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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策略缺口種類與定義 

本研究發現多數策略管理的工具都著眼於策略與評估階段，至於策略品質與

策略的執行則經常被忽略。由制訂決策與策略管理的理論來看，任何策略以及它

的績效都必須經過完善規劃、執行、管控、評估、與改進的循環流程，在此過程

中，每一階段間的缺口都必須有能力被指認、檢討、並彌補。而策略缺口，尤其

在DD領域，幾乎是從未被碰觸且研究過的議題(Yu & Wang, 2006)，也是造成縮減

數位落差成效不盡理想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所提出的DD-BSC架構在策略缺口部份提供了最佳的分析平台，藉由

BSC構面與策略表現的方式，本研究不但可由水平方向檢視策略的完整性，垂直

的檢視更提供策略議題與策略目標間的邏輯性與支援性。  

5-1策略缺口意義 

在策略管理領域，策略缺口分析並不是一個新的觀念 (Harrison 1989)。1980年
代，傳統策略缺口分析主要聚焦在探討組織現況與預期發展之間的差距 (Bates and 
Dillard, 1992)，對策略缺口也從未提出一個一致的定義與解釋。策略缺口曾被引用

指為規劃缺口(planning gap)、不確定缺口(uncertainty gap)、績效缺口(performance 
gap)、正向缺口(positive gap)、負向缺口(negative gap)與整體缺口(total gap) (Harrison, 
1989)。 此外，有關確認策略缺口的方法在文獻中更是少見。  

Harrison (1989)將策略缺口定義為衡量組織與外在環境間的不適性，而這類缺

口必須在策略規劃階段借由比較外在環境趨勢與組織現況而發現，並擬定相關策

略針對缺口加以改善。在本研究中將Harrison的主張視為規劃缺口(planning gap). 
Proctor (Proctor, 1997) 指認缺口的方式則著重於財務表現，他的主張將組織目前收

益投射於預測收益上，再與預定目標相比較，本研究稱其為預測缺口。Coveney 等
人(Coveney, Ganster et al., 2003) 則視策略缺口為實際結果與目標間的差異，本研究

稱其為績效缺口。Table 5-1 將三位學者的理論摘要說明並於圖5-1顯示三者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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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策略缺口理論 

提倡者 缺口類型 原因與評估 彌平缺口方法 
Harrison 規劃 組織與外在環境間的不適性 

外在: 機會、威脅、必要條件、責任 
內在: 管理、科技、政策、資源 

合理策略：當外在機會與內部能力相當時  
持續性策略：當內部能力較強時 
強化性策略：當內部能力明顯不足時 
革新策略：當外在機會與內部能力都顯示劣勢時 

Proctor 預測 將組織目前收益投射於預測收益上，再與預定

目標相比較 
制訂市場滲透、市場發展、產品發展與產品多元化

策略 
Coveney et al. 績效 管理引發缺口(management-induced gaps)：指策

略與執行間的差異。起因於缺乏安全的支援計

畫、疏於溝通、未堅持策略的執行以及未及時

因應重要的變化等等。 
過程引發缺口（process-induced gaps）：意指策

略未聚焦、未徹底執行以及過渡注重內部因

素。策略執行結果僅以典型的年度預算、報告

與預測作為衡量與監督工具。 
科技系統引發策略(The technology 
system-induced gaps)：起因於多數組織的規劃、

預算、預測、報告都被視為獨立事件而未加以

整合，導致系統未能整合且企業資源錯置。 

提供策略規劃間明確的關聯。 
策略說明清楚且有目的。 
善加利用事件來啟動改變。 
提出市場基礎的觀點。 
注重策略而非戰略。 
提供早期的警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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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Harrison, Proctor and Coveney策略缺口理論關係 

 
由文獻中我們發現三個現象：1.文獻中所定義的落差多集中於組織內部與財務

性問題；2.擬定策略時，僅以客戶或消費者為考量的主要對象；3.依據Coveney等
人(2003)論述，策略管理過程包含策略分析、策略陳述與策略執行三階段，顯然表

5-1中所主張的策略缺口幾乎著墨於策略分析與執行。Mintzberg (1994)認為策略規

劃階段不可能同時將策略的”策略性”以及”策略品質”同時兼顧，更深入的檢驗過程

應是策略管理中重要的一環。此外，文獻所提出的解決策略缺口方法並無法建立

策略間的邏輯性與合理性，也就是說除前述三類缺口之外，必須檢驗第四種缺口

以確定策略形成時策略的完整性與有效性。本研究將此類缺口命名為「策略陳述」

缺口。 

5-2為何以BSC平台作為策略缺口分析工具?  

事實上，過去策略規劃方法幾乎都存在著前述有關策略形成時的缺點。例如

1960年代中期的Hoshin (而後演變為全面品質管理，TQM)，策略的主要目標為解

決財務與程序面的問題(Coveney et al., 2003)； Modell (2004)指出機構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與基礎學習方式（radical learning）都缺乏穩定性，同時與績效

衡量之間沒有太多關連；多元關係人方法（multidimensional stakeholder approaches）
則與長期績效、策略重點與策略目標無法連結。SWOT分析法則著重在策略形成

過程，對於建立起策略間的相互關係則並沒有太多的助益。 
平衡計分卡已被供認為策略管理的有效工具(Epstein and Manzoni, 1998)同時在

許多公領域都有成功的應用案例(Atkinson and McCrindell, 1997; Kloot and Martin, 
2000; Levetan, 2000; McAdam and Walker, 2003)。平衡計分卡與過去策略規劃方法不

同的是它同時考量財務、非財務；組織內部與外部以及現在與未來的所有情況與

Current 
status 
analysis 

Desired 
position 

Actual 
outcome 

Harrison  
(identify planning gap) 

Proctor 
(identify forecasting gap) 

Coveney et al.   
(identify performanc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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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雖然如此，文獻中也有許多對BSC持不同看法的論述。Carmona and Grönlund 

(2003)的研究指出BSC應用在公領域時，過渡著眼於所”宣稱”的一些角色而導致建

立的BSC有所偏差。Coveney等人(2003)也認為未將應用領域中所有關係角色全部

考量在內是BSC最受批判的重要因素。BSC所考量的關係人通常為客戶或員工而忽

略了投資者、供應商、壓力團體以及社群。本研究提出”受益者”構面取代”客戶”
構面，並將全體民眾、各級政府與各類型、各種規模之企業全納入受益者的範圍

以修正上述缺點。 
在發展平衡計分卡過程中即可發現並修正規劃與預測兩類策略缺口，而策略

地圖的設計是指認並修正策略陳述缺口模式的最佳平台。 

5-3策略地圖與策略缺口 

策略陳述是一種藝術(Kaplan and Norton, 2000)，若缺乏清晰的解釋將無法使人

瞭解其中內涵。策略地圖是以圖像方式表現策略，能有效的展示BSC各構面間的

關係並將策略與組織現在與未來的關聯完整刻畫(Kaplan and Norton, 2000; Irwin, 
2002)。此外，策略地圖是組織成員間溝通的強大工具，提供成員對策略瞭解與提

出意見的管道，建立策略與本身工作的關連性，以推動策略順利執行(Kaplan & 
Norton, 2000)。因此，建立策略地圖是發展平衡計分卡最重要的一步(Niven, 2003)。 

Kaplan & Norton (2000) 建議繪製策略地圖最好的方式是將策略由上至下安排

列出，在這樣安排下，由策略地圖可明顯看出哪一組策略是影響組織達成願景的

重要策略。更甚者，如果忽略了某些重要的策略，策略地圖的邏輯特性可凸顯這

些缺口使主管及時採取修正錯失(Kaplan and Norton, 2000, 2004a)。由於繪製策略地

圖是一項反覆進行的過程(Irwin, 2002)，由上至下的安排除了提供策略規劃時發現

缺口外，主管仍可在策略執行中透過執行成效發現策略缺口。Kaplan & Norton (2000)
以Mobil North American Marketing and Refining為個案推行策略地圖，結果發現策略

地圖可有效為公司找出主要的策略缺口並及時補救。 
儘管文獻中已指出策略地圖之重要性與策略地圖對策略缺口分析的幫助，過

去研究中並未提供一套完整與系統化的方法；此外，由上至下的安排僅提供垂直

策略缺口分析的管道，當策略目標不完整或某構面內策略原本就不足時，將無適

當機制加以分析。換句話說，策略必須同時經過水平與垂直的檢視以確定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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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研究則以數位落差情境提出一套找出策略水平與垂直缺口的方法。 

5-4策略缺口分析方法發展 

5-4.1決定DD-BSC策略地圖為基礎之「策略陳述」缺口 
利用第四章所提出之DD-BSC架構與DD-BSC基礎策略地圖將可減低數位落

差策略缺口分析的困難度。此外，DD-BSC基礎策略地圖的產生乃經過分析許多先

進國家與重要國際機構所提出之數位落差策略與策略目標之精髓，可被視為「參

考地圖」。 
水平策略分析分為策略議題與策略目標分析，二者相輔相成，主要工作是檢視

策略與策略目標的合理性。策略議題缺口分析可確立策略的整體性並澄清任何疑

慮；策略目標缺口分析主要目的則是觀察該策略目標是否可透過評量機制衡量其

結果。垂直策略議題缺口分析必須藉由檢查策略間的因果關係而決定，而垂直策

略目標缺口分析則可檢討每一構面的次層構面中策略執行的結果 （Kaplan & 
Norton, 2000）。垂直策略缺口的出現代表著構面間互相支援的力量並未建立，顯然

策略執行的效力也將降低。圖5-2說明找出「策略陳述」缺口的流程與每一階段的

主要工作。 

5-4.2水平缺口分析-類型與定義 
依循圖5-2規則，本研究定義四類水平策略議題缺口與五類水平策略目標缺

口。各類缺口的定義如表5-2所述。表5-2第四欄中的if敘述說明指認缺口的邏輯或

準則，斜體字則為實際應用時可採取的一些方法提示。 
如前所述，DD-BSC中策略是結合在數位化與縮減數位落差上有顯著成效的國

家以及國際知名組織的共同看法，因此如果這些可參考之策略議題未被包含在一

個國家縮減數位落差的策略中，將視為DD-BSC某一構面的策略不完整，這類缺口

被視為第一類型策略議題缺口，以HSTG-I表示。如果策略將沿用前期或僅稍作修

改，而前期的策略績效已驗證效果不佳時，該策略必須標示視為HSTG-II類型缺

口。如果理想策略中雖未列出，但對組織而言某些策略是必要而未出現，則被歸

屬為第三類型HSTG-III缺口。第四種策略議題缺口(HSTG-IV)指的是策略議題被認

定為未明確定義。所謂「未明確定義」包含策略缺少策略目標、沒有衡量指標或

沒有達成目標應有的行動計畫等等。而這類型缺口可透過公眾或專家意見表達、

或檢視目標的完整性、或比較衡量指標之實際值與預期目標間的差異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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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決定策略議題缺口之流程與主要工作 

 
在水平策略目標缺口分析部分，第一類型HSOG-I代表參考策略目標並未出現

在現有策略目標中 ；如果某一策略目標對組織而言具有相當重要性卻未被列入，

該策略目標中應存在著第二類型缺口HSOG-II。所有策略都必須有對應的執行行

動，因此當某策略目標未賦予執行計畫時，應標示第三類型HSOG-III缺口以彰顯

策略缺失。而行動計畫的成效應搭配一組可衡量成果的指標，當指標不存在時則

顯示第四類型策略目標缺口HSOG-IV。最後，當績效指標顯示成果並未如預期時，

應檢討其原因，故標示為第五類HSOG-V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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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平策略議題與目標缺口類型與指認方法 

缺口類型 描述 原因 指認缺口之方法或準則 
HSTG-I 第一類水平策

略議題缺口 
現有策略議題中未包含理想策略  IF NOT EXIST (IS in CS): Comparing current strategies with 

thos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HSTG-II 第二類水平策

略議題缺口 
發現前期無效的策略  IF UNACCEPTABLE (previous outcome): Reviewing outcomes 

of strategies of the current term. Ineffective strategies will lead to 
biased objectives and actions 

HSTG-III 第三類水平策

略議題缺口 
遺漏獨特應有的議題  IF NOT EXIST (CS unique to nation): Reviewing opinions of the 

public or experts collect special needs of the nation 
HSTG-IV 第四類水平策

略議題缺口 
議題定義不明確  IF NOT FOUND (objective): Comparing current objectives with 

the objectives in the generic model. Reviewing opinions of the public 
or experts to verify if the strategies are fully understood 

HSOG-I 第一類水平策

略目標缺口 
未定義目標  IF NOT EXIST (IO in CO) : Comparing current strategies with 

thos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HSOG-II 第二類水平策

略目標缺口 
遺漏符合國家特質的策略目標  IF NOT EXIST (CO unique to nation): Evaluating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nation 
HSOG-III 第三類水平策

略目標缺口 
有目標卻無實際計畫  IF NOT EXIST(proper actions): Reviewing action plans against 

objectives 
HSOG-IV 第四類水平策

略目標缺口 
無衡量指標  IF NOT FOUND (measurement) 

HSOG-V 第五類水平策

略目標缺口 
無效率的計畫 IF UNACCEPTABLE (current outcome): Reviewing governments 

official documents to compare action outcomes with the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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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為了找出數位落差策略缺口，政府必須彙整出國家的策略與策略目

標在，建構出完整的DD-BSC架構，而後依循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在DD-BSC架
構中確定所有水平缺口。 

5-4.3垂直缺口分析-類型與定義 
垂直缺口分析主要目的在檢視構面內部與構面間策略的因果關係。同樣地，

依照圖5-2的規則，垂直策略議題缺口可分為兩類而策略目標缺口可分為三類，詳

細類型定義如表5-3所述。  
表5-3 垂直策略議題與目標缺口類型與指認方法 

缺口類型  描述 原因 指認缺口之方法或準則 
VSTG-I 第一類垂

直策略議

題缺口 

 某構面之策略議

題與上層構面策

略議題間無任何

連結關係 

IF NO-LINK (CS, 
UPPER-LEVEL-CS ): Establishing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strategic themes. 

VSTG-II 第二類垂

直策略議

題缺口 

 某構面之策略議

題與下層構面策

略議題間無任何

連結關係，亦即未

得到下層任何支

援 

IF NO-LINK (CS, 
LOWER-LEVEL-CS ): 
Establishing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strategic 
themes. 

VSOG-I 第一類垂

直策略目

標缺口 

 某構面之策略目

標與上層構面策

略目標間無任何

連結關係 

IF NO-LINK (CO, 
UPPER-LEVEL-CO ): 
Establishing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strategic 
objectives 

VSOG-II 第二類垂

直策略目

標缺口 

 某構面之策略目

標與下層構面策

略目標間無任何

連結關係，亦即未

得到下層任何支

援 

IF NO-LINK (CO, 
LOWER-LEVEL-CO ): 
Establishing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strategic 
objectives 

VSOG-III 第三類垂

直策略目

標缺口 

 發現某策略的結

果並無法有效的

支援上層構面之

策略 

IF NOT-EQUAL (CO, GOAL): 
Comparing the measurements with 
the goals based upon the 
cause-and-effect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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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策略地圖建置完成，即可依照表5-3之定義檢視各策略間之關係。當發現策

略議題與上層構面中之策略議題間並無因果關係時，應在該處註記第一類型缺口

VSTG-I；相反的，當發現某策略議題並無任何連結來自於下層構面中之策略議題

時，則在該處註記第二類型缺口VSTG-II 。換句話說，由於每一個策略都需同時

兩個方向都被檢驗，一個策略有可能同時被認定為VSTG-I與VSTG-II。同樣的觀

念亦被應用在檢視策略目標時。當發現策略目標與上層構面中之策略目標間並無

因果關係時，應在該處註記第一類型缺口VSOG-I；而發現某策略目標並無任何連

結來自於下層構面中之策略目標時，則在該處註記第二類型缺口VSOG-II。此外，

雖然策略間存在著因果關係，然而策略的執行績效可能不如預期，因此無法有效

的支援其他策略的順利推行，此時則應註記為第三種中垂直策略目標缺口

VSOG-III。 

5-5策略缺口分析之啟示 

總結而言，在縮減數位落差情境下，本研究共定義四類水平策略議題缺口、

五類水平策略目標缺口、二類垂直策略議題缺口與三類垂直策略目標缺口。本研

究同時建議在配合數位落差平衡計分卡發展時，必須制訂定位這些落差的里程

碑。假設平衡計分卡的發展是以未來12個月為目標，圖5-3說明各類缺口應被檢查

出的時機。 
 
 
 
 
 
 
 
 
 
 
 
 
 
 
 

圖5-3發展BSC策略與缺口檢查之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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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第四階段稱之為起始階段，有初步的策略規劃；第與第6階段必須將初

步規劃之策略與相關人員或實際執行者加以溝通，務必使所有人員瞭解策略之意

義、價值與目標。第7階段設計行動方案，第8階段則應建立績效衡量指標。策略

於第9階段付諸執行，並應衡量實施之績效。每一類缺口發生的原因不同，彌補的

方法也有差異，本研究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1. HSTG-I, II與HSOG-II缺口：參考模組中的策略效果已在先進國家獲得驗證，因

此各國在制訂策略時可以依此為基礎，若發現有遺漏，可先標示缺口後進一步

加以討論。此外前期策略若欲持續，必須先檢視該策略是否可有效達成既定目

標，否則應加以修正。這三類缺口應在起始階段便加以認定並設法彌補。 
2. HSTG-III與HSOG-II缺口：此二類缺口表示政府必須更客觀的檢視內在與外在環

境，制訂與國家特質相符且有實質意義的策略。彌補方式可廣泛探詢專家意見、

政府年度計畫或組成焦點團體共同討論。這兩類缺口也應在起始階段便加以認

定並設法彌補。 
3. HSTG-IV與HSOG-III缺口：這兩類缺口說明參與策略制訂與執行的人對策略目

標並不瞭解，因此政府應建立溝通平台，並在策略付諸實際行動前找出缺口並

加以彌補。 
4. HSOG-IV缺口：此類缺口表示並無適當指標可衡量策略績效，因此政府可廣泛

探詢專家意見、或組成焦點團體共同討論，建立一組精簡並可衡量之指標。

HSOG-III與HSOG-IV缺口皆應在策略執行方案與指標設計階段完成。 
5. HSOG-V缺口：所有計畫或方案的執行結果均需加以檢視，對於績效不佳的策略

應加以記錄並檢討造成的原因。此類缺口應在BSC實施一個循環結束前認定，

以便對下期策略提出警訊與修正的建議。 
6. 垂直缺口：垂直缺口主要顯示策略間的因果關係無法建立，此類缺口應在BSC
實施之起始與結束階段分別進行一次，確定策略最終是否可為受益者創造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