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第3章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3-1研究模型與研究階段 

文獻回顧所得的結論指出縮減數位落差必須先確立如何決定數位落差的現

象、由哪些觀點觀察數位落差、縮減數位落差的策略應考考慮哪些層面、策略間

的邏輯關係如何建立以及策略績效如何評估。基於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提出

圖3-1研究模型進行，將縮減數位落差議題加以整合。 
 
 
 
 
 
 
 
 
 
 
 
 
 
 
 
 
 

圖3-1研究模型 

本研究將明確規範縮減數位落差的願景與職責，探討影響縮減數位落差成敗

的關鍵因素，由此分析觀察與衡量數位落差的重要構面，進而建立縮減數位落差

的平衡計分卡，由BSC構面擬定達成目標的策略與績效評估方式。 
根據研究模型，研究分為四個階段進行，各階段的主要目標與產出如圖3-2所

示。第一階段建立數位落差評估模組與平衡計分卡架構(DD-BSC)；第二階段藉由

策略缺口分析法檢視DD-BSC的策略與策略目標是否完整；第三階段則以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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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驗證數位落差中各評估準則的一致性，並列出詳細指標以及區分領先與落後指

標；最後一階段則以台灣為例說明前述各階段產出的實際應用。各階段以不同的

研究方法完成，詳細的進行方式在以下各節中說明。 

圖3-2 研究四階段之目標與產出說明 

3-2建立DD-BSC－文獻整理與內容分析 

階段一主要目的在於建立數位落差衡量與評估整合模組以及利用平衡計分卡

建立縮減數位落策略規劃與績效衡量模式。本研究先確立數位落差的整合評估模

型，再將模型與平衡計分卡結合，最後決定DD-BSC 各構面之策略、策略目標、

衡量指標與策略地圖。 
由第二章文獻整理的結果以及比較過去數位落差相關研究的理論模型後，本

研將數位落差的整合評估模型設定為透過ICT普及、均等機會、資訊社會與國家

競爭力四個構面同時觀察國內與國際數位落差。圖3-3為本研究所提出之數位落差

的整合評估模型，模型建立過程將於第四章詳細說明。數位落差的整合評估模型

建置完成後，本研究根據文獻與BSC理論基礎定義DD-BSC之願景、使命、構面，

並完成各構面之相關策略與策略目標。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建置DD-BSC。主要原因與目的為： 
 從文件觀察如何定義縮減數位落差願景、使命、策略、目標與評估指標：

經歷近二十年的努力，不論是先進國家或國際組織都有相當豐富的資料紀

錄或說明各國努力的經驗、過程與結果，這些資料若能仔細分析，將可提

供落後國家甚至先進國家之間的參考。然而，文獻探討並未發現過去研究

針對已有之資訊進行分析，本研究認為採用內容分析法建置縮減數位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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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願景、使命、策略與策略目標之參考架構是一可行之方法，尤其所收集

之資訊來自於各國或國際組織之官方資料，信效度將優於問卷或僅邀請國

內之專家討論。 
 主要是希望由使命關聯至(relate）願景，並透過一個個線索將願景、使命、

策略、目標與評估指標的關係鏈節在一起。 
 由類目與線索找出內容，分析內容找出願景、使命、策略、目標與評估指

標再依據本研究之定義加以萃取(extract)。 
 以文獻導出最後DD-BSC架構，以此架構作為本研究命題，再提出缺口分

析方法，接著以台灣為例加以驗證。 
 

圖3-3 數位落差的整合評估模型 

 
Berelson (1952) 認為內容分析法是一種描述性的技術，可將傳播媒體中顯性內

容有系統的量化而加以有效推論的程序。內容分析的焦點可分別針對顯性內容

(manifest content)與隱性內容(latent content)。顯性內容是指欲分析的類目從文字表面

即可認定，因此比較容易觀察，更可藉由機器類工具加以分析(例如電腦文書工

具)，減少編碼人的負擔(Hagelin, 1999)。隱性內容則屬文字背後所代表的含意。

Portter and Levine-Donnerstein (1999)將隱性內容又分為隱性樣式(latent pattern)與隱

性隱射(latent projective)兩類。隱性樣式變數的編碼方式與顯性類似，但更精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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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隱射則受編碼者個人對內容意義的主觀解釋所影響，信度相對較差(Rourke, 
Anderson et al., 2002)。 

內容分析的步驟包括：1.提出並確定研究問題或假設，2.選取樣本，3. 建立分

析內容的類目，4. 選擇分析單位，5.訓練編碼者，6.開始編碼，7.資料分析，8.進
行結果解釋(Wimmer and Dominick, 1991; Rourke, Anderson et al., 2002) 。 

Krippendorff (2004)指出內容分析資料來源皆有其發生的情境，但分析者並不

需深究其情境。分析者由自己對資料所具有的知識建構自己的情境，對內容加以

分析並加以推論。當然，這些推論必須可以驗證並用來描述真實情境。而驗證的

方式最被採用的則是信度分析(Krippendorff, 2004) 。Lombard 等人以

Communication Abstract期刊資料為樣本的研究顯示在1994至1998年間僅69％以

內容分析為方法的論文在文中提及信度，多數論文以同意度(agreement)取代

(Lombard, Snyder-Duch et al., 2002)。雖然Lombard等人並不鼓勵以同意度代替信

度，Krippendorff (2004)認為同意度代表所測量的結果(“agreement is what we 
measure”)，而信度則是我們希望由其所推論(“reliability is what we wish to infer from 
it”)。事實上，” interrater agreement”也就是評分者間信度(interrater reliability) (Lombard, 
Snyder-Duch et al., 2002)，在三種情況下，同意度仍是可接受的，1.當重新由母體抽

取另一組分析樣本時，同意度係數仍可應用至這些資料；2.分析單位可分開描述或

分類，至於資料的真實性、正確性、主觀性或可預測性都不是考量重點；3.分析者

仍可接受資料的非完美性(Krippendorff, 2004)。Boyatzis提出當議題編碼的個數較少

或當觀察情境(即編碼單位)的個數較少時可採百分比同意度來計算信度，而採用百

分比更重要的理由是編碼者在編碼判斷時僅以是/否或者有/無作為編碼的判斷(王
國川、 翁千惠 譯，2005)。本研究符合上述學者論述的情境，因此將以百分比同

意度作為檢視編碼結果的方法。 
根據以上說明，本研究內容分析各步驟詳細說明如後。 

3-2.1提出研究問題 
本研究在此一階段為了建置DD-BSC中基礎策略、目標與衡量指標，必須由文

件中整理出哪些策略、目標與衡量指標在縮減數位落差具有成效的代表性國家或

國際組織間已取得共識。因此，這一階段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各先進國家與國際

組織如何看待縮減數位落差議題』，包括： 
1. 縮減數位落差願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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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有哪些職責？ 
3. 有哪些策略已在國際間形成共識？ 
4. 策略目標分別為何？ 
5. 有哪些指標用來衡量數位落差與評估策略績效？ 

3-2.2選取樣本 
由於本研究所需之基礎策略、目標與衡量指標希望是在縮減數位落差具有成

效的代表性國家或國際組織間已取得共識，因此資料來源將包括這些國家的政府

網站、數位落差相關單位或小組之網站、政府政策白皮書、政府委託之相關研究

報告、國際組織論壇、研究報告或論文、國際組織調查報告等等。國家部份以

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 (ISI)排名所列國家為母體，代表國家主要是ISI排名中所謂

的 Skaters，這些國家不論在資訊、電腦、網路或社會基礎架構都具有出色與成熟

的表現。抽樣準則則將Skaters群的國家同時與IMD、WEF、DOI等等指數評比相

比較，按比例由各洲選出在IMD、WEF、DOI等等指數評比中也都是全球的翹處

者。這些國家包括美洲的美國；歐洲的瑞典、芬蘭、挪威與丹麥；以及亞洲的日

本、新加坡。韓國由於近年來在資訊建設或國家競爭力優異的表現受到國際重視，

DOI 排名已連續為全球第一，因此韓國政府在縮減數位落差相關努力所提出的策

略也成為本研究探討的資料來源之一。此外，我國長久以來十分重視數位落差所

帶來的影響，政府除責成各行政組織積極縮減數位落差之外，亦成立專責單位提

出各項改進方案，我國在資訊基礎建設、資訊社會、電子化政府等各項評比皆有

傑出表現，因此我國所擬定的策略與學者專家提出的報告等等，亦為本研究收集

資料之來源。 
國際組織部份除了特別研究數位落差的組織之外，另依文獻探討結果，選取

與ICT、資訊社會、國家競爭力、社會問題研究相關的著名組織。最後由於不希望

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重要網站資料被遺漏，樣本也包含Yahoo與Google兩個

重要搜尋引擎。表3-1所列為所參考的各國與國際組織資源。 

3-2.3建立類目與選擇分析單位 
類目決定方式可採用理論或文獻的建議，若無理論可遵循時則自行發展(楊孝

濚，1996)。本研究分析單位以兩階段處理。第一階段以前述樣本之網站為分析單

位，分析顯性內容，藉由搜尋網頁功能，依類目搜尋，收集與本研究相關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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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參訪各國與國際組織資源 
國家或國際組織 網站或政府單位 
丹麥 1. National IT and Telecom Agency,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f Denmark, http://itst.dk 
2. denmark.dk/portal 

芬蘭 1. http://www.sitra.fi 
2. Finish Government, http://www.government.fi 

日本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IC), 
http://www.johotsusintokei.soumu.go.jp 

韓國  1.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IC), 
http://www.mic.go.kr 

2. Nation computerization Agency of Korea (NCA), 
http://www.nca.or.kr 

新加坡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  http://www.ida.gov.sg 
挪威 http://www.sintef.no 
瑞典 1. http://www.itkommissionen.se 

2. http://www.sweden.gov.se/ 
台灣 
 

行政院研考會 (RDEC), http://www.rdec.gov.tw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 http:/www.nici.nat.gov.tw 

美國 1.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www.ntia.doc.gov/ 

2. FIRSTGOV.GOV, The U.S. Government Official Web Portal. 
http://firstgov.gov.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apecsec.org 
Digital Divide Network http://digitaldivide.net/ 
DOT  Digital Opportunity Task Force, http://www.dotforce.org. 
EIU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http://www.ebussinessforum.com  
EUROPA  Gateway to European Union, http://europa.eu.int, http://www.eu-esis.org 
IDC http://www.worldpaper.com 
IM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http://www.imd.ch 
ITU http://www.itu.int 
G8  Group of Eight, http://www.g8.utoronto.ca 
McConnell International http://www.mcconnellinternational.com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www.oecd.org 
The World Bank Group http://www.worldbank.org  
UNCTA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www.unctad.org/en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weforum.org 
WSIS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http://www.itu.int/wsis 

 
將一份合乎類目的完整文件下載或複製後存檔。此一階段雖然過去文獻中並無與

此研究相關的分類規則，然而由文獻探討而整理的結論顯示，縮減數位落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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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ICT、資訊社會、國家競爭力、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社會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

因此本階段的類目包含數位落差、ICT、資訊社會、電子化準備、國家競爭力、資

訊社會、知識經濟、網路準備、資訊機會、數位機會。搜尋時同一網站會用所有

類目分別搜尋一次，以免遺漏。 
第二階段分析單位則為文件，編碼單位為文件中之敘述，目的在分析各國與

國際組織所提出策略、策略目標與衡量指標。仍然採顯性內容分析，並依據文獻

整理以及過去數位落差研究模型共建構出七 項類目。表 3-2 分別列出兩群的類目

種類與操作型定義，由於資料多為英文，因此類目以中英文對照列出，中文欄的

括弧內容表示類目編碼，例如ADD表示第一階段Digital Divide類目，AICT表示

第一階段 ICT 類目，BV 表示第二階段願景類目，以此類推。第二階段以收集的

文件資料為分析單位，仍然以顯性內容為主，但另外列出線索以便找出更多符合

本研究目的的資料 (如表3-3)，因此一些隱性內容亦可在分析過程中被萃取出，增

加研究結果的確實性。 
表3-2類目種類與操作型定義 

類目中文 類目英文 操作型定義 
第一階段 

數 位 落 差

(ADD) 
digital divide 說明數位落差定義與縮減數位落差方

法，有明確數位落差一詞。 
ICT或資訊通

訊 科 技

(AICT） 

ICT 或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有關全球性或國家性或地域性 ICT之發

展之情況統計或 ICT使用狀況。有明確

的ICT或資訊通訊科技一詞。 
資 訊 社 會

(AIS) 
information society 資訊社會的排名調查、發展均衡情形。

有明確的資訊社會一詞 
電子化準備

(AER) 
e-readiness 敘述全球電子化準備之調查結果與促進

電子化程度之相關論述。有明確的電子

化準備一詞。 
國家競爭力

(ANC)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國家競爭力評比結果之報告、論述或分

析。有明確的國家競爭力一詞。 
知 識 經 濟

(AKE) 
knowledge economy 對於知識經濟的重要性、對國家發展的

影響、與資訊科技間的相互關係等相關

敘述。有明確的知識經濟一詞。 
網路準備 
(ANR) 

network readiness 敘述網路準備之調查結果與促進網路準

備程度之相關論述。有明確的網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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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目中文 類目英文 操作型定義 
一詞。 

資訊機會或

數 位 機 會

(ADO) 

information 
opportunity or 
digital opportunity 

敘述轉化數位落差為資訊機會或數位機

會，也就是由資訊機會或數位機會觀察

一個國家在全球發展中的地位以及未來

趨勢。有明確的資訊機會或數位機會一

詞。 
第二階段 

願景(BV) vision 敘述對縮減數位落差的期待、最終目標

與希望達成的具體事項 
使命 (BM) mission 說明政府應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承擔的職

責 
策略 (BS) strategy 敘述政府對策、政策、相關思維或行為。

此時策略仍比較像口號，並無明確的執

行方針。 
策 略 目 標

(BO) 
Strategic objective 說明前述策略的目標、目的、方向或期

待之成效與具體事項 
方案(BP) project 說明為了達成目標所提出的具體實施計

畫、方案或一系列行為。有明確的負責

單位、執行步驟等等 
成功關鍵

(BKSF) 
key to success 說明完成任務或達成目標的關鍵點、影

響成敗的因素或過去失敗的原因 
指標(BI) indicator 說明衡量目標是否達成的具體項目、各

策略目標下所列出希望達成的項目 
 

表3-3第二階段類目線索 

類目中文 類目英文 線索 
願景(BV) vision 願景(vision)、目的(goal, objective, target) 
使命 (BM) mission 使命(mission, enabler, promote)、責任

(responsibility)、任務(duty)、工作(task, job)
成功關鍵

(BKSF) 
key to success 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 critical 

success factor)、成功原因(reason)、如何成

功(how to succeed, accomplish) 
策略 (BS) strategy 策略(strategy)、政策(policy)、戰略(tactic) 
策 略 目 標

(BO) 
strategic objective 策略的目標(strategic objective, objective of 

strategy)、策略目的(strategy purpose,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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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目中文 類目英文 線索 
at)、 

方案(BP) project 方案(project)、行動(action, initiative)、執行

(execution, implementation)、計畫(plan, 
program)、執行方法與步驟(process, 
procedure) 

指標(BI) indicator 指標(indicator, measurement)、各類數據

(number of, total, amount)、各種單位(如%  
or percent, dollars, hundreds or millions等數

字單位等等) 

3-2.4 訓練編碼者 
本研究除作者本身外另訓練兩位大學部資管系學生共同進行編碼。第一階段

依據類目的操作型定義由網路上收集相關文件並存成 Word 文件檔或直接儲存

PDF 檔。搜尋網頁時採深入探索，亦即每一個網頁的內容若另有超連結，則依序

深入搜尋，但原則上以不離開該組織或該國政府官方網頁為主。第二階段首先由

一位編碼學生採電腦輔助法，在文件中以線索搜尋相關內容，另兩位編碼者則以

閱讀方式進行編碼。三位編碼者以日本 2002 年白皮書”Stirring of the IT-prevalent 
Society” (Japan, 2002)為主進行編碼，完成後比對結果發現以電腦輔助方式並無法正

確或完整分析資料，因此改以三位皆以閱讀方式進行。 

3-2.5開始編碼 
第一階段最主要是收集資料來源，以本研究所列出之類目先過濾網頁資料可

以將資料範圍縮小，以確定收集的文件資料符合本研究之需求。第二階段將文件

中符合類目的敘述複製出，並將其彙整。表 3-4 以瑞典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Sweden 2004)文件為編碼的範例，說明分析結果。 

3-2.6資料分析 
基於本節一開始對資料分析的說明，本研究內容分析的結果並不用於推論，

因此本研究採用同意度驗證資料分析結果的可信度。此外，本研究的本質符合前

述採用同意度的三項要求：1.換取另一組樣本時，本研究的過程與同意度係數計算

並不受影響；2. 本研究分析單位可分開描述或分類，資料直接由各國或著名組織

官方網站下載，目的在取得各文件之間的共識情況，至於資料的真實性、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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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以瑞典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文件為例的部份編碼 

編碼 原文 
BV ….the government’s goals in this sphere are explicit: Sweden is to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be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BM  The task of the public sector is primarily to regulate, to procure 

and to set a good example  
 …as an enabler for these widespread availability of broadband 
access at competitive prices a secur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BKSF Sweden’s success in this field i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solid 
basis for development which has evolved, in the form of an 
extensive telephon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 population skilled in 
IT use, a tradition of pragmatic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ambiti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BS The Swedish IT policy programme includes a special focus on 
priority fields. These are greater accessibility to the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greater public confidence in IT 
and greater skills. 

BO The aim of IT policy is to stimulate growth, employ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justice, qualify of lif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effici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 
sustainable society.  

BP …… the action plan states that by 2005 Europe should have: 
modern online public services: e-government, e-learning services, 
e-health services, a dynamic e-business environment. 

BI Introduce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acquire a computer, its ultimate 
objective is to offer everyone in Sweden access to the opportunities 
afforded b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主觀性或可預測性都不是考量重點；因此3. 資料的非完美性是可接受的。此外，

在第一階段本研究以類目判斷該文件是否有與類目相關內容，而第二階段則以是

否為策略、目標、使命等等類目由內容中判斷並擷取相關敘述。Holsti (Holsti 1969; 
Riffe, Lacy et al., 1998))提出同意度的計算方式為：  

同意度= 2m / (n1 + n2) 
其中 m = 兩位編碼者間同意的項目總數 

n1 = 第一位編碼者項目總數 
n2 = 第二位編碼者項目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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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fe等人則提出同意度需達80％以上才可接受 (Riffe, Lacy et al., 1998) 。 
本研究將蒐集之策略與目標一一編號並將其解析至具有最簡單之概念，其次

進行策略、目標與衡量指標之對應(mapping)，建立策略、目標與衡量指標間之關

係。 
前述內容分析法最後一個步驟為解釋分析結果，而本研究在此階段的目的是

建置DD-BSC 架構，並完成架構中各構面之策略與策略目標，因此資料分析完成

後將分析結果彙整，並歸類至DD-BSC之構面。資料分析結果與完成DD-BSC之

過程將於第四章詳細說明。 

3-3 評量指標－建置AHP層級與問卷設計 

階段三所需之資料經由問卷而得。研究利用UMMEDD結果建立AHP層級架

構，並依照所建之架構發展問卷。 
處理決策問題時，利用AHP計算各構面間的權重，能夠有效的消除各個評估

項目間的交互作用關係。AHP 主要步驟為建立層級結構，建立成對比較矩陣、計

算特徵值(eigenvalue)與特徵向量(eigenvector)、以及一致性檢定，最後則是整體層

級權重的計算。 
1. 建立層級結構：圖3-4顯示AHP層級結構。利用層級方式來分析問題主要是探

討不同層級的相互影響，評估各層級中各個項目重要性與影響的程度。Satty建
議個層級內項目個數最好不要超過七個，以免影響層級內的一致性。各層級中

最重要的假設則是項目間應有獨立性。 
2. 成對比較矩陣。成對比較是將同一層級中的項目進行成對比較。所使用的數值

與該層級各要素評估的尺度有關。設 nCCC ,...,, 21 為同一層級之一組要素，成對

要素之量化可表示為n*n的矩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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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2,1,(,1 nji
a

a
ij

ji == 表示 ),( ji CC 的相對重要性， nWWW ,...,, 21 表示n

個要素 nCCC ,...,, 21 之權重，故 ija 又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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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nji
W
Wa

j

i
ij == 。 

3. 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量。 
Saaty (1980) 建議求得成對比較矩陣A之最大特徵值λmax如下： 

∑
=

×=
n

j i

j
ij W

W
a

1
maxλ  

若成對比較矩陣A為一致性矩陣時，則特徵向量X為： 
0)( max =− XIA λ  

4. 一致性(consistence)檢定。一致性檢定的目標主要有二。一方面提供決策者判斷

合理性的程度，一方面則檢視整個結構的一致性。Satty 建議一致性比率

(consistency ratio, C.R.)應小於0.1。 

一致性比率計算方式為：
RI
CICR =.  

2. 其中，CI為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e index)，且
1

max
−
−

=
n

nCI λ ； RI為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Saaty建議R.I.的值與階數相關，可參考表3-5。 
 
 
 
 
 
 
 

圖3-4 AHP層級結構(複製自鄧振源、曾國雄，1989) 
 

表3-5 RI值對照表 

階數 1、2 3 4 5 6 7 
R.I.值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階數 8 9 10 11 12 
R.I.值  

1.41 1.45 1.49 1.51 1.48 
資料來源：Saaty, 1980 

 
AHP評估分為同等重要(equal importance)、稍微重要(weak importance)、頗重

要(essential importance)、極重要(very strong importance)與絕對重要(abs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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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Saaty, 1990)。衡量值分別為名目尺度1、3、5、7、9。尺度的定義與說

明如表3-6所列。 
表3-6 AHP尺度定義與說明 

尺度 定義 說明 
1 同等重要 比較項目間具有同等重要性 
3 稍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偏向某一方 
5 頗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偏向某一方 
7 極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某一方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顯示絕對喜好某一方 

2,4,6,8 相鄰尺度中間值 需要折衷值時 
資料來源：(鄧振源、 曾國雄，1989) 

 
AHP問卷則依據本研究所提出之UMMEDD架構中衡量準則設計，將各準則

層成偶比較。表 3-7 為問卷題項範例。AHP 之問卷主要在參考專家意見，同時需

要邏輯與分析上的思考，受訪者也必須在該領域有相當的經驗，通常問卷數不會

超過100份，Saaty甚至認為大樣本的結果反而會造成一些誤差(Saaty, 1990)。問卷

回收後利用Expert Choice軟體進行分析求得各層級要素之權數，並驗證一致性。 

3-4模式應用－個案分析 

階段四將本研究所提出之DD-BSC 架構應用於台灣，分別說明如何應用本研

究所提出之架構、策略檢核方式以及指標之應用與比較。 
個案分析過程依照本研究所提出之步驟，資料收集與分析亦遵循基礎模式發

展之過程。 
表3-7 問卷範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