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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首先在第一節詳述台灣以網站為主的電子化政府時代發展背景；第二節

說明本研究為何想從事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建構之原因；第三節介紹本研究的

目的；第四節針對本次研究範圍給予明確的界定。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類的生活隨著現代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的發展，帶來了一波全新的資訊革命，而資訊通訊科技也被認

為具有改善行政運作方面的潛力，舉例來說，資訊通訊科技能夠創造出相互連結

(McClure, 2000)、傳遞服務(Bekkers & Zouridis, 1999) 、效率與效能(Heeks, 

2001)、互動(Dicaterino & Pardo, 1996)、分權、透明化(Poete, De Jong, & Demchak, 

1996) 與課責性(Ghere & Young, 1998; Heeks, 1998, 1999; McGregor, 2001)的一種

連結架構，而「電子化政府 (Electranic government; e-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ment)」被視為在行政上整合上述資訊通訊功能的具體展現，故電子化政

府通常被定義為：「政府利用網路傳送資訊與服務給市民」(UN & ASPA, 2002); 

Brown & Brudney( 2001 )將電子化政府定義為「利用科技，尤其是以網路為主的

運用來增強傳送政府資訊與服務的可接近性與效能，並且將電子化政府以互動對

象分為三大類別：政府對政府 (Govrernment-to-Government ; G2G)、政府對市民 

(Govrernment-to-Citizen ; G2C)、政府對企業 (Govrernment-to-Business ; G2B) 。」

由上述定義可知電子化政府是一種以服務、效率為導向，以滿足利害關係人的需

求為目標的虛擬型態的政府，主要目的為：1.達成更好更有效率的行政；2.促成

更有效率的內部行政及行政與企業關係；3.使用者授權服務和讓市民在政策制定

過程中更透明的取得資訊（Finger et al., 2006）。 

由上可知，現代資訊與通信科技之發達與電子化政府概念的推廣應用已經為

政府治理帶來前所未見的新契機，而電子化政府網站可以說是電子化政府最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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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徵。台灣政府參照 1993 年美國柯林頓政府「經由資訊科技再造政府」

(Reengineering Through Information Tecnology)的報告中提出的概念來加以推

廣，自 1996 年啟動電子化政府計畫，先後實施「電子化/網路化政府中程計畫

(1998-2000)」、「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 (2001-2004)」、「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數位台灣(e-Taiwan)計畫」(2002-2007)，完成政府資訊基礎建設、資訊素

養、資訊公開及服務上網等主要任務。目前電子化政府計畫正邁入整合的階段，

主要進行「優質網路政府計畫」(2008-2011)，結合 web 2.0 的理念，以民眾與企

業的需求為導向，跨機關橫向與縱向的整合，提供一站式服務，達成行動台灣

(M-Taiwan)與服務無所不在優質網路社會(ubiquitous-Taiwan; u-Taiwan) 的政策

目標（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7a）。由此可知我國電子化政府乃企圖透

過資訊通訊科技來改善政府傳遞服務的效率與品質等問題，希望藉由整合跨機關

的業務，期待民眾、企業組織多使用電子化政府達成 「多用網路少上馬路」 及 

「一站購足 (one stop shop)」 的新型態服務供應模式。 

    政府治理的數位化確實已帶來行政上與資訊上的益處，包括公共資訊的更容

易取得、更有效率的公共服務遞送、民眾對政府的課責性的增強、政府相關政策

資訊公開性與透明性的提昇、部份行政流程成本的降低、民眾對於政府政策方案

與行動知識的增進、促進民眾與政府意見交流互動等等。正因為政府網站逐漸在

政府治理中扮演一個日趨重要得角色，因此以「提高服務效能與品質，滿足民眾

需求」的目標（江明修等，2000）觀之，在政府發展電子化政府已經日趨成熟且

帶來實質效益的今日，更有必要針對具體展現電子化政府概念的政府網站服務品

質進行評估，因為顯然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好壞將深深影響到政府未來進行透過

數位方式進行治理品質效益的優劣，而台灣政府目前卻缺乏一套有系統的政府網

站服務品質指標供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進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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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的基於如下四個研究動機，決定進行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建構的研

究： 

 

壹、台灣電子化政府網站績效評估仍著重「產出」評估 

由於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替美國

政府績效的評估打下了一個有利的法源基礎，故美國政府自 1994 年起便由設立

在密西根大學商學院的「國家品質研究中心」和美國「品質協會」共同發起研究

並將所提出的美國顧客滿意度指數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 

ACSI)，應用於政府服務用戶的滿意度評估領域中，這是一套結合服務品質缺口

理論與滿意度期望—失驗理論而來的完整評估用戶對服務品質認知與滿意度之

架構，而隨著電子化政府的發展，自 2003 年起美國政府便系統性的將美國顧客

滿意度指數的評估擴大應用到對美國主要電子化政府網站使用者對其服務品質

與滿意度方面之評估，目前由美國財政部特許之聯邦顧問團體 (The Federal 

Consulting Group)負責於每一季對外發表電子化政府網站的顧客滿意指數 

( http://www.fcg.gov/acsiresults.shtml )，長期性的追蹤並揭露公眾使用各大政府網

站滿意度，成為了各機關網站標竿學習並改善自身網站的重要參考依據。隨後，

其他國家也紛紛發重視結果的評估模型，如瑞典的 SCSB 模型、德國的 DK 模

型、韓國的 KCSI 模型、馬來西亞的 MCSI 模型等 (朱國瑋等，2006 )。 

相較於其他國家政府對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之

重視，台灣政府目前對於電子化政府的評估，仍著重在產出(utput)而非結果

(outcome)的評估中，所謂「產出」評估，是供應者以衡量技術的客觀角度，評

估電子化政府設備的有無以及使用狀況，如我國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所公

佈之「九十五年度第四季電子化重要工作及具體成果」（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

員會，2006）便著重於說明提供多少項線上申辦服務、累計服務或下載表單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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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不過被服務民眾對其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或是滿意度的看法，則隻字未提；相

反地，「結果」評估則是以使用者主觀的角度評估電子化政府服務品質好壞與滿

意度高低等。 

以產出的觀點來看，由美國布朗大學公共政策中心(Taubman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Brown University)，自 2001 年起針對各國政府網站服務內容與功

能的豐富完整程度進行評比及世界經濟論壇網路整備度指標評估政府「對 ICT

之重視」與「對 ICT 之採購」兩大項目中，台灣皆獲得很高的排名，足見台灣

電子化政府在追求產出績效方面，國際評比給予了很大肯定（行政院研究考核發

展委員會，2007a）。由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0)發行之現行「行政機關

網站評獎要點(草案)規劃 」也可看出目前政府對電子化政府的評估仍著重以科技

的角度客觀判定政府網站各項功能設置之有無上，若依現行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

委員針對電子化政府網站之評估考核辦法觀察，民眾主觀的需求與評價，似乎被

忽略在行政部門對政府網站績效評估之外。 

這點也反應在民眾對政府網站使用度低落上，根據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

會針對數位落差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台灣網路使用者中，雖多達 74.2%知道政府

機關設有網站，不過當中卻只有 35%的的使用者過去一年曾透過網路查詢政府政

策或公告事項，而曾透過網站從事申辦更僅占當中人口的 25.9%（行政院研究考

核發展委員會，2008a）。學者 Ho (2002)點出對電子化政府的發展與省思，Ho 表

示電子化政府代表了公部門組織典範的轉移，由官僚強調以供應為中心轉移至以

使用者為中心—包含滿意度、彈性化的服務提供以及有效的統合與相關利害關係

人的互動(同時指涉內部與外部利害關係人)，然而他也點出，大部分的公部門仍

是「官僚典範 (bureaucratic  paradigm)」，同時這些組織的網站也多根據政府行

政組織的架構而非根據有效率提供服務傳送的需求來設計，這或許也解釋了台灣

電子化政府網站使用率低落的某部份原因。 

研究者認為台灣政府追求電子化政府網站硬體設備的設置以及服務內容的

擴充之餘，尚須傾聽使用者的真實需求與感受，才不會產生政府有便民服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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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用情況卻不如預期，造成資源閒置情況，足見政府網站若想提昇民眾使用

率，評估政府網站的方式應從「產出」評估逐漸移往「結果」評估的重要性，因

此本研究希望回歸使用民眾為評估主體，主觀的藉由使用電子化政府網站的經

驗，評估民眾對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評價，從中找出民眾對電子化政府網

站服務品質不肯定的指標，以提供政府網站更具體改善的措施。 

 

貳、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本質上有所差異 

    近來隨著電子化政府網站發展及相關領域研究的逐漸成熟，不少國內研究

已逐漸開始以使用者觀點，對電子化政府網站進行服務品質與滿意度的評估(陳

啟光、鄭傑升，2002；謝玉粟，2002；Sukasame, 2004；黃建國，2006)，不過可

惜的是研究多以傳統 PZB (Parasuraman et al.,1985,1988)所提出的服務品質評估

量表(SERVQUAL)中的指標進行改寫，來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進行評估，然而非

線上的服務品質量表究竟是否適用於線上服務品質評估，能否有更加針對網路特

性而設計之服務品質量表；此外，當初 PZB 的 SERVQUAL 所評估之對象主要以

「銀行、信用卡公司、維修保養服務與、長途電話公司」四種不同的民營企業為

主(Parasuraman et al., 1988)，而這些評估標準是否適用於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

也是值得思考的。 

 

參、評估指標應有優先順序 

    研究者察覺，過去針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研究，多著重於對服務品質的

現狀進行調查，各個評估指通常被視為是一樣重要的，但基於政府資源配置觀

點，政府資源有限因此多項的政府服務品質評估指標哪些是相對特別重要的，需

要政府優先投入資源的是作者希望可以突破過去研究對實務有所貢獻的，因此本

研究希望除了可以建立更貼近政府公共服務特質以及網路虛擬空間傳遞服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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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評估指標外，還可以對各指標間的重要性做一衡量，好對將來政府網站服務

品質的問題做出具有優先順序的具體建議。 

 

肆、研究方法仍有可以改善之處 

    研究者觀察針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研究同時發現，可能因為種種的研究限

制，導致這些研究多採取便利抽樣，而有效樣本數目也都只有一兩百份，研究者

認為如果在研究樣本數不足，而抽樣方法又是採便利抽樣時，將造成這些研究產

生代表性不足的質疑，不過由於網路的虛擬特質及網路實際使用人口母群體總數

的難以掌握，確實也是這類研究難以突破的原因，然研究者企圖與具有一定樣本

規模且樣本結構相似於我國網路人口使用結構的網路民調公司合作，以符合我國

網路人口結構樣本之性別與年齡進行分層的配額抽樣，希望可以藉此改善以網路

民調進行的政府網站使用經驗調查，經常被批評沒有代表性之困境。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綜觀目前針對政府網站的評估研究，隨著政府網站建置已逐漸完善，有必要

從以網站設計者為觀點且重視「產出」的網站品質評估，逐漸將關注焦點轉移至

以民眾評價為主且重視「結果」的網站服務品質評估，同時過往針對政府網站的

服務品質評估指標，多改寫自 PZB 傳統服務品質指標，然 Zeithaml et al. (2002)

等人自己也證實許多評估傳統服務品質指標，是需要經過修改才較適用於透過網

路傳遞的服務品質評估中，固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整合過往針對網站服務品質的相

關文獻，發展出適合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指標，同時由於政府網站服務品質

評估指標的優先順序也是過往研究忽視的議題，故研究者認為有必要藉由層級分

析法給予各指標權重，也可藉由各指標權重的高低與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

評價交互對照，將會發現民眾感受與專家認知的落差，並藉由權重的給予，列出

相對重要且需優先改進之指標，故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條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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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適合台灣政府網站服務品質之評估指標； 

二、透過調查台灣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之使用經驗，瞭解目前台灣民眾對政

府網站服務品質的評價； 

三、利用專家問卷並透過 AHP 法給予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指標權重，

藉此瞭解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各個指標相對重要性排序看法，並比較各

領域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重要性評估看法的異同； 

四、以目前台灣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評價與專家對政府服務品質各個指

標相對重要性排序看法，比對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與專家對政府網

站服務品質指標相對重要性排序的異同，藉此提出民眾現階段不肯定政府網

站服務品質現狀且專家評估列為相對很重要的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列為

政府資源配置時，需優先改進的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並基此給予政府具

體政策建議。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篇研究範圍首先將政府網站定義為：「政府機關透過所屬的網站平台提供

民眾公開資訊、線上申辦服務、以及意見諮詢交流管道的總體概念，其網址列上

註有.gov 的字樣。而有別於網路上個人（如 blog）、民營企業（商業性、或台電、

中油）以及法人團體（如學校、醫院）所架設的網站」，並未針對特定政府網站

服務品質進行評估，而是詢問使用者對整體政府網站的使用經驗評價；其次由於

政府網站服務對象眾多，故又以政府網站服務對象來對研究範圍的劃分，電子化

政府網站所提供之服務對象包含政府對政府(G2G)、政府對企業(G2B)以及政府

對民眾(G2C)三大種類來劃分，本研究將研究範圍鎖定在使用人數最多的政府對

民眾(G2C)領域，同時由於本研究意圖藉由使用過政府網站民眾對政府網站的使

用經驗來理解台灣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現狀與建立整體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的

信效度，故研究者對於未使用過政府網站的民眾僅詢問未使用原因，主要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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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聚焦在一般有使用過政府網站服務之民眾，對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各項

指標的評價；最終，雖說以政府對市民的網站服務提供的類型大致可分為資料資

訊、交易與互動（周韻采，2003）三類，但基於研究目的並非在比較不同政府網

站服務類型的服務品質現狀，故本研究不以政府網站服務類型進行劃分，而是針

對整體政府網站的服務品質進行評估，而非針對特定政府網站或是特定服務類型

的網站進行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