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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主要在第一節先針對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進行介紹；第二節再詳述研究流

程；第三節主要在說明民眾端對於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評價之問卷設計方法；

第四節在解釋專家端問卷對於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重要性之分析方法。 

 

第一節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建構之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研究可分為三大部分，一部分針對民眾使用政府網站經驗，透過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為基礎所建立之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進行對政府網站服務

品質之實證性評估，由於本研究之評估指標並非援引以發展相當成熟之 PZB 服

務品質指標，乃是考量公私部門網站服務特性之差異，加上整合公私部門相關網

站服務品質評估之研究，所自行發展之評估指標，雖大部分指標都是參考文獻得

來，但仍有必要進行實證研究，證明本研究指標具有一定程度的解釋能力，並可

藉由統計分析方法將指標予以合併或是刪除，同時也可以對民眾使用評價有一實

證性之理解，找出影響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之現狀看法，評估指標包

含：「設計性、易用性、可靠性、資訊品質、有用性與回應性」六大構面。 

第二部份，經由專家學者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專業見解，透過層級分析法

對本研究的評估指標計算相對權重。 

第三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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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研究將架構簡化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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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研究架構圖 

 

 

 

政府網站

服務品質 

設計性 

易用性 

有用性 

回應性 

可靠性 

資訊品質 

PartⅠ 
利用實證研究調查民眾對政府

網站服務品質指標現狀之評

價，同時測試指標信、效度 

Part Ⅱ 

利用 AHP 問卷調查專家對政

府網站品質指標重要性之認

知，建構指標權重 

Part Ⅲ 
比較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性品質

重要性看法與民眾對現階段政府

網站服務品質評價，找出兩者看法

之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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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建構之研究流程 

本研究包含藉由六個研究步驟來建立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估指標，詳細步驟

說明如下，圖 3-2 為研究流程圖： 

 

一、 藉由蒐集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評估的相關文獻，初步建立政府網站的服

務品質指標； 

二、 邀請三至五位專家，進行專家訪談，修訂本研究所建立的網站服務品質指

標； 

三、 經由便利取樣的方式，發放小規模的問卷，對民眾端問卷進行前測，以瞭

解整份問卷的信度，並刪除信度過低的指標； 

四、 進行大規模的網路民調，藉以瞭解網路使用者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的

評價，同時也藉此驗證本研究各指標的信效度 

五、 發放專家問卷，以 AHP 法對各評估構面與指標進行重要性的評估，以建

立各指標的權重，並據此將各評估指標進行重要性的順序 

六、 本研究將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的視為當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

現狀評估，將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的重要性評估視為在發展電子

化政府網站時，應當關注電子服務品質的優先順序。 

比較當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現狀的實然面與專家預期政府網站服務品質

發展重要優先順序的應然面，目的是以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重要

性排序為一個未來政府網站提昇服務品質時可努力改善的標準，將民眾對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視為政府網站當前服務品質現狀，並與專家期待政

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重要優先順序的標準來對照，藉此找出實然面上民眾

對政府網站感到不肯定的評價指標，然而在專家評估的應然面上，卻又是

相對很重要的指標，希望可以找出這些實然面與應然面落差很大的項目，

作為未來政府提昇網站服務品質的優先改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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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2 研究流程圖 

 

建立政府網站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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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評估指標、比較民眾

評價與專家意見，提出

提昇政府網路服務品

質優先改善項目 

公私部門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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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衡量指標（驗證

問卷信度） 

計算衡量構面衡量

指標之權重 

調查民眾使用經驗 

研究流程進行方向 

研究流程工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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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之問卷設計 

    本節共包含三部份，第一部份，民眾端問卷設計流程、各指標操作化過程與

文獻根據等；第二部份說明民眾問卷設計內容，包含民眾端問卷採網路抽樣可能

產生問題、本研究針對這些問題的處理方式、未能克服之問題與問卷衡量方式、

抽樣方式、問卷前測、問卷執行與問卷衡量等；最後第三部份解釋民眾端問卷的

分析處理方式，包含描述性統計、信度分析與因素分析。 

 

壹、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問卷設計流程 

    本研究民眾端問卷設計流程如下： 

一、 蒐集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相關研究之文獻 

二、 比較公私部門網站服務品質各評估構面之重要性與交集 

三、 以文獻為基礎，給予構面定義 

    對於本研究各構面之定義，可以參閱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台灣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評估指標」中基於各個文獻說法，當中有清楚的說明。 

四、 在台灣電子化政府網站的脈絡下進行評估指標操作化 

本研究以詢問民眾對整體政府網站的服務品質評價肯定程度與否來評估台

灣目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現況，並未詢問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期待與現狀

的落差，而是直接將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評價視為當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

現狀的衡量，乃本研究的研究限制。 

各構面下的各項評估指標，皆是根據現有網路服務品質評估問卷中抽取而

來，選取標準為一直重複被不同研究問卷所引用之指標，將被本研究視為重要且

優先選取並改寫之評估指標，故本研究所採用之指標基本上都已經被至少一篇以

上的證實對衡量網路服務品質具有一定程度之重要性，表 3-1 說明了本研究政府

網站服務品質評估的 6 構面 30 指標的操作化定義以及相關參考依據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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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政府網站品質評估構面與操作化指標說明表 

構

面 

定義 操作化指標 參考文獻 

政府網站的用色令人

感到舒服 

Fassnacht & Koese, 2006; 

Merwe et al., 2003 

政府網站的版面足以

凸顯重要資訊的位置 

Fassnacht & Koese, 2006; 

Cristobal et al., 2007; Cai 

& Jun, 2003; 謝培

仁,2002 

政府網站設計美觀吸

引我的目光 

Change et al., 2000; 

Loiacono et al., 2002; 

Fassnacht & Koese, 2006; 

Web & Web, 2004; Cai & 

Jun, 2003; 謝培

仁,2002；黃建國,2006 

設

計

性 

政府網站設計外觀給人

的第一印象。 

政府網站風格符合政

府形象 

Horan & Abhichandani, 

2006; Barnes & Vidge, 

2004; 行政院研究考核發

展委員會,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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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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光等,2002; Cristobal 

et al., 2007; Loiacono et 

al., 2002; Parasuraman et 

al., 2005; Merwe et 

al.,2003; Eriksson et al., 

2007; 謝培仁,2002 

政府網站的超連結可

以正確連結到該頁面 

Aladwani & Palvia, 2002; 

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

員會，2000; 行政院研究

考核發展委員會，2005c 

政府網頁的選項名稱

用字明確，讓我容易理

解 

Loiacono et al., 2002; 

Merwe et al., 2003; Cai & 

Jun, 2003 

政府網站的輔助瀏覽

功能是好用的 

Fassnacht & Koese, 2006; 

Web & Web, 2004; Merwe 

et al., 2003; Barnes & 

Vidge, 2004; 陳啟光

等,2002; 黃建國,2006 

易

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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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者在使用政府網站功

能時，能用最少的操作

成本發揮最大的效能。 

政府網站的站內搜尋

功能，讓我找到想找的

資訊 

Webb & Webb, 2004; 

Peters et al., 2004; 陳啟

光等,2002; 黃建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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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操作政府網

站是容易的 

Loiacono et al.,2002; 

Horan & Abhichandani, 

2006; Fassnacht & Koese, 

2006; Yang et al., 2004;黃

建國,2006 

當我有需要時，政府網

站隨時都可以使用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riksson et al., 2007; 陳

啟光等,2002 

使用政府網站，過程中

不會當機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riksson et al., 2007; 陳

啟光等,2002; ; 謝培

仁,2002 

政府網站提供足夠的

安全機制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2003; Yang et al., 

2004; 陳啟光等,2002; 謝

培仁,2002;黃建國,2006 

政府網站會保障個人

的隱私權 

Horan & Abhichandani, 

2006; Parasuraman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04; 

陳啟光等,2002; ; 謝培

仁,2002;黃建國,2006 

可

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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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網站會履行承諾

民眾的服務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riksson et al., 2007; 陳

啟光等,2002; ;黃建

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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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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dwani & Palvia, 2002; 

Barnes & Vidge, 2004; 

Yang et al., 2004; 

Wangpipatwong et al, 

2005; Fassnacht & Koese, 

2006; 陳啟光等,2002; 謝

培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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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iacono et al, 2002; 

Aladwani & Palvia, 2002; 

Cai & Jun, 2003; 

egov-ASCI; 謝培仁,2002 

政府網站的資訊內容

是正確的 

Aladwani & Palvia, 2002; 

Barnes & Vidge, 2004; 

Wangpipatwong et al., 

2005; Fassnacht & Koese, 

2006; 陳啟光等,2002; ; 

謝培仁,2002 

資

訊

品

質 

政府網站所提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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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網站的資訊內容

是有用的 

Aladwani & Palvia, 2002; 

Barnes & Vidge, 2004; 

Wangpipatwong et al., 

2005; Horan & 

Abhichandani, 2006; 

Fassnacht & Koes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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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網站的資訊內容

是容易理解的 

Loiacono et al., 2002; Cai 

& Jun, 2003; 陳啟光

等,2002; 

政府網站縮短我取得

政府服務的時間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Wangpipatwong et 

al., 2005; Horan et al., 

2006; 黃建國,2006; 行政

院研究考核發展委

員,2008b 

政府網站減少我取得

政府服務的金錢花費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Wangpipatwong et 

al., 2005; Horan et al., 

2006; 行政院研究考核發

展委員,2008b 

有

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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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網站提供對我有

用的服務 

Horan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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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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Loiacono et al., 

2002;黃建國,2006; 行政

院研究考核發展委

員,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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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無法

解決我的使用問題） 

Cai & Jun, 2003; 陳啟光

等,2002; 黃建國,2006 

政府網站明確告知我

何時會完成服務 

Change et al., 2000; 陳啟

光等,2002; 黃建國,2006 

當有疑問時，政府網站

提供我與服務人員聯

繫的管道 

Cai & Jun, 2003; 

Parasuraman et al., 2005; 

陳啟光等,2002; 

回

應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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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網站快速的回覆

我的問題 

Wolfinbarger & Gilly, 

2002,2003; Yang et al., 

2004; Parasuraman et al., 

2005; Cristobal et al., 

2007; 謝培仁,2002; ;黃建

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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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網站清楚的回覆

我的問題 

Yang et al., 2004; 

Cristobal et al., 2007; 

政府網站的回覆解決

了我的問題 

Yang et al., 2004; 

Cristobal et al., 2007; 

註：斜體字為問卷中的反向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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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問卷設計 
 
一、網路問卷可能產生問題與修正方式 

民眾端問卷，預計透過線上網路問卷方式進行，以瞭解網路民眾對政府網站

服務品質之評價，不過本研究將網路調查面臨主要三大問題略述如下(自行整理

引自，李政忠，2004)： 

(一)、網路問卷可能產生之問題 

1. 樣本代表性與涵蓋誤差(coverage error) 

網路調查最大的問題是網路使用人口的人口特質有別於社會結構的一群

人，通常年齡較低、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男性多於女性等特質，將使抽樣架構與

目標母體(社會大眾)之間具有落差，再進行統計推論時，可能產生錯誤，而會發

生這種狀況可能是源於數位落差存現象本存在於社會上，因此能連上網路回答問

題者，本來就無法代表大眾，即時台灣網路使用率已達 73.4% (行政院研究考核

發展委員會，2008a)，但仍有三成人口是在調查中被忽略的族群，因此假設七成

人口具有與母體相似的人口特質與行為似乎太過樂觀，因此 Couper (2000)認為

使用網路調查，必須事先對目標母體有明確的限制。 

2. 缺乏有效抽樣架構 

即使我們將目標母體的範圍事先限定在網路使用族群，不過我們還是需要面

對如何取得可信的抽樣架構問題，與電話調查相比，網路調查並沒有任何資料庫

提供網路使用族群名冊做為抽樣架構，換言之，我們無法評估抽樣架構與目標母

體的差異為何，也無法得知哪些人口不在抽樣架構涵蓋範圍中，針對網路問卷調

查建議，在無法獲得可信的抽樣架構的情況下，研究者可以利用其他研究機構以

傳統調查方式(例如電話問卷或郵寄問卷)所建立的資料庫作為比對標竿

(benchmark)，檢查是否有涵蓋誤差的可能性以及差異為何，進而透過加權

(weighting)的步驟，對網路問卷的資料進行調整，提高統計推論結果的可信度。 

3. 非回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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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回應誤差的產生主要來自於填答問卷或接受訪談者與拒絕接受訪談者，在

某些特質上具有差異性，因此將所得的樣本結果推論至全體人口時，會產生相當

程度的落差，特別是如果回覆率很低的時候，產生的誤差可能更大。 

4. 自願性樣本 

透過網路進行資料蒐集通常是倚賴非隨機的自願性樣本，這個問題與網頁問

卷的抽樣方法有關，因為通常網路問卷是將問卷連結網址或邀請廣告張貼在入口

網站或是較受歡迎的網頁上，然後任由網頁造訪者決定是否連結到問卷進行填

答。而瀏覽這些網站者，本身可能有極其相似之特質，如都是這個網站的消費者，

或是網路某個議題的愛好者，因此回答問題者，本身可能便具有很類似的人口特

質，而這個特質是和集體網路使用人口特質有所差距，Couper (2000)也認為，這

種抽樣過程通常任何人都可以進入問卷進行填答，如果沒有針對人口特質加以有

效控制，同一個人可以毫不受限制地重複填答，因此大大減低資料的可信度。 

而李政忠(2004)也提供了上述網路問卷問題可能的補救方法，包括(1). 將母

體限制於網路使用者； (2). 提高回覆率與增加樣本數； (3).進行適當的加權處

理。 

(二)、本研究解決網路調查限制之方式 

研究者經訪談網路民調公司後發現，本研究與現行有樣本管理機制2的線上

民調公司合作進行網路民調，可以控制與無法處理之網路調查問題分述如下： 

1. 為解決網路問卷無法代表社會一般大眾的問題，本研究將母體限定為我國

12 歲以上的網路使用族群，避免推論至社會母體的問體。(本研究調查目的

為理解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之使用評價，故將母體限制在網路使用

                                                   
2 樣本管理機制： 

 可排除特定網域或地區的會員，避免客戶的競爭對手參與調查 

 可排除特定 IP 網址，避免居住於國外地區的人士參與調查 

 主動剔除作弊、填答速度過快、胡亂回答問卷的會員 

 透過多種管道提醒樣本群會員更新個人資料 

 持續教育樣本群會員遵守規定，並且採用「柔性過濾」的方式，讓受訪者無法猜測出調查所設

定的合格條件 

 藉由多種方式抓出重覆帳號或代人操作的帳號，並將其排除於市調樣本群之外 

資料來源：Taylor Nelson Sofres Taiwan 模範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ns-globa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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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是合理的，但年齡方面，由於現在國高中生已有相當多的機會上網查詢

資料，故也相當可能使用到政府網站的服務，故將年齡依據行政院研究考核

委員會每年所做台灣數位落差調查報告，定為 12 歲以上之網路使用民眾)  

2. 缺乏有效抽樣架構，即使本研究已將抽樣母體限定為 12 歲以上的網路使用

者，然仍無法解決缺乏有效抽樣架構的問題，根據現有較具規模的電話普查

資料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創新應用中心(資策會)

「2007 我國家庭寬頻、行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分析報告」，針對台

閩地區全體民眾，採戶中隨機抽樣方式進行電話訪問，該家戶連網應用行為

部分之有效樣本計 2751 份，推論統計台灣網際網路使用人口已達 1476 萬

人，個人連網普及率 64.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創新應用中心，2008)；或根據 96 年台灣數位落差調查報告，根據電話訪問

作業 15,007 份有效樣本，當中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中有 71.0%曾經使用電

腦，據此推估，我國目前 12 歲以上電腦使用人口約為 1407 萬人。 

由此可知，即使不同政府單位進行之大規模電話抽樣查所推論之網路使用人

口數字仍有所差距，更別論一般網路公司調查所擁有之我國網路使用人口母體架

構，同時網路調查公司即使擁有了接近我國真實網路使用人口架構，仍無法解決

網路民調公司現行會員人數與真實網路使用族群的差異，根據作者訪談結果，即

時是目前宣稱會員人數最多的網路調查公司，其擁有之會員人數也僅達 800 萬

人，距離 1400 萬左右的網路使用人口，仍是一半的差距，但這是目前世界上使

用網路調查所不得不面臨的困境。 

3. 在解決非回應性誤差與自願填答方面，選擇與會員互動良好之網路民調公

司，以提昇問卷回收率，也採取依照網路使用人口母體進行性別與年齡方式

進行分層隨機抽樣，抽出名單後，在主動發送邀請函請符合此年齡、性別結

構之受試者填達，降低自願填達的問題，希望在填答率可能較低的族群，抽

取較大倍數的樣本，期待第一次就抽取足夠的有效樣本，避免事後補抽樣的

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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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來看，本研究與具有樣本管理機制且會員人數具有一定規模的民調公司

合作，抽樣母體定為 12 歲以上的網路使用族群，且依照符合我國網路使用人口

結構，進行依年齡、性別分層的隨機抽樣，至少回收 3000 份以上的有效樣本(含

使用網路未使用政府網站與使用網路也使用政府網站者)，當中使用網路也使用

過政府網站之民眾，為本研究建構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評價的有效評估樣本，

在大規模執行線上問卷之前，進行方便抽樣的小規模前測，以測試問卷之信度。 

以 96 年數位落差調查為推論基礎，使用網路民眾中 35%使用政府網站查詢

資料來推估，本研究至少可回收之有效評估樣本 3000 份以上，借此降低樣本代

表性、非回應性誤差與便利取樣自願性回答偏差等問題，不過缺乏有效抽樣架構

以及民調公司擁有之會員數與真實網路使用族群數目之差異，為本研究尚無法克

服之限制，同時加上網路使用族群中，使用過政府網站的民眾數更少，本研究承

認以 3000 份的樣本去推估集體政府網站使用者對政府網站指標之評價，仍存有

一定的推論風險，但也仍需強調本研究在解決網路民調問題上的努力。 

 

二、抽樣方式 

(一)、樣本來源 

本文以線上網路問卷的方式，進行網路使用族群對政府網站評價之調查，主

要研究對象為使用網路特別是具有政府網站使用經驗之族群，挑選具有樣本管理

機制且會員人數為目前台灣地區會員人數最多的（400 萬會員）104 市調中心合

作，故樣本來源為 104 市調公司及其母企業事業群之會員，同時 104 市調中心會

員乃多半來自母企業事業群 104 人力銀行，會員填寫基本資料多因求職緣故，故

基本資料的品質將比一般網路市調公司，具有更高的可信度與準確度。 

（二）、抽樣方法、樣本數 

本研究欲取得我國網路使用人口結構的性別年齡分配表，選擇國內目前最具

規模的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 96 年數位落差調查資料作為分層抽樣的依

據，將 96 年數位落差調查原始資料中有使用過網路的族群，進行性別與年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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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配表如表 3-2，取得性別年齡分配比例後，再套用至本研究預計抽取 3000

份樣本之上（如表 3-3），希望達成本研究樣本族群的性別年齡可以符合我國網路

使用人口分配的目標。 

表 3- 2  96 年數位落差調查報告網路使用族群性別年齡交叉表 

  12-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 歲(含
以上) 

總和 

數位

落差

男性 

919 
(10.19%) 

498 
(5.52%) 

550 
(6.1%) 

535 
(5.93%)

542 
(6.01%)

428 
(4.75%)

975 
(10.82%) 

4447 
(49.33%)

數位

落差

女性 

915 
(10.15%) 

462 
(5.12%) 

535 
(5.93%)

588 
(6.52%)

675 
(7.49%)

515 
(5.71%)

878 
(9.74%) 

4568 
(50.67%)

數位

落差

總和 

1834 
(20.34%) 

960 
(10.65%) 

1085 
(12.04%)

1123 
(12.46%)

1217 
(13.5%)

943 
(10.46%)

1853 
(20.55%) 

9015 
(100%) 

表 3- 3  符合我國網路人口結構的樣本配額抽樣規劃 

  12-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 歲(含
以上) 

總和 

預計

抽取

男性 

306 
(10.19) 

166 
(5.52%) 

183 
(6.1%) 

178 
(5.93%)

180 
(6.01%)

142 
(4.75%)

324 
(10.82%) 

1480 
(49.33%)

預計

抽取

女性 

304 
(10.15%) 

154 
(5.12%) 

178 
(5.93%)

196 
(6.52%)

225 
(7.49%)

171 
(5.71%)

292 
(9.74%) 

1520 
(50.67%)

預計

抽取

總和 

610 
(20.34%) 

319 
(10.65%) 

361 
(12.04%)

374 
(12.46%)

405 
(13.5%)

314 
(10.46%)

617 
(20.55%) 

3000 
(100%) 

 

三、民眾端問卷前測 

(一)、第一次問卷前測—專家訪談 

    在第一階段，為了減少問卷指標語意與邏輯上可能的錯誤，並可以獲得專家

意見的回饋，遂進行以專家意見為主的「專家訪談」，以增加問卷之內容效度。 

1.資料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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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政府網站」與「網站服務品質」兩方面專家進行問卷前測，詳

見附錄二，以電子郵件方式發出問卷共計八份，成功回收兩份專家問卷，詳細邀

請專家與回收專家如表 3-4 所示，回收率為 25%。 

表 3- 4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方面專家訪談與回收名單 

專家服務單位 職稱 問卷回收

狀態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成功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系教授 失敗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教授 失敗 

國立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 失敗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失敗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成功 

世新大學 行政管理學系副教授 失敗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助理教授 失敗 

2.問卷結果分析 

    經整理專家問卷回饋意見後，將原問卷中一些存有語意不清、饒口、無法明

確表達所要衡量行為之指標加以修改更正，並簡化刪除在同構面下，涵蓋語意重

疊之指標，原問卷指標經專家意見修正後，由原先六構面 31 個衡量指標，修改、

刪除至最後的六構面 30 個衡量指標，詳細修改內容整理如表 3-5，修改後正式問

卷如附錄三。 

表 3- 5 專家問卷修正表 

構面 指標（原來問法） 指標（修正問法） 修正後

對照附

錄三正

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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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政府網頁的表單名稱用字

明確，讓人容易理解(B3) 

政府網頁的選項名稱用字

明確，讓我容易理解(B3) 

10 易用性(B) 

操作政府網站是讓人容易

學習的(B6) 

學習操作政府網站是容易

的(B6) 

15 

可靠性(C) 政府網站會履行所承諾的

服務(C5) 

政府網站會履行承諾民眾

的服務(C5) 

20 

政府網站讓我更容易取得

政府服務(E1) 
同構面指標語意重疊故刪

除 

 

政府網站減少我取得政府

服務的花費(E3) 

政府網站減少我取得政府

服務的金錢花費(E2) 

27 

有用性(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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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當初的使用目的(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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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29 

回應性(F) 政府網站上常見問題集

（FAQ）無法解決我的使用

問題(F1) 

政府網站上常見問題集

(FAQ／Q&A)無法解決我

的使用問題(F1) 

30 

（二）、第二次問卷前測—信度分析 

    在大規模線上網路使用民眾抽樣問卷調查之前，本研究先進行了小規模的問

卷信度測試，以測試整體問卷的信度，同時了解是否有個別因信度過低而需要加

以刪除的指標。 

1.資料收集方法 

    以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大學部修讀之同學為問卷發放對象，抽樣方式採方

便抽樣，前測執行日期為 2008 年 6 月 9 日~ 2008 年 6 月 12 日，一共發出 70 份

問卷。 

2.問卷結果分析 

前測結果，有效問卷為 67 份，整體信度分析 Cronbachα值達.908，同時並

沒有信度明顯過低的指標，除有用性(F)構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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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指標在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α值會提高

到.910 外，其他指標的值皆低於整體的.908，然顧慮刪除此指標的信度提高有限，

且此指標也代表一定的意義，故選擇不刪除此指標， 

    以整體信度測試來看，基礎研究中，信度至少應達.8 才可以接受；在探索性

的研究中，信度只要達到.7 就可以接受（林震岩，2007），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

建立有效衡量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指標，希望整份問卷的信度可以達到.7 以上，

故由初步方便抽樣的前測結果可知，本問卷初步具有相當不錯的信度，以利進行

後續大規模的網路使用民眾意見調查。 

 

四、問卷執行過程 

本問卷執行期間為 2008 年 7 月 23 日至 2008 年 8 月 20 日截止。104 市調中

心於 7 月 23 日首先針對「40 歲以上及 20 歲以下」族群，發出 175,428 封電子傳

單（如圖 3-3 所示）；7 月 24 日對「排除 40 歲以上及 20 歲以下的中間年齡層」

族群，發出 76,964 封電子傳單，問卷填答相當踴躍，除「40 歲以上及 20 歲以下」

配額仍未達預計回收配額外，其餘分層配額皆在 7 日內達成預期配額筆數，共計

發出 252,392 封電子傳單。 

隨後在 7 月 30 日針對回覆率不佳的「40 歲以上及 20 歲以下」族群，發出

第二次電子傳單，此時整體累積有效問卷已達 6,571 筆，2008 年 8 月 20 日為問

卷截止回收日期，詳細電子傳單發出時程見表 3-6，實際線上問卷說明與答題頁

面分別如圖 3-4、圖 3-5 所示。 

表 3- 6 電子傳單發出時程與問卷回收情形 

日期 

當天

新增

筆數 

累計筆

數 

電子

傳單

批次 

備註 

2008 年 7 月 23 日 519 519 1 先發"40 歲以上"及"20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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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 175,428 封 

2008 年 7 月 24 日 2087 2606 1 發中間年齡層，發出 76,964 封 

2008 年 7 月 31 日 
932 6571 2 7/30 再發第二次電子傳單給"40

歲以上"及"20 歲以下" 

註:以上筆數皆未經過除錯（有遺漏值或填答不完整） 

圖 3- 3 民眾網路市調問卷邀請函圖示 

圖 3- 4 民眾網路市調問卷上線首頁說明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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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民眾網路市調問卷填答頁面圖示（以設計性構面為例） 

 

五、問卷衡量方式 

問卷衡量方式因專家建議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容易造成集中趨勢及有些

衡量變數不容易區分其重要程度，因此，最後決定研究問卷所採用李克特七點尺

度。亦即，量表強度採取七分法，分別是從「非常同意」到「非常不同易」七種

等級。其中，7 分表「非常同意」；6 分表「同意」；5 分表「稍微同意」；4 分

表「普通」；3 分表「稍微不同意」；2 分表「不同意」；1 分表「非常不同意」。

問項平均分數愈高者，表示受測者對於此指標之評價愈高，反之亦然。而本研究

成果將搭配專家問卷，以 AHP 衡量各項指標之權重，以求建立更完整的政府網

站服務品質評估指標。 

 

參、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評價問卷分析方法 
 

一. 描述性統計 

將民眾端所回收之樣本，進行次數分配統計，以初步得知民眾對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各項指標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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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度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α 係數作為問卷信度的衡量指標，在基礎研究中，信度

至少應達.8 才可以接受；在探索性的研究中，信度只要達到.7 就可以接受。而實

務上，α 值只要.6 就可以宣稱該衡量工作的信度是可以接受的（林震岩，2007）。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建立有效衡量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指標，因此仍是希望整份問

卷的信度可以達到.7 以上。 

 

三. 因素分析 

由於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提出了六個評估服務品質的構面與衡量指標，故

需要以因素分析來驗證這些評估構面與指標是否具有效度，是否有些指標該進行

調整的。 

 

第四節 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權重排序之問卷設計 
    本節共包含四個部份，第一部份專家端問卷設計過程；第二部份說明專家問

卷發放對象；第三部份說明專家端問卷分析方法，包含 AHP 法介紹、本研究適

用性、本研究 AHP 衡量尺度與政府網站品質指標的權重計算方法；最後說明專

家端問卷執行過程。 

 

壹、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權重排序問卷設計流程與層級結構 

經第一階段—「文獻分析」，篩選與修改各衡量構面及所屬衡量指標後，將

可訂出層級分析結構，並根據此層級結構，依各層之衡量構面及衡量指標，依序

進行成對兩兩比較，評估構面與構面之間、指標與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程度，

由此設計出「層級分析法」之研究問卷，本研究初始問卷的層級結構說明如下： 

 

一、第一層級 －「標的」 

為本研究最終目的：建立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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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層級 －「衡量構面」 

 以文獻回顧所建立的六個構面建立第二層級：此六個構面定義分別為： 

第一層構面 定義 

設計性 政府網站設計外觀給人的第一印象。 

易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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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網站功能

時，能用最少的操作成本發揮最大的效能。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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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品質 政府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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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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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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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層級 －「衡量指標」 

以第二層級為基礎，配合文獻蒐集探討所得到的資料，將其予以展開，建立

第三層級－「衡量指標」，各衡量構面之衡量指標詳述如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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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政府網站務品質層級結構圖 

 
 
 

A 設計性 

B 易用性 

C 可靠性 

D 資訊品質 

E 有用性 

F 回應性 

B1 快速呈現的網頁 
B2 正確連結到該頁面的超連結 
B3 容易理解的選項名稱 
B4 好用的輔助導覽功能 
B5 精準的站內搜尋 
B6 容易學習操作 
C1 隨時都可以利用 
C2 過程中不會當機  
C3 提供足夠的安全機制 
C4 保障個人隱私權 
C5 履行承諾的服務 
 
D1 即時的資訊 
D2 簡潔而容易閱讀的資訊 
D3 正確的資訊 
D4 有用的資訊 
D5 易理解的資訊 

E1 節省時間 
E2 節省金錢花費 
E3 有用的服務 
E4 相較其他管道，更能達成服務 

A1 令人感到舒服的用色 
A2 足以凸顯重要資訊的版面設計 
A3 引人注意的設計風格  
A4 符合政府形象的網站風格 

 
 
 
 
 
 
 
政

府

網

站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之

重

要

性

因

素 

F1 FAQ(常見問題)功能能解決使用問題 
F2 明確告知何時完成服務 
F3 提供與服務人員聯繫管道 
F4 網站能快速的回覆問題 
F5 網站能清楚的回覆問題 
F6 網站的回覆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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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權重排序問卷發放對象 
經徵詢部份專家學者意見後，本階段問卷發放對象可分為三大領域：第一為

學術界的學者專家，希望借重其學術領域對政府網站或是電子化服務品質的研究

專長；第二為行政界的實務專家，以理解真實推動電子化政府網站的相關公務人

員是如何看待各衡量指標之間的重要性；最終是私部門的實務專家，希望從私部

門的角度出發，藉由自身經營或管理私部門網站的相關經驗，對政府用以衡量電

子化政府服務品質的指標權重，可以提出不同於公部門與學術界的看法。 

 

參、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權重排序問卷分析方法 
 

一、AHP 發展目的 

層級分析法是由美國著名的研究專家 T.L.Saaty在 1970年代初所發展出來的

一套決策方法。經過 Saaty 教授不斷的修正之後，在 1980 年時 Saaty 將此一

理論整理成書。AHP 是透過系統性的分解(Break Down)程式，將問題層級化後，

採用兩兩配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方式找出屬性間相對重要性的比值，以

求估出各層級中決策評核屬性的權重(Weight)，再透過層級架構的上下串聯，求

出各資源配置的權重或用以排列出可選擇方案的優先順序，作為擇取最適決策的

依據(Saaty, 1980)。 

故 AHP 發展的目的就是將一個複雜的問題，切割成不同的層級，因為一個

問題經過切割分解之後，更容易分析，而分析的效果也會比為切割之前更好，切

割成一個個層級然後又經過分析之後，可以提供決策者更好的決策方案，做決策

時也可以減少決策錯誤的產生，以本研究目的來看，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構

面與指標眾多，因此各構面與指標的重要性該如何評估，實在屬於一個相對複雜

的問題，而藉由專家學者的意見，將服務品質構面與指標兩兩配對比較，並經由

成對比較矩陣的運算，便可以得知在網站服務品質衡量中，各層級內要素間所占

的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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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採 AHP 的適用性 

    由 Saaty 發展出來求解包含多個評核準則的決策問題，現今已被廣泛應用來

處理各領域中多評估準則方案的選取與資源配置的權重分配，故 AHP 可以運用

在「決定優先次序」方面，在 1973 年 Saaty 教授為蘇丹主持該國運輸系統之專

案研究，便根據各方案對政治、社會、經濟上的需要，以 AHP 法予以圓滿的解

決(鄧振源、曾國雄，1989a)。同時以過去針對服務品質與資訊系統相關的研究

來看，盧彥旭(2000)年以層級分析法建立對資訊系統委外的評選準則及衡量準則

間的相對權重；方維琳(2001)運用層級分析法對台灣入口網站的服務品質指標進

行重要性的評估；林立宜(2002)則利用模糊層級分析法，針對護理照護方面的服

務品質指標，進行過重要性的排序；呂東壕(2005)結合 Kano 與模糊分析法對購

物網站的服務品質指標進行權重分析。 

由過去研究可知 AHP 法已經被證實適合運用在針對不論是實體或是網站的

服務指標權重分析上，故對本研究來說，運用 AHP 在釐清政府網站服務各服務

品質構面的權重上，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分析方法。依評估層級來看，Saaty 教授

認為根據 Miller 的理論，不宜在同一層級中比較太多的元素，最好以不超過七

個為原則(曾慰親，1997)，而本研究以六個構面來對政府網站服品質進行衡量，

各構面下之指標也以五到六個為主，故整體而言，是人腦可以接受的思考比較範

圍，也符合 AHP 的層級評估原則。 

 

三、以 AHP 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優先順序之評估尺度 

AHP 評估尺度的包括五個等級，以本研究來看，1、3、5、7、9 分別代表

這個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指標相較於其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而言是同

等重要、稍微重要、頗重要、極重要及絕對重要等，若有介於這些相對重要程度

的便以 1、3、5、7、9 分別代表，表 3-7 是本研究以 AHP 評比政府網站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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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指標優先順序之尺度的意義與說明，表 3-8 是本研究專家問卷一部分之成對兩

兩比較表。 

表 3- 7 AHP 評比尺度意義及說明 

評估尺度  定義 說明 

1 同等重要  

(Equal Importance) 

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指標相較於

其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而

言，兩因素的貢獻程度是同等重要

等強(Equally) 

3 稍微重要  

(Weak Importance) 

根據經驗與判斷，政府網站服務品

質的指標相較於其他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指標而言，兩因素的貢獻程

度是稍微傾向認定是某一指標 

稍強(Moderately) 

5 頗重要  

(Essential or Strong 

Importance) 

根據經驗與判斷，政府網站服務品

質的指標相較於其他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指標而言，兩因素的貢獻程

度是強烈傾向認定是某一指標 

頗強(Strongly) 

7 極重要  

(Demonstrated Importance) 

實際顯示，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指

標相較於其他政府網站服務品質

指標而言，兩因素的貢獻程度是非

常強烈傾向認定是某一指標 

極強(Very Strong) 

9 絕對重要  

(Absolute Importance) 

有足夠證據顯示政府網站服務品

質的指標相較於其他政府網站服



 

 82

務品質指標而言，兩因素的貢獻程

度是肯定絕對認為是某一指標 

絕強(Extremely) 

2,4,6,8 為兩相鄰尺度之中間值  

(Intermediate Values) 

需要折衷值時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鄧振源、曾國雄，1989a：p12 自行改寫 

表 3- 8 正式專家問卷部份題項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構面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構面 

設計性                  易用性 

設計性                  可靠性 

設計性                  資訊品質 

設計性                  有用性 

設計性                  回應性 

 

四、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權重計算方法 

本研究在經過文獻分析，完成政府網站服務品質的分析層級架構的建立後，

便可以經由 AHP 方法對個別層級中的構面與指標進行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分析，再根據 AHP 之分析步驟後，便可計算出各因素重要度權重。 

本研究為方便及正確計算 AHP 法所建構的層級權重及一致性的檢定，使用

「Expert Choice 2000 Enterprise 10.1( http://www.expertchoice.com/)」作為問卷計

算分析的輔助工具，本研究將先以 Expert Choice 來分別獲得每份專家問卷的各

層級之特徵向量(代表重要度或權重)代表其對政府網站服務指標相對重要性的

排序看法，同時檢測各層級指標的一致性，在 CI (Consistency Index；一致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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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0.1 與 CR (Consistency Ratio；一致性比率)≦0.1 為可接受之一致性程度。

另外，再由整體層級進行整體一致性驗證，包括：由 CIH、RIH 計算獲得 CRH，

在 CRH（整體層級一致性）≦0.1 為獲致令人滿意之一致性，本研究以各層級的

C.R.，及整個層級結構的 C.R.H.中，任一個值大於 0.1 就刪除此份問卷作為本研

究篩選問卷標準 (鄧振源、曾國雄，1989)，通過一致性檢定的問卷視為有效問

卷。 

接著整合集體專家與各領域專家的意見，以專家偏好整合方式來看，常見方

式有二，一為事前整合的 AIJ 法( Aggregating individual judgments ,AIJ )，一為事

後整合的 AIP 法(Aggregating individual priorities, AIP)，差別在於事前整合 AIJ

法整合過程中，個別意見會不斷流失，因此各成員個別的評鑑值並不是考慮的重

點，故此時研究關注的不是個別的意見，而是這個行動一致的團體最終做出的團

體決策；不過事後整合的 AIP 法是而當個別專家擁有自己各自的權力，同時也

有不同的價值體系，只是因為某個議題被聚集討論時，我們在進行這類型專家意

見整合時，關注的是每個個別專家對此議題的優先順序排序，此時各專家最終的

見解或判斷結果均被視為重要，綜合各員個別最終的排序權重結果，取其平均值

為最終的權值，此時算術平均數或幾何平均數皆可納入平均方式的使用。 

本研究鑑於邀請之專家來自學術與實務界，並非是一個價值行動一致性很高

的團體，每位專家的意見對政網站服務品質指標重要性評估來說都是重要的，故

本研究採用事後整合的 AIP 法，將第一階段個別計算權重值，符合一致性比率

的有效問卷資料，利用 Expert Choice 的專家意見整合功能，採事後整合法，以

「幾何平均數」的平均值來整合各領域專家的意見，評估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

的優先次序，同時比較各領域專家看法的異同。 

 

肆、專家對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指標權重排序問卷執行過程 
   AHP 問卷(詳見附錄四)藉由電子郵件之方式發送，問卷執行期間為 2008 年 10

月 16 日至 2008 年 10 月 26 日進行最終回收，共計發出 25 份邀請問卷（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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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9 位；行政專家 8 位；私部門實務專家 8 位），成功回收 11 份，在經過一致性

檢定與廢卷判別後，扣除 1 份問卷無法顯示其偏好，因此，實際回收 10 份有效

之問卷可供計算因子權重（學者專家 5 份；行政專家 3 份；私部門實務專家 2

份），回收率 40%，詳細名單、服務職稱與問卷回收情形見表 3-9。 

表 3- 9 各界專家服務單位、職稱與問卷回收情形 

學者專家邀請名單 

學者專家服務單位 職稱 問卷回收狀況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成功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失敗 

國立台北大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副教授 成功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教授  成功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資管系教授兼學務長   失敗 

中原大學 資訊管理系教授   成功 

國立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成功 

中原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  失敗 

東吳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   失敗 

行政專家邀請名單 

行政專家服務單位 職稱 問卷回收狀況 

行政院內政部資訊中心 主任  成功 

行政院交通部管理資訊中心 簡任技正 成功 

行政院法務部資訊處 處長 失敗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資訊管理處主任  失敗 

行政院研考會資訊管理處 處長 失敗 

行政院新聞局資訊小組 副組長 成功 

行政院經濟部資訊中心 主任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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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資訊處 處長 失敗 

私部門專家邀請名單 

私部門專家服務單位 職稱 問卷回收狀況 

台灣資訊智財權網路協會 執行長 失敗 

中華多媒體協會 秘書長 失敗 

創市際市場研究 顧問執行長 失敗 

雅虎奇摩 無名小站社群管理經理 成功 

凌網科技 資深經理 失敗 

都可行銷 公司總經理 成功 

悠立科技公司 總監 失敗 

Yam 天空 顧問 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