出的通訊理論包括創新擴

散理論(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漸增知識隔閡(Increasing Knowledge Gap)
以及調整結構理論(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由創新擴散理論來看落差主要著重在資訊科技進步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不

再侷限於傳統通訊工具如電視、電話或收音機。網際網路與新的媒體科技與工具

使得有能力成為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的人更能大量溝通並交換資訊，甚至提

昇自己各方面基礎技能；反之，無法負擔新科技的人在資訊取得與能力上與前一

類者之間的差距將更形明顯。漸增知識隔閡指出因為接受通訊設備的程度不同而

造成知識上的差異。當民眾可透過新的科技獲得某些特別議題的資訊時，他們知

識的累積也將比較快速，而這一類人通常在社會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有機會

接受較高的教育。調整結構理論則是社會由一群擁有充分資源的人所掌控。這個

群體的人有機會利用新的通訊科技與媒體相互溝通，利用資源並訂定與符合自己

目標的規範；反之另一群弱勢的人則將無法參與規範的訂定而失去獲益的機會。 
較多的研究則依據研究核心與探討重點提出許多不同的數位落差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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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n (2004)在數位落差多面向動態模式中提到使用 ICT可從四個層次觀察，「動

機」促成「擁有」ICT，「擁有」ICT將增進個人「數位能力」進而增加「使用」

ICT 機會(Haan 2004)。更深入探討則發現這四個層次分屬於物質資源(material 
resources)、認知資源（cognitive resources）、社會資源（social resources）；而這三

種資源正可作為觀察數位落差的主要原因(Haan, 2004)。Hann認為物質資源指的是

個人或家庭購置 ICT 的財力能力；認知資源包含個人基本讀寫能力、處理量化資

訊的能力以及透過數位科技處理資訊的能力。社會資源則顯示社會網絡有能力並

願意提供新的科技資訊的程度，若具這類能力的人更多，也將更能吸引其他人使

用ICT。不同社群間當這三類資源有差距時則會出現數位落差現象。 
Bagchi (2005)以實證法探討影響全球數位落差的重要因素，研究模型如圖2-1

所示。研究結果發現單獨驗證各個因素中個別指標時 GDP(經濟因素)、信任與教

育(社會因素)、電子化水準(基礎建設因素)對數位落差影響最顯著。當以OECD會

員國與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國家(Latin America and Carribean, ECLAC)比較時，GDP
仍是主要影響的指標，電子化基礎建設則未顯現其重要性。對OECD國家而言，

信任仍是重要因素，但教育對 ECLAC 國家則成為影響數位落差較重要的指標

(Bagchi, 2005)。Bagchi因而建議改善網絡間彼此互信程度以及提昇人民財富應可助

於減緩數位落差，而對落後國家則更應提升教育水準，增加人民使用新興科技的

機會。 
 
 
 
 
 
 
 

圖2-1Bagchi影響全球數位落差因素 

Clement and Shade採ICT近用觀點提出”近用彩虹” (access rainbow) 模型說明

評量數位落差的七個層次，分別為資訊承載器、設備、軟體工具、內容與服務、

服務提供者、素養與社會動力、監控管轄(Clement and Shade, 2000)。表2-2簡單說

明此七個層次，其中缺口即落差所在，表示在該層次下主要被忽略的社會群體，

而關鍵政策問題則提出為了弭平這個缺口所應採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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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近用彩虹 

層級 描述 主要概念 缺口 關鍵政策問題 
7.監控管轄： 
有關基礎建設的發

展與運作決策如何

形成 

ICT 的發展意味著有更多的

人可以根據他們多方不同的

能力為決策過程提出貢獻。

政府面對的挑戰則是如何推

動民主程序使這群人獲得相

關議題的訊息並獲得公平參

與的機會。 

公共諮詢程序、研究與

評估社會衝擊、成立政

府內新單位、形成電子

共同技術構想 

除了產業大戶之外，

幾乎每個人都被忽略

了 

如何將公眾意圖列入決策過

程 
如何透過研究形成決策 
目前立法機關的角色 
應成立哪些政府新單位 
如何面對全球化壓力 

6.素養或社會動力： 
為了使用科技所需

的知識與技術 

資訊科技需要相當程度的技

術才能有效發揮（尤其是內

容創新）.而這些相關技術通

常需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學

習環境 

基本素養、數學能力與

多媒體知識、工作上電

腦素養 

失業、低收入、非英

語系社會、次等文化

族群、社會邊緣人  

如何取得訓練與教育基金 
社區組織在訓練與教育上可

扮演的角色 

5.提供服務者： 提
供網路服務的組織 

多數使用者是透過公司或教

育機構取得使用網路的機

會，他們必須能持續擁有這

個機會 

地區性公共使用站(如
圖書館、學校、醫院、

照護中心、郵局、社區

中心等等)  

失業、低收入、偏遠

地區、少數民族  
如何維護主機 
這使用者如何參與決策制訂

過程  

4.內容與服務： 民 ICT最重要的角色是民眾或 電子郵件、報紙、電子 失業、非英語系社 服務是否可信、有用、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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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近用彩虹 

層級 描述 主要概念 缺口 關鍵政策問題 
眾覺得真正有用的

內容與服務 
消費者覺得ICT能提供有用

的資訊內容與服務 
錢包、全球資訊網（氣

候、工作機會、政府資

訊、地方消息） 

會、殘障人士、老人

或小孩、少數民族 
安全、個人化  

3.軟體工具： 連接

服務與設備的相關

程式 

軟體是凸顯ICT功能的靈

魂，通常都嵌入於快速進步

的科技設備中 

瀏覽器、電子郵件系

統、編輯器、加密或隱

私保護程式 

非英語系社會、殘障

人士、低收入 
對所有使用者而言主要軟體

是否簡單易用  
使用者是否能負擔 
使否保護隱私是否提供多種

語言 
2.設備：可使用的設

備實體 
資訊通信設備不論在功能、

價格、大小與無線功能上都

呈現快速改變 

工作站、網路PC、資

訊服務機、大眾化設計 
殘障人士、低收入、

偏遠地區 
設備價格 
避免汰換率太快 
是否容易上手 
是否方便取得 

1.承載器：儲存服務

或承載資訊之設備 
網路是承載數位資訊最重要

的基礎建設 
電話（ADSL,ISDN） 
數據機 
網路 

低收入、偏遠地區 採用新技術 
滲透率是否適合衡量近用率 
如何確保網路互通性 
如何定義最低頻寬 

譯自Clement and Shade, 2000; Shad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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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亦體驗到數位落差現象的存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 2002 年提出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數位台灣(E-Taiwan)為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

展推動小組最重要的推動工作，2005 年起「縮減數位落差」正式成為數位台灣中

重要政策。而於2005年前，研考會縮減數位落差小組即與產、學界共同付出相當

努力探討台灣數位落差現象。探討的架構分為個人/家戶與政府部份，個人/家戶主

要衡量構面包括資訊近用、資訊素養、工作應用與教育以及生活應用；政府部份

主要衡量構面資訊基礎架構、資訊素養與電子化服務應用(曾淑芬，2003)。至2006
年調查報告中已調整衡量的指標架構如表2-3與2-4所示(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2006)。 
表2-3我國數位落差個人/家戶衡量指標架構 

主要構面 次要構面 說明 

資訊設備近用資訊設備硬體使用情況 
資訊近用 

資訊網路近用上網頻率 
資訊技術素養電腦、軟體、網路基本操作或排除障礙 
資訊訓練 接受數位教育的意願 資訊素養 

網路倫理素養網路素養程度 
工作 工作與學習時使用網路的程度 
公民行為 使用電子化政府的程度 
生活應用 電子商務與使用網路收集資訊、娛樂的程度 

資訊應用 

資訊收集 收集資訊的能力 
資訊設備 家戶擁有電腦與網路的情形 

家庭資訊環境
網路環境 使用寬頻的程度 

家庭資訊素養 家戶使用電腦與網路的成員比例 
 
Mistry (2005)採用生產力增益與市場擴張良性循環理論(the virtuous cycle of 

productivity gains and expanding markets，如圖2-2)解釋數位落差。以ICT產業而言

當知識人力資源與投資環境改善時，國內產業將成長，國際企業對國內市場也將

產生興趣，此時工作機會、國民生產毛額與外匯都將因而提升，進而引導消費增

加，中產階級生活水準提高，對新的 ICT產品有更多期待，而引發 ICT產業更大

更新的改變。但這個良性的循環卻會因為貧富不均現象擴大而中斷(Mist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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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我國數位落差政府衡量指標架構 

 

 
圖2-2 Mistry數位落差模型(強調政府角色)修改自(Mistry, 2005) 

 
主要原因在於 ICT 本身就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當引擎出問題時，成長的動力

便將消失或削弱。Mistry 認為在這個理論下，政府扮演縮減數位落差極重要的角

色，因為生產力增益與市場擴張良性循環理論中教育、投資環境、市場、創新與

ICT普及等因素都是政府可直接介入發揮較大影響力的層面。 

主要構面 次要構面 說明 
資訊設備環境 政府機關資訊建設程度 
網路服務架設 網路相關服務架設程度 
電子公文環境 政府機關電子公文交換與管理程度 
資訊政策 是否實施數位落差政策 

資訊環境 

資訊預算 資訊相關經費制訂與應用情形 
員工資訊素養 員工資訊軟、硬體與網路使用能力 

資訊素養 機關資訊素養 機關系統開發與維護能力、員工接受資

訊教育情形 
資訊內部傳遞 機關電子公文與電子表單應用程度 
跨機關資訊傳遞 機關對外電子公文與便民服務狀況 

資訊服務與

溝通 
便民服務使用狀況 意見反應與民眾利用申訴管道程度 



第 2章 文獻回顧 

 2-11

第一節與第二節文獻探討顯示數位落差相關研究至今仍缺乏一個清楚整合的

架構定義這些構面，更無法讓政府或有心解決數位落差的機構瞭解這些構面間相

互影響的關係；其次個案討論幾乎都以某一個特定國家缺乏或某一特定地區為

主，除了缺乏更廣泛的比較之外，最重要的是目前研究中缺乏一個整合的機制能

同時由國內與國際的角度、整體檢驗造成數位落差的個別因素與因素間交互影響

的關係(Yu and Wang, 2004b)。本研究則將建立數位落差評估整合架構，由ICT、均

等機會、資訊社會與國家競爭力同時觀察國內與國際數位落差。 

2-3數位落差評量指標 

前一節文獻探討的結果發現導致數位落差的因素在構面的選擇上已有各種不

同的論述，遑論每一個構面下詳細指標的複雜性與不一致性。在這一節裡，本研

究將回顧數位落差相關研究中所提出的衡量指標，並分析目前所採用衡量指標的

缺失。 

2-3.1指標總整理 
文獻發現多數研究將數位落差的重點放在ICT普及與應用情況，因此衡量數位

落差時多數研究所採用的指標幾乎相同。表2-5整理列出文獻中多數研究所採用的

指標與衡量單位，其中類別欄乃本研究將不同名稱但同類指標彙整以凸顯目前研

究的不一致性。 
由表2-5我們發現： 

1. 各研究所使用的指標名稱不一：以每千人使用的電腦數來看，Wong將指標名

稱訂為命名電腦使用數而Quibria則使用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s）。 
2. 指標單位不同：同樣以調查電腦數來看，Meng and Li採用的計量單位為台/千

戶，而Quibria則使用台/千人。單位不同將造成比較與判斷落差時的困難。 
3. 評估指標未加以分群，雖然探討問題的重點可能不同，但所採用的指標卻無

太大差異，無法列示或比較。例如探討新ICT發展對歐洲國家所帶來的影響究

竟是擴大了亦或縮減數位落差的這道鴻溝差距的研究中，雖然主要目的在檢

討歐洲國家在資訊社會努力的成果，Servaes and Heinderyckx仍以視訊設備(包
括電視、電子文件、數據機、電腦等)及無線網路環境作為衡量指標(Servaes and 
Heinderyckx 2002)。又如Wong的研究採用電腦計算能力，隨著科技的進步，

電腦計算能力只會不斷增加，作為衡量指標意義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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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數位落差衡量指標相關研究整理 
類別 指標名稱 衡量單位 作者 主題 

電腦使用數 台/千人 (Wong 2002) 亞洲ICT普及度 
個人電腦 台/千戶 

台/千人 
(Meng and Li 2002) 
(Quibria, Ahmed et al. 2003) 
(IMD various years) 

中國ICT發展 
決定數位落差因素(亞洲為例)  
國家競爭力 

電腦使用率  (Tobias and Selhofer 2004) 衡量數位落差之不均等情況 

電腦數 

連接網路電腦 總數(台) (Meng and Li 2002) 中國ICT發展 
網路使用者 人/千人 

總數 
(Quibria, Ahmed et al. 2003) 
(Meng and Li 2002) 

決定數位落差因素(亞洲為例)  
中國ICT發展 

網路使用率 人/萬人 
佔總人口使用％ 

(Quibria, Ahmed et al. 2003) 
(Tobias and Selhofer 2004) 

決定數位落差因素(亞洲為例)  
衡量數位落差之不均等情況 

網路使用

家庭網路使用率  (Tobias and Selhofer 2004) 衡量數位落差之不均等情況 
主電話線 支/千人 (Quibria, Ahmed et al. 2003) 

(Meng and Li 2002) 
決定數位落差因素(亞洲為例) 
中國ICT發展 

行動電話 支/千人 
總數(支) 

(Quibria, Ahmed et al. 2003) 
(Meng and Li 2002) 

決定數位落差因素(亞洲為例) 
中國ICT發展 

電話設備

固定電話線路 支/千人 (Wong 2002) 亞洲ICT普及度Ricci, Andrea 
電腦能力 電腦計算能力 秒/千人 (Wong 2002) 亞洲ICT普及度 

電子商務主機數 台/千人 (Wong 2002) 亞洲ICT普及度 主機數 
主機數 台/千人 (Wong 2002) 亞洲ICT普及度 

資訊通訊
產品 

消費比例估計 國民生產力 (per capita） (Wong 2002) 
(Meng and Li 2002) 

亞洲ICT普及度 
中國ICT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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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較或指標應用方式不一。雖然都以衡量數位落差為主題，但比較的方式卻不

同。Tobias & Selhofer (2004)利用表2-5中的指標在不同收入、性別、教育與年齡

層間比較，屬於數位落差衡量最基礎的一個階段。 
除了Wong之外，Meng & Li也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與ICT的使用度同

時考慮(Meng and Li, 2002)，但相較於Wong、Meng & Li的研究，多數研究並未將

GDP視為重要指標但加入其他的評比項目，例如寬頻發展與使用情況

(Bertot ,2003)、傳真與視訊產品(Quibria, Ahmed et al., 2003)等等。Servaes & 
Heinderyckx觀察歐洲ICT使用度時則加入了無線環境相關建設與設備的考量

(Servaes and Heinderyckx, 2002)。數位落差研究在指標使用上的複雜現象可見一般。 

2-3.2 現階段相關研究之不足 
由文獻整理中發現數位落差議題一直被廣泛討論，縮減數位落差的相關策略

也不斷被提出，然而在多數國家內部、國與國之間、全球各經濟體系之間、各地

域之間仍然存在著數位發展後所導致的各類差距。導致這些差距存在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歸納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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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 and Li,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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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指標項目與衡量單位不一致。指標項目與衡量單位不一致時，所得到的結果

時常相距甚遠，甚至完全相反。舉例來說，以 IMD與WEF同樣衡量國家競

爭力而言，前者衡量構面包含經濟成效(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率 
(government efficiency) 、企業效率 (business efficiency) 、與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後者則以GCI (The 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 與 BCI (the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Index)為評比基礎，一些在WEF的評比結果非常亮麗

的國家，在IMD的結果中卻可能顯得逐年失去優勢，因此當一個國家引用了

不同的評比結果時，將連帶影響對未來願景與策略制訂的方向。此外觀察過

去數位落差相關研究發現，即使是探討同一個構面，例如 ICT 擴散度，所使

用的指標也不盡相同。指標的公平性與衡量方式也曾被質疑是否應納入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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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例如在評量ICT擴散度時常將網路主機數(Internet hosts)作為評量項目之

一，然而許多極具競爭力的已開發國家如瑞典，許多企業在經濟規模考量下

並不願意自行架設網路主機，反而以更節省成本的方式在其他國家主機註

冊，雖然是透過他國資源，卻完全無損自己國家在數位化社會的發展。 
3. 數位落差的衡量架構未考慮時間因素。科技持續發展、人類生活改善後所謂

落差的定義也將隨之調整，衡量構面顯然必須包含較廣泛的議題才不致掛一

漏萬。 
4. 衡量構面不完整、衡量構面未加以適當的分類、或未做整體考量。在過去的

研究中雖然已有學者將資訊與通訊技術之外的因素列入數位落差相關研究的

觀察構面，然而文獻整理發現多數的研究僅探討單一構面（例如僅探討ICT）
或兩個構面（例如ICT與經濟）與數位落差間的關係，卻缺乏整體的觀點與通

盤的考量。在這種情況下，潛在構面與因素之間彼此的相互影響將無法被發

現。再者，許多的單一研究中引用多種指標探討數位落差，殊不知各個指標

衡量結果代表不同的意義，必須加以合併歸納才可更有效的應用。例如Bertot
雖然建議數位落差應由多方角度觀察，但科技與通訊乃屬於ICT衡量標的之

一；經濟、資訊擷取、資訊素養以及資訊品質可用於觀察資訊社會準備程度；

至於個人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意願以及利用所取得的資訊解決問題的程度

卻是共同衡量資訊素養，而資訊的相關性則是足以左右資訊品質的指標之

一。IMD, WEF, ISI與E-Readiness的衡量指標也未依指標性質加以適當分類，

或更有效的應用以觀察特定的數位落差現象，或找出導致數位落差的關鍵原

因。將不同意義構面與指標混合探討，除了無法得到有意義的結果，也將使

衡量結果的解釋更複雜。 
5. 研究成果無法衡量標竿。當指標過多且不一致時，這組衡量指標顯然並無法

成為衡量數位落差的標竿。缺乏標竿衡量除了可能使數位落差的評比掛一漏

萬之外，世界各國之間也缺乏一個較可遵循的架構，轉換數位落差為數位機

會的進度也將因而延宕。數位落差對社會的衝擊以及解決的方案在不同的國

家或地區都可能不同，政府或國際組織應以權變的態度加以應對。 
由文獻探討以及本研究所整理的現階段數位落差相關研究之不足與缺失發

現，資訊與通訊科技(ICT)、均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資訊社會 (Information 
Society)與國家競爭力(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這四個構面彼此之間都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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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交互影響，是觀察、衡量與評估數位落差時必須全面涵蓋的重要構面；同時這

些影響的層次又可分為國內與國際之間的比較，亦即必須解決數位落差問題時，

不論是國內數位落差(domestic digital divide, DDD)與國際數位落差(international 
digital divide, IDD)都有不同的衡量指標，因應的策略也將有所不同。 

2-4平衡計分卡 

2-4.1策略管理 
文獻顯示數位落差與數位化的發展正好呈現相反的趨勢(Moussalli and Stokes, 

2002; Yu and Wang, 2004b; Ifinedo and Davidrajuh, 2005; Zhou, 2005)。政府通常為了

朝向數位化社會邁進，提供或鼓勵產官共同改善數位設備以方便人民擷取數位內

容資訊，而這個努力，反而因種種原因在城鄉間、社群間、性別間、貧富間造成

更大數位化差距(Moussalli and Stokes 2002)。研究顯示，目前各國在數位落差議題

上幾乎都沒有全面解決的準備，主要原因就在策略、方案與績效間並未達到平衡

(Bridges.org 2001; Bhatnagar and World Bank Consultant 2004; Yu and Wang 2005)。策

略不明確、策略與行動之間缺乏關聯是使得縮減數位落差努力成果不佳的最大原

因，而遠因又直指策略管理機制失當，因此要讓縮減數位落差策略發揮最大的效

果，採用一套適當又有效的策略管理工具成為當務之急。  
策略管理的目的在於協調組織所有不論是無形有形、財務非財務、人力或物

力的資源。 策略管理不僅涉及策略規劃，更與管理者的策略思考邏輯息息相關

(Mintzberg, 1994)，Griffiths (2003) 更認為策略思考應在策略規劃之前。策略執行與

評估策略績效則被視為邁向成功目標的原動力(Charan and Golvin, 1999; Bossidy, 
Charan et al., 2002)。 

早期的策略規劃工具都存在一些缺點。例如60年代中期發展的Hoshin (亦即後

來的全面品質管理TQM)過渡重視財務與程序導向的策略(Coveney, Ganster et al., 
2003)； Modell (2004)指出機構研究與基礎學習法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radical 
learning approaches) 缺乏完整性，與績效間間的緊密性亦不足；多方關係人法(the 
multidimensional stakeholder approaches)則又與長期績效、策略目標及策略重點的規

劃不連結。眾所周知的SWOT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法，也由於

注重策略形成流程而無法有效建立策略間彼此互動的關係。 
至於如何訂定關鍵且適當的策略，本研究採用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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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card, 簡稱BSC)作為縮減數位落差整個策略管理的基礎。 

2-4.2 BSC核心概念 
雖然BSC由Kaplan and Norton於1992年即提出(Kaplan and Norton 1996a)，主要

訴求是提供企業將策略行動化的具體方法。但是BSC在發展之初，常被用來作為

績效評估的參考模式或制度，1996年Kaplan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為題發表的論文中再度強調平

衡計分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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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n & Golvin於1999的研究發現策略不當並非多數公司CEO失敗的原

因，關鍵在於策略並未確實的執行(Charan and Golvin, 1999)。事實上訂定完整並有

效的策略、將策略的目的廣為組織成員瞭解以及徹底實行策略這三項策略規劃的

主軸在實施上都會遇到相當的阻礙，這些阻礙如圖2-3所示包括願景(vision)、人為

(people)管理(management)以及資源(resource)。很顯然的，圖2-3說明這些障礙形成

的原因有極大比例來自於溝通不良。BSC的設計是解除這些障礙的最佳答案。藉

由BSC，管理者可以清楚詮釋組織願景、與組織成員討論與溝通策略目標、規劃

行動方案、整合資源執行策略並訂定績效評估的機制，因此Niven認為平衡計分卡

除了是評量系統與策略管理系統，更是組織成員溝通的工具(Niven, 2002)。圖2-4
說明BSC如何與組織策略管理流程互動的架構，BSC可輕易提供上述功能的原因就

在於它扮演了連結策略與行動的介面，同時有效的平衡了可替企業創造競爭優勢

和突破績效的重要構面(Kaplan and Norton, 1996b)。 

 圖2-3 組織執行策略的障礙(由Kaplan and Norton, 1996b原圖修改) 

 
BSC提出後立即被廣泛重視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它反映了20世紀末科技改變的

本質與競爭優勢。長久以來，企業將財務成長指標與企業經營績效間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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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了使財務報表的數字顯示出漂亮的經營成效，企業通常會過度注重短期的投

資，而對能創造長期價值的投資規劃裹足不前(Kaplan and Norton, 1996b)。資訊科

技進步帶動的知識經濟時代，創造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是企業成功的重要指標，

而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在傳統會計制度下並沒有可靠的估算能力，企業必須藉由

顧客的忠誠、組織流程的不斷陳新改善以及組織內部知識的累積與成長來穩固企

業績效，並提升企業資產價值。1980年代，有形資產通常在企業帳簿上代表著62
％的市場價值，這種現象到了20世紀末已降至20％(Kaplan and Norton, 2001b)，因

此，組織策略由過去管理有形資產漸漸轉移為思考如何創造與部署以知識為基礎

的無形資產(Kaplan and Norton, 2001)。無形資產除了商標外，通常本身並不具有”
價值”，仍然需要與其他有形及無形資產結合，而BSC的設計正好能彌補傳統財務

報告的不足。 

圖2-4 平衡計分卡與策略管理流程(Kaplan and Norton, 1996b) 

 
在這種趨勢下，BSC基本架構包含財務(Financial)、客戶(Customer)、企業內部

流程(Internal process)以及學習與成長(Learning and Growth)四個構面。Kaplan and 
Norton特別強調企業應將這四個構面視為樣版而非枷鎖(Kaplan and Norton, 
1996a)，因為在實務上，企業將依產業別、組織特質、組織目標或利益而調整BSC
的構面甚至命名方式，例如Thomson Financial的BSC構面包含財務、市場/顧客、內

部流程與人員；Ingersoll-Rand的BSC構面則調整為財務績效、顧客經驗、流程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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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性以及人才專長(Kaplan and Norton, 2003)。但在Kaplan and Norton研究個案中，這

四個構面已被證實適用於多數行業與組織，同時組織策略也幾乎全可含蓋在這四

個構面中(Kaplan and Norton, 1996b)。 
財務構面可視為BSC的楔子，財務成長畢竟是企業長期的目標，企業以財務

為主為股東們描繪出美麗的願景，而為了達到這個願景，財務構面主要策略議題

包括營收成長與組合、降低成本提升生產力以及資產利用等等(Kaplan and Norton, 
1996b)。 

BSC的四個構面是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顧客構面考量的是企業如何在顧

客面前表現，以維持與顧客間長期的觀系。掌握了客源其實就掌握了營收來源。

掌握客源的流程為選擇顧客(select customers)、招納顧客(acquire customers)、維繫顧

客(retain customers)、成長與顧客的關係(grow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Kaplan and 
Norton, 2004)，而策略議題則著重在市場佔有率、延續顧客、爭取顧客、顧客滿意

度與顧客獲利率等。 
當顧客目標確立後，Kaplan and Norton以價值鏈的模式作為改善企業內部流程

的策略方向。價值鏈由認識顧客需求為起點，滿足顧客需求為終點，內部流程策

略則分為創新(主要功能為辨別市場、創造產品與服務)、營運(主要功能為生產與遞

交產品與服務)、最後則為售後服務(主要功能為服務顧客)。企業必須在這些流程中

有卓越的表現，才可能超越競爭對手，使顧客刮目相看。 
學習與成長構面是驅使其他構面有卓越表現的動力(Kaplan and Norton, 

1996b)。為了強化這股動力，這個構面主要的訴求為增進員工能力、加強資訊系統

的能力、充分授權並衡量組織與個人的配合度。 
圖2-5顯示了BSC轉換策略為行動整體架構，由這個圖我們發現整個BSC中，

策略與行動、行動與績效、績效與評量、動機與成效間環環相扣、相互影響也相

互依賴，最重要的是這些元件彼此間也取得平衡。除此之外，BSC最觸動人心的

是它在績效指標的定義與設計也考慮平衡。前面提到企業經常將財務成長指標與

企業經營績效間劃上等號，然而財務數字所表達的通常是努力後的成果，被稱為

落後指標(lagindicators)，至於哪些因素促成這個結果卻無從得知，對組織的影響則

是管理階層將無法再度運用相同策略提升營運績效，因此落後指標亦被視為短期

的衡量指標。BSC要求落後指標之外，應配合對企業長期努力有幫助的績效驅動

指標，又稱為領先指標(leading indicators)，如此在欣喜成長成果的同時，仍可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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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過程。 
指標如何訂定呢？答案是指標皆由策略衍生而來(Niven, 2003)。當願景、策

略、目標、方案、績效、評估指標都在同一個框架內設計完成時，每一個階段的

進行都不會偏離方向，策略執行才可真正發生效用，達成願景則指日可待。 

圖2-5 BSC四個構面-轉換願景與策略架構(Kaplan and Norton, 1996b) 

 
Mooraj等人(Mooraj, Oyon et al., 1999)的研究證明BSC對策略訂定、策略執行、

績效評估而言是一個「必要的好」(necessary good) 工具。首先，BSC具有「邊界

控制系統的」（boundary control system）元件。BSC的願景與四個構面將組織重要

方向放置於一個容易瞭解與溝通的框架內，員工只要專注在邊界內，並清楚知道

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其次，BSC包含了「互動控制系統」元件(interactive control 
system)，利用因果關係建立邏輯性，提供回饋機制，使組織從中學習與成長。最

後，BSC還包含了「診斷控制系統」元件(diagnostic control system)，訂定多面向的

評量指標確定目標能成功達成。Simon1的研究表示「邊界控制系統」確定了有效

的組織活動、「互動控制系統」重視的是”明日策略”、而「診斷控制系統」觀察的

則是”昨日策略”的績效，BSC三者兼具，因而具備了完美策略控制系統的所有特質 
平衡計分卡的設計將組織的聚焦由短期績效的評量引導至創造長期價值的策

                                                 
1 Simons, R. (1990) Rethinking the role of systems in controlling strateg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note 9-191-091,引用於Mooraj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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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同時焦點也點也由過去單一財務面，擴展至顧客、流程與成長，使得組織發

展不失衡。最後，BSC也平衡了策略與執行，將策略化為具體行動與量度。這些

特質，使得組織在策略與目標、組織內部與外部、短期與長期、客觀與主觀、過

去與未來間皆取得平衡。 
基於文獻瞭解BSC在策略訂定、執行與績效評估上有絕對優勢的評價，同時前

述BSC平衡的特質正是縮減數位落差策略訂定，執行與績效評估不可或缺的核心

精神，因此，本研究採用平衡計分卡作為縮減數位落差策略與績效評估的平台。 

2-4.3 BSC在非營利組織之應用 
雖然縮減數位落差是政府(例如強化國家基礎建設)、企業(例如出資協助偏遠地

區基礎建設)、非營利組織(例如APEC、G8在資源上的整合)、甚至個人(例如加強

個人使用新資訊科技的意願)都應一起付出心力的一個重要議題，但政府應負擔更

多責任，國際組織也扮演了重要的角色(Bridges.org, 2001)，因此若希望以平衡計分

卡作為訂定數位落差策略與績效評估的工具，則必須瞭解BSC在非營利組織之應

用。 
BSC在政府或非營利組織應用已有一段時日，1993年美國柯林頓政府簽署「政

府執行績效法」 (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後，聯邦或州政府都開

始正視績效表現(Niven, 2003)，BSC也成為多數政府採行的工具，Lang在研究美國

伊利諾州交通局實施BSC之後指出，政府單位過去極少被認為是優秀管理議題上

的個案，但伊利諾州交通局的案例證明不論組織型態為何，BSC都被認為是最好

的策略與績效管理工具(Lang, 2004)。北卡羅來納州的Charlotte市的則是另一個經常

被引用的著名例子。 
Charlotte市政府實施績效評估已多年，但自1996年開始建置平衡計分卡作為策

略與績效管理的依據。完成後，Charlotte市政府原有的績效評估指標由900項降至

375項、政府員工更瞭解策略、預算與策略緊密結合、各單位間容易建立共識，管

理者更容易決定優質的政策也可將漂亮的執行績效展示於市民前(Kaplan and 
Norton, 1996b; Niven, 2003; Bush, 2005)。其他著名的有關政府使用平衡計分卡的例

子則包含澳州與紐西蘭政府(Griffiths, 2003)、加拿大政府(Chan, 2004)以及英國政府

(吳安妮，2003)等等。非營利組織使用平衡計分卡的例子則包含麻州(Massachusetts)
殘障奧林匹克委員會(Kaplan and Norton, 1996b)、美國教師聯盟(Kaplan and Norton, 
2004b)以及加州大學聖馬可分校的財務行政部門(Niven, 2003)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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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營利組織中各構面的解釋與命名都有些差異，策略議題的主軸也不同。

將圖2-6與圖2-5比較我們可以列出企業與政府或非營利機構建置BSC的差異在於： 
1. 政府或非營利機構重視本身存在的意義，因此對本身所負的使命應更清楚規

劃瞭解，財務不再是引發策略的動力，「使命」是策略的新動力。BSC四個

構面得策略都必須以完成使命為終極目標，因此在構面的最上層要加上「使

命」(Kaplan and Norton, 2001a)。 
2. 政府或非營利機構並非以牟取財務利益為主，因此財務的重要性降低(Kaplan 

and Norton, 1996b; Niven, 2003)，然而任何一個BSC都不可缺少財務的支援

(Niven, 2003)，只是政府或非營利機構財務構面的重點主要在執行其他策略方

案時能提供足夠的資源，並將一切計畫控制在預算內。 
3. 反之，政府或非營利機構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為民眾提供更優質的服務並為

民眾創造更多的價值，因此與最初BSC設計不同的是「顧客」構面的重要性

提高，而其他三個構面的策略核心也都以如何創造顧客價值為目標。 
 

 
 
 
 
 
 
 
 
 
 
 
 

圖2-6非營利組織BSC四個構面-願景與策略架構(Niven, 2003) 

 
再以表2-6比較營利單位與政府組織或非營利機構間策略議題的差異來看，顧

客構面的重要性固然已被提升，但”認清顧客”卻是政府組織或非營利機構最費解的

問題。例如以立法部門而言，是否要將「罪犯」列入服務的對象？幸而BSC加上

使命、目標、指標等設計後提供了許多彈性的作法，因此在不同的BSC中只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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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受惠顧客」，其他構面則朝著如何配合提升顧客「受惠項目與程度」，整合

資源、控制預算、加強組織成員技能以及強化組織流程等等，為「受惠顧客」創

造最大的利益。 
表2-6比較營利單位與政府組織或非營利機構之策略主軸 

構面 營利單位 政府組織或非營利機構 
財務 注重營收成長與組合、降低成

本、提升生產力以及資產利用

成功地利用財務資源支援計畫

的執行 
顧客 提升市場佔有率、延續顧客、

爭取顧客、提升顧客滿意度 
認清受惠顧客、加強顧客導向服

務、增加顧客受惠項目與程度 
內部流程 創新(辨別市場、創造產品與服

務)、營運(生產、遞交產品與

服務)、售後服務(服務顧客) 

創新(辨別顧客、創造服務)、營

運(卓越的流程)、持續性的服務

學習與成長 增進員工能力、加強資訊系統

的能力、充分授權並衡量組織

與個人的配合度 

加強技術與技能、培養高度奉獻

精神、密切配合組織目標 

說明：本研究整理(Kaplan and Norton, 1996b; Kaplan and Norton, 2003; Niven, 2003) 

 
除了策略主題與構面重要性稍有調整外，政府組織或非營利機構的BSC構面

名稱也可依實際應用而更改。例如北卡羅來納州Charlotte市的BSC構面包括”服務

顧客”(Serve the customer)、 ”企業經營” (Run the Business)、”管理資源” (Manage 
Resources)、”員工成長” (Develop Employees)(Niven 2003)。加拿大皇家警騎隊發展

的BSC將構面分為” 顧客構面含客戶、合夥人和利益關係人” (Clients, Partners and 
Stakeholders)、”內部流程含溝通橋樑、行動與管理優勢” (Establish bridges, Actions and 
Management Advantages)、”人員、學習與創新”  (Employee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RCMP網）。英國國防部的BSC則由”成果傳達”（Output and Deliverable）、”資源

管理” (Resources Management)、”流程推動” (Enabling Processes)、” 建設未來” 
(Building for the Future)四個構面組成 (Ministry of Defense UK, 2002)。 

2-4.4 BSC發展原則 
BSC發展階段可分為以下七個步驟(Ahn, 2001; Kaplan and Norton, 2001a, 2001b; 

Niv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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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使命、價值以及願景。本研究著重在政府單位，因此最重要的起步是為認

清縮減數位落差的使命、縮減數位落差的意義、縮減數位落差相關單位與人員

的職責。其次則需瞭解縮減數位落差帶來的價值並勾勒出願景。 
2. 確定 BSC 在組織績效管理架構中擔當的角色。績效管理工具相當多，如商業

績效管理工具(Business performance management)、全面品質管理(Total quality 
management)、六個標準差(Six Sigma)等等。組織在發展BSC時應瞭解BSC並

不只是新加入的一個績效管理工具，而應將 BSC 與現有績效管理制度間一一

檢討對應，俾使 BSC 涵蓋目前的績效控制面同時又衍生其他的價值(Niven, 
2002)。 

3. 選擇 BSC 構面。選擇構面時應立足於如何在適當的構面中描述策略的發展。

除了傳統BSC四個構面之外，非營利組織應將受惠的群體定位，同時秉持BSC
平衡的基礎選擇可彼此支援互動的構面。 

4. 檢視所有相關的資料，確認前述決定的正確性。 
5. 建立策略地圖。策略地圖描繪出策略執行的邏輯，策略地圖中策略目標則相當

於一般地圖上的地標。因此藉由策略地圖，組織成員可輕易閱讀出組織「策略

的故事」，瞭解不同構面策略間的因果關係，彼此的相關性，也更能看見策略

將為大家創造哪些價值，將把組織帶到哪一個境界。 
6. 發展績效指標。訂定指標時，組織應選取與組織特質或使命有關的指標，這類

指標才可凸顯策略的重要性(Lipe and Salterio, 2000)。然而這類指標卻通常是領

先指標，也就是與財務表現較不相關；只選定這類指標將使組織忽略與財務相

關的指標，而BSC的平衡設計則可彌補這個陷阱(Lipe and Salterio, 2000)。BSC
的領先指標規劃出激勵績效與驅動績效的因素，落後指標則監督策略執行的成

效，與領先指標搭配形成因果關係，管理者可以瞭解績效表現是由於哪先因素

驅動，也可確實監控策略執行的效果。此外，Charlotte市政府的個案以說明BSC
並不需要太多的指標以免失焦(Banker, Chang et al., 2004)。因此BSC的指標必須

是關鍵的，數量則不宜過多。 
7. 推出執行計畫。BSC的核心便是將策略化為具體行動，策略必須有妥善執行計

畫才可事半功倍，而實際上每一個步驟也都有該步驟的進行程序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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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決策因素權數決定方法 

文獻中有關決定評估因素權數的方法大約分為比對矩陣法(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直接加權法、相關矩陣法與資料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法。陳

雄承 (2000)研究中將上述方法的內涵、適用情境與優缺點加以比較，如表2-7所述。 
本研究所提出之架構同時包含數位落差與平衡計分卡的構面，指標間有層級

的區分之外，指標可能包含主觀與客觀因素；此外，本研究希望能藉由平衡計分

卡領先衡量指標與落後衡量指標的特質，同時評估數位落差現象並衡量策略績

效，因此，各層級內指標間的關係與層級間相對權重都應分別建立。由表2-7比較

結果，本研究選擇比對矩陣作為計算權重的方法。 
而在比對矩陣中，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德爾菲層

級分析(Delphi AHP)與幾何最小平方法(Geometric Least Square, GLS)是較著名的三

個方法。吳麗娟（1998）曾將三種方法的優缺點加以比較如表2-8所示。本研究之

準則架構為層級式，因此適用AHP或DAHP，限於研究人力與經費，決定採用AHP
法。AHP是由美國著名的研究專家T.L.Saaty在1970年代初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決策方

法。在方案決定的量化技術中，頗受歡迎，主要由於AHP理論簡易且容易應用，

多年來經過不斷修正和實證資料的檢驗，理論體系已日趨完整；此外Saaty連續以

AHP進行的研究使得AHP的理論在實務中得到驗證與修正的機會，更引起後續許

多的討論與研究，已被廣泛應用在許多不同的領域，尤其在公共領域部分如政治

分析、運輸規劃、能源政策規劃、都市運輸系統評估等等(鄧振源、曾國雄，1989)。 
AHP是把一個問題分解為一個樹的層級，並建立有相互影響的階層結構，對

複雜的問題提出比較正確的決策，主要應用在不確定情況同時具有多個評估準則

的決策問題上(Saaty, 1990)。而如前所述，數位落差議題本身極為複雜，雖然每一

個社會份子都有責任與義務共同為縮減數位路差而盡力，基本上政府仍應擔負絕

大部分的主導權；此外要徹底解決數位落差問題時，並無法由一個單一的層面加

以評估，而需將可能造成數位落差現象的關鍵因素一併觀察，此時則需要一個最

適當的方法萃取這些因素，交互比較這些因素的重要性，文獻證明AHP對具有多

目標或多準則領域的議題而言，是簡單且實用的分析工具(鄧振源、曾國雄，1989)，
因此本研究採AHP作為數位落差衡量與策略績效指標一致性驗證以及權數計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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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決策因素權數決定方法比較 

 比對矩陣 直接加權 相關矩陣 資料包絡 
目標 1. 求得各層級間之相關權重 

2. 利用層級架構找出指標不

具效率的原因 

與比對矩陣法相同 1. 求得各指標的排序 
2. 利用層級架構找出指

標不具效率的原因 

1. 求得各指標相對效率 
2. 對於不具效率的指標

提供改善資訊 
適用情境 1. 準則數不多時 

2. 主觀或客觀準則皆存在時 
3. 欲求得各準則間之相關權

重 

1. 準則間差異明顯 
2. 欲求得各準則間之

相關權重 

1. 主觀或客觀準則皆存

在時 
2. 同一層級下之準則並

不相互獨立 
3. 欲求得準則之順序 

1. 準則架構為平行式 
2. 欲求得各準則之相對

效率值 
3. 各準則間無法比較其

重要性差距 
優點 1. 提出一致性指標，克服決策

之不一致 
2. 屬於全體意見可降低主觀

性 

1. 過程簡單 1. 可用來處理相依性準

則 
2. 可得知準則間相關程

度 
3. 可得知準則之順序 

1. 對不具效率的評估準

則提供改善資訊 
2. 給予有效準則最有利

之權重，提升準則受

重視的程度 
缺點 1. 必須符合一致性 

2. 準則數多時成偶比較將增

加困難 

1. 衡量刻度之定義與

精確性是一大問題 
1. 過程複雜費時 
2. 當準則之表現相近

時，排序易出現錯誤 

1.當不具效率之準則改善

方向不在包絡線上時，

該準則之效率值將有誤

差 
資料來源：(陳雄承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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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比對矩陣法比較 

 AHP DAHP GLS 
適用情境 1. 準則呈現層級式 

2. 同一層準則相互獨立

3. 欲求得準則之相關權

重 

1. 必須匯集大眾

意見決定決策

問題 
2. 專家意見無法

面對面討論而

彙整 
3. 欲求得準則之

相關權重 

1. 準則極多且不

具層級 
2. 準則即使為層

級但因太多而

不適合用AHP 
3. 必須在有限時

間內完成而無

法一一刪除不

重要準則時 
優點 1. 可客觀決定準則之

相關權重，並解決主

觀之衡量問題 
2. 可了解準則間之一

致性情況 

1. 匯集大眾意見

可降低主觀性 
2. 具有 AHP 法之

一切優點 

1. 在 必 要 情 況

下，資料可避免

成偶比較 

缺點 3. 必須符合一致性 
4. 準則數多時成偶比較

將增加困難 

1. 費時、費力、

並需相當大的

成本 
2. 具有AHP法之

缺點 

1. 不具有一致性

指標因此準則

間一致性無法

判定 

資料來源：吳麗娟(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