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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在這章中，本研究同時回顧私部門和公部門與網站服務品質相關的文獻，最

終依此建立本研究的評估指標，在第一節中主要回顧電子化政府之意含、服務類

型與台灣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過程；第二節探討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研究及評估指

標；第三節分析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的研究與分析指標，並比較公私部門網站

特質的差異；最後一節，乃基於上述文獻回顧的基礎，提出本研究評估政府網站

服務品質之指標。 

 

第一節 電子化政府 

 

壹、電子化政府意涵 

「電子化政府」被定義為：「利用網路與 WWW 傳送政府資訊與服務給市

民」(UN & ASPA, 2002)；Means & Schneider (2000)定義電子化政府是：「政府

與顧客(商業、其他政府與市民)以及供應者(商業、其他政府與市民)，藉由使用

資訊科技間的彼此關係。」相同的，Hernon (引自 Duffy,2000)認為電子化政府是：

「使用資訊科技，全年無休的傳送政府服務給它的顧客。」而顧客可以是市民、

企業或甚至是另一個政府機關。Okot-Uma (2004)認為電子化政府包含兩個概

念，一個是給大眾遞送服務，也就是電子服務( e-services)，另一個是政府的行政

流程也就是電子行政( e-administration)，故電子化政府是「透過運用新型態的資

訊與通訊科技，改善政府行政流程以傳遞資訊與提供公共服務。」Brown& 

Brudeny (2001)定義電子化政府為：「使用科技特別是以網路為基礎的應用來增

加與利害關係人的接觸與使用機會以及更有效率的遞送政府資訊與服務。」他們

將電子化政府依照與之互動的利害關係人可以分為三類：「政府對政府(G2G)、

政府對市民(G2C)、政府對企業(G2B)。」其他學者可能會再增加兩類的利害關

係人包括「政府對市民社會組織(G2CS)與市民對市民(C2C)」。而根據 G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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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的說法，電子化政府有四種不同的理論架構可以對之進行理解。第一種架

構包含運用資訊科技隱含分權與民主的可能；第二種架構強調科技可能有的限制

與矛盾之處；第三種以社會科技系統觀點，強調科技與組織雙方的持續互動將建

構一種制度性的環境；最後第四種架構將電子化政府置於全球整合的理論下進行

理解。 

隨著電子化政府相關研究的發展，不少學著提供以階段論的模式來對電子化

政府發展進行理解，第一個是由 Layne & Lee (2001)提出，認為電子化政府計畫

將經歷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向的溝通」，也就是政府部門經由建置機關網

站來提供政府資訊；第二階段是「交易階段」，這階段機關提供線上交易功能，

而這也使得「雙向溝通」變得可能；第三階段是「垂直整合階段」，政府各機關

的線上運作已經進行整合，例如各機關可以共用一個資料庫；最後階段是「水平

整合」階段，不同功能與領域的服務皆可整併至同一個系統底下，同時共用一個

中央入口，最後這兩階段皆在強調在既有政府結構下，電子化政府活動不論是垂

直或是水準整合的過程。 

第二個模型是由聯合國與 ASPA (UN & ASPA, 2002)提出的五階段論，第一

是「出現階段」，這時官方的線上網站建立、第二是「增強階段」，這時官方的

網站大規模增加，而且也更加多元生動、第三是「互動階段」，能夠讓使用者下

載表單或是透過網路與官方互動、第四個階段是「交易階段」，使用者可以使用

線上付款進行交易、最後一個階段是「無縫(seamless)階段」，所有跨機關電子

服務的整合都成為了可能。由 ASPA-UN 模型可以看到和 Layne & Lee 模型階段

是非常相似的，Schelin (2003)則將根據 ASPA-UN 的說法，將電子化階段論整理

成表 2-1，說明了各階段的理念、服務類型、使用技術等。 

表 2- 1 電子化政府階段論 

階段 源自理念 服務類型 使用技術 市民觀點 

階段一 行政為中心 極少的資訊 網站 僅能瀏覽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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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出現 網站 

階段二 

網站增加 

行政與資訊為

中心 

少數表單、沒

有線上交易 

網站、電子郵

件 

可連結至地方

機關 

階段三 

互動式網站 

資訊、使用者

與行政為中心 

可供下載表單

增多、線上可

以提出意見 

網站、電子郵

件、單一入口

有些可連結至

省與聯邦網站

階段四 

交易型網站 

資訊與使用者

為中心 

大量表單可供

下載、線上可

進行交易 

網站、電子郵

件、電子簽

證、單一入口

有些可連結至

省與聯邦網站

階段五 

無縫式網站 

使用者為中心 所有服務一站

購足 

網站、電子郵

件、電子簽

證、單一入口

與其他可用之

技術 

跨政府部門與

層級 

資料來源： Schelin, S. H., 2003: 129. 

 

    研究者經由上述對電子化政府的定義以及藉由階段論模型對電子化政府發

展歷程的理解可知，基本上電子化政府一開始是著重在以行政部門為出發觀點，

目的是藉由以網路為主的資訊通訊科技，提供更多的資訊與更有效率的服務給市

民，不過也由於是以行政觀點出發，因此服務是散置於各機關網站的，並未進行

整合，提供之資訊也以單向的傳遞為主，隨著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逐漸將發展重

點擴大至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ric)」，此時電子化政府網站不再僅是一個單

向傳遞服務與資訊的機制，同時也是市民可以用來與政府部門進行互動的平臺，

而互動包含意見交流與線上付款等等，而最終電子化政府的目標是突破現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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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架構，在虛擬的網路空間中，進行政府機關服務的縱向與橫向整合，達成

無縫式網站，讓民眾可以一站購足所有所需的服務。 

 

貳、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類型 

    本研究將研究電子化政府的焦點將放置在政府對市民(G2C)所提供的服務

上，而主要傳遞服務的介面則以政府網站為關注重點。依照定義來看，「電子服

務」是一種「互動式、以內容為中心以及網路為基礎的顧客服務。」以加強顧客

與供應者關係為目標，經由整合相關組織支援過程與技術所驅動的(de Ruyter et 

al, 2001)。根據 Rust & Kannan (2003)的說法，電子服務包含上游與下游管道中的

所有互動，在上游管道，電子服務包含電子採購、供應鏈功能；在下游管道電子

服務包含顧客-市民關係管理、關係行銷、一對一行銷與顧客關懷。電子服務的

潛在利益包含：更輕易的接觸資訊、能直接與特定的代表接近與接觸、取得更多

的服務、降低成本與更有效率的服務供應。 

The Markle Foundation (2002)與 Steven Clift (2002)替市民為何要使用政府網

站提供了一個生動的描述，他們認為主要目的有三：(1). 「電子商務

(e-commerce)」，此時網站如同一個購物商場；(2). 「電子民主(e-democracy)」，

此時網路如同一個城鎮廣場；(3). 「電子搜尋(e-research)」，此時網路如同一個

大型的圖書館。而他們也替這三大項政府電子化網站所提供之服務給了更詳盡的

定義： 

「電子商務」被視為在線上與政府網站進行交易，包含透過政府網站，市民

付款給政府或是政府付款給民眾，最常見的例子就是市民經由政府網站，進行稅

務申報；「電子民主」，意指市民上網提供政府意見或是抱怨與公共事務相關的看

法，市民藉由參與線上活動的民主過程中，尋求型塑公共政策發展或執行過程，

根據定義來看，電子民主包含的活動可能有首長信箱或是線上公民顧問團等；「電

子搜尋」指涉的是使用者瀏覽政府網站的目的是尋求電子商務及電子民主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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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法律系學生可能會上司法院的網站查詢資料，或是父母可能上網尋求與自

身小孩相關學校的教育訊息；根據 Markle Foundation 的調查「電子搜尋」可能

是政府網站電子服務中最常被使用的功能，他們認為在公眾心中認知的電子化政

府想像中，最常指涉的並非是購物商場或是意見廣場，而是一個圖書館，儘管主

流的說法常將網路視為電子商務的管道，但民眾更常將政府網站視為提供資訊的

來源，而依據我國 97 年數位落差報告來看，民眾最常使用的電子化政府服務也

是以資訊查詢為主(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8a)。 

若將上述的服務類型置於ASPA-UN的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階段模型來看，「電

子搜尋」主要是「第一階段：網站出現」與「第二階段：網站增加」時，政府網

站提供給市民最主要的服務類型；而「電子民主」與「電子商務」則是「第三階

段：互動式網站」與「第四階段：交易式網站」中新增的服務種類，而到了最後

「第五階段；無縫式網站」，則希望有效整合政服網站所提供之電子搜尋、電子

商務與電子民主的各種服務，並有效協調與處理在這三大種類服務下與其相關利

害關係人的互動模式，達成電子治理的目標。 

 

參、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分析 

 
一、發展歷程 

    我國電子化政府的發展起源，最早可追溯至 1961 年，政府開始推動業務電

腦化，當時的電腦都是專屬系統，網路連線作業的範圍也甚為有限，戶役政、地

政、稅務等大型行政資訊系統都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發展。一直到了 1991 年

初期，個人電腦的應用在政府機關日漸普及，網際網路的應用也從純文字的環境

開始邁入多媒體的 WWW 環境，部分政府機關開始 WWW 網站的建置發展。 

近年來的電子化政府發展係以網際網路應用為主軸，我國電子化政府的發展

主要以 1996 參加網際網路世界博覽會(Internet 1996 World Exposition)活動為濫

觴，1997 年 7 月開始的「電子化/網路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揭開我國電子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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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第一階段的序曲，「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2001~2004)」與「挑戰 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帶動我國邁入電子化政府第二階段，而「優質網路

政府計畫(2008~2011)」將是我國進入電子化政府第三階段的關鍵計畫，詳細各

個推動計畫的內容與代表意義(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7b)，本研究整

理如附錄一。 

上述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的各項計畫，作者自行搭配 Layne & Lee 的階段論

說法，儘管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無法依階段論進行清楚切割，但仍可將我國電子

化政府網站演進大致分析如下，圖 2-1 為我國電子化發展階段圖： 

(一)、 單向溝通階段(1995-2000)：以 1995 年籌備參加 1996 年網際網路世界博

覽會為起點，開始出現了少數的政府機關網站，若以階段論劃分，此時

網站提供的資訊極少，屬於單向提供資訊服務階段，此時我國政府發展

之重點乃在於基礎資通環境之建立，以提供未來發展各種網站服務的基

礎，不過在這一階段不少線上申辦服務，如網路報稅、電子公路監理等

網路服務系統在這個階段便已建置完成。 

(二)、 交易階段(2001-2004)：此時政府已經開始提供不少的線上申辦服務，前

一階段建置的網路報稅服務，使用戶已逐漸增多，至今每年都有近五成

的報稅戶選擇以網路為他們報稅的管道，可謂一個相當普及的政府網路

申辦服務。 

(三)、 垂直整合階段(2004-2007)：此時最大的成就是政府整合了各種類型政府

網站，建立了政府的入口網站，使民眾可以透過單一入口便可與各個中

央與地方政府網站連結，並查詢、使用各種線上服務。 

(四)、 橫向整合階段(2008~)：政府希望在未來達到無縫式的電子化政府，將整

合深化，並以使用者為中心，服務依民眾需求進行跨機關層級的整合，

達成一站購足服務無所不在的優質網路政府。 



 

 15

圖 2- 1 我國電子化發展階段圖(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7) 

資料來源：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 2007b：10。  

 

二、台灣電子化政府服務分析 

    我國政府網站的服務類型與上述的電子化政府服務基本上是一致的，根據行

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1)「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發展計畫」中可

知，政府網站針對民眾(G2C)所提供的核心服務1主要可以分為「資訊查詢、網路

申辦、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三大部份： 

在資訊查詢方面：如電子化政府入口網便是彙整政府資訊查詢的主要整合型

網站，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提供的服務包括搜尋引擎查詢服務、政府新聞服務、機

關行事曆與活動預告服務、公共論壇、創新服務、廣告文宣看版服務、電子報訂

閱、台灣看透透、電子郵遞應用服務系統、會員及個人化網頁服務、村里網站、

偏遠地區服務網站、縮減數位落差網站等網路資訊及服務。另外如全國法規資料

                                                   
1 本研究主要介紹乃 G2C 的服務類型，故不包含 G2G、G2B 的相關服務以及電子化政府網路通訊、資

訊安全基礎建設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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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就是滿足社會各界法規使用者檢索法規的需求，且協助達成政府資訊公開的

目的，而至 94 年為止台灣行政機關網站建置數也達 2681 個(行政院研究考核發

展委員會，2007b)。 

在網路申辦方面：至 96 年 1 月為止，政府網站提供線上申辦項目為 2,470 

項，主要包括戶政 e 化服務，如上網申辦戶籍謄本、掛失身份證等；地政 e 通網

計畫；稅務 e 通網，可以線上查詢綜合所得稅資料；監理 e 通網，提供公路監理

的便民服務如線上繳交交通違規罰鍰、汽車燃料費等。政府也發揮創新精神提供

包括網路繳交學雜費、交通速派服務、政府就業服務、觀光行程規劃等線上服務 

(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7b)，同時隨著資通訊技術不斷突破，配合 

Web2.0 發展趨勢，政府也集中資源在推動民眾「e 管家」這種主動整合的服務，

希望未來電子化政府可以朝向整合(Integrated)、互動(Interactive)、創新

(Innovative)、即時(Instant)、客製化(Individualized)的 I-Government 方向發展，

達成網路一處收件全程服務，落實推動電子化政府以增進民眾福祉的最終目標。 

在雙向溝通方面：提供公共論壇、網路民意調查、電子民意信箱索引系統、

政府新聞網及機關每日活動行事曆等溝通管道，擴大民眾參與公共事務及反應民

意。 

 

第二節 網站服務品質 

壹、網站服務品質定義 

服務因具有無形性、異質性、易消逝性以及不可分割等特性，所以消費者很

難具體的描述服務品質，僅能由一些形容詞來加以描述(Crosby, 1979)，因此

Garvin  (1984)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的概念，乃消費者本身親自感受所

認定的，而不是一種客觀的評估；學者 Gronroos (1984)將服務品質定義為：「顧

客在接受服務前會有一個期望品質，接受服務後會產生另一個經驗品質，而兩者

相較後的差異，會得到一個總體認知品質，如果經驗品質達到期望品質，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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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認知品質是好的，反之則是劣的。」；Parsuraman et al. (1985)以期望—認知

的落差概念，提出了對服務品質的定義是：「顧客本身“期望＂(Expected)所應得

到的服務，與其實際上所“感受＂(Perceived)到的服務，兩者比較的結果，當感

受減去期望差距大於零時，顧客得到的是理想的品質或滿意的品質，反之則不理

想或不滿意。」的說法；Juran(1989)主張服務品質的就是企業能否滿足顧客的需

求。 

由上可知，服務品質乃是消費者主觀對體驗過之服務評價，與預期之服務評

價相比，所產生的差異，如果經驗達到甚至超過預期，則感受到好的服務品質，

反之，如果經驗不如預期，則感受到不好的服務品質。 

近年來，隨著網站的激增，網站服務品質相關研究也跟著備受歡迎，Banatre 

et al. (1997)認為網站服務品質包括內容以及存取品質；Zeithaml et al. (2002) 將網

站服務品質定義為：「網站促進有效率與有效益的購物與產品或服務傳遞的程

度」；Loiacono et al. (2000)定義網站服務品質為：「網站技術操作上的品質，而不

是經由網站傳遞給顧客的服務品質」；Rust & Lemon (2001)將網站服務品質視為

資訊服務或是自我服務，因為在網路上供應者與消費者間主要交換的是資訊，因

此網站服務不僅是完成訂購，而是更多對於要求、電子郵件與狀況需求的回應，

網站服務品質提供了顧客資訊互動交流的不同經驗。故資訊如何被認知以及運

用、什麼樣的資訊被顧客需要以及期待，都在網站的資訊品質中占了重要的位

子。Li, Tan＆Xie (2002)把以網路為基礎的服務品質定義為：「以網路技術為基礎

來促進有效率與有效果的線上溝通、購買以及服務或產品傳遞的程度」；Santos 

(2003)經由整理過去的網路行銷及傳統服務品質的文獻，將網路服務品質的概

念，視為一種：「消費者對於虛擬市場空間所提供網路服務，其卓越以及品質的

整體評價」；Rowley (2006)則認為「電子零售、顧客支援與服務傳遞過程都應該

被包含在網站服務品中」；最後大體來說，網站服務品質可以被定義為：「互動、

以資訊內涵為導向、以網路為基礎的一種顧客服務，是由顧客驅使，在強化顧客

服務與供應者關係的目標下，整合組織的相關顧客支援過程與技術(Ruyt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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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不過由上述對網站服務品質的概念可知，網站服務品質至今仍是處於

發展初期階段(Santos, 2003)，各方學者在網路站務品質的定義上，也沒有一個統

一看法。 

 

貳、網站服務品質模型與評估指標 

本研究透過整理網站服務品質相關文獻認為，現今主要網站服務品質評估主

要評估方法有二，這也和 Santos (2003)的看法相同： 

 

一、著重透過科技與設計性的觀點評估網站品質(Change et al., 2000; Loiacono et 

al., 2000, 2002; Yoo & Donthu, 2001)。 

二、以服務品質的理論為基礎，著重透過商業流程來評估網站服務品質(Zeithaml 

et al., 2002,2005 ; Wolfinbarger et al, 2003; Yang et al., 2001,2003,2006; 

Fassnacht & Koese, 2006) 

 

Change et al.(2000)透過調查 Fortnue 1000 大公司的網站服務提供者，探討網

站成功的關鍵因素，結果發現網站成功的關鍵因素為：1.「資訊及服務品質」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nd service)：當中包含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其中「資訊

品質」意指「恰當的」(relevant)、「正確的」 (accurate)、「即時的」 (timely)、「客

製化」 (customized)、及「完整的資訊呈現」 (complete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服務品質」包含「快速回應」(quickly respons)、「保證」(assurance)、「同理心」

(empathy)、「追蹤」(follow-up)；2.「系統易用性」(easy of systemuse)：包含「安

全性」(security)、「正確交易」(correct transaction)、「顧客交易控制」(costomer control 

on transaction)、「訂單追蹤機制」 (order-tracking facility)及「隱私/安全性」

(privacy/security)；3.「娛樂性」 (playfulness):係指「顧客的愉悅感」(customer's sense 

of enjoyment)、「互動性」 (interactivity)、「具吸引力的功能」(attractive feature)、

「使顧客注意」 (enabling customer concentration)；4.「系統設計品質」(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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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quality)：包含「結構化超連結」(organized hyperlinks)、「客製化搜尋功能」

(customized searching functions)、「存取速度」(speed of access)、「容易修正錯誤」

(ease of correcting errors)。此文獻雖以服務供應者為調查對象，但探討的面向完

整包含網站硬體設計與服務傳遞過程，不過研究者仍觀察到私部門網站強調的娛

樂性特質該如何運用於競爭對象的政府網站是可思考的議題。 

由喬治亞大學資訊系統品質工作小組 Loiacono et al. (2000)基於理性行為理

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為基礎，並參考許多相關文獻以訪問網站設計者的方式，發展出用以測量

網站品質的量表 WebQual，原始量表共有四大層次 13 構面，隨後 Loiacono et al.

等人透過因素分析等方法對自己發展出的初始量表構面做了合併修正，成為四大

層次 12 構面的量表(Loiacono et al., 2002)包含：1.容易使用(ease of use)：包含「容

易理解」(ease of understanding)、「直覺操作」(intuitive operation)；2.有用性

(usefulness)：包含資訊適合度(informational fit-to-task) 、信任(trust)、互動

(interactivity)、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3.娛樂性(Entretainment) ：包含視覺吸

引力(visual appeal)、創新性(innovativeness) 、沈浸(flow)-情感吸引(emotional 

appeal)；4.輔助關係(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包含一致的形象(consistent 

image) 、線上完成度(online completeness)、 相對優勢(better than other alternative 

channels) 。WebQual 量表著重系統運作與設計並以資訊系統的角度評估網站品

質，此研究並未要求受試者完成交易，故沒有考量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等

構成網站服務品質的重要因素，僅能測量網站介面的品質，無法測量購買後的顧

客服務與產品配送品質，同時抽樣對象乃便利取樣之商學院研究生，因此樣本是

否足以代表真實商業網站使用者，是此研究本身之研究限制。故 Parasuraman et al. 

(2005)評論 WebQual 量表認為由於研究方法上的缺失，故研究貢獻主要是提供網

站設計者做為設計網站參考，而非衡量消費者感受的服務品質，此乃這個研究在

後續服務品質的應用上的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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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o & Donthu (2001)發展了 SITEQUAL 量表來衡量網站品質，包含了四個

構面：「容易使用」 (ease of use)、「美學設計」 (aesthetic design)、「處理速度」 

(processing speed)與「安全性」 (security)。這份量表與 WebQual相似，不過 SiteQual 

量表僅能從資訊科技的角度來衡量網站品質，缺乏對商品遞送與問題處理等後續

商業流程的評估概念，故也僅能反應網站本身的品質。 

    從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網路服務品質相關研究，一開始著重於以資訊科技的

角度評估網站本身的設計品質，卻對於顧客訂購流程與訂購後履約及問題處理的

後續商業服務遞送流程有所忽略，故這些研究最多算是「網站」品質評估，並非

是「網站服務」品質的評估，而本研究後續的文獻介紹，將可發現後續的研究者

逐漸重視網站「服務」的觀念，並開始將許多商業服務流程的概念，加入後續對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的研究中。 

Yang 與許多不同學者合作自 2001 年起便發表一連串針對不同線上零售、線

上服務產業的實證類服務品質研究，2001 年以網路藥局為研究對象，研究使用

者知覺的服務品質，其中萃取出網站服務品質構面有：1.「容易使用」(easy of 

use)：包含「使用者友善性」(user friendliness)、「交易速度」(loading/transaction 

speed)、「搜尋能力」(search capability)、「容易瀏覽」(easy navigation)。2.「網站

內容」(content)：意指內容資訊必須符合使用者需求。3.「內容正確性」(accuracy 

of content)。4.「即時回應」(timeliness response)。5.「美觀」(aesthetes)：係指網

站的吸引力(attractive)。6. 「隱私/安全性」(privacy/security)；2003 年透過內容

分析得到了 14 個網路零售的服務品質構面，其中包含了 42 個題項，其主要的

觀點認為，在網路上的服務品質衡量，應該要由兩方面的觀點來探討，分別是資

訊系統品質以及顧客服務的部分。在 14 個構面中，有 8 個常被提及的構面。這

八個構面分別為，「回應性」(responsiveness)、「可信性」(credibility)、「容易使用」

(ease of use)、「可靠性」(reliability)、「便利性」(convenience)、「溝通」

(communication)、「可接近性」(access)以及「能力」(competence)；2006 年採兩

階段研究方式，首先透過觀察使用線上銀行交易者的滿意度觀察出影響其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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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之後以此為基礎，第二階段擴大至調查使用者對線上商業交易類型網站

之服務品質評估，確認出影響線上服務品質的關鍵面向應包含六大構面 20 項指

標，其中六大構面包含：「可靠性」 (reliability)、「回應性」 (responsiveness)、「能

力」 (competence)、「容易使用」 (easy of use)、「安全」 (security)與「產品組合」 

(product portfolio)，同時這些構面也影響了顧客對線上交易服務品質的滿意度。

觀察 Yang等人對眾多產業的實證調查可以發現，以商品銷售為主(如網路藥局等)

及以服務提供為主(如線上銀行等)的線上產業，儘管服務品質評估指標雖有優先

順序上的差異，但透過這些跨產業的研究證明，許多觀察指標是跨產業適用的，

然而這些線上服務品質指標可否突破公私部門服務本質上的限制，適用至公部門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中，卻是有待近一步驗證的。 

    Zeithaml et al. (2002)經由評述與回顧過去透過網站遞送服務品質的相關研

究後，提出一個整合性網路服務品質的觀念性模型(E-Service Quality, e-SQ) (如圖

2 )，當中指出，在網路情境下也是存在類似傳統服務品質中的的缺口模式。相較

於傳統服務品質的 5 個缺口，他們認為在服務品質在網路遞送過程中存有 4 個缺

口。在企業方顯示有三個缺口存在，分別為：「資訊缺口」、「設計缺口」以及

「溝通缺口」，缺口發生於網站設計、運作以及行銷的過程中。這些缺口最終會

共同影響顧客方的「履行缺口」，詳見圖 2-2： 

 

一、 資訊缺口(information gap)：代表顧客對於網站的需求以及管理者對這些需

求的認知間的不一致，解決方法為設立線上留言板或是線上問卷。  

二、 設計缺口(design gap)：代表不能完全地將理解顧客需求的想法與網站的功

能設計相結合，因此可能即使企業的管理階層已經對顧客需求擁有完全充

分且正確的資訊 (不存在資訊缺口)，但這樣的知識卻不能夠完全的反應在

網站的設計以及功能上，也可能是網站設計無法與行銷策略相配合造成的

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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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溝通缺口(communication gap)：由於網站的行銷應該要以能提供的服務為

考量，故在理想的情況下，設計及運作網站的負責人員應定期的與行銷人

員溝通，來確保所做的承諾沒有超出可實行的範圍。故此缺口反映了公司

的行銷人員可能對於網站的特徵、能力及限制缺乏正確的瞭解，造成誇大

行銷或是造成網站客量負荷過多的情況。 

四、 履行缺口(fulfillment gap)：履行缺口是發生在顧客方，代表著顧客的需求

與消費認知經驗整體的不一致。這個缺口有兩個明顯的形成方式。一種是

由於過度渲染的行銷承諾沒有正確的反應出網站的設計及運作(溝通缺

口)。履行缺口問題的另一方面是，顧客無法完成網路購物的交易，這反映

出了不能滿足顧客的渴望。這種失敗並不是因為誇大的行銷承諾而造成

的，而是因為網站設計及運作的缺點。這種類型的履行缺口是因為資訊及

設計缺口影響的累積而造成的。所以整體的履行缺口是由於資訊、設計以

及溝通的缺口的結合所造成的。 

圖 2- 2 網路服務品質缺口模式(Zeithaml, et al., 2002) 

資料來源： Zeithaml, et al., 2002: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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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Parasuraman et al. (2005)再度對於Zeithma et al. (2000)所提出的11 個網

路服務品質的觀念構面進行分群，來對衡量網路服務品質的多題項的量表

(E-S-QUAL)進行概念化、建構、修訂以及檢驗。研究後發展出了兩個部份的量

表。第一部分核心的(core dimensions) “E-S-QUAL＂ 量表包含了 22 個題項，

共 4 個構面；第二個量表是關注復原的(recovery dimensions)稱作

“E-RecS-QUAL＂量表，僅用在顧客發生問題時。此份量表也在後續其他學者

的實證研究中，對其解釋力有了更多的論證，兩個量表評估指標分述如下： 

“E-S-QUAL＂ 量表： 

一、效率(efficiency)：係指使用這容易使用該網站尋找產品或產品相關資

訊，網站組織排版良好，使顧客可以降低搜尋、決策等交易成本。 

二、可靠性(reliability)：係指網站功能可以正常使用、軟硬體及網站平臺運

作不會當機、交易過程不會中斷。 

三、履行性(fulfillment)：係指貨物可以如保證的送達、準時快速交貨、貨物

的內容與網站形容一致、遞送正確的貨物。 

四、隱私(privacu)：保護個人資訊、交易內容與信用卡資料。 

“E-RecS-QUAL＂量表： 

一、回應性(responsiveness)：發生問題時，問題可以被快速的回應，並且解

決。 

二、補償(compensation)：當問題發生時，公司是否願意補償以及將錯誤商

品運回，進行退貨。 

三、接觸(contect)：提供電話以及真實客服人員的服務，讓顧客問題發生時，

可以有多種的聯絡管道。 

    Wolfinbarger et al. (2003)根據 2002 年的.comQual 量表，發展出零售網站服務

品質量表----eTailQ，透過焦點訪談、分類整理與線上顧客民調等一連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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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本訪問焦點團體得來之 22構面 375個指標最終純化為四個構面 13項指標的

電子零售服務品質模型，包含網站設計、可靠/履行、隱私/安全、及客戶服務。 

 

圖 2- 3 零售網站服務品質(Wolfinbarger et al.,2003) 

資料來源：Wolfinbarger et al., 2003: 193. 

 

Fassnacht & Koese (2006)調查德國 1000 多位使用包含首頁服務、運動新聞

以及線上購物服務三種類型的線上服務使用者，以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確認其基

於文獻分析結果所提出的電子服務品質架構是可以透過三大構面 9 項指標：1.

「環境品質」：包括「圖像品質」、「清晰版面」、2.「遞送品質」：包含「有

吸引力的選擇」、「資訊品質」、「容易使用」、「科技品質」、3.「結果品質」：

包括「可靠性」、「功能性獲益」、「情感獲益」所評量。 

    後續更有許多學者試圖探討線上服務品質高低對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

聯，如 Bansal et al. (2004)便藉由評估 145 家公司顧客的線上使用認知與後續購買

及瀏覽行為，以「易於使用」、「資訊可及性」、「產品選擇」、「顧客服務」、

「價格」、「交易時間」與「運費與手續費」七項作為詢問顧客認知服務品質的

指標，並詢問其滿意度與觀察後續再購買程度，證明瞭線上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

度與忠誠造成顯著影響；類似的研究還有 Cristobal et al.(2007)以「顧客服務」、

「網站設計」、「保證性」與「訂購管理」做為衡量線上服務品質與滿意度關聯

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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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探討與網站相關服務品質的文獻繁多，所使用的字眼包含「網站品

質、網站服務品質、線上服務品質、電子服務品質與電子零售業服務品質」等等，

故可想見所運用的評估指標也各自有所不同，然由於篇幅緣故，無法將所有相關

研究一一詳述，僅以表 2-2 將各個研究所運用之評估指標做一條列式整理，總結

來看從私部門對網站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牽涉

到同行競爭的問題，因此相當著重設計/娛樂性、商品出貨之後與顧客的接觸以

及商品的處理流程的正確性與效率問題，因為這些可能都是他們可以在茫茫的電

子商務競爭中勝出的關鍵，同時由於電子商務網站多包含線上付款過程，故如何

保障顧客隱私、交易安全等也是這方面研究相當重視的服務品質評估面向。 

表 2- 2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面向與指標相關文獻整理表 Ι 

作者 評估構面與指標 評估目的 

Change et al. (2000) 資訊及服務品質：恰當的、正確的、即

時的、客製化、完整的資訊呈現；快速

回應、保證、同理心、追蹤 

系統易用性：安全性、正確交易、顧客

交易控制、訂單追蹤機制、隱私/安全性

娛樂性：顧客的愉悅感、互動性、具吸

引力的功能、使顧客注意 

系統設計品質：結構化超連結、客製化

搜尋功能、存取速度、容易修正錯誤 

網站品質評估 

Yang et al. (2001) 容易使用：使用者友善性、交易速度、

搜尋能力、容易瀏覽 

網站內容 

內容正確性 

即時回應 

美觀 

隱私/安全性 

網站服務品質評

估 

Yoo & Douthu 易於使用 SIT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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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美學設計 

過程速度 

安全性 

Aladwani & Palvia 

(2002) 

科技足夠性 

網站內容 

網站外觀 

網站品質評估 

Janda et al. (2002) 績效 

近用性 

安全性 

感覺 

資訊 

IRSQ 

Loiacono et al. 

(2002) 

容易使用：容易理解、直覺操作。 

有用性：資訊適合度、信任、互動、回

應時間。 

娛樂性：視覺吸引力、創新性、沈浸-

情感吸引。 

輔助關係：一致的形象、線上完成度、 相

對優勢。 

WEBQUAL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 2003) 

履行/可靠性 

網站設計 

安全/隱私 

顧客服務 

.comQ/eTailQ 

 

Cai et al. (2003) 網站設計/內容 

值得信任 

迅速/可靠服務 

線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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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Collier & Bienstock 

(2006) 

過程品質：隱私、設計、資訊正確、易

於使用、功能性 

結果品質：訂購即時性、訂購正確性、

訂購情形 

復原品質：互動公平性、程式公平性、

結果公平性 

網站服務品質評

估 

 

Yang et al. (2003) 回應性 

可信任 

容易使用 

可靠性 

便利性 

溝通 

可接近性 

能力。 

網站服務品質評

估 

 

Bansal et al. (2004) 易於使用 

資訊可及性 

產品選擇 

顧客服務 

價格、交易時間 

運費與手續費。 

顧客認知線上服

務品質、滿意度

與忠誠 

Ghosh et al. (2004) 可信任的服務 

回應性 

定時更新的資訊 

導覽系統 

安全性 

電子服務品質 

Jun et al. (2004) 可靠性/迅速回應 

可接近性 

易於使用 

顧客認知線上服

務品質與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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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性 

安全性 

信用性 

Heim & Field (2004) 網站設計：付款過程 

履行/可靠性：準時送達、易於退貨退款

安全/隱私：隱私經驗 

顧客服務：顧客支援 

顧客認知線上服

務品質、與滿意

度忠誠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S-QUAL：效率、可利用性、實現、

隱私。 

E-RecS-QUAL：回應、補償、接觸 

電子服務品質 

Fassnacht & Koese 

(2006) 

環境品質：圖像品質、版面清晰 

遞送品質：有吸引力的選擇、資訊品質、

容易使用、科技品質 

結果品質：可靠性、功能性獲益、情感

獲益 

電子服務品質 

Yang et al. (2006) 可靠性 

回應性 

能力 

容易使用 

安全 

產品組合 

線上服務品質 

Cristobal et al. 

(2007) 

顧客服務 

網站設計 

保證性 

訂購管理。 

顧客認知線上服

務品質、滿意度

與忠誠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在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方面，本研究共計列出 18 篇重要相關文獻，儘

管各文獻對衡量網站服務的構面命名皆有所不同，不過作者仍依據各構面底下之

衡量指標，所呈現出來的構面概念，納入至少一半也就是 9 篇文獻皆有提過之構

面，作為歸納整理與未來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構面之參考，將這些文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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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被用來評估網站服務品質的構面做了表格 2-3 的歸納整理，包含：「可靠/完

成性、隱私/安全性、回應性、設計性、資訊品質、易用性」六個面向，由於選

取標準是採半數以上文獻皆有涵蓋之構面，故如系統設計品質(Change et al., 

2000)、過程速度(Yoo & Douthu, 2001)、科技足夠性(Aladwani & Palvia, 2002)、

績效、感覺(Janda et al., 2002)、輔助關係(Loiacono et al., 2002)、迅速服務(Cai et al., 

2003)、結果品質(Collier & Bienstock, 2003, 2006)、便利性、能力(Yang et al., 

2003)、產品選擇、價格交易時間、運費與手續費(Bansal et al., 2004)、補償

(Parasuraman et al., 2005)、產品組合(Yang et al., 2006)、訂購管理(Cristobal et al., 

2007)等構面雖然有部份文獻有提及，但顧及提及普遍頻率並未超過本研究所列

文獻總數的一半，故並未納入本次歸納整理構面之內。 

各文獻構面與其衡量指標命名雖有所異同但經本研究整合後，涵蓋定義如

下：(1). 可靠/完成性：網站服務是否值得信任、商品的遞送是否正確無誤；(2).

隱私/安全性：網站是否不洩漏個人資料、交易過程是否保障個人財務；(3). 回

應性：網站是否提供回應顧客管道或是顧客服務；(4). 設計性：網站設計是否美

觀、娛樂及引人注意；(5)資訊品質：網站是否提供完整、正確無誤的資訊內容；

(6). 易用性：網站設計是否容易使用，包括導航、可接近等等。 

表 2- 3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面向與指標相關文獻整理表Ⅱ 

作者 可靠性/

完成性 

隱私/安

全性 

回應性 設計性 資訊品

質 

易用性 

Change et al. 

(2000) 

      

Yang et al. (2001)       

Yoo & Douthu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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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dwani & 

Palvia (2002) 

      

Janda et al. (2002)       

Loiacono et al. 

(2002)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 2003)

      

Cai et al. (2003)       

Collier & 

Bienstock (2003, 

2006) 

      

Yang et al. (2003)       

Bansal et al. 

(2004) 

      

Ghosh et al. 

(2004) 

      

Jun et al. (2004)       

Heim & Field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Fassnacht & 

Koese (2006) 

      

Yang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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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tobal et al. 

(2007)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第三節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 

 

壹、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相關研究 

觀察研究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眾多研究途徑，主要專注在測量入口網

的服務品質及整體顧客滿意度上。顧客滿意被顧客期望與認知差距的服務品質所

影響，故許多要素組成了服務品質且被納入滿意度測量的考量中，這個途徑研究

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計算出市民對某一項電子政府服務的滿意度指數。 

美國電子化政府顧客滿意指數(egov-ACSI,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2006)是上述途徑中建構最完整的模型。它源自於美國傳統顧客滿意度指

數(ASCI)，隨後被運用在測量線上的服務品質，之後才被用來衡量電子化政府網

站的滿意度，它衡量超過 90 個以上的主要政府網站，這些網站又可以分為電子

商務/交易、新聞/資訊、入口/部門主要網站與徵募新兵/求職四大類型；第二個

是韓國的 g-CSI(Kim et al., 2005)也是根據 ASCI 模型所建立的，在這些模型中，

服務品質是被強調的，測量構面包含資訊、過程與服務、可接近性、正確資訊、

服務的花費、專業與關懷的顧客服務都是這些構面中所包含的指標。 

這類因果關係的預測模型，使政府機關或部門可以預測當某些服務功能(如

導覽功能)加強後，所可能增加的整體顧客滿意程度。更甚者，這些模型可以藉

由顧客滿意指數來預測市民重複造訪網站以及抱怨的頻率。藉由模型，政府機關

部門也可以找到滿意度分數很低但影響很大的指標，作為最優先改善機關網站的

重點，可惜的是台灣電子化政府相關研究並未建構出類似具有主導地位的評估指

標與指數，這也是研究者深感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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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研究機構發展出一組包含 25 項指標來測量挪威公部門網站的服務品

質(Jansen & Olnes, 2004)，當中網站品質被定義為：「公共網站上的資訊與服務必

須符合預先定義的標準以滿足主要顧客之需求」，當中三個主要的要素被定義：

「可接近性、使用者導向與有用的服務」，不過這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它並不是交

由顧客或市政府機關來測量各指標的現狀，而是以一群受過訓練的評估者來進行

評估。 

歐洲頂尖網站研究(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2004) 專注在使用者從中獲得的效益，故他們對使用者滿意與認知

網站服務品質的測量包含了三個評估面向：(1). 易用性：包含了顧客在使用時是

否面臨問題；(2). 效益面向：使用者是否從中獲得效益(如節省時間、獲得彈性)；

以及(3). 整體評估：如顧客對整體服務的滿意度以及此服務是否滿足自身需求

等。 

政府網站互動系統的研究(Barnes & Vidgen, 2004)，檢查了英國政府稅務網站

的服務品質，它以用易用性、資訊品質、服務互動品質作為此網站服務品質的評

估架構，給了許多線上稅務系統一個評估架構的啟發，研究中建議易用性是三項

構面中最重要的，同時在遞送服務過程中的同理心與客製化也是很重要的。 

顧客對電子化政府服務的滿意度研究(Horan et al., 2006)專注在以「市民為中

心(citizen centric)」的途徑來評估深度旅遊資訊系統(Advanced Travel Information 

System, ATIS)的服務品質與滿意度，有別於 Barnes & Vidgen (2004)研究專注於申

辦類型網站的服務評估，此研究標的乃以提供市民資訊服務為主的網站，此研究

以效用、效率與客製化作為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滿意度的構面。 

最終，一個在評估泰國政府網站的研究(Sukasame, 2004)關注在發展一個評

估影響泰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的概念性架構及其測量構面，例如：內容、連結、

可靠、容易使用與自我服務，可惜並未進行實證研究。 

以台灣對於電子化政府網站的服務品質來看，台灣行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在

民國 89 年行政機關網站評獎要點規劃（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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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內容」、「網站架構與導覽」、「互動申辦功能」、「版面與多媒體設計」與「網

站推廣與管理」五大評鑑項目 66 項指標；94 年度行政機關網站評獎實施計畫以

「網站內容正確」、「充足及適切網站維護」「網站架構與導覽」、「互動申辦

功能」、「版面與多媒體設計」、「網站推廣與管理」六大構面 73 項指標（行

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5c）以網站內容評估方式將台灣行政機關進行評

比排名，這是台灣行政單位大規模對政府行政機關網站進行評鑑調查，然而卻仍

是以供應者的角度來衡量政府網站的服務品質，忽略了重視使用者對其使用評價

的看法。 

陳啟光與鄭傑升(2002)針對使用過新竹市電子化政府網站之民眾進行服務

品質的調查，以「可靠、反應、管道、能力、友善、資訊品質、安全、同理心、

公平、導覽、溝通」十一大構面來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進行衡量，可惜的是僅獲

得 58 份有效樣本，同時採取定點便利抽樣，因此這些指標的信度以及結果是否

具有推論信度，是值得商確的。 

謝玉粟(2002)以 PZB 改編適用至評估台灣電子化政府網站的線上申辦服務

品質，其評估構面包含「便民、可信賴、效率、資訊品質與系統功能」，以立意

抽樣的方法取得 161 個有效樣本，不過傳統 PZB 服務品質構面是否適合運用至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中，則是本篇論文較未處理之議題。 

謝培仁(2002)主要評估標的為我國政府入口網，他是基於過去文獻基礎，建

構出「介面可使用性、完整性、可靠性、回應性、即時性、適切性、安全性」七

項評估指標，和前幾篇研究一樣，無法藉由隨機抽樣過程，獲得具有代表性的網

路使用樣本，是這篇文獻所運用之評估構面是否適用於後續推論與相關實證研究

上最大的疑慮。 

    黃建國(2006)評估地方政府的線上申辦網站「臺北市民 e 點通」的服務品質，

根據原始 PZB 的十個構面進行改寫，評估其服務品質、滿意度以及後續的使用

忠誠度，看來算是一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的評估架構，此研究雖針對電子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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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進行回顧，但卻仍是援引傳統 PZB 構面作為評估指標，並未針對原始 PZB 運

用於電子服務品質可以調整或修正之處進行探討，是這篇文獻的缺憾。 

   表 2-4 將各個研究所運用之評估指標做一條列式整理，總結國內外針對電子

化政府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來看，國外的研究專注在整體服務品質與滿意度的模

型建構上，且已經相當成熟，同時測量服務品質構面也有較多的理論基礎，如已

相當成熟之商業網站服務品質量表、科技接受模式、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等，希望

可以藉由顧客親身使用各政府網站後之評價，透過模型測量產生標準化之指數評

比，給各機關網站一個標竿學習的目標網站或是進行缺失改善的方向。反觀國內

研究，可能受限於研究時間與經費，抽樣方法上可以有改善的空間，另外，對於

傳統 PZB 指標運用至網站服務品質評估的適用性，仍待商確，同時也忽略了對

私部門發展成熟之網站服務品質量表，進行探討或是援用的可能性，而這些都是

研究者覺得可以在本研究建構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過程中，可以有所改善與貢

獻之處。 

表 2- 4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面向與指標相關文獻整理表 Ι 

作者 評估構面與指標 評估目的 

Kim et al. (2005) 資訊 

過程與服務 

可接近性 

正確資訊 

服務的花費 

專業與關懷的顧客服務 

韓國政府網站顧

客滿意度 

Jansen & Olnes 

(2004) 

可接近性 

使用者導向 

有用的服務 

挪威公部門網站

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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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易用性 

效益 

整體評估 

歐洲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評估 

Barnes & Vidgen 

(2004) 

易用性 

資訊品質 

服務互動品質 

英國稅務網站服

務品質評估 

Horan et al. (2006) 效用 

效率 

客製化 

政府旅遊資訊系

統的服務品質與

滿意度 

Sukasame (2004) 內容 

連結 

可靠 

容易使用 

自我服務 

泰國電子化政府

入口網 

行政機關網站評獎

要點規劃(2000) 

網站內容 

網站架構與導覽 

互動申辦功能 

版面與多媒體設計 

網站推廣與管理 

台灣行政機關網

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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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光與鄭傑升

(2002) 

可靠 

反應 

管道 

能力 

友善 

資訊品質 

安全 

同理心 

公平 

導覽 

溝通 

新竹電子化政府

網站服務品質評

估 

謝玉粟(2002) 便民 

可信賴 

效率 

資訊品質 

系統功能 

台灣電子化政府

申辦網站服務品

質評估 

謝培仁(2002) 介面可使用性 

完整性 

可靠性 

回應性 

即時性 

適切性 

安全性 

台灣電子化政府

入口網服務品質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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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度行政機關網

站評獎實施計畫

(2005c) 

網站內容正確 

充足及適切網站維護 

網站架構與導覽 

互動申辦功能 

版面與多媒體設計 

網站推廣與管理 

台灣行政機關網

站評估 

黃建國(2006) 可靠度 

回應性 

存取 

彈性 

容易導覽 

效率 

保證與信任 

安全性/隱私 

價格資訊 

網站美學 

客製化 

台北市政府申辦

網站服務品質、

認知價值與後續

使用意向評估 

 

在公部門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方面，本研究共計列出 12 篇重要相關文

獻，儘管各文獻對衡量網站服務的構面命名皆有所不同，不過作者仍依據各構面

底下之衡量指標，所呈現出來的構面概念，納入至少一半也就是 6 篇文獻皆有提

過之構面，作為歸納整理與未來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構面之參考，將這些

文獻中最常被用來評估網站服務品質的構面做了表格 2-5 的歸納整理，包含：「可

靠性、資訊/內容品質、易用性、回應性、有用性」六個面向，由於選取標準是

採半數以上文獻皆有涵蓋之構面，故如可接近性(Jansen & Olnes, 2004; Kim et al., 

2005)、整體評估(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2004)、客製化(Horan et al., 2006; 黃建國，2006)、連結、自我服務

(Sukasame, 2004)、版面與多媒體設計（行政機關網站評獎要點規劃，2000；94

年度行政機關網站評獎實施計畫，2005c）、反應、管道、能力（陳啟光與鄭傑升，

2002）、系統功能（謝玉粟，2002）、完整性、即時性、適切性（謝培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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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及適切網站維護（94 年度行政機關網站評獎實施計畫，2005c）、存取、彈

性、價格資訊、網站美學（黃建國，2006）等構面雖然有部份文獻有提及，但顧

及提及普遍頻率並未超過本研究所列文獻總數的一半，故並未納入本次歸納整理

構面之內。 

     各文獻構面與其衡量指標命名雖有所異同但經本研究整合後，涵蓋定義如

下：(1). 可靠性：「政府入口網遞送服務的一致、穩定性能力」；(2). 資訊/內容

品質：「政府資訊系統所提供內容的品質以及此資訊對於使用者來說是否具有價

值」；(3). 易用性：「系統是否透過設計幫助人們容易使用」；(4).回應性：「經由

郵件、真人溝通等各種管道的服務支援」；(5).有用性：「是否提供實用的服務、

或具有節省民眾時間或金錢等便民效果」 

表 2- 5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相關文獻整理表Ⅱ 

 可靠性 資訊/內容

品質 

易用性 回應性 有用性 

Kim et al. (2005)      

Jansen & Olnes 

(2004)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Barnes & Vidg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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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n et al. 

(2006) 

     

Sukasame (2004)      

行政機關網站評

獎要點規劃

(2000) 

     

陳啟光與鄭傑升

(2002) 

     

謝玉粟 (2002)      

謝培仁(2002)      

94 年度行政機關

網站評獎實施計

畫(2005c) 

     

黃建國(2006)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貳、公私部門網站特質之差異 

由於公部門與私部門組織特質上的不同( Rainey, 2000 )，因此政府網站所面

對的顧客群、經營模式與經營目標等可能都與私部門網站有些許差異，差異大致

可分為以下三部份( Barnes & Vidgen, 2004; Wang et al., 2005)： 

一、 政府設立網站目的是要讓社會上所有的人都有近用的可能，因此評估標準

除了效率外，尚要考慮公平性等因素，這與私部門以營利為目標的考慮標

準有很大的差異； 

二、 政府網站提供的服務具有「獨占性」，因此缺乏了「競爭」的概念，因此儘

管民眾可能對政府網站不滿意，但卻無法項其他管道尋求服務，因此有些



 

 40

私部門網站的評估指標，如 WebQual 中強調「網站設計要讓顧客感到“娛

樂性＂(entertainment)，這是與其他競爭者競爭的關鍵 (Loiacono et al., 

2002)」，然而比如 “娛樂＂指標該如何運用在民眾使用的網路報稅網站

上，也成了一大問題； 

三、 政府網站使用者的特性也與私部門有差別，如上所述政府網站是服務全民

的，因此與私部門鎖定獨特客群有別，故政府網站所面臨群眾的年齡、教

育、職業、收入等差距很大，每個人所需要的資訊或服務也不同，這也和

私部門網站主要提供商品銷售的服務有所區隔，因此在為民服務的考量

下，政府網站時常包含了太多政府相關的資訊與服務，造成網頁開啟速度

緩慢，而讓使用者感到不好用，而這點顯然也是私部門網站較不會面臨的

問題。 

 

第四節 台灣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 

 

壹、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構面交集 

基於上述兩節針對私部門與公部門網站服務品質指標研究文獻回顧，整理出

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最常被提及的評估構面有「可靠、隱私/安全、回應性、

設計、資訊品質、易用性」六類；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指標最常被提及有「可

靠、資訊/內容品質、易用性、回應性與有用性」六類，在比較公私部門網站服

務特質的差異，整理出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交集之六大構面（如圖 2-4），分別

是：設計性、易用性、可靠性、資訊品質、有用性與回應性，本研究對研究構面

之先後順序，乃採網站服務遞送之流程，故從一開始使用者感受的外觀「設計性」

起，至最終顧客使用後產生問題，網站的「回應性」為止，換句話說，排序並非

依照重要性，而是以使用者接受網站服務之流程進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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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商業與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構面交集圖 

 

研究者發現公部門並不太重視「設計」構面，不過近年來對政府網站風格開

始重視，加上在私部門中有時「設計」構面還包含了「易用性」的概念，但研究

者認為「設計」屬於使用者還未真正操作網頁時，對網站外觀的第一眼印象，而

「易用性」則是操作後網站的功能設計是否可以增加使用效率，故本研究決定將

「設計」與「易用性」視為兩個獨立構面。 

政府網站近年提供之申辦服務種類增多，固有必要將私部門重視之「隱私/

安全」納入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中，同時研究者認為傳統 SERVQUAL「可靠

性」的概念應該納入「隱私/安全、系統穩定、信任」等網路環境特別需要重視

之議題，故本研究的「可靠性」將有別於傳統 SERVQUAL 對其之定義，不過這

樣子將各指標合併至同一構面底下，是否可行，還有待近一步的驗證分析。 

而網站的內容則是公私部門網站評估皆相當重視的構面，故本研究以「資訊

品質」作為對政府網站資訊內容的評估。而私部門重視之「互動」與公部門重視

之「回應」其實皆是指虛擬網站如何與使用者進行真實互動，故研究者將這兩個

概念皆納入「回應性」的構面之下，評估網站是否有解決顧客疑問或需求之能力。 

設計性 

易用性 

可靠性 

資訊品質 

有用性 

回應性 

商業網

站服務

政府網

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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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採「科技接受模式」中「認知有用性」的構面的概念，

將將「效益(benefit)、比其他管道佳(better than other channels)與方便性動機

(convenience motivation )」等散落在不同文獻中以不同名稱測量構面，融合在本

研究「有用性」的構面下。 

以下描述各構面如何被本研究選取進入此次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構面的過

程，並試圖將這些文獻研究納入台灣電子化政府發展的系絡中進行理解。 

 

一. 「設計性」操作化說明 

綜合前述國內外探討公私部門最常用於評估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構面文獻的

交集，以及衡量台灣政府網站實際現況後，有鑑於政府部門對統一設計政府網站

版型的逐漸重視（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8a），本研究在評估網站最外

層外觀設計層次的服務品質方面，決定綜合國內外文獻中「網站設計」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2003; Cai et al., 2003; Heim & Field, 2004; Cristobal et 

al., 2007)、「娛樂性」(Change et. al., 2000; Loiacono et al, 2002)、「美學設計」(Yoo 

& Douthu, 2001; 黃建國, 2006)、「網站外觀」(Aladwani & Palvia, 2002)、「環境品

質」(Fassnacht & Koese, 2006)、「介面可使用性」 (謝培仁, 2002) 等的概念，以

「設計性」來對政府網站外觀設計品質進行評估。 

 

二. 「易用性」操作化說明 

綜合前述國內外探討公私部門最常用於評估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構面文獻的

交集，以及衡量台灣政府網站實際現況後，發現不論是用於評估商業網站服務品

質(Change et al., 2000; Yang et al., 2001; Yoo & Douthu, 2001; Loiacono et al., 2002; 

Yang et al., 2003; Bansal et al., 2004; Jun et al.,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Fassnacht & Koese, 2006; Yang et al., 2006; Cristobal et al., 2007)或是評估政府網

站(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Barnes & Vidgen, 2004; Sukasame, 2004; 陳啟光與鄭傑升，2002；謝培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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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國；2006) 「易用/導覽/可接近」等都是評估網站服務品質中幾乎皆會提到

的一個評估構面，故本構面主要根據 TAM 中「認知易用性」為構面的理論基礎，

以「易用性」來評估政府網站容易使用的程度。 

 

三. 「可靠性」操作化說明 

「可靠/完成」不論是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評估(Change et al,2000;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2003; Cai et al., 2003; Collier & Bienstock, 2003; Yang et 

al., 2003; Ghosh et al., 2004; Jun et al., 2004; Heim & Field,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Fassnacht & Koese, 2006; Yang et al.,2006; Cristobal et al., 2007) 或是公部門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Horan et al., 2006; Sukasame, 2004; 陳啟光與鄭傑升, 2002; 

謝玉粟, 2002; 謝培仁, 2002; 黃建國, 2006)皆相當重視的一個構面，另外「隱私/

安全性」(Change et al, 2000; Yang et al., 2001; Yoo & Douthu, 2001; Janda et al., 

2002;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2003; Cai et al., 2003; Collier & Bienstock, 2003; 

Yang et al.,2003; Ghosh et al., 2004; Jun et al., 2004; Heim & Field,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6) 則是牽涉到個人資料與線上財務交易

評估時最常被用來評估的一個構面，故本研究雖是以「可靠性」來命名，不過本

構面有別於傳統 PZB 對可靠性的定義，乃結合了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文獻中

「可靠」、「完成」、「安全」與「隱私」等概念，評估政府網站是否讓人感到可靠。 

 

四. 「資訊品質」操作化說明 

本構面根據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為指標的理論基礎，鑑於政府網站使用者主要

以查詢政府資訊為主，故資訊品質對政府網站服務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時國外不

論是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評估 (Yang et al., 2001; Aladwani & Palvia, 2002; Janda 

et al., 2002; Loiacono et al., 2002; Collier & Bienstock, 2003; Bansal et al., 2004; 

Ghosh et al., 2004; Fassnach & Koese, 2006)或是公部門網站服務品質評估

(egov-ASCI; Kim et al., 2005;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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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2004; Barnes & Vidgen, 2004; 陳啟光與鄭傑升, 2002; 謝玉

粟, 2002)都很重視網站資訊的內容品質，故以「資訊品質」來衡量政府網站提供

資訊內容的品質 

 

五. 「有用性」操作化說明 

    電子化政府乃政府遞送服務給民眾眾多管道之一，故本研究認為民眾使用政

府網站，乃是民眾將使用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所帶給自身之實用效益與傳統使用

政府機關服務的效益比較下，認知有用後才有可能採取的行為，本研究乃結合科

技接受模式中「認知有用性」、WebQual 中比「其他管道佳」指標以及「有用性」

等概念(Loiacono et al., 2002; Yang et al., 2003;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Horan et al.,  2006; 陳啟光與鄭傑升,2002; 

黃建國,2006)，以「有用性」來衡量政府網站提供服務對民眾的有用程度 

 

六. 「回應性」操作化說明 

    綜合前述國內外探討公私部門最常用於評估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構面文獻的

交集，以及衡量台灣政府網站實際現況後，發現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文獻經常

評估網站的「互動」(Loiacono et al., 2002; Barnes & Vidgen, 2004)、「回應」(Yang 

et al., 2001; Loiacono et al., 2002; Yang et al., 2003; Ghosh et al.,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6; 謝培仁,2002; 黃建國,2006)、「顧客服務」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2003; Heim & Field, 2004; Cristobal et al., 2007)、「溝

通」(Cai et al., 2003; Yang et al., 2003; 陳啟光與鄭傑升,2002)等服務品質，雖是

不同名稱的評估構面，但大致是指涉網站所提供之服務，是否具有可接觸、回應

並支援解決使用者需求的能力的概念，故本研究決定以「回應性」來評估政府網

站回應解決民眾問題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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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以下是本研究整理出的台灣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構面相關文獻理論

基礎、定義與衡量指標。 

 

貳、台灣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構面 

 

一. 設計性 (Appearance design) 

    在研究網路消費者購買行為的相關研究認為，在顧客確認需求的階段時，潛

在顧客將因為相信某個網站能夠滿足其需求，進而瀏覽某個網站，此時網站外觀

在這個初始階段變得相當重要，因為網站外觀將決定使用者對於這個網站的第一

印象(Loiacono et al., 2000)。而所謂網站外觀(apperance)指涉的網站的視覺層面，

也就是說在網站的外觀上有多吸引人、使用何種背景、字體與顏色等。對於商業

網站來說，這點可能相當重要，因為當企業競爭激烈時，網站第一外觀給人的印

象，或許將決定顧客是否在此網站停留的關鍵。 

反觀政府部門網站，因為服務業務的壟斷性，初期並不重視網站的外觀設

計，然近年來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且重視服務品質的概念，逐漸被政府網站的管理

者所重視，以台灣為例，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所推行之「全面提升政府網

站服務品質專案」(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5) 的網站評鑑指標中，便

將版面設計列入評鑑指標內，當中包括顏色、字體等，近年來也致力於推廣建立

政府網站版型規範等，一份「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理規範」研究報告書觀察各

國政府的網站，大致朝向希望藉由政府網站版型設計的統一，來提昇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的一致性，避免出現良莠不齊政府網站的現象，例如加拿大政府對政府網

站的外觀與感覺有一致性的要求，即所謂的「Common Look and Feel」，簡稱 

CLF，當中及規定政府網站的顏色只能使用 216 種網頁安全色；又例如香港政府

所有部門網頁必須引入統一的「外觀與風格」標準，而各主題式或專題網站則可

彈性處理。根據香港政府曾於 2003 年 11 月至 12 月間進行意見調查，調查結

果顯示，在 2,400 名受訪者中，超過 9 成同意統一「外觀與風格」網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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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推廣政府網站的品牌形象，加強使用者的信心(引自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

委員會，2007c)。 

 

故本研究基於各國政府對網站風格統一化的重視，及私部門研究認為網站外

觀是建立吸引力的影響因素，故將網站設計列為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鑑構面之

一，定義為：「政府網站設計外觀給人的第一印象」，同時以「政府網站的用色令

人感到舒服」、「政府網站的版面足以凸顯重要資訊的位置」、「政府網站設計美觀

吸引我的目光」與「政府網站風格符合政府形象」四項指標來對政府網站「設計

性」來進行評估 

 

二. 易用性 (Ease of use) 

易用性主要是源自於人機互動的研究，根據 Davis et al. (1989)所提出的科技

接受模型發現，「有用性(usefulness)」與「易用性(easy of use)」都會增加使用者

對於電腦系統的注意與使用行為 Davis et al., 1989) ，當中知覺易用性係指：個

人相信使用某種特定系統時「不需付出努力」的程度，當使用者知覺到系統越容

易學習，則採用系統的態度越正向。根據國際標準組織 ISO 9241 的定義，易用

性是指能讓特定使用者在特定的環境中，有效能、效率且舒暢滿意地達成特定目

標的程度。當代的網站大師 Jakob Nielsen (1993)更強調易用性是人機介面設計最

重要的標準，提高網站的好用度將可增加使用者瀏覽網站的效率，而易用性高的

網站應具備下列五項特性： 

(一)、 容易學習 : 讓使用者可以很快速地學會使用或操作的方法。 

(二)、 效率使用 : 使一般使用者可以有效率地完成工作或達成目標。 

(三)、 容易記憶 : 讓使用者可以輕易的記住操作方法，即使經過長久時間未使

用，無須再重新學習，即可輕易地操作。 

(四)、 少量錯誤 : 發生錯誤的機會很低。 

(五)、 樂於使用 : 在操作時，讓使用者產生滿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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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的系絡中，容易操作的導覽系統(Navigation)、準確的資訊搜索引擎、

快速的頁面下載和容易操作的訂購過程都是易用性的關鍵因素，同時在管理與學

術的研究上都發覺導覽結構可以促進購物者瀏覽與消費(Baty & Lee, 1995, Ha & 

James, 1998; Hoque & Lohse, 1999; Lohse & Spiller, 1999; Nielsen, 2000)。點三下

法則(3-click rule)更是常出現在商業過程的建議中，因為研究發現假設網站使用

者在點三次的步驟內沒有發現他們想要的資訊，他們將會離開這個網站；此外，

交易過程容易使用與否，對顧客來說也是很重要的，但可惜的是很多研究都發現

在許多商業網站在結帳的過程都過於複雜(Lohse & Spiller, 1998)，一份網路研究 

(Horrigan et al., 2000) 也發現 41%的網路非購物使用者覺得有些網站很難使用。

最後，回顧文獻將會發現，在衡量網站成功因素或是網站服務品質評估中，不論

以「容易使用/易用性(easy of use)」「優使性(usability)」或「好用度」來指稱這個

關鍵性概念(Nielsen, 2000; Wolfinbarger et al., 2002; 黃朝盟，2001a)，都一再證明

易用性概念與網站服務品質或是使用者滿意度具有高度的關聯性(Loiacono et al., 

2002; Ghosh et al., 2004; Jun et al., 2004; Webb & Webb, 2004)。 

對政府網站來說，一份由 IBM 發起針對美國各州入口網的研究也顯示，由

於政府入口網站不像商業性的入口網站，可以針對特定族群的特定需求來做為網

站設計的依據，政府網站的設計必須考量集體市民的需求，故被評估的 50 州中

便有 16 個州犯了好用度上的錯誤，這當然也影響了民眾使用政府網站的意願，

故此研究總結說道：「破壞電子化政府網站價值的並不是線上服務的缺乏，而是

網站的好用度不足。」國內如黃朝盟教授也致力於提昇政府網站易用性的研究，

根據他的研究發現，我國部會的官方網站的主要缺點也是在易用性的缺乏 

(Huang & Chao., 2001)，而這些研究在在說明，相較於私部門有清楚的服務客群，

易用性這項指標對政府服務品質來說，無疑形成更加困難的挑戰，該如何讓不同

背景不同需求的市民都覺得政府網站好用，將是政府網站設計者的一大難題，不

過毫無益問的這是一個衡量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關鍵構面(Gant & Gan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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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獻足見易用性對網站服務品質的重要性，是跨越公私部門網站的，故

本研究將易用性構面定義為：「使用者在瀏覽政府網站的過程中不會產生壓力或

感到挫折，並能讓使用者在使用網站功能時，能用最少的操作成本發揮最大的效

能」，並以「政府網站網頁的呈現速度很快（政府網站網頁的呈現速度很慢）」、「政

府網站的超連結可以正確連結到該頁面」、「政府網頁的選項名稱用字明確，讓我

容易理解」、「政府網站的輔助瀏覽功能是好用的」、「政府網站的站內搜尋功能，

讓我找到想找的資訊」與「學習如何操作政府網站是容易的」六項指標來對政府

網站「易用性」來進行評估。 

    

三. 可靠性 (Reliability) 

根據一份名為 ISO/IEC 9126 對於軟體品質標準的規範中提到，所謂的「可

靠性」包含系統的穩定度，這與 E-S-QUAL 中提到的「系統可利用性(system 

avalibility)」概念相似(Parasuraman, A. et al, 2005)，意指網站功能是否隨時皆可

利用以及正確無誤的運作，對於公部門網站來說，這被證實是構成網站服務品質

相當重要的因素(Wangpipatwong et al., 2005) 。 

此外，許多研究也證明「隱私」與「安全」是評估線上服務的關鍵指標(Ghosh 

et al, 2004; Jun et al.,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 

Webb & Webb, 2004; Yang et al., 2004; Heim & Field, 2007)，不過這兩項看似相似

的指標，其實應該有不同的意義，根據 Parasuraman, A. et al.(2005)的說法，「隱

私」是包含保護個人的資料，不和其他網站分享蒐集而來的顧客資料，這點放在

公部門網站的系絡中，該重視的是在政府網站上究竟有無提供明確保障個人隱私

權的政策；而「安全」卻是包含保護使用者的信用卡或是其他財務相關的資訊，

安全危機對影響民眾使用財務相關的線上服務有關鍵的影響力，以台灣入口網為

例，雖提供便民的「e 管家」服務，至今累積下載人數已達十萬人，但真正註冊

使用的，卻只有七千多人，使用率低落的因素，相關承辦人認為，因為註冊時需

要提供個人資料，但現今網路詐騙案件時有所聞，造成許多民眾連政府的網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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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理也不信任，可見民眾在使用網站上，重視安全與隱私因素是不分公與私部

門的。 

Loiacono et al. (2000)將信任訂為網站品質的一個構面，認為信任是造成顧客

重複造訪網站的主因，有疑慮的顧客也將可能因為信任進而願意上網購物，而信

任則建立在下列這些條件上：(1). 信任網站將會保護個人的隱私資料；(2). 網站

提供購物的安全環境；(3). 網站的技術是可靠的；(4). 網站內容是正確的；(5).

遞送訂購產品的是準時的。 

總結來說，本研究對可靠性的定義有別於傳統 PZB 對其定義為：「獨立且正

確執行承諾服務的能力」(Parasuraman et al., 1988)，本研究認為可靠性運用在網

站服務品質，特別是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應該是建立在上述三個關鍵構面上，一

為基本系統的穩定成熟度，再者是系統對個人隱私與安全的保障程度，最後才可

能談到這個網站是否值得信任，故本研究的可靠性雖取名自 PZB 對服務品質的

一大構面，但內涵上，研究者將網路環境的特殊性與政府網站公共服務的特性納

入考量，最終將其定義為：「政府網站所提供之服務品質在系統穩定度、隱私、

安全保障上是否可靠且讓人感到信任」，以「當我有需要時，政府網站隨時都可

以使用」、「使用政府網站，過程中不會當機」、「政府網站提供足夠的安全機制」、

「政府網站會保障個人的隱私權」與「政府網站會履行承諾民眾的服務」五項指

標來對政府網站「可靠性」進行評估。 

 

四. 資訊品質 (Information quality) 

DeLone 和 McLean (1992)發現一個資訊系統成功有幾個特徵，「系統品質」 

(System Quality)、「資訊品質」 (Information Quality)會影響使用度(Use)和使用者

滿意度(User Satisfaction)，使用度的強弱也會正向或負向地影響使用者滿意度的

程度，直接會影響至個人(Individual Impact)，最後導致影響到整個組織

(Organizational Impact)。Pitt (1995)認為影響使用者的使用率與滿意程度除系統品

質(System Quality)與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之外，資訊人員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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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ality)也非常重要，因此，資訊系統品質評估已含蓋資訊品質、系統品

質與服務品質三大類。當中對資訊系統輸出的評估，包括輸出資料的「正確性、

完整性、清晰性、流通性、適時性、重要性、相關性、有用性、可瞭解性、精簡

性、充足性、可靠性、最新性、客觀性」等。而 Li, Tan & Xie (2002)認為網路服

務與傳統服務上有兩個主要的差異，所以不能以傳統的 SERVQUL 來衡量網路服

務，這兩個差異為:(1). 溝通方式的差異：雙向多對多的溝通與單向一對多的溝

通(2). 無形性與有形性的差異：有形性指的是實體的服務場所設備及客服人員的

外表等，而這些在網路服務上不再是重點，但是對網路來說無形的資訊品質反而

扮演著重要角色，故其將傳統 PZB 五大構面加上溝通與資訊品質兩個構面，利

用與 PZB 相同的純化方式，最後藉由因素分析證實他們提出構面在網路服務的

重要性，而當中他們將資訊品質定義為：「資訊內容是否符合顧客需求。」 

    政府網站不像商業網站以販賣實體商品為主，相反地政府網站設置著重在資

訊的公開以及便民服務的提供，根據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調查民眾使用政

府網站的主要目的是查詢政府資訊或公告(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

2007a)，足見資訊品質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重要性，可惜的是政府要面對的需

求眾多，所以時常想藉由有限的版面空間，提供最詳盡的資訊，然可能因為維護

人力有限，故常有資訊過時沒有更新或是雜亂冗長的現象(黃朝盟，2001a)，故

本研究認為儘管有些網路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並未單獨將資訊列為一獨立指標

(Cai & Jun, 2003; Horan & Abhichandani, 2006)，但基於資訊品質不論是在私部門

針對資訊系統方面的研究已有理論基礎與實務證實，或是考量公部門網站的設置

目的，研究者皆認為有必要將資訊品質視為一單獨構面進行討論並驗證，本研究

將採 Li 等人的定義，將資訊品質構面定義為：「所提供的資訊是否滿足顧客的需

求，當中包含輸出資料的即時、簡潔與易閱讀、正確、有用、易理解」，以「政

府網站的資訊內容是即時的（政府網站的資訊內容常是過時的）」、「政府網站的

資訊內容是簡潔而容易閱讀的（政府網站的資訊內容是冗長而不易閱讀的）」、「政

府網站的資訊內容是正確的」、「政府網站的資訊內容是有用的」與「政府網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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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容是容易理解的」五項指標來對政府網站「資訊品質」進行評估，評估指

標中「簡潔」與「容易理解」主要是過去台灣政府網站內容評估時，呈現資訊內

容時較常犯的錯誤（黃朝盟，2001b），故即使私部門較不常使用這兩項評估指標

來評估資訊品質，但本研究仍將這兩項指標納入資訊品質評估的範圍。 

 

五. 有用性 (Usefulness)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由 Davis et al. (1989)提

出，以理性行動理論為基礎，認為影響使用者接受新科技的外在因素，是透過知

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與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兩個關鍵中

介因素，對使用者之使用行為意向產生影響。當中「知覺有用性」指：「使用者

相信採用一特別的資訊系統，將有助於增進工作績效(如減少完成工作所需的時

間或提供適時的資訊)」。當使用者知覺系統的有用程度越高，則採用系統的態度

越正向。而 Loiacono et al.(2000)提出了比「其他管道更加(better than other 

channels)」的評估指標，即網站為了增添額外價值，它必須讓使用者以相較於傳

統更有效能的方法達成目的，否則使用者將沒有使用網站作為服務接收管道的動

機。Anderson & Srinivasan (2003)也將「方便動機」納入影響電子服務使用者滿

意與忠誠度間的中介變相，足見對使用者來說使用網站是否實用，將決定他是否

採用及涉入的程度。 

電子化政府是希望透過網站突破時空環境的限制，成為在一個星期七天一天

24 小時隨時在網路上替民眾服務的虛擬政府，對民眾來說，電子化政府成了遞

送政府服務的眾多選擇管道之一，因此當民眾無法認知到這個管道的有用性，也

無法認同這個管道比其傳統親自洽公方便時，那他怎麼會有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

的動機呢？本研究認為民眾使用政府網站，乃是民眾將電子化政府所帶給自身之

實用效益與傳統政府機關的效益比較下，認知有用後才有可能採取的行為，故本

研究結合科技接受模式中「認知有用性」、WebQual 中比「其他管道佳」指標以

及「方便性」指標，綜合其評估意涵，統合此概念於構成使用政府網站的「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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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構面，定義為：「政府網站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是否讓使用者覺得比使用其他

服務提供的管道更為有效益、更為實用」，同時以「政府網站縮短我取得政府服

務的時間」、「政府網站減少我取得政府服務的金錢花費」、「政府網站提供對我有

用的服務」與「相較於其他管道（如電話聯繫、傳真或是親自洽詢），透過政府

網站更能達成我想要的服務」四項指標來對政府網站「有用性」進行評估，這是

過往研究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時較沒有獨立出來探討，但研究究認為依據科技接受

模式對引發使用動機相當重要需要評估的一個構面。 

 

六. 回應性（Responsiveness）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透過焦點訪談、分類整理與線上顧客民調等一連

串的方式，將原本訪問焦點團體得來之 22 構面 375 個指標最終純化為四個構面

13 項指標的電子零售服務品質模型，包含可靠/履行、網站設計、隱私/安全、及

顧客服務，當中「顧客服務」的面向被定義為：「能回應、有幫助性與意願快速

回應顧客的需求。」在 Aladwani & Palvia(2002)網站品質指標的研究也證實，「是

否能找到聯絡資訊與顧客支援服務」等相關顧客服務，對構成網站服務品質指標

來說是重要的。在 Parasuraman et al. (2005)的「電子復原品質(E-RecS-Qual)」量

表中，強調顧客在面對非真人接觸的自助式購物網站，當發生問題時，網站提供

接觸資訊與回應的重要性，因為在後續問題解決過程中，很有可能需經由與網站

接洽並透過服務人員的幫助，問題才可能得到解決，然而在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

研究中，顧客問題發生後的復原機制，反而是被忽略的。 

故由上述三篇探討網站服務品質相關的文獻可知，服務、支援與回應性構

面，皆在強調顧客在面對線上非真人服務的網站發生問題後，網站是否提供接觸

管道、願意回應及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都決定了顧客問題能否得以解決，故本

研究綜合其評估意涵，統合此概念於回應性構面定義為：「政府網站所提供之服

務品質，是否具有可接觸、回應並支援解決使用者需求的能力」，以「政府網站

上常見問題集(FAQ／Q&A)解決我的使用問題（政府網站上常見問題集(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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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無法解決我的使用問題）」、「政府網站明確告知我何時會完成服務」「當有

疑問時，政府網站提供我與服務人員聯繫的管道」、「政府網站快速的回覆我的問

題」、「政府網站清楚的回覆我的問題」與「政府網站的回覆解決了我的問題」六

項指標來對政府網站「回應性」進行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