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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數位落差平衡計分卡架構 

依據第三章本研究進行階段之規劃，在這一章裡將說明第一階段之結果。階

段一主要的產出應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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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BSC 與策略地圖。以下各節4-1 首先

說明數位落差整合評估模型發展過程與結果，4-2提出DD-BSC架構與各構面詳細

內容，4-3則說明策略地圖建置過程與結果。同時在本章中將看到本研究將數位落

差、平衡計分卡中願景、使命、成功因素、策略、目標績效衡量機制一步步串連，

使各個過程邏輯性緊密相連。 
數位落差整合評估模型與數位落差平衡計分卡構面分別以相關性分析以及專

家訪談進行模型驗證與調整。訪談專家包含三位公共行政學者、一位研考會資訊

處組長以及兩位業界人士。 

4-1數位落差整合評估模型 

4-1.1模型構面說明 
圖 4-1 為本研究所提出之數位落差衡量與評估整合模型(The unified model of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digital divide, UMMEDD)。研究顯示社會、政治、經濟的進

步與轉型和ICT的發展步調幾乎是重疊的(IKS Division ITM Department, 2005)，將

ICT基礎架構、均等機會、資訊社會與國家競爭力放在同一個架構中可以觀察彼此

交錯的關係以及相互影響的程度。ICT普及是檢視數位落差的基礎，也是第一步。

數位落差一詞最初的目的便是希望凸顯資訊科技發展所帶來的經濟利益幾乎都只

能在某一個特定的群體中發酵，無緣或無力使用這些新科技的群體更將被數位化

的趨勢淹沒，因此均等機會是 ICT 發展時必須重視的議題。ICT 的均等普及將因

此提供民眾、企業與政府更多機會應用 ICT 設備與服務於日常生活當中，發展優

質的生活空間，提升更企業營運與政府行政效率，進而建立資訊化的社會。文獻

指出ICT指標可進一步提供比較國家間競爭力(Mid Sweden University, 2005)，除此

之外，ICT的發展與資訊社會的形成，將提升國家生產力，學習成長的機會，進而

累積知識增加創造力，在知識經濟時代對國家競爭力的影響無法一言以蔽之。 
各構面詳細說明如下。 

ICT普及 
在數位化經濟時代，幾乎一切經濟活動都與ICT基礎科技有關(Pau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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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數位落差衡量與評估整合模型 
 

許多的研究報告與文獻結果顯示 ICT 的發展與進步能加速經濟成長進而強化個人

生活品質、提升企業營運績效以及政府行政效率；換句話說，ICT的發展若不能跟

上時代趨勢，將導致個人、企業或國家與其他相對應的社群脫節而形成落差。導

致數位落差現象的因素固然在於花費於 ICT 建設的比例可能不同，最重要的是缺

乏穩定與良好品質基礎架構以支持新科技的展與使用。因此，影響數位落差最根

本的因素就在於 ICT 的基礎建設是否健全、ICT 的品質是否能得到信任以及政府

或產業是否提供促進 ICT 被廣為使用的環境與條件。文獻研究發現多數研究結果

或報告在指標部分不盡然有所謂的構面區分，多數研究探討的是單一指標在 ICT
普及中表現的程度。指標初步規劃中，本研究首先彙整目前國際著名組織、文獻

研究中針對衡量 ICT普及度所使用的衡量指標，依據 ICT普及的定義以及指標的

目的，將指標適度的分類。 
ICT普及主要探討促使資訊與通訊設備滲入每一個個人與家庭的生活、企業的

營運與政府行政運作的因素所呈現的強度。透過四個面項：基礎建設、品質、可

負擔性、以及近用狀況觀察，可以有深入的瞭解，也是衡量數位落差的第一步。

OECD 對 ICT 基礎科技所下的定義為：所生產的產品（貨物或服務）足以支援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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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資訊展示、處理、儲存與傳送的所有產業。這個定義指出 ICT 產業囊括了電

腦（軟體與硬體）、資訊（設備與服務）、以及資訊科技專業服務。隨著科技的

進步，電話或電腦幾乎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必備品，同時品質不斷改善、價格

也多停留在消費者可接受的範圍。電腦與電話的使用量是過去衡量 ICT 普及的重

要指標，但對先進國家而言，這些指標已不具有重大意義；反之，更進階的內容

與服務才是推動 ICT 大眾化的主要動力。然而本研究所提出之架構目的不僅希望

提供先進或開發中國家檢視造成數位落差之潛在因素，也提供落後國家一個改善

的機會，指標的選擇可由各國依實際狀況調整，但指標所代表的意義與觀察目的

由構面的定義已可明確區分。表4-1詳細說明ICT普及以及四個構面的詳細定義，

表4-2則列出篩選與整理後的結果。此外，表4-2所列的指標已獲得大部分國際組

織認可，也被多數研究報告引用，因此被列入初步指標規劃。 
表4-1 ICT普及四個構面定義 

構面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定義 
  探討促使資訊與通訊設備滲入每一

個個人與家庭的生活、企業的營運與

政府行政運作的因素所呈現的強度 
ICT基礎建

設 
 足以支援數位化資訊展示、處理、儲

存與傳送的產品、設備與服務量化資

料 
網路連線品質 
可信任度 

品質 

使用者滿意度 

使用者對 ICT 產品、設備與服務的

觀感與遭遇的問題 

成本 可負擔性 
市場定價 

ICT產品、設備與服務的定價 

個人近用 
企業近用 
家庭近用 

ICT
普及 

ICT近用 

政府近用 

個人、家庭、企業與政府使用 ICT
產品、設備與服務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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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ICT普及衡量指標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指標層(評估內容) Sources 

ISP骨幹數 
骨幹速度 
整體資訊連結度 
網站數 

ICT基礎
建設 

 

寬頻使用者 

UN, ESIS report, EU, 
DAI, CEENet, IMD, 
OECD 

網路頻寬 
網路活動程度 
個人使用網路遇到安全問題 

網路連線
品質 

企業使用網路遇到安全問題 

EIU, DAI, ESIS report, 
我國 

智財保護法規 
隱私保護政策 可信任度 
具安全保證之伺服器 

EU, EIU, Bridges.org 

使用者對ICT品質滿意度 
使用者對ICT服務滿意度 

品質 

使用者滿
意度 

市場政策制訂合宜 

Bridges.org, DOI 

網路使用價格 
家戶每月電話費成本 
企業每月電話費成本 

成本 

家戶每月手機費成本 

OECD 
DOI 

固定電話線路基本費 
網路基本費 

可負擔性 

市場定價 

手機基本費  

DOI, DAI, NRI 

固定電話線用戶 
行動電話用戶 
網路用戶 

個人近用 

擁有個人電腦 

EIU, UN, DAI, ISI, ITU, 
IMD,我國 

固定電話線用戶 
網路用戶 

企業近用 

員工應用IT於工作 

EIU, UN, DAI, ISI, ITU, 
IMD,我國 

固定電話線用戶 
網路用戶 

家庭近用 

擁有個人電腦 

EIU, UN, DAI, ISI, ITU, 
IMD,我國 

使用內部網路 
使用網路 

ICT近用 

政府近用 

員工應用IT於工作 

EIU, UN, DAI, ISI, ITU, 
IMD,我國 

均等機會 
數位機會評量基本上包含近用(accessibility)、使用(usability)與使用效益

（utilization）(ITU, 2005)。ICT的基礎建設普及只保證整個社會已提供相當的環境

讓民眾或企業身處於可輕易取得資源的情況下，使用者是否有便利與好用的設備

並願意使用。研究顯示當社會環境提供較多機會的情況下，將激發出使用者對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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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科技的興趣較，因而有更多的意願使用ICT (Bridges.org, 2001, ITU, 2005)；反

之，偏遠地區民眾由於對新科技接觸不深或者根本沒有機會瞭解新科技的利益，

對使用ICT的意願則較低。研究報告也顯示當民眾使用意願不高時，政府或企業也

會在邊際效益考量下刻意忽略某些地區或某一群體的近用機會。當使用者以主動

的態度使用ICT時，學習與提升自我能力的動機將佔必較大的比例，由數位機會的

角度來看，使用者也會為自己創造更多的利基。然而社會必須提供足夠資源教育

並引導民眾將ICT作最有效的運用，因此能力提升機會差距將觀察自我提升與取得

社會資源的差距。由說明得知均等機會的含意除了各群體有相同與便利的機會接

觸ICT之外，更應觀察各群體是否可真正使用以及進一步利用ICT為自己創造機會 
(Lentza and Oden, 2001).。因此，本研究觀察均等機會分為三個構面，一為群體的

近用機會差距，主要觀察ICT資源分配不均的現象，其次為使用差距，第三則為能

力提升機會差距。 
Hoffman & Novak認為數位落差應分別由人口統計、族群或文化觀點(Hoffman 

and Novak, 1999; Hoffman, Novak et al., 2004)分群，文獻研究與國際著名組織報告中

則發現數位落差亦可能存在於不同企業規模或產業型態間(Yu and Wang, 2004b; 
Bridges.org, 2005; UN, 2005)，因此本研究再將次要準則其區分為人口區隔差距、族

群差距與企業差距。構面與準則定義詳列於表4-3，表4-4列出指標篩選與整理後的

結果。 
表4-3 均等機會構面定義 

構面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定義 
  不同群體間使用 ICT 是否

有機會不均的現象 
人口區隔近用差距 
族群近用差距 

近用差距 

企業近用差距 

衡量資訊通信設備在不同

群體普及的比例 

人口區隔使用差距 
族群使用差距 使用差距 
企業使用差距 

個人與企業對 ICT 設備使

用性認知與使用意願差異 

人口區隔能力提升機會

族群能力提升機會 

均等

機會 

能力提升機會 

企業能力提升機會 

觀察社會支援與社會提供

可提升能力之機會認知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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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均等機會衡量指標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指標 來源 
固定電話線路用戶比例

行動電話用戶比例 
網路用戶比例 

人口區隔近用差距 

寬頻使用者比例 

Bridges.org, UN, 
Hoffman & Novak,
我國 

固定電話線路用戶 
行動電話用戶 
網路用戶 
寬頻使用者 
IMD社會架構評比 

族群近用差距 

價格策略合理性 

Bridges.org, UN, 
Hoffman & Novak,
我國 

擁有網頁比例 
擁有內部網路比例 
寬頻使用比例 

近用差距 

企業近用差距 

無線網路使用比例 

Bridges.org, UN, 
Hoffman & Novak,
我國,IMD＆WEF
企業e化整備度 

ICT好用性認知 
使用便利性認知 

人口區隔使用差距 

使用意願 
ICT好用性認知 
使用便利性認知 

族群使用差距 

使用意願 
ICT好用性認知 
使用便利性認知 

使用差距 

企業使用差距 

使用意願 

Europa, various 
online sources (Bloor 
research etc.) 

可無障礙的利用ICT 
可參與訓練之機會 

人口區隔能力提升機會 

可諮詢之資源 
可無障礙的利用ICT 
可參與訓練之機會 

族群能力提升機會 

可諮詢之資源 
可無障礙的利用ICT 
可參與訓練之機會 

能力提升機

會 

企業能力提升機會 

可諮詢之資源 

ITU, UNDP,我國 

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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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構面同時觀察資訊社會與E化準備（E-Readiness）。E化準備至目前為止

並無一個明確的或絕對的定義，而究竟應由哪些方向觀察國家或社會在形成資訊

社會所努力的程度，應視國家的特性與該調查 
當時的主要目標與目的而定(Bridges.org 2005)。雖然如此， E-Readiness的評估仍有

其存在的必要。Bridges.org的研究報告指出E-Readiness衡量的結果可以提供決策者

制訂策略的依據。 
文獻資料顯示有些組織或國家在觀察資訊社會形成或E化準備的程度時，例如

World Telecommunication Indicators(WTI)或ITU digital Access Index(DAI)或是歐盟

國家資訊社會衡量所使用的指標(ISPO, 2000)，仍以ICT的構面與指標為衡量標的。

即使是被認為衡量資訊社會最具公信力的IDC，或者E化準備的EIU，都不認為ICT
普及指標足以代表判斷資訊社會形成或E化準備的程度(IDC網路資料; Bridges.org, 
2005; IKS Division ITM Department, 2005; Mid Sweden University, 2005; EIU網路資

料)。EIU認為資訊社會的形成關乎於民眾是否能熟練並有效的應用資訊科技、隨

著科技進步是否有相關的法律規範、企業以及政府是否提供準備妥當的環境鼓勵

員工或民眾接受數位化的趨勢與改變等等。雖然衡量E-Readiness的主要重心有許多

差異，本研究比較目前較著名的資訊準備衡量工具發現 (詳列表4-5)，ICT仍是促

進形成資訊社會的基本要求 (表4-5中connectivity仍是多項評估工具中的指標)，正

如UMMEDD模組中顯示ICT為判斷數位落差現象之根本。 
除此之外，表4-5也顯示資訊社會的觀察已非僅由社會是否擁有ICT設備作為

評斷準則。資訊與通訊設備由「量」的層次深化為「質」的層次，例如網站上所

提供的內容與資訊品質，民眾被傳達的不僅是有哪些新的科技，而是如何應用新

科技以提升生活品質或做為自我學習的工具；社會環境為了朝向資訊社會或E化準

備而有相當因應，決定資訊社會形成的程度，例如法規的制訂或修正、使用者隱

私保護以及智慧財產的保護措施、政府透過E化過程提供更有效與優質的服務等

等；企業受到環境、政府的保護與人民素養的改變，有更多的意願透過網路提供

更快速、安全與不斷創新的產品與服務，帶動更多的商機，創造更多的經濟利益。 
綜合這些觀點，本研究將數位落差衡量與評估架構的資訊社會構面又分為資

訊素養(以探討個人為主)、社會環境、企業環境(以探討企業為主)與政府環境(以探

討政府為主)四個次構面。特別一提的是雖然我們仍沿用資訊社會與E-Readiness一
詞，但主要目的仍在觀察資訊社會/E化準備和數位落差之間的交錯影響關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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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所提出的資訊社會指標或EIU所提出的E化準備仍有一些差異。詳細構面與定

義列示於表4-6，表4-7列出指標篩選與整理後的結果。 
表4-5一些重要的資訊社會評量工具 

組織全名與網站 評估工具 衡量構面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Asean 
e-readiness 
assessment 

e-society, e-commerce, 
e-government, liberalizing trade in 
ICT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ww.readinessguide.org) 

Readiness for 
the Networked 
World 

access, learning, society, economy, 
polic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http://graphics.eiu.com/files/
ad_pdfs 

E-Business 
readiness 
rankings 

connectiv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mmerce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supporting 
e-services, social and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DC 
www.idc.com/groups/isi/m
ain.html 

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 

computer us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factors 

McConnell International  
http://www.mcconnellintern
ational.com/library.html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global 
e-Readiness 

connectivity, e-leadership, 
information security, human capital, 
e-business climate 

 
表4-6 資訊社會構面定義 

構面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定義 
  民眾是否能熟練並有效的

應用資訊科技；社會、企業

以及政府是否提供準備妥

當的環境鼓勵員工或民眾

接受數位化的趨勢與改變 
人力資本 

資訊社會 

資訊素養 
經驗與接受度 

個人應用新科技以提升生

活品質或做為自我學習的

工具；社會提供民眾學習的

機會，政府培養或招攬高科

技技術人員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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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容  社會環境 
法規與制度 

因應社會朝向資訊社會或

E化準備的措施，主要強調

資訊品質、資訊安全與智慧

財產保護措施 
電子商務市場 企業環境 
經濟競爭力 

觀察企業參與促進資訊社

會的努力情況以及評估環

境是否提供企業創造更多

的經濟利益的機會。 
電子化政府 政府環境 
政府政策與計畫 

電子化政府的程度、政府預

算、政策、行動的支援 
 

表4-7 資訊社會衡量指標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指標 Sources 
中等教育人數 
接受IT訓練之可就業人員 人力資本 
使用電腦解決問題之能力 

McConnell 
International, 
EIU, IDC 

智慧型網路活動 
網路使用 

資訊素養 

經驗與接受度 
於工作中使用網路 

EIU, 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資訊財富 
資訊品質 資訊內容  
資訊相關 

IDC, 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電信法規 
ICT貿易政策 

社會環境 

法規與制度 
網路規範 

OECD, IMD, 
EIU, 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電子商務總額 
ICT經費 
企業電子化水準 
可用之企業電子化諮詢顧問 

電子商務市場 

產業標準平台與程式語言 

EIU, UN, ESIS 
report 

國外投資 
ICT公司數 
民營化水準 

企業環境 

經濟競爭力 

專利數 

IMD, WEF, 
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ITU, 
EIU,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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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資訊社會衡量指標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指標 Sources 
E化支援程度 
公民認同度 電子化政府 
個案處理時間 

EIU, OECD, 
APEC 

政策與計畫連結度 
符合國家特質之政策 

政府環境 

政府政策與計畫 
政策與計畫顧及平衡 

OECD, 
Bridges.org 
APEC, IMD, 
WEF 

國家競爭力 
Porter認為競爭力在國家層面代表的是國家生產力，提供完善產業發展環境，

提升產業優勢進而增加國民平均所得，將有助於提升國家競爭力(Porter, 1990)。IMD
為國際著名評量國家競爭力機構之一，對國家競爭力的定義為一個國家創造價值

與累積財富的能力。而WEF 為另一著名評量國家競爭力之機構，則認為國家競爭

力為一個國家持續維持高經濟成長的能力。由這三個競爭力的定義來看，基本上

與經濟成長間都有密切的關係。1996年OECD提出”知識經濟”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此後國家競爭力與經濟之間則有了另一層的解釋。愈

能快速利用各種先進科技與方法創造、掌握與擷取新知識的人或國家，愈能掌握

先機，創造經濟利益。依據前述競爭力的定義來看，顯然愈能提升國家競爭力。 
研究報告與文獻也一再強調ICT的推廣、資訊社會的形成與國家競爭力之間有

相輔相成的關係。Piazolo (2001)指出知識經濟與網路經濟(Internet economy)、資訊

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及數位經濟(digital economy)幾乎是通用的名詞。OECD
報告指出，知識經濟使得創意受到重視，而創意將使得產業具有足夠競爭力(OECD, 
2000)；此外OECD研究也發現，數位經濟所導致的數位落差是先進國家與落後國

家間差距愈來愈大的主要原因(OECD, 2000)。由表4-8比較2004–2005四個著名的資

訊相關全球評比結果與IMD和WEF所提出的國家競爭力排名結果來看，ISI評比前

10名的國家在全球競爭力的表現也相當亮麗；反之，香港、新加坡、澳大地亞除

了名列全球競爭力表現優異的前10名之外，資訊科技與資訊社會發展的成績同樣

不落人後。這個結果更驗證了加強資訊科技發展與應用將提升國家生產力、政府

與民眾學習成長的機會，進而累積知識增加創造力；這些正是知識經濟世代一個

國家躋身於擁有競爭優勢的最基本條件。這些例子證明了數位科技將在知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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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對國家競爭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表4-8 各國資訊相關評比排名與國家競爭力排名比較 

資訊相關排名 2005國家競爭力排

名 
國家(依英文名排序) 

ISI  ER NRI(2004) DOI IMD WEF 
Australia 12 10(12) 9 15 9(3) 10(14)
Canada 5 12(11) 6 6 5(3) 14(15)
Denmark 1 1(1) 5 4 7(3) 4(5)
Finland 7 6(5) 3 NA 6(3) 1(1)
Hong Kong 11 6(9) 18 2 2(6) 28(21)
Korea, SAR 8 18(14) 18 1 29(35) 17(29)
Netherlands 6 8(8) 13 9 13(15) 11(12)
Norway 9 9(4) 8 NA 15(17) 9(16)
Singapore 13 11(7) 2 7 3(2) 6(7)
Sweden 2 3(3) 4 5 14(11) 3(3)
Switzerland 4 4(10) 7 10 8(3) 8(8)
UK 10 5(2) 15 13 22(22) 13(11)
United States 3 2(6) 1 11 1(1) 2(2)
Taiwan 20 22(20) 17 8 11(12) 5(4)

*括弧內為2004排名 

 
而談到新經濟的形成，則必須考慮到網際網路快速融入人類生活與經濟活動

中所帶來的改變。對民眾而言，消費行為、價值觀、消費習慣都與過去截然不同；

而企業為了因應環境與消費者關念的改變，必須重新調整企業模式、改變企業營

運與決策流程、以及加強企業資訊與科技的基礎架構，維繫市場競爭優勢(Yu, 2001; 
Walton CB, 2005)。然而新的企業模式畢竟隱藏著許多未知的風險，因此企業能否

順利導入新的資訊科技以及是否有意願積極跨入電子商務領域，政府將可扮演重

要的推手。政府在推動電子商務時可著力的方向包括提供更完善的電子化基礎建

設、修改或訂立資訊安全與智慧財產權的法規、透過網路科技提供更便捷的服務，

提升政府行政效率，增加企業與民眾對政府的信心等等(Walton CB, 2005)。 
本研究所提出的UMMEDD模組已涵蓋了ICT普及、均等機會與資訊社會三個

構面，最後加上國家競爭力將使得影響數位落差關鍵因素的檢討與觀察更加完

整。本研究決定國家競爭力所衡量的構面的方法乃比較IMD與WEF國家競爭力的

衡量構面(如表4-9)以及WEF所提出之經濟創意指數，調整並選取適合本研究之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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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與WEF是目前兩個最著名的常態性評量全球國家競爭力的機構。由表4-9
的比較來看，IMD認為分析國家競爭力主要在於分析政府與企業如何提昇自己的

能力為人民提供更繁榮的生活、為企業創造更多價值以及維繫國家長期的優勢

(IMD網路資料)。IMD評量國家競爭力的指標乃建構於四個構面，分別為經濟表現

(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iciency)、企業效能(Business 
Efficiency)以及環境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經濟表現主要觀察國家經濟規模、經

濟成長、財富、國際投資與貿易等項目與GDP之間的關係；政府效能則由公共政

策、商務法律、市場規範、教育、勞工市場、公平正義以及民眾安全等角度衡量；

企業效能主要關心生產力、勞工關係、勞工技術、股票市場以及企業表現對全球

化的衝擊性；基礎建設則包含了科技、健保、環境與生活品質等等。 
表4-9 WEF與IMD國家競爭力評比指標比較 

評比要項 中分類評比項目 指標數 
IMD WEF IMD WEF IMD WEF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通訊設備的普及

度、基礎建設的支

援  

29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科技實力 
(Technology)  

基本基礎

建設、技

術、科學、

健康、環

境、教育 
本國技術能力、經

由直接投資或外人

移轉的技術  

95 24  

開放程度

(Openness)  
關稅及隱藏性進口

障礙、出口推廣、

匯率政策、 跨國新

創事業與外人直接

投資  

17  

金融實力

(Finance）  
金融中介的範圍、

效率與競爭、金融

風險、投資與儲蓄  

22  

企業管理 
(Management） 

綜合管理指標、人

力資源管理  
18  

勞動市場 
(Labor）  

技能與生產力、社

會政策的彈性與效

率、 勞資關係  

23  

經濟績效

(Economic 
Performance) 

法規制度 
(Institution）  

國內經

濟、國際貿

易、國際投

資、就業、

價格 

競爭指標、法律制

度的公正性、警察

7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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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戶與組織犯罪的

減緩  
企業效能

(Business 
Efficiency) 

商業競爭力

(Business 
Competitivene
ss Index) 

生產力、勞

動力市

場、財務、

管理實

踐、態度價

值 

公司營運及策略、

商業環境品質 

68 

32 

政府效能

(Government 
Efficiency) 

政府效能

(Government） 
公開財

務、財政政

策、制度體

系、企業立

法、社會框

架 

政府干預程度、政

府能力、稅負及逃

稅、府規模、財政

政策、稅率  72 

28  

本研究整理，資料來源：IMD網路資源（2006/9參考），張溫波（1998） 

 
WEF評量全球競爭力採取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主要是根據Jeffrey 
Sachs與John McArthur所提出的模式(WEF網路資料)，包含三個觀察構面，分別

為總體經濟環境品質(the quality of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政府機構狀態(state 
of the country’s public institutions)、以及科技就緒水準(level of technological 
readiness)。此外更輔以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Index (BCI)由個體經濟觀察企業個

別的表現，包含企業的營運與策略以及企業環境兩個領域。IMD 與 WEF 對競爭

力觀察的重點因此看來差異不大，由定義加以比較，WEF總體與個體經濟環境品

質可以對照至 IMD 的經濟表現與企業效能；政府機構狀態可以對照至 IMD 的政

府效能，而科技就緒水準則可以對照至 IMD 的基礎建設。主要的不同在於 IMD
是收集各國或多方不同組織所提出相關統計資料編輯處理後得到結果，而WEF則

是以實地調查資料為主(IMD網路資料)。 
如前所述，本研究主要目地在於觀察數位落差可能削弱了國家競爭力哪一個

重要因素，或者由另一個角度來看，國家競爭力某一個構面表現不佳是否與數位

落差間有明顯的關係。 
進入21世紀後，知識的投資與開發已成為提升經濟效率最重要的動力，而衡

量一個國家在知識領域投資的指標包含R＆D的經費、創造與創意的成果、教育、

資訊以及ICT的成長(OECD, 2002)。教育、資訊以及ICT已分別在UMMEDD的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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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資訊社會以及均等機會三個構面中加以考量，國家競爭力構面則專注於知

識創新與研究發展。此外，企業的投入與政府政策都將嚴重影響企業能力與國家

高科技發展的成效(OECD, 2002)，因此，本研究國家競爭力構面下又分為科技就緒

水準、經濟績效、企業效能與政府效能四個次構面。IMD或WEF的評量架構已實

行多年，且受到國際間的肯定與採用，因此本研究在國家競爭力構面以及各評估

準則的定義主要仍沿用IMD與WEF的架構與指標。各準則定義說明如表4-10。 
表4-10國家競爭力構面定義 

構面 準則層一 準則層二 定義
＊ 

  政府與企業如何提昇

自己的能力為人民提

供更繁榮的生活、為企

業創造更多價值以及

維繫國家長期的優勢 
環境基礎建設 
科技建設 
研發創新 

科技就緒水

準 

教育 

觀察基礎建設、科技建

設、研發環境以及人力

資源是否符合企業的

需求。 
國內經濟 
國際貿易 
國際投資 
就業情況 

經濟績效 

物價 

評估國內整體經濟表

現 

生產力 
勞動力市場 
財務 
管理實踐 

企業效能 

態度價值 

觀察企業在創新之投

入、獲利情況的改善措

施以及社會責任的付

出 

公開財務 
財政政策 
制度體系 
企業立法 
社會框架 

國家競爭力 

政府效能 

聯盟計畫 

檢核有利於改善國家

競爭力之政府相關政

策 

＊：採用IMD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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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家競爭力準則採用目前國際間著名評比結果，而該結果所使用的資料

原來也多數由各國政府提供(IMD網路資料)，因此直接將各類評比之分數作為衡量

指標，可節省政府許多時間，故表4-10準則層二即用來做為國家競爭力衡量指標。 

4-1.2模式驗證 
為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數位落差整合評估模式內的構面具有相當的相關

性，在這一節裡，本研究利用目前國際組織所提出與本研究相關之準則評比分數，

進行統計相關性分析。表4-11中Computer, Telecom, Internet, Social為ISI評比的要

項，前三者代表ICT的表現，Social代表社會結構，其中含有均等機會評分，IMD
與WEF則為國家競爭力的排名。相關分析結果顯示不僅資訊社會排名與國家競爭

力間有正向相關性，觀察項目與國家競爭力間也皆為高度正相關，說明ICT、社會

結構與國家競爭力之間的消長是呈現同一個趨勢的。表4-12比較E-readiness與國家

競爭力之相關性，同樣顯示高度正相關。 
表4-11 ISI, IMD, WEF之相關分析 

   IMD2006 WEF2006ISI2006COMPUTERTELECOM INTERNET SOCIAL
IMD2006 1  
WEF2006 .843(**) 1  
ISI2006 .709(**) .849(**) 1  
COMPUTER .761(**) .859(**).905(**) 1  
TELECOM .631(**) .774(**).808(**) .747(**) 1  
INTERNET .721(**) .813(**).910(**) .892(**) .696(**) 1 
SOCIAL .612(**) .760(**).875(**) .799(**) .671(**) .818(**) 1

 
表4-12 E-readiness, IMD, WEF之相關分析 

  EREADY WEF2006 IMD2006 
EREADY 1
WEF2006 .877(**) 1 .
IMD2006 .762(**) .844(**) 1

 
如果再進一步看詳細準則，由於表4-13中E-readiness之資料為分數，分數愈高

表現愈好，名次數字愈少(代表名列在前)，因此分析顯示結果負相關，同樣說明了

ICT、均等機會、資訊社會與國家競爭力間彼此有密切相互影響的關係存在，由此

說明本研究的架構是可接受的。表4-14驗證NRI評比結果與WEF各構面之間的相關

性，除了總體經濟與政府機構之間、健保及基礎教育與整體經濟之間的相關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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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E-readiness各準則與 IMD, WEF之相關分析 

 WEF2006 IMD2006 Connectiv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Supporting 
e-services 

WEF2006 1        
IMD2006 .844(**) 1       

Connectivity -.869(**) -.739(**) 1      
Business environment -.917(**) -.805(**) .889(**) 1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877(**) -.766(**) .927(**) .879(**) 1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763(**) -.676(**) .877(**) .839(**) .922(**) 1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806(**) -.672(**) .898(**) .817(**) .898(**) .834(**) 1  

Supporting e-services -.810(**) -.657(**) .911(**) .850(**) .931(**) .920(**) .914(**) 1 
說明：E-readiness資料為分數，IMD與WEF資料為排名 

 
表4-14 NRI排名與WEF各準則排名之相關分析 

 NRI2006 institution infrastructure 
Macro- 
economy 

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rket 
efficiency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NRI2006 1        
institution .864(**) 1       
infrastructure .949(**) .865(**) 1      
Macro-economy .560(**) .453(**) .551(**) 1     
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 .744(**) .568(**) .729(**) .462(**) 1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939(**) .746(**) .897(**) .551(**) .781(**) 1   
Market efficiency .917(**) .869(**) .881(**) .560(**) .602(**) .836(**) 1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978(**) .842(**) .935(**) .537(**) .728(**) .914(**) .9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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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之外，其餘皆為高度顯著相關。由評比要素來看，也證明本研究所提出之架構

說明基礎資訊科技、數位機會、社會結構、國家競爭力間息息相關，縮減數位落

差必須由這四個方向廣泛觀察。 

4-2數位落差平衡計分卡模型 

由文獻與過去政府或非營利組織發展BSC經驗與記錄可大致勾略出發展BSC
的步驟包括(van Veen-Dirks and Wijn, 2002; Kaplan and Norton, 2003; Niven, 2003)：  
1. 認清願景與使命。願景代表組織對未來在社會佔有重要席次的期待；使命則是

為了達到組織願景境界所需承擔的責任與任務。 
2. 確認關鍵成功因素(KSFs)。找出關鍵因素將可為檢視整個組織的績效提供一個

完善的架構(Voelker, Rakich et al. 2001)，同時這也是繪製策略地圖重要的過程之

一(Butler, Letza et al. 1997) 。當找出關鍵成功因素後，組織才能明白與確立必須

努力的方向，並提出適當的策略。 
3. 定義BSC構面。掌握成功因素與確定BSC構面後，將成功因素歸類至相關的

BSC構面方可建立策略的正確方向，以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制訂策略、策略目標與績效衡量指標。 
5. 建立策略間的因果邏輯關係並串鏈起這些關聯。策略間因果關係實際上就是一

系列的If-Then邏輯敘述，這些邏輯敘述將展現成功朝向願景的所有途徑，為組

織舖下成功的道路。因果邏輯關係不僅呈現於BSC各構面內，構面間的因果關

係也應串連起來。 
6. 繪製策略地圖。因果關係若以圖形輔以If-Then敘述，將使組織成員更瞭解每一

個策略成型的原因、目標以及發展的方向。 
BSC的發展可說是一個無止盡的迴圈，前述每一個步驟應重複檢視，由執行

結果調整策略方向或修正甚至刪除績效不佳的策略，使得平衡計分卡在運作中逐

漸趨向成熟穩定。 
步驟一、二與四採用第三章敘述之內容分析法，第一階段下載與收集數位落

差相關報告或文件同意度達89％，且兩位學生編碼之同意度為96.7%，主要原因在

於學生對議題之熟悉度相對少於作者，因此若將收集之文件數量作為分母，同意

度自然降低。第二階段內容分析結果由於兩位編碼者學生英文能力受到限制，第

一次對照編碼結果後同意度為68％，而由作者協助講解後，編碼者同意度達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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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詳細編碼結果如表4-15所示。 
表4-15第二階段類目線索統計 

編碼 編碼者一 編碼者二 編碼者三 同意數 總計 
願景(BV) 17 12 13 12 42 
使命 (BM) 52 37 36 36 125 
成功關鍵(BKSF) 57 40 52 38 149 
策略 (BS) 186 142 136 130 464 
策略目標(BO) 328 267 284 257 879 
方案(BP) 165 183 162 158 510 
指標(BI) 423 512 480 416 1415 
總計 1228 1193 1163 1047 3584 
同意度 1047*3/3584=87.6% 

4-2.1認清願景與使命 
附錄A表1列出本研究由所收集之文件中所擷取出有關願景與使命之敘述。綜

合各國對縮減數位落差的期待，目標包含提升創新能力、競爭能力、持續進步以

及提供民眾最基本需求與最佳品質的能力，本研究將縮減數位落差的願景定義為： 
願景：“建立一個可提供質量兼具的資訊、以知識打造、充滿數位機會、以及

可由新經濟時代真正獲益且公平與健全的資訊社會。” 
分析附錄A表1中所列的使命，我們發現可將使命更進一步歸類至本研究所

提出之數位落差衡量與評估整合模型內四個構面，亦即 ICT 普及、資訊社會、均

等機會與國家競爭力。首先，資料顯示先進國家或國際組織咸認為政府最重要的

使命在於提供完善的 ICT建設架構與品質。例如APEC主張必須加速基礎建設與

科技發展的投資；WSIS將改進基礎建設視為他們最優先與最重要的工作；日本與

韓國皆利用快速發展 ICT 作為建立國際市場威信的跳板等等。其次，資料分析結

果顯示各國認為負有這些使命才可保證IT可擴展至社會每一個角落，民眾皆有透

過ICT擷取數位化資源的機會。例如Bridge.org報告強調必須加強服務可能被忽略

的族群；WSIS 則特別留意使用者的需求與要求；新加坡 IDA 部門則認為他們最

重要的使命之一是照顧殘障人士在社會數位化過程中的利益機會。第三，多數國

家與國際組織認為構築一個完善的資訊社會是縮減數位落差中不可或缺的重要使

命，其中重要工作例如Bridges.org提出之強化個人能力並加強企業精神、European 
Union (EU)之開創數位素養歐洲、WSIS之加強資訊教育主張、日本之提升社會整

體能力、以及瑞典布置具創新能力的環境等構想。由收集文件中分析發現縮減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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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落差之使命最後則談到改進國家競爭力。例如 APEC 對其成員提出改善市場環

境加強市場結構與功能的忠告；OECD 鼓勵其成員分享邁向新經濟體的經驗；韓

國希望藉由加快進駐東南亞的科技市場累積自己競爭力；丹麥則力圖透過競爭與

創新促進ICT市場的競爭。 
附錄A表1內所分析出的四大領域與本研究所提出的UMMEDD構面正好相

符，政府與國際組織皆期望所有層級與所有地區的民眾能有相等的機會利用ICT
獲得政府所提供的所有電子化服務，進而提升個人、國家與整體社會的能力。因

此，本研究將縮減數位落差使命定義為： 
使命：“以公平、有效、持續的方式融合ICT於社會中， 

進而改善生活、提昇素質、促進資訊社會品質並贏得競爭力” 
使命敘述中明顯包含ICT普及、均等機會、資訊社會與競爭力四個構面，附錄

A表1中所列的使命將可一一歸類至UMMEDD模式內的四個構面中。然而，附錄A
表1所列是由文件中直接複述，許多敘述可能一句中隱含著多個觀念，因此研究先

進行使命敘述的分解，如附錄A表1第四欄標題「分解使命」下所列。 
歸類後之資料呈現於附錄A表2。有些使命分析後發現重複出現於兩個不同的

構面，但實際上這些命在不同構面所關注的重點並不同。例如“Promote effective 
market“同時出現在ICT普及與國家競爭力構面，然而前者強調基礎建設的健全性，

後者則注重市場創新與資本的運用。 

4-2.2確認關鍵成功因素 
KSF首次由Daniel(1961)，他認為只要掌握關鍵因素，管理者理念便能達成。

提出確認關鍵成功因素是將策略管理理念予以質化陳述，也就是企業的發展策

略，而決定評量指標則是將 KSF 予以量化的步驟。平衡計分卡策略績效評量指標

分為領先與落後指標，究竟哪些指標可作為績效評量標的，確認KSF是重要的一

環。過去縮減數位落差的努力未能徹底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使命、影響成

功的因素與策略或策略目標之間缺乏緊密的關聯。 
KSF 通常由決策小組或焦點團體討論而得，本研究則仍以內容分析彙整國際

間已有的共識。所整理的關鍵成功因素結果列於附錄 A 表 3，在後續小節則將建

立使命、關鍵成功因素、策略與策略目標間的關係。 

4-2.3定義BSC構面 
決定BSC構面需由以下四個方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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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哪些群體可在數位化過程中受益？或者數位化過程應增加哪些群體獲益機會？ 
2.政府應採取哪些行動增加這類受益機會？ 
3.政府應如何強化自身能力與功能以執行有效方案進而增加這類機會？ 
4.政府應整合哪些資源以支援計畫的順利進行？ 

除了回答這些問題之外，BSC 的構面必須配合願景與使命。結合上節本研究

提出DD的四大構面以及縮減數位落差的願景及使命，本研究回答以上四個問題： 
首先，一般民眾、企業與各級政府顯然是縮減數位落差後最大也最重要的受

益者，本研究將其命名為「受益群體」(Beneficiaries)。在這個構面下，縮減數位落

差的使命指出政府必須藉由 ICT 的發展採取有效行動推進經濟能力增加更多競爭

優勢。其次，第二與第三個問題明白指出政府第一步必須徹底改造政府機能，進

而由創新學習改變本質，才可能為受益群體開創更多的機會，因此本研究定義「政

府功能與流程」(Governmental Functions and Processes)以及「全國性學習與成長」

(Nation-Wide Learning and Growth)為BSC第二與第三個構面。最後，不論BSC應

用於哪一個領域，都不可忽視財務構面的影響。而在縮減數位落差議題上，除了

因為需耗費大量經費、人力與時間，政府必須尋求更多新的資源、國際合作機會

並整合所有資源，在預算內有效執行所有方案之外，相關財政政策與法規的修正

也應善加規劃，因此，BSC最後一個構面設定為公共財政構面(Public Finance)。 
Bhatnagar and World Bank Consultant (2004)認為在縮減數位落差議題上，政府

責無旁貸，必須承擔所有執行與成敗責任，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BSC以非營利目

標為主，財務利益並非主要考量，「受益群體」將視為第一構面，其餘構面則視為

支柱，以層層支援方式邁向願景目標。 

4-2.4建立策略 
發展BSC第三個步驟為制定有效策略。Kaplan and Norton (2003)特別強調策略

必須是可創造實質價值並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關鍵策略。當策略與策略目標及關鍵

成功因素間的邏輯關係能緊密環扣時，策略的重要性自然存在。因此本研究進一

步將關鍵成功因素與策略及策略目標連結。 
首先，本研究將收集之策略整合(如附錄A表4)，並訂出策略議題。由於多年

來各國所累積縮減數位落差策略相當多，許多策略也確實顯示其成效，然而卻無

法將其全部納入本研究之基礎架構內。事實上多數策略的內涵與目的是相同的，

這些策略可以集結而以策略議題凸顯這些策略的意涵與價值，不僅表述簡單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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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瞭解(平衡計分卡社群網站：BSC online；吳安妮，2003)， Niven (2003)則建議策

略議題應由一個動詞與一個名詞組成。本研究策略議題主要先將附錄A表4之策

略依照依策略性質、策略目標並配合原文件中之說明，將其分別歸類為數位落差

中之 ICT、均等機會、資訊社會與國家競爭力，其次再BSC構面使命分類分別納

入平衡計分卡四個構面中。依據每一個策略之目標找出最適合描述的陳述，以一

個動詞與一個名詞建立策略議題。 
其次分析附錄A 表3KSF 之陳述與目標，一一連結至每一個策略議題。文獻

中可看到許多研究將關鍵成功因素視為績效衡量指標，實際上關鍵成功因素中也

可能包含衡量指標的選擇，因此本研究在績效指標的選擇上仍以附錄A表3的目

標為主要評斷依據，再與本章表4-2、4-4、4-7與4-10之指標比較後加以歸類。 
表4-16至4-19整合使命、列出策略議題、策略目標、KSF、以及資料中所提

出之建議指標，至此，DD-BSC 架構已完成。每一個DD 構面都有明確的使命；

使命配合關鍵成功因素啟發策略的形成；策略皆有一定的目標；而與關鍵成功因

素搭配的一組評估指標將監控並評估策略執行的績效。「受益群體」構面的策略主

要設定在如何提高 ICT 的使用率，同時為了提高使用率，多數策略亦聚焦於滿足

使用者的要求與需求以取得認同感進而增加使用機會。「政府功能與流程」主要著

眼於優化政府的服務邁向有效的管理。「全國性學習與成長」構面專注於知識的累

積並提升國家與人民的素質，而「公共財政」構面的策略則集中於公共財物的管

理、經濟成長的機會以及提升經濟效益的方法。 

4-3策略地圖 

繪製策略地圖之前必須先建立策略之間以及策略目標之間的邏輯關係，同

時，邏輯的關聯不僅在BSC構面內，構面之間的因果關係亦需建立。圖4-2說明

文獻中所建議建立因果關係的幾個方向。 
本研究DD-BSC 架構形成過程中即考慮各階段的銜接與各策略議題的邏輯關係；

此外Yu and Wang (2004b) 建立DD整合架構中已指出各構面間的邏輯性，文中說

明 ICT 普及是其他構面的基石，一旦均等機會的理想達成，形成資訊社會自然較

無阻礙；而資訊社會的形成將為國家爭取更多競爭優勢。因此，在策略地圖中，ICT
相關策略議題將置於各構面內最底層，依序均等機會、資訊社會與國家競爭力順

序由下往上列出，策略議題間的if-then關係亦將依此定義。此外，雖然對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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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DD-BSC整體架構-受益群體構面 
受益群體 

使命 
 

確保ICT品質符合使用者需求以提升ICT使用率 
提供社會各群體等質服務 
建立數位化社會 
尋求更多資源與支援 

策略議題 (B1)符合使用者基本需求 (B2)關注均等性 (B3) 提升資訊素養 (B4)建立與拓展合作機會 

目標 
 促進使用者接受ICT  
 建立信心 
 增加ICT使用 

 將ICT普及至個人、學校、家戶、
企業或政府機構 

 符合普遍性需求 

 改進使用者素養 
 提升至有資訊能力的環境 
 提供有用資訊促網路使用 

 形成結盟 
 

策略 
提升基礎建設 
改善使用者滿意度 
推廣新科技  

確保全面性普及 
 

提升資訊素養 
豐富資訊內容 

建立合作伙伴 

KSFs 

健全與可信的基礎建設 
高連接度 
相容的科技標準 
一致的安全模式 
可負擔性 

偏遠地區連接與觸及度 
弱勢群體機會 
可負擔性 
 

設計完善之教育與訓練課程 
內容相係性與品質 
民眾與企業數位化程度 

有效的結盟計畫與各方合
作之努力 

績效指標 

B1.1 ICT基礎建設完整性(連接度、寬頻
使用人口、ICT國際市場佔有率、無線
科技市場佔有率、ICT國內市場佔有率)
B1.2 ICT品質(使用者信任程度、滿意
度、網路連接度) 
B1.3 可負擔性(成本與定價制度) 
B1.4 近用性 (家戶、個人、企業政府使
用ICT程度) 

衡量種族、地域、企業規模與各級政府
間 
 
B2.1 近用性  
B2.2 使用性 (對方便與好用的認知以
及使用意願) 
B2.3提升能力的機會(障礙、訓練計
畫、諮詢資源) 
 
的差異 
B2.4 成本與定價制度 

B3.1 使用IT於工作的程度 
B3.2 具中等教育以上人口 
B3.3 提升能力的機會(無障礙使用
ICT、 訓練計畫、諮詢資源) 
B3.4 資訊品質 
B3.5 資訊相關性 

B4.1 結盟計畫(計畫、政策
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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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DD-BSC整體架構-政府功能與流程構面 
政府功能與流程 

使命 
建立健全的ICT市場 
提供弱勢團體更多資源與服務 
強化政府功能 

策略議題 (G1)服務優質化 (G2)建立無所不在的優
質網路環境  

(G3)重建社會      (G4)政策革新 
 

(G5)扮演出類拔萃的政府  

目標 

 提供更佳品質  
 消除所有障礙 

 賦予弱勢團體更多
機會 

 提供e化服務 
 發掘傑出人才 
 促進企業轉型 

 破除政府沈痾 
 重建法規制度架構 

 擴大經濟成果 
 強化國內經濟環境  
 改善政府效能 
 控管進步情況 

策略 
推動新科技 
提供多樣化服務 
修改市場基礎政策 

提供全面服務 
建立無所不在的網路環
境 

提出e化策略 
促進家庭與企業數位化 

重建法規制度架構 提升政府能力 
建立強勢政府  
邁向e領袖 

KSFs 

高度科技就緒評比 
開放市場 
與國際標準相容 
提供網路方案與服務 

偏遠地區連接與觸及度
弱勢群體機會 
網路準備度 

電子化政府發展 
可提升能力之有效計畫 
協助企業轉型 
促進公民數位化之計畫 

適當的市場政策 
政策與法規就緒程度 

公營事業結構與監督 
支援系統就緒程度 
政府效能 
整體經濟環境 

績效指標 

G1.1 品質 (個人或企業對
網路安全性認知、使用者滿
意度) 
G1.2 ICT市場佔有率、國際
市場佔有率、無線科技市場
佔有率 
G1.3 個人或企業的市場適
當政策認知 

G2.1 網路用戶數 
G2.2 寬頻用戶數 
G2.3 使用者對使用性
認知 

G3.1政府與企業電子化程度  
G3.2 民眾肯定 
G3.3 個案處理時間 
G3.4 接受IT訓練之人力 
G3.5 使用IT於工作的程度 
G3.6 網路規範 
G3.7 電子商務總額 

G4.1 政策與計畫結合度 
G4.2 政策與計畫必要性 
G4.3 法規架構(智財權、隱
私權、ICT貿易與電信法
規） 

G5.1 國家競爭力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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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DD-BSC整體架構-全國性學習與成長構面 
全國性學習與成長 

使命 
 

提升ICT品質 
強化弱勢團體服務 
改善社會本質與素樣 
鼓勵創新、加速市場效能與競爭力 

策略議題 (N1) ICT基礎建設最佳與優質化 (N2)凝聚社會各階層      (N3)提升國家內涵 (N4)迎向全球 

目標 
 提升新科技 
 加速進入國際市場 

 確保社會凝聚力 
 關照所有民眾 

 分析國家優勢與弱勢 
 提升R&D能力 
 鼓勵創新 

 重組經濟結構 
 分享經驗 

策略 
最佳化ICT基礎建設 
ICT產業革新 

提供所有機會 建立警覺與自省 
強調創新 

重振社會與IT結構 
建立跨國合作 

KSFs 

ICT企業轉型程度 
ICT企業R&D與創新能力  
開發適性之管理與技術 

達成”真正使用” 
改善社會文化內涵 
提供網路方案與服務 

創新熱誠 
R&D投資 
建立執行導引 
設定標竿並監控進程 

跨國性合作機會 

績效指標 

N1.1 R&D 經費/GDP 
N1.2 電子商務總額 
N1.3 高科技產品國際市場佔有率  
N1.4 產業標準平台與程式語言 

N2.1 ICT 經費 
N2.2國家競爭力社會框架
評比 

N3.1 資訊財富 
N3.2 諮詢資源 
N3.3 R&D 經費/GDP 
N3.4 專利數 

N4.1 國家競爭創新評比 
N4.2 國家競爭力經濟、貿
易、國際投資評比 
N4.3 跨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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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DD-BSC整體架構-公共財政構面 
公共財政 

使命 

擴大與延展ICT市場 
提供社會各階層均等資源 
整合所有資源 
促進國際合作 
修正過時法規 

策略議題與 (F1)改善開放市場基礎建設 (F2)最佳的定價體系 (F3)強化資金議題      (F4)擴大國際能見度   

目標 
 促進國際合作 
 加速進入國際市場 

 刪減成本與價格以增加機會  整合應用政府與民間基金 
 強化財務支援 

 吸引外資 
 改善投資環境 

策略 
修正過時法規 
提升基礎建設 

最佳定價體系 控制預算 
整合資源 

促進國際合作 
建立獎勵制度 

KSFs 
法規系統修正進程 
參與全球電子商務網 

合理與可負擔之價格政策 公民營合作關係 
健全之預算制度 

多國合作機會 
令人滿意的經濟成果 

績效指標 

F1.1 ICT公司數 
F1.2 民營化程度 

F2.1 成本 (網路費、家戶或企業電話
費、家戶或企業行動電話) 
F2.2 價格政策 (電話與網路費率) 

F3.1 結盟計畫 
F3.2 ICT/GDP  
F3.3 國家競爭力公共財政評比

F4.1 國家競爭力經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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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建立因果關係方針 

 
議題而言受益群體構面最為重要，為了說明邏輯的關係，BSC 構面的安排將以反

向處理。邏輯關係首先在構面內建立，各構面內部邏輯分別說明如下。 
公共財政構面：如果政府有良好的預算控制系統、過時法規亦加以修正，將使得

跨國合作更易推行，獎勵制度亦可依法制訂。這些努力將促進價格系統檢視、資

源整合，進而改善整個基礎架構加速進入 ICT 競爭市場，累積國家經濟實力。全

國性學習與成長：如果有雄厚財政支援，政府將更能全力改善機構與民間體質，

持續有效進行改善 ICT 產業與基礎架構，透過創新改革檢視自己的潛力與機會。

其次，政府也將更容易訂定更深遠的目標，並採取適當的行動振興整個IT與社會

結構，提供全民更多機會，跨國合作機會也將大增。 
政府功能與流程：如果政府全國性的成長將更強化政府組織功能與運作。如果政

府付出更多心思刺激新科技成長、提供更多元 e 化服務、修訂市場基準的政策，

將可更快速地解除不均等的障礙，同時增進政府本身的能力，建立更健全的行政

系統，轉型為e化領導者，為國家爭取更多優勢。 
受益群體構面：一個功能完整並有力的政府，將可更進一步確保 ICT 普及；如果

使用者對新科技與先進的基礎架構滿意，使用意願提高時，民眾資訊素養更有機

會提升、資訊內容將更豐富，政府亦將更有自信與機會與其他國家合作並建立聯

盟關係。 
圖4-3為完成的策略地圖。依據圖4-2指引「1」，構面間較粗往上箭頭指出當下

層構面的策略確實執行，將使得上層構面的執行更加順暢。各構面內部策略以構

面之英文字母開頭排序後依據指引「2」繪出因果鏈；跨構面之箭頭則依據指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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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有些策略對上層構面策略具有直接的影響力。例如，“符合使用者基本需求”、
“服務優質化”、“ICT基礎建設最佳與優質化”、“改善開放市場基礎建設”皆屬於強

化ICT的相關策略，因此策略具有因果的關聯；“建立無所不在的網路環境” 將使得

策略“確保全面性普及”的推動較為順暢，；“擴大國際能見度”、“迎向全球”、“扮
演出類拔萃的政府”的層層目的最終是為了“建立與拓展合作機會”，因此應有鏈結

顯示其彼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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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DD-BSC策略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