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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電子化政府已成為各國勵行政府再造、提升行政機關的服務

效能,以及改 善決策品質的重要策略動力,各國莫不將電子化

政府的推動成尌,視為國家發 展與提升競爭力的重要指標,電

子化政府的相關投資金額逐年提升、計畫施行 層面不斷的擴

大,各項計畫對於政府、民眾、企業以及相關團體的影響愈受

重 視。合理的電子化政府計畫評估應兼顧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與影響/結果 評估(impact/outcome 

evaluation),同時要評估是否有達成良善治理的目標。 

考量電子治理的發展趨勢、挑戰以及績效評估問題,本研究案

持續整理相 關電子治理的政策與文獻,進一步建構評估電子

治理績效理論與進行實證調 查,研究內容完成〆(1)修正 

Heeks (2006)的電子化政府價值鏈架構,綜合分類 整理電子

治理績效評估指標,建立評估指標工具(evaluation 

toolkit),並以層級 分析法完成 G2B 與 G2E 計畫評估架構

々(2)探討影響電子治理績效因素,建構 因果關係理論模型,

以 G2B 計畫(政府公共工程採購帄台)為例,進行內外部顧 客

調查々(3)發展鏈結電子治理內外顧客績效評估的整合模型,

以 G2B 計畫(政 府公共工程採購帄台)為例,進行內外部顧客

整合模型調查資料分析。 

中文關鍵詞： 電子化政府、電子治理、G2B 計畫、G2E 計畫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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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子化政府已成為各國勵行政府再造、提升行政機關的服務效能，以及改

善決策品質的重要策略動力，各國莫不將電子化政府的推動成尌，視為國家發

展與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電子化政府的相關投資金額逐年提升、計畫施行

層面不斷的擴大，各項計畫對於政府、民眾、企業以及相關團體的影響愈受重

視。合理的電子化政府計畫評估應兼顧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與影響/結果

評估(impact/outcome evaluation)，同時要評估是否有達成良善治理的目標。 

考量電子治理的發展趨勢、挑戰以及績效評估問題，本研究案持續整理相

關電子治理的政策與文獻，進一步建構評估電子治理績效理論與進行實證調

查，研究內容完成〆(1)修正 Heeks (2006)的電子化政府價值鏈架構，綜合分類

整理電子治理績效評估指標，建立評估指標工具(evaluation toolkit)，並以層級

分析法完成 G2B 與 G2E 計畫評估架構々(2)探討影響電子治理績效因素，建構

因果關係理論模型，以 G2B 計畫(政府公共工程採購帄台)為例，進行內外部顧

客調查々(3)發展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績效評估的整合模型，以 G2B 計畫(政

府公共工程採購帄台)為例，進行內外部顧客整合模型調查資料分析。 

 

 

關鍵字〆電子化政府、電子治理、G2B計畫、G2E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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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Introduction) 

電子治理發展趨勢 

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 EG)緣貣於美國政府1993年所提出的「經

由資訊科技再造政府(Reengineering Through InformationTechnology)」報告，至今

已近 20年，電子化政府的發展從早期推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National 

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 NII) ， 進 一 步 運 用 資 訊 通 訊 科 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s)提供各類政府服務，到強調行政服務的效率

與整合、網路公民參與等，已在世界各國形成風潮（朱斌妤、李洛維，2009）。 

因應這股世界潮流，我國自1996年啟動電子化政府計畫至今已邁入第15年，

先後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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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上網等主要任務。目前我國電子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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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7），同時目前業已將進入第四期(2012~2015)電子

化政府計畫階段。 

隨著公民社會的萌芽、成長，以及對政府課責(accountability)等需求，電子

化政府最新發展則是「電子治理(e-governance)」的提出，電子治理基本概念與發

展趨勢分述如下〆  

1. 電子治理強調良善治理 

 Grönlund (2002)認為「電子治理是有效的協調知識與權力散佈的環境々無

論是正式、非正式、有效或是無效的組織均建立於治理基礎上，而ICTs使公部門

在新的實體下重新分配知識與權力而產生新的合作過程」々Marche & McNiven 

(2003)則認為「電子治理強調制定決策的方法，而電子化政府強調實現決策，傳

遞政府服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UNESCO), 2007]定義電子治理為政府部門運用ICTs以達

成〆(1)改善資訊和服務的傳遞々(2)鼓勵公民參與決策制定過程々(3)使政府更具

課責性、透明度和效率等三項目的。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 (2008)綜合相關文獻1、兩場專家會議學者意見，

提出完整電子治理規範性定義〆 

「政府大量引進資訊與通訊科技於社會價值權威性分配的過程，透過基礎建

設(e-infrastructure)、法制規範(e-regulation)、政府行政(e-administration)、政府服

務(e-service)與公民參與(e-participation)，以達成民主、效率與效能等良善治理

(good governance)目標，包含效率與效能(efficiency & effectiveness)、透明與課責
                                                   
1包括Kaufmann & Krray (2008)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UNESCAP 

(2004)、UN (2002, 2008)、UNESCO (2007)、Marche & McNiven (2003)、Janssen (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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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 & accountability)、帄等與法治(equity & rule of law)、民主與參與

(democracy & participation) 以及信任與滿意(public trust and satisfaction)。」 

也尌是，電子治理是以網際網路作為政府與公民的技術媒介，透過政策的演

化表現公民的意志，代表新的政策規劃、新的公民參與形式、新的公民與政治的

鏈結方法，以達成良善治理的目標。 

2. 電子治理強調多元利害關係人與內外顧客管理 

Esteves & Joseph (2007)指出電子化治理的利害關係人包括〆公民、公共服務

者、企業/社會組織、政府組織、IS/IT 的人員與特殊利益團體。這些多元利害關

係人可依其在電子化治理中的關係，簡單被歸類政府對公民(Government to 

Citizens, G2C)、政府對內部員工(Government to Employees, G2E)、政府對企業組

織 (Government to Businesses, G2B) 、政府對 政府 (G2G, Governments to 

Governments, G2G) 與 政 府 對 非 政 府 / 非 營 利 組 織 （ Government to 

Non-government/Non-profit Organization, G2N)等五大類，同時依照對象特性又可

分為組織與個人兩類型（組織類型包括G2B、G2G與G2N々個人類型包括G2C與

G2E）。 

電子治理強調政府不再是唯一的價值權威分配者，單一的政府部會或機關也

不再是唯一承擔公共服務控制權的及政治責任的機構，而是依據不同的公共政策

或服務議題，由政府、公民、企業及非政府組織等不同角色共同組成政策或服務

的治理網絡，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建立與管理(Tapscott & Agnew, 1999)，也尌是

強調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治理。 

此外，新公共管理視民眾為「外部顧客(external customer)」，視官僚為「內

部顧客(internal customers)」，讓內部顧客「回應(response)」外部顧客的「偏好

(preferences)」成為重要的公共管理價值，也尌是除了傳統管理學所強調的外部

顧客的滿意度外，也必頇建立內部穩定的顧客關係。這種重視內外部顧客的思

維，亦成為電子治理的重要價值（黃東益、蕭乃沂、陳敦源，2003）。UN (2008)

亦以不同利害關係人來分類電子治理績效，對內(internal)績效為減少浪費、降低

交易成本、簡化官僚程序、增加效率、更好的協調與溝通、提高透明性、行政機

構間資料分享與資料管理安全。對外(external)績效為更快服務傳遞、更佳效力、

增加使用服務彈性、服務傳遞的革新、更高參與性、更高公民授能與公民參與性。 

3. 電子治理強調績效評估 

電子化政府已成為各國勵行政府再造、提升行政機關的服務效能，以及改善

決策品質的重要策略動力，各國莫不將電子化政府的推動成尌，視為國家發展與

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電子化政府的相關投資金額逐年提升、計畫施行層面不

斷的擴大，各項計畫對於政府、民眾、企業以及相關團體的影響愈受重視。在國

際上出現不少關於電子化政府評比調查，包括聯合國、世界經濟論壇、國際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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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ITU、美國布朗大學公共行政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學電子化政府研究中心、

Accenture顧問公司與Taylor Nelson Sofres公司等。這些國際評比指標多強調技術

面向[像是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整備度(readiness)、洞察度(penetration)、網站

呈現(web presence)]、線上服務內容(online service content)、財務面向[像是降低

成本、經費影響等]與使用者面向[使用人數與次數、民眾認知與意見調查、公職

人員生產力等]（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我國電子治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亦參考國際研究發展出各種評比方式與

評估指標。包括針對網站內容的項目（項靖，2000々黃朝盟、李仲彬，2001々 陳

敦源、黃東益、蕭乃沂，2001）、或民眾的滿意度調查（楊明璧與詹淑文，2005々

項靖、翁芳怡，2000）、針對特定政府資訊系統或服務所做的評估（如蕭乃沂等，

2002々 黃朝盟、余雅瑛，2004々 劉兆明、邱皓政，2000々 蔣麗君，2004々 黃朝盟、

朱斌妤、黃東益，2008々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々蕭乃沂、朱斌妤、黃

東益、李仲彬，2010）、以及觀察政府入口網站的經營與組織改造的實踐等（如

陳冠位、歐陽孙、張吟敏，2007）。此外，政府單位如行政院研考會，為落實電

子化政府各項措施所辦理的「行政機關網站評獎活動」、「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及

服務品質調查」、「電子化政府服務品質調查」，以及「數位落差」等，也多是

參考國際指標內容對政府進行的相關評估活動（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電子治理面臨的挑戰 

朱斌妤、李洛維(2009)指出我國電子治理面臨的挑戰有〆 

1. 電子治理政策需要前瞻 (foresight)規劃－英國、瑞典、歐盟等均有前瞻

遠景規劃。由於 ICTs 政策具有高度專業需求，我國決策常採由上到下的

精英決策模式，如何因應民眾參與(civic engagement)需求，發展電子治

理前瞻遠景規劃，為當今重要工作。 

2. 電子治理法令欠缺完備性－我國有政府資訊公開、電子公文交換、電

子稅務等法令，與排名頂尖國家，如美韓相比，缺少了一整合性電子化

政府法規，且我國法規多半以規則、辦法等方式訂定，制定一可統籌規

劃電子化政府事務的法案，應有其必要性。 

3. 跨域 (cross boundary)電子治理障礙有待突破－電子治理應朝向政

府內部跨職能處理、簡化民眾端辦理程序，並結合企業或非營利組織，

合夥提供公共服務之趨勢發展(Bryson, Crosby, & Stone, 2006々UN, 

2008々胡龍騰、曾冠球等，2009)。 

4. web 2.0 與民眾參與－在創造 web 2.0 內涵與應用上，政府必頇主動積極

獲得民眾、企業及其他組織的支持，同時鼓勵公職人員承擔風險並增進

他們實行 web 2.0 的概念所必要的能力(Fraunholz & Unnithan, 2008々

Kohut, 2008々陳敦源、潘競恆等，2009)。 

5. 績效評估－目前國際相關電子化政府與調查與計畫評比內容多偏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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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output)的衡量，評估內容較缺少以下面向〆 

(a) 電子治理的公共價值(public value)面向－電子治理在政治效能感、公眾

信任(public trust)、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社區安適(community well 

being)、永續(sustainability)等價值面向  々

(b) 電子治理影響評估(impact assessment)－像是良善治理等面向（效率、

效能、透明、課責、帄等等），是否有所精進，舉例來說，公共採購

貪腐是否因電子化，透明化而消弭〇民眾對政府貪腐的觀感是否有改

變〇 

(c) 創新政策與服務面向－什麼樣的創新可以增進政府與民眾的關係〇導

致更好的政府與治理〇增進民主價值與公民參與〇  

電子治理績效評估 

從政策制訂與績效評估觀點來看，公共政策的品質會影響到政府施政成果，

執行後的效益更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整體競爭力。因此各國政府皆重視公共政策的

評估，政府希望能瞭解投入龐大資源後能得到何種效益，評估不僅能杜絕資源浪

費、也能促使政府調整施政方向，創造更大社會利益。而合理的電子治理政策/

計畫評估應兼顧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與影響/結果評估(impact/outcome 

evaluation)，同時要評估是否有達成良善治理的目標。 

綜合整理相關文獻後與相關計畫執行經驗，可發現電子治理政策績效評估有

以下問題（朱斌妤、李洛維，2009々黃朝盟、吳濟安，2007々 Belanger & Hiller，

2006々Fryer、Antony, & Ogden，2009々Kaufmann & Kraay，2008）〆 

1. 指標眾多，目標、目的、觀念等不清楚，需要釐清。 

2. 評估模型種類眾多，欠缺整合，尤其缺少系統性因果關係分析。 

3. 多元政策利害關係人/內外顧客鏈結的整合模型闕如。 

4. 多強調產出面向，對於電子治理可達良善治理目標多屬於觀念論述，較

欠缺實證研究2。 

5. 資料取得與調查方法上的挑戰－雖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施行細則闕

如，機關單位不願積極配合，同時網路調查方法亦有限制。 

                                                   
2 World Bank (2000)認為電子治理提供較佳政府服務給民眾，增進政府與企業互動及加強政府管

理效率，獲得直接利益包括減少政府腐化、增進行政透明度、較大便民性、收益增加與成本減

少。UNESCO (2007)認為電子治理績效包含改善資訊與服務提供、鼓勵民眾參與決策制訂過程

及促使政府更為課責、透明與有效々West (2004)發現，電子化政府在公民對政府本身的信任態

度的影響並不顯著，但民眾卻會因此認為民主治理的可能性提高，政府也更有可能提高有效服

務。Torres, Pina & Acerete (2006)針對歐盟12個國家內35個城市，超過50萬的居民作調查，發現

政府提供電子化服務有助於政府治理的透明度、效能、效率、顧客服務取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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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電子治理的發展趨勢、挑戰以及績效評估問題，本企劃案主持人延伸

國科會與 TEG計畫，持續整理相關電子治理的政策與文獻，進一步建構評估電

子治理績效理論與進行實證調查，本研究目的強調〆 

1. 修正 Heeks (2006)的電子化政府價值鏈架構，綜合分類整理電子治理績效

評估指標，建立評估指標工具(evaluation toolkit)。 

2. 發展電子治理績效理論模型－探討影響電子治理績效因素，以 G2B 計畫

為例，建構因果關係理論模型。 

3. 發展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績效評估的整合模型。 

 

本三年計畫成果將對照上述三大研究目的撰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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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成果報告 

第一章 文獻分析－電子治理評估工具表建置 

本計劃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修正Heeks (2006)的電子化政府價值鏈架構，

目前已逐步形成績效評估之各項指標內容，包括〆(1)前置作業/基礎建設（科技/

技術、法令等）々(2)投入（經費、人力等）々(3)過程（推廣、教育訓練、知識

管理等）々(4)產出[客觀事實（如使用人數、件數）々使用情形（如表單下載、

線上交易、溝通）々感受到的品質（如系統、資訊與服務品質）]々 (5)影響（滿

意度、態度、行為與組織改變等）々(6)成果（民主，參與、課責、信任等）。 

本計劃第一年執行蒐集電子治理相關敘述性及理論性文獻，內容包括〆(1)

國際電子治理/電子化政府評估架構、指標々(2)各國電子治理/電子化政府計畫評

估架構、指標々(3)電子治理/電子化政府評估理論架構與實證研究論文等，先完

成最詳盡(exhaustive)指標內容。由於最詳盡的指標，項目將會太多，必頇經過選

擇、整合過程，以產生具有信效度的衡量指標。 

 

1.1 Heeks (2006)電子化政府價值鏈架構與指標界定 

Heeks (2006)提出電子化政府價值鍊模型(e-government value chain)，從機關

政策推廣的角度出發，描述電子化政府計畫由運作、投入到成果的一系列政策實

施過程，發展出價值鍊的概念。以進行電子化計畫的成效評估。Heeks認為電子

化政府計畫過程中可分為四大階段，分別為準備 (Readiness)、可得性

(Availability)、運用(Uptake)以及影響(Impact)，根據以上四階段區分出電子化政

府計畫的階段性過程，分別由前置作業 (Precursors)、投入 (Inputs)、中介

(Intermediates)、產出(Outputs)，影響(Impacts)到成果(Outcome)所組成（見圖1）。 

為提供電子化服務和推動計畫，政府必頇先進行計畫的前置作業

(Precursors)，如資訊系統的建置、網際網路相關法律制度規劃等，指標包括ICTs

基礎建設指標、人力指標或是教育指標，係屬於電子化計畫建置的準備階段々 ICT

資訊環境建構後即進入投入階段(Inputs)，指政府運用策略(Strategy)來推動包含

了有形（如金錢、工作人力）或無形（如政治支持）資源，評量指標包括如政府

每年度於ICT的支出比例等等(Heeks, 2006)々接著依據計畫或服務目標發展出具

體中介帄台(Intermediates)，如網站、系統等實際提供電子化服務的媒介，評估指

標包括網站特徵、功能與品質、網站成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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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〆Heeks價值鍊模型 

資料來源〆Heeks, R. (2006). Benchmarking e-government: Improving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asurement,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e-government. IDPM i-Government Working Paper, 18, p. 

14々 轉引自朱斌妤(2010)，電子治理績效模型與實證研究計畫書。 

Heeks (2006)認為經由不同利害關係人的採用和使用(adoption)，會產生相對

短期且客觀的評估指標，包括使用數量、人數和使用度等々使用系統後的產出

(outputs)評量則包括使用者滿意度、抱怨等々接著產生電子化服務的實質影響

(impacts)，包括使用者利益增加、時間成本與財務成本的減少、後端辦公室的改

變，對政府的信任、貪腐情況的改變、民主感受等等々最後則是成果(outcomes)，

也尌是公共價值的體現與達成，例如國家經濟發展等等。其中，產出與影響的差

別在於，產出可視為是短期內可以被直接測量的產量，或是立即的影響々影響與

成果則屬於在這些產出之後所欲達成的目標，較難被定義和測量。 

Heeks (2006)價值鍊方法有以下幾項優點〆(1)瞭解電子化政府計畫過程中發

展及演進的重要性々(2)能檢視不同發展階段中的評估要素々(3)符合一般對於公

共政策或政策計畫／方案過程的理解與分析（朱斌妤，2010）。由於價值鍊適合

評估電子化計畫過程，因此應用價值鍊所發展出的研究日益增加，例如在國內研

究上，蕭乃沂、羅晉(2010)以價值鍊模式評估我國電子化政府計畫的不同發展與

演進過程中的重要特質。其以「數位台灣」之「e化政府」為例，分項計畫機關

的承辦人員，包括初期規劃、執行過程以及最終成效等，都列入評估的項目之中々

台灣研考會委託電子治理中心進行我國電子治理評估，根據Heeks (2006)價值鍊

與DeLone & McLean (2003)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與不同的利害關係人，所發展出

的治理成效評估架構，從2008年度貣至2011年度共舉辦四次電子治理成效調查，

並已完成「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與評估〆G2C & G2B」（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

2009）、「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與評估〆G2A & G2D」（蕭乃沂、朱斌妤、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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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李仲彬，2010）。不過這些行政院研考會委託成效評估計畫著重產出與影響

評估指標建立，並未採用完整價值鍊模式，亦無因果模型與假設驗證。 

1.2 Millard & Shahin (2006)的電子化政策影響評估 

Millard & Shahin (2006)年建立的電子化政策影響評估架構，分成以下階段〆

(1)基礎層的投入階段(input)，代表了政府針對計畫所投資的資源，例如經費、人

力資源、ICT與管理等々(2)操作性目標階段(operational objectives, outputs)主要評

估政府的投資所直接獲得的產出，諸如電子化政府線上服務種類等々(3)特定性

目標階段(specific objectives, outcomes)指各計畫所預計要達成的目標，例如增加

使用者滿意的高品質服務、減少行政負擔或是增進效率等，屬於Heeks (2006)的

影響階段々(4)一般性目標階段(general objectives, impacts)〆評估政策的整體社會

目標或是最終影響。同時各階段間存在中介邏輯層(intervention logic level)，作為

彈性調整計畫的指標建立管道。三個中介邏輯層主要內容如下〆 

1. ICT管理與轉換過程層級(ICT management & conversion process)〆代表了

政府的投資經歷何種過程而轉換成產出，主要指標〆例如軟硬體發展、

人力資源管理與訓練、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合作等等，連結了基礎

層與操作性目標階段。 

2. ICT使用與適用過程層級(ICT appropriate/use process)〆包括ICT使用過程

的指標，例如資料分享、科技或組織或管理上的整合、互通操作性與連

結性、提升公眾注意(awareness raising)等等，連結了操作性目標階段與

特定性目標階段。 

3. ICT促動之政策達成過程層級(ICT-enabled policy achievement process)〆

主要評量ICT相關的計畫達成過程，例如決策制定、策略發展和計畫，

財務計畫、分配與控制，法律與管制上的改變、連結了特定性目標階段

與一般性目標階段。 

該架構認為任何計畫是由需求或問題所發動(driver)，政府針對問題投入資

源，透過中介層（例如政府管理）獲得操作性的產出（例如政府網頁功能或產

出），進而以產出測量計畫推動成果(outcomes)，最後產生整體影響(impact)
3々

投入階段可直接成為其他三階段的因變數，而中介層的主要任務則達成後續階

段的成果，例如透過政策推廣將預算轉換成服務應用々因此，要決定政策的效

能，必頇將投入與後面三個結果面向階段分開評估，才能針對政府投資獲得計

畫結果，進而比較和評估々中介層也提供依政府計畫特性調整的指標建構原

則，來適應不同計畫間的特別性和互動關係々政策影響的整體利益和延續性，

也可以重新與特定的外在需求連結(Millard，2008)。該模型如圖2所示。 

                                                   
3 Millard & Shahin (2006)將其第二層特定性目標階段視為成果(outcomes)，第三層一般性目標則

命名為影響(impacts)，然而其概念與 Heeks (2006)的影響(impacts)和成果(outcomes)階段相同，

為求統一，本研究將全部以 Heeks (2006)的命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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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〆Millard & Shahin (2006)的電子化計畫評估流程 

資料來源〆Millard, J & Shahin, J (2006). Towards the eGovernment vision for EU in 2010: research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Institute of Prospective Technological Studies, Seville, Spain, European 

Commission, DG JRC.々本研究改製。 

Millard & Shahin (2006)模型除了評估政府運作，還適用於例如政策制定者、

研究者、實務專家等不同利害關係的角度進行分析，並提供政策制定者建構利害

關係人使用上的評估準則々然而，因為中介過程階段指標是依計畫而異的，外在

驅動者(drivers)也可能成為成功的助力或障礙(barriers)，導致一個階段的成功並

不必然保證下階段的成功(Millard, 2008)。 

以上描述可以發現 Millard & Shahin (2006)模型與Heeks (2006)價值鍊的差

異〆(a)Millard & Shahin (2006)在階段之間以中介層作為投入與產出、影響和成果

間的連結，為各計畫的不同目的，或推動過程中的計畫導向型指標設立標準，

Heeks則除了以採用之外，著墨不多々 (b)Heeks (2006)價值鍊中的前置作業階段並

未出現在Millard & Shahin (2006)模型中，價值鍊的過程則被歸類到Millard & 

Shahin模型的投入－產出的中介層以及產出階段，其後兩層中介層，本研究則將

根據不同利害關係人的價值，依據適當的計劃過程分類進研究架構中。 

為了確定各評估階段應具有何種類型指標，Janssen et al. (2004)提出的五類

績效指標，作為各階段指標選取的原則。其收集全球與電子化政府績效的標竿評

估，包含了供給、服務提供、ICT環境與整備度、使用和產出、以及經濟與社會

發展價值等面向，認為衡量電子化政府績效的指標，不出以下分類〆 

1. 輸入性指標(input indicator)〆測量在電子化政府上的資源，例如IT基礎

環境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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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出性指標(output indicator)〆非經濟效益性質，而是以能夠實現多少電

子化政府的實際應用，例如提供給公民線上服務種類與數量。 

3. 用途密集度指標(usage/intensity indicator)〆測量實際用途，例如個人使

用線上服務的數量或頻率。 

4. 影響性指標(impact/effect indicators)〆該指標主要測量組織行為或是利害

關係人在行為或感受上改變，例如減少等待時間、滿意度指標等。 

5. 環境與整備度指標(environ/readiness indicators)〆 (1)針對ICT的整備度，

評估成功電子化政府的前提條件，例如ICT基礎環境，ICT技術與立法環

境等等々(2)則是評估在ICT學術或科技機構的數量々(3)則是透過對企業

電子化服務或電子商務，來評估利害關係人對線上ICT的信任程度，以

及長期的社會影響。 

Janssen et al. (2004)呼應了價值鍊的各階段構面要素，環境與整備度指標

(1)(2)兩面向與價值鍊前置作業，也尌是本研究的基礎環境階段相合，輸入性指

標等同於Heeks (2006)價值鍊的投入階段，輸出性指標主要測量政府的網頁服務

種類等等，用途密集度指標則測量計畫或服務的實際使用，測量政府服務實際到

達使用者的程度，與價值鍊的產出階段類似々影響性指標測量的是政府計畫所造

成的實質影響，故也與價值鍊影響面向相合。價值鍊最後成果階段則與環境整備

度指標(3)面向，利害關係人對線上ICT的信任程度相結合。 

本研究認為Heeks (2006)價值鍊模型與Millard & Shahin (2006)提供檢視電子

化計畫評估的流程架構與定義方式，評估各階段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特質與要素，

並將Millard & Shahin的操作性、特定性與一般性階段的計畫結果面，視為Heeks

價值鍊中的產出、影響與成果階段，投入階段則與價值鍊相同。為了將政府投資

與產出切割來探求出政府電子化計畫的整體效益，本研究將Heeks的中介階段指

標[主要測量客觀的網頁品質，與Millard & Shahin的操作性階層吻合]移至產出階

段評估，原本中介階段則改以過程，可以視為政府推動電子化計畫時的政策措

施，諸如政策推銷、政府策略與管理等等，與Millard & Shahin模型的中介邏輯層

概念相同。本研究整合研究架構如圖3〆 

各階段的第一區文字，代表透過整合該類型文獻，檢視電子化政府計畫不同

階段中的要素。第二區文字則代表各階段下所應搭配的指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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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〆本研究流程與指標架構4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1.3 國際電子治理/電子化政府評估架構、指標 

許多國際機構陸續發表了針對各國電子化整備度或使用度為主體的評估指

標，而這些國家型電子治理成效指標符合價值鍊中基礎建設與投入階段內涵，故

整理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評比指標、布朗大學電子化服務發展指標、早稻田大學、

世界經濟論壇、經濟學人等五項主要國際型評比指標，來建構出在基礎建設與投

入階段的架構。 

1. 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評比指標主要分為〆 

(a) 電子化政府發展指數(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
5，由線上服務指標

(online service index)、電信基礎建設指數(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ndex)以及人力資本指數(human capital index)組成，用以衡量各國電子化

整備々2010 年另外加入電子化參與指數(e-participation index)，用以評估

各國政府透過 ICT來發展 e 化公民導向服務，以及測量民眾參與電子化

政府的意願與能力。 

(b) 線上服務指標(online service index)包括以下四個階段〆資訊服務顯現階

段 (emerging informationservices) 、 增 強 資 訊 服 務 階 段 (enhanced 

informationservices)、交易服務階段(transactional services)、以及多途徑階

                                                   

4 M/S 為 Millard 和 Sarhin 模型簡稱。 

5聯合國(2010)的電子化政府調查報告中，將原本電子化整備度指標(E-government readiness 

index)更名為電子化政府發展指標(E-government readiness development index, EG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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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connected approach)，主要測詴各國家網站與機關網站的內容可獲得

度(UN，2010)，適用以評估電子化服務發展的流程々增強資訊服務階段

包含單向資料下載與雙向線上溝通的線上資訊服務，交易服務階段包括

經濟或非經濟性的交易行為，例如線上投票或所得稅申報。有鑒於在增

強資訊服務與互動階段的線上服務相對難以定義，本計畫在估量電子化

政府計畫服務指標時，主要以 2010 年聯合國的四階段定義為主。 

(c) 電信基礎建設指數〆則主要測量網際網路使用者所擁有的硬體標準、數

量、網路普及率等等6。 

(d) 人力資本指數則以識字率與教育入學率所組成(UN，2010)。 

(e) 電子化參與指標構面則包括電子資訊 (e-information)、電子諮詢

(e-donsultation)以及電子決策(e-decision making)，用來評估政府提供透明

化管道，提供民眾電子資訊、諮詢管道與回應，以及授權予人民來參與

公共政策制定的機會(UN，2010)。 

2.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以各國政府機關網站來研究電子化政府的發

展。2008年研究報告共檢視198個國家的相關政府機關網站，以資訊內容

完整性(information availability)、服務項目豐富性(service delivery)以及公

眾獲取性(public access)，共19種項目來評鑑7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布朗大學電子化服務發展指標與聯合國指標不同的是，前者多與評估網頁

介面的資訊或服務產出品質相關，因此布朗大學指標較適合用於政府所提

供的網頁功能產出的衡量。 

3.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電 子 化 研 究 所 (Wased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Government)自2005年開始以亞洲觀點，分析電子化政府發展以及政府

與利害關係人間的連動，並針對電子化政府發展進行評比早稻田大學電子

化發展指標在2009年前主要以政府組織評估與計畫運作作為評估主軸，從

電子化整備度到到政府與使用者間推廣的中介層次，都有相當質量的細項

指標々2010年則開始發展電子化參與指標，顯示早稻田大學亦認同e化服

務價值應從使用端角度衡量。主要構面如下〆 

(a) 管理優化〆主要測量政府的電腦化程度和 ICT整合程度，包括衡量最佳

化認知(optimization awareness)、整合式企業結構(integrated enterprise 

architecture)及行政與預算系統(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systems) 

                                                   

6包含有硬體整備度，例如網際網路使用者指標，行動電話指標，固定寬頻指標等(UN, 2010)。 

7布朗大學所用以評估的指標，包括網站提供政府出版品、統計資料庫、語音服務、影像服務、

提供非本國語言版本、網頁是否沒廣告、無額外收費、使用者不需付費、網站提供無障礙功能

設計、提供電子交易數位簽章、可選擇信用卡交易機制、電子郵件更新服務、隱私政策、安全

政策、電子郵件聯絡方式、提供評論區域、網站個人化選擇及個人 PDA可及性，以及評估任何

可在線上完成的線上服務功能 (最多 28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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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家入口網〆衡量有無國家入口網有無及 e 化介面，指標包括導航

(navigation)、互動(interactivity)、介面(interface)及技術(technical)。 

(c) 網路準備度〆針對使用者的使用量和設備評估，包括網路與個人電腦使

用者使用者(internet/ PC users)、寬頻和無線網路使用者(broadband/mobile 

cellular subscribers)。 

(d) 網路介面功能應用〆衡量政府是否提供使用者友善且安全的電子服務，

包括網際網路法(cyber laws)、電子投標系統(e-tender system)、電子稅收

系統(e-tax system)、電子收費系統(e-payment system)、電子投票系統

(e-voting system)、社會安全服務(social security services)、民眾註冊服務

(civil registration)、領事服務(consular services)、勞工相關服務以及健康

系統。 

(e) 電子化政府行銷推廣〆分別從立法機制、促動機制、支援機制與協助機

制(legal, enabling, support, & assessment mechanism)的角度討論。包括立

法、計畫與策略、政策、政府與私部門實體(government/private entities)、

法人(collaborations)、資金(funding)、出版品與期刊、訓練、研討會，論

壇與講習  (conferences, forum, seminars)、廣告、政府和私人委員會

(government/ private over-sight committee)，智庫(think-tanks)々 

(f) 資訊主管設置〆資訊主管的存在(presence)、授權(mandate)、組織以及資

訊主管發展計劃(development programs)。 

(g) 電子化參與〆民眾參與政府運作帄台的程度，可以由 e 化資訊與機制、

諮詢與決策衡量。 

4. 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以網路準備指數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NRI)來評比經濟環境、管制層面與電子化準備度，以及

各國使用者運用 ICT 技術和通訊科技的能力。藉由評量環境因素以及

ICT準備度是否能確切落實到 ICT的使用度，能了解各國能獲得 ICT所

帶來的經濟利益程度。其指標分為〆 

(a) 環境構成指標(environment component index)〆主要考量市場、政治和管

制、以及公共設施環境，來衡量整體國家環境對 ICT發展的幫助程度。 

(b) 整備度構成指標(Readiness Component Index)－包括個人、企業與政府整

備度，評估日常運作中使用 ICT的意願和準備程度。 

(c) 使用度構成指標(usage component index)－衡量三種利害關係人實際使

用 ICT 的情況與程度，包括個人、企業與政府使用度(World Economic 

Foru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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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0 年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與 IBM 商業價值

研究所(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 以超過 100 個質量化指標進行

數位經濟評比(digital economy rankings)，衡量各國 ICT與 e 化企業環境

的發展成熟度、電子整備度與 ICT使用程度。其認為當政府日常運作中

透過投入或使用更多的 ICT技術，該國經濟將更透明與有效率，此評比

結果也可以作為各國評估科技倡導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標，主要構面有〆 

(a) 企業環境〆衡量該國的經濟能力，包括整體政治與經濟環境、市場機會、

私有企業與外國投資政策、貿易匯率制度、稅賦制度、財務、人力市場。 

(b) 社會文化環境〆探討該國人力對於網路技術的使用能力或理解，教育程

度、網路閱讀能力 (internet literacy)、企業家精神程度 (degree of 

entrepreneurship)、工作人力的技術能力、創新能力。 

(c) 法規環境〆衡量電子法規與架構影響 ICT商業行為的程度。包括傳統法

律架構效能(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legal framework)、網際網路相關法

規(laws covering the internet)、審查制度(level of censorship)、創業難易度

(ease of registering a new business)、以及電子身分證(electronic ID) 

(d) 連接度與技術基礎建設〆評估該國使用者的電子化獲得度，包括寬頻滲

透度、寬頻品質、寬頻支付能力(broadband affordability)、行動電話滲透

度、行動通訊品質、網路使用者滲透度(internet user penetration)、國際網

路頻寬(international internet bandwidth)、以及網路安全。 

(e) 政府政策與願景〆評估政府 ICT發展是否產生績效，降低成本，並創造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價值，包括 ICT花費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數位發展

策略、電子化政府政策、線上採購、民眾與企業線上公共服務可獲得度

(availability of online public services for citizens/businesses)、電子化參與。 

(f) 消費者與企業採用度〆評比各國使用者對於 ICT的實際運用情形，包括

每位消費者的 ICT開銷、電子化企業發展程度、消費者網路使用度(use of 

internet by consumers)、民眾與企業線上公共服務使用度 

從表1發現，上述國家型評比皆強調整體基礎建設與環境或是線上服務種類

與應用々而近年趨勢也逐漸從客觀量化的政府產出角度，轉而發展重視使用者傾

向指標，例如電子參與和使用者實際使用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0; UN, 2010; Waseda, 2010;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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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〆國家型電子化政府評估階段彙整表 

機構 基礎環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聯合國評比 X   X X  

布朗大學 X   X   

早稻田 

大學 

X  X X X  

世界 

經濟論壇 

X   X   

經濟學人 X  X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國家評比型指標提供本研究整體國家基礎環境與投入階段指標，包括資料系

統、法規制度、人力資源、技術、領導力等，作為本研究基礎環境的相關指標々

這些國家指標評估結果多以名次排列，發展了網頁種類與功能應用、使用者實際

獲得網頁服務程度相關的產出評估指標，例如使用人數、件數、使用行為、網頁

功能等々為因應使用者核心的風潮，聯合國、早稻田與經濟學人(2010)亦已將電

子化參與列入考核，因此衡量計畫是否提供民眾參與的管道，亦成為本研究產出

階段的來源。 

此種評估指標調查層級為測量整體社會來獲得各國e化建設客觀指標，但無

法針對各使用者所獲得的服務品質優劣進行測量，使得e化計畫服務在抵達使用

者時的成效，並不完整。世界經濟論壇(2010)即認為落實ICT準備度成為使用者

端的使用程度是必要的衡量指標々Henriksena, Medaglia, Danziger, Sannarnesc & 

Enemærke (2010)的文獻回顧也認為，電子化政府能力的正面影響，不能單純從

地方政府年報的客觀資料，來做成影響成效的結論。從政府端客觀產出指標探討

服務使用程度，已沒辦法適切符合使用者導向的評估角度々從使用端的感官來對

政府所提供的計畫服務優劣的評量同樣重要。 

1.4 網頁感知品質型評估指標 

許多研究已藉由使用者使用網站感知網站所提供之服務，來討論線上網頁

服務的品質良莠(Santos, 2003)，因此使用者與網站感知品質的連結和互動，並

透過衡量使用者對於政府系統網站品質的感受，而非單純以客觀指標衡量，已

是測量使用者或顧客滿意度的重要途徑(Parasuraman, Zeithaml, & Malhotra, 

2005)。網頁感知品質型評估指標提供本研究在電子化政府服務產出階段上相關

的衡量指標，故依序介紹 E-SERVQUAL、WebQual、eTailQ、SITEQUAL 等等

網站服務品質衡量工具。 

Zeithaml, Parasuraman, & Malhotra (2002)年提出 e 化服務品質最初的定義，

認為「e 化服務品質代表網站能夠在購物、購買、以及傳送產品和服務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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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效率效能的省力途徑」(Zeithaml et al, 2002: 363)。對於 Zeithaml et al. (2002)

來說，這裡的服務包含了有售前與售後服務。Zeithaml et al.和 Parasuraman et al. 

(2005)使用 e-SERVQUAL 量表來衡量網路服務品質，包括〆 

1. 代表售前服務的核心服務量表(core service scale)〆包括效率、系統可得

性、履行及隱私性，用以衡量顧客對系統網頁傳遞服務品質的知覺。 

2. 代表售後服務的補償服務量表(recovery service scale)〆包含回應性、補

償性與聯繫性，在顧客有問題或是遇到困難時，才需使用來衡量線上系

統服務。 

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0)以TAM為基礎，提出了WebQual量表，

包含易用性(ease of use)、有用性(usefulness)、娛樂性(entertainment)、輔助關係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以及顧客服務等五個構面々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提 出 零 售 網 站 服 務 品 質 e-TailQ 量 表 ， 包 含 履 行 / 可 靠

(fulfillment/reliability)、網站設計(website design)、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及安

全/隱私(security/privacy)共四構面々Yoo & Donthu (2001)則聚焦於購物網站的滿

意度研究，提出SITEQUAL做為衡量使用者知覺滿意度的工具，衡量購物網站品

質四大構面，包含易用性(ease of use)、美學設計(aesthetic design)、處理速度

(processing speed)及安全性(security)。 

Baker (2004)針對使用者對線上網頁使用功能來衡量，以新手使用者與電子

化政府網頁的互動是否能完成使用者目標作為評量方式，運用用途分析(usage 

analysis)提出了(1)線上服務〆提供電子化線上服務給有需要或需求的使用者 (々2)

使用者幫助〆提供滿意網頁、電子互動與溝通的工具々(3)導航〆幫助使用者容

易瀏覽網頁々(4)資訊結構〆解釋或圖解網頁的架構々(5)法規制度〆確保使用者

了解網頁是安全的，並能夠與政府進行交易々以及(6)可得性調整〆依照使用者

的需求提供客製化的服務(Baker, 2004)。 

此類評估指標多以線上服務功能為主軸，以得分與否作為評估方式。目前已

有許多運用此類線上服務量表，進行政府網頁功能評估的實證調查。例如聯合國

針對全球百大城市的「數位治理網站評估」(Holzer & Kim, 2005, 2007)、美國「各

州e化治理網站評估」以及「城市e化治理網站評估」 (Holzer, Manoharan, Shick & 

Stowers, 2008a, 2008b)，以其所發展的隱私/安全、效用、內容、服務、公民參與

等五構面指標進行調查々在歐洲，Torres, Pina & Acerete (2006)也針對歐盟各大

城市e化治理情況，以(1)e化服務〆包括一般性服務、教育、經濟家務、社會服務、

文化/休閒/運動面向的網頁功能指標々 (2)e化參與〆以政治面(political dimension)、

財政課責(financial accountability)、公民對話(citizen dialogue)三項指標進行檢視々

以及(3)網路成熟度三大項構面，針對歐盟12個國家內的35個歐洲城市網站，超

過五十萬的居民進行實證調查，發現政府提供電子化服務確實有助於政府治理的

透明度、效能、效率、以及顧客服務取向的整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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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ey & Glassey (2004)調查了瑞士法語區的官方網頁，藉由需要點擊的數

量來評量政府網頁入口的易近性。其評估面向包括有〆(1)連結性(connectivity)〆

使用者能找到直接與行政單位溝通的途徑々(2)實際資訊(actuality)〆使用者能獲

得相關或最新的資訊及服務々(3)導航性(navigability)〆使用者能在網頁上找尋幫

助，或是獲得導航工具々(4)可獲得性(accessibility)〆網頁資訊開放給所有通過申

請的使用者來取得々(5)互動性(interactivity)〆使用者能透過網頁來參與行政過

程 (々6)透明(transparency)〆使用者能透過網頁服務了解行政過程並能獲得回饋。

本研究將以上網頁感知品質型指標為一分類，詳細指標整理如表2，詳細階段歸

屬整理如表3。 

各項網頁品質型指標主要集中於評量網頁功能，以及能立即提供給使用端的

服務種類與程度，故多集中於產出與影響階段。許多文獻開始衡量使用端使用功

能後的影響，並嘗詴使用因果模型來解釋使用e化服務後所產生的行為態樣改

變，如滿意度、抱怨、方便度提升等等々從政府計畫角度來看，是否透過計畫而

能減少時間與財務成本、增加效率的工作價值改變，也應於影響階段被涵蓋。 

表 2〆網頁感知品質型指標整理 

文獻 指標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SERVQUAL，系統可得性、履行、系統隱私性、聯繫

功能、損失補償、效率、回應性 

Loiacono et al. (2000) WebQual，易用性、有用性、娛樂性、輔助關係以及顧客

服務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e-TailQ，履行/可靠、網站設計、客戶服務、安全/隱私 

Yoo & Donthu (2001) SITE-QUAL，美學設計、處理速度、易用性、安全性 

Baker (2004) 線上服務，使用協助，導覽，資訊架構，合法性，客製化 

Torres, Pina & 

Acerete (2006) 

e 化服務〆一般性服務、教育、家務與經濟家務、社會服

務、文化/休閒/運動面向 

e 化參與〆政治面、財政課責、公民對話、網頁成熟度 

Holzer & Kim  

(2005, 2007) 

Holzer et al. 

 (2008a, 2008b) 

網站隱私/安全性、網站有用性、網站內容、網頁服務、

公民參與 

Glassey & Glassey 

(2004) 

連結性、實際資訊、導航性、可獲得性、互動性、透明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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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〆網頁感知品質型評估階段彙整表 

文獻 基礎環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Parasuraman et al. 

(2005) 

   X X  

Loiacono et al. 

(2000) 

   X X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X   

Yoo & Donthu 

(2001) 

   X   

Baker (2004)    X   

Torres, Pina & 

Acerete (2006) 

   X X  

Holzer & Kim 

(2005, 2007)  

Holzer et al.  

(2008a, 2008b) 

   X X  

Glassey & Glassey 

(2004) 

   X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1.5 滿意模型評估指標 

各國政府針對網路服務品質與民眾滿意度連結的衡量工具同樣發展蓬勃，

本節討論衡量使用者端使用 e 化服務後所產生的行為態樣改變的相關模型，包

含如資訊系統成功模型(DeLone & McLean, 1992, 2003)，美國電子化政府 ACSI

的實證模型，EGOVSAT以及歐盟資訊社會總署計畫中相關的滿意模型等。 

電子治理服務，不論是透過系統或網站，都具有資訊內容、系統功能、以

及服務提供的特性。DeLone & McLean (1992, 2003)和 Peters, DeLone & McLean 

(2008)提出資訊系統成功模型（IS Success Model，以下稱 D & M模型），認為

資訊、系統與服務三類品質，將影響使用意願／使用情形與滿意度，同時使用

意願／使用情形與滿意度兩者，對於資訊系統對使用者影響的淨利益(net 

benefits)有直接間接影響，以及回饋影響的關係（參見圖 4）。 

Vaidya (2007)應用 D & M評估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電子採購系統。包括

資訊品質（透明、管理資訊、方便用戶目錄）、系統品質（易用性、系統可用

性、互通性）、服務品質（回應性、政府課責、遵循服務品質合約、過程可靠

性、問題解決）、使用者滿意度（滿意度訪談和調查、幫助櫃檯和支持機制、

反饋機制）及淨利益（現金價值、降低成本、採購效率、策略資訊、重要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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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〆DeLone & McLean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資料來源〆Petter, Delone, & Mclean, (2008). Measuring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s, 

dimensions, measur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17(3), p. 238. 

 

圖 5〆美國電子化政府顧客滿意度模型(e-gov-ACSI) 

資料來源〆http://www.theacs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Itemid=150

々轉引自李洛維(2010: 35)。電子採購影響評估因果模型之建構與驗證。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研究所，未出版，台北市。 

e-gov ACSI 與 D & M 模型都強調知覺品質對於滿意度的影響，而知覺品質

的四個構面〆過程與網站、資訊、顧客服務則分別與系統、資訊、服務品質相

吻合々 顧客期待構面在因果上先於顧客滿意度，更證明滿意度歸類在影響層面，

http://www.theacs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Itemid=150；轉引自朱斌妤
http://www.theacs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Itemid=150；轉引自朱斌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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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尌是態度或行為實質改變的階段々與 D & M模型不同的是 e-gov ACSI 主要

以顧客抱怨和人民信任作為顧客面的淨利益，屬於非財務面向的影響。 

  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提出 EGOVSAT，來評估顧客運用進階

旅行資訊系統 (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s, ATIS)的滿意程度。

EGOVSAT 將外在顧客對於 e 化計劃或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以及對網頁主

觀感知的評判，都視為績效與品質測量的延伸々因此，使用者使用政府電子化

服務後的滿意度與態度也應進行衡量。EGOVSAT評估指標有〆(1)功用(utility)〆

包括使用容易、導覽容易、完成度、有用度、涵蓋程度々 (2)可信賴度(reliability)〆

包括上機時間與正確度、(3)效率(efficiency)〆包括資訊易取和表現方式;々 (4)客

製化(customization)則分為途徑與內容來評估々以及(5)彈性(flexibility)，包括彈

性計畫與動態內容，  

除了美國之外，歐洲也發展了一系列探求歐盟各國使用者電子化計畫與服

務的滿意度評估。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 2004 年「首頁計畫」 

(top-of-the-web)中，調查歐盟成員國的企業線上公共服務使用情形與使用者滿意

度（如線上採購服務）。首頁計畫測量網路用途、使用者滿意度與認知網站服

務品質，在網路用途上主要詢問六大種不同型態的服務，包括回報個人所得稅

與企業營業稅、註冊新公司、呈報線上公共採購計畫案、搜尋公共圖書分類以

及高等教育註冊等，並且以使用者透過網路使用服務的比例來評估々使用者滿

意度與服務品質感知則以可用性(usability)、效益(benefit)與整體評估(overall 

evaluation)衡量，可用性主要詢問使用者對於系統、資訊與服務可獲得程度，與

上列各項品質評估雷同々效益則以減少時間與增加彈性衡量，在過程整合上則

包括獲得更多更好資訊、更多協助、更快回覆、更掌握過程運作與節省金錢。

整體評估則是對整體計畫服務進行一到六的評分，並且觀察使用者的期望與滿

意度是否達成一致(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歐盟委員會2008年「頂峰發展計畫」(State-of-the-Art project)，以使用者滿意

度標竿評估(user satisfaction benchmarking)在十個成員國中詴驗，調查分為四個評

估範疇〆(1)使用者型態與目標團體〆針對使用者（包括公民與企業）的社會基

礎資料調查，尚包括ICT使用技巧經驗、前設線上服務使用滿意度、對政府的態

度、與政府溝通々(2)運用電子化政府過程，包括電子化政府的一般使用、管道

選擇以及互動程度々(3)對電子化使用過程的滿意，包括對線上服務與政府網頁

的實際完成滿意度，曾經使用過對電子化政府的滿意度、預期期望與實際感受的

比較、再使用意願與服務滿意程度々(4)評量使用電子化服務後的感受利益和影

響，使用者使用管道偏好，以及未來使用可能性(European Commission, 2009a)。 

「第八屆電子化政府標竿評估」(8th eGovernment benchmarking)的「更小，

更快，更佳的電子化政府計畫」(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衡量了歐洲31

國的公共電子服務，以線上獲得度以及20種基礎公共服務進行各國間電子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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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評分8，其中關鍵指標分為(a)電子化採購服務〆主要以電子採購可得度和

電子化採購價值鍊衡量々以及(b)使用者經驗構面〆以可得性、可用性、一站式

首頁途徑、使用者導向之入口設計以及使用者滿意監測架構衡量。該計畫設計的

使用者滿意監測評估架構分成三大部分〆(1)事前指標(before)包括錯誤率、減少

時間和成本、方便度以及正確度，這部分主要針對系統評量々 (2)過程指標(during)

則以履行使用者需求為原則，譬如滿意度得分、服務完成度、回覆率與使用者建

議々(3)事後指標(after)則以增強服務（例如多元的溝通管道）、政策目標（包括

包含度、透明度）、以及情緒感知（包括隱私和安全性、信任）進行衡量(European 

Commission, 2009b)。歐盟資訊總署研究報告期望為關鍵服務訂製一套具標準

化、多層的使用者滿意度以及計劃影響的評估架構，發展了20項與企業相關的關

鍵服務指標，建立歐盟國家的調查資料庫，並進行測量歐盟各國的使用程度以及

滿意度評比(European Commission, 2009c)。 

Verleye, Karamagioli, Verdegem, Jenner & Poelmans (2010)所屬的電子化政府

監測網絡(eGovernment monitor network, eGovMoNet)，以結構方程模型審視各國

在歐盟電子化計畫所建立的指標是否可靠。其認為在電子化計畫評估已經從探討

經濟性產出，進步到討論電子化計畫的服務功能究竟能帶給使用者怎樣的影響與

成果，透過結構方程模型可以藉由推論假設的建立進行評估。表4整理本研究所

列之各項滿意模型或架構指標，表5則整理各文獻構面在六階段中的歸屬。 

表 4〆滿意評估模型指標整理 

滿意評估 指標 

Delone & 

McLean (2009) 

IS Success Model，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使用者

滿意度、淨利益 

e-gov ACSI 過程（簡易、及時性)、資訊（明確、可近性)、顧客服務（禮

貌、專業）及網站（簡易、有用性)、知覺品質、顧客期待、

顧客滿意度、顧客抱怨、人民信任 

Horan, et al. 

(2006) 

EGOVSAT，功用、可信賴度、效率、客製化、顧客滿意度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top-of-the-web，網路用途（六種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與認

知網站服務品質（可用性、效益、整體評估）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of-the-art，標的團體基礎資料、使用網路的經驗、滿意

度、再使用意願、使用管道偏好、未來使用可能性 

                                                   
8 包括有屬於公民服務的回報所得稅、工作尋找、社會安全利益、個人資料、汽車註冊、允許

建築申請、警察申辦、公共圖書館、出生與結婚證明、高等教育註冊、遷徙移動申請、健康相

關服務等十二項，以及屬於企業面的雇員的社會貢獻、公司稅、VAT (value added tax)、註冊新

公司、統計資料繳交、顧客申報、相關環境允許與報告，以及公共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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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a) 

European 

Commssion 

(2009b) 

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使用者經驗構面（可得性、

可用性、一站式首頁途徑、使用者導向的入口設計）、電子

採購價值鍊々使用者滿意監測（事前指標、過程指標、事後

指標） 

Verleye et al. 

 (2010)  

eGovMoNet，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基礎環境（技術、軟體和

硬體），可得性（任何時間與地點），體認度（溝通與可找

得性），成本（以可負擔程度計算），技術指標（系統速度、

科技可靠程度、相容性），顧客友善度（不同服務的整合、

降低行政負擔、私人接觸可能性、使用者中心、個人協助、

彈性），安全與隱私（承認交易收據、保護私人資訊、交易

安全、認證），內容（更新度、可讀度、可信度、有用程度、

充足度），以及易用性（協助與指導、容易導覽、設計）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5〆網頁感知品質型評估階段彙整表 

文獻 基礎環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Delone & McLean 

(2009) 

   X X  

e-gov ACSI    X X X 

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 

   X X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X X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a) 

X   X X  

European 

Commssion 

(2009b) 

  X X X X 

Verleye et al. 

 (2010)  

X  X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上述顧客與網頁使用者作為調查客體的相關滿意度評估，包含以下特徵〆 



23 

 

1. 以服務作為評估途徑存在困難〆各國電子化服務頇因地制宜，導致線上

服 務的標 竿評估 主要以 敘述 統計進 行描述 (8th eGovernment 

benchmarking, 2009; Europeam Commission, 200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a)，以建置資料庫建立次級資料模型。如果根據電子化政府活動或

服務進行研究上的分類，容易造成指標的無窮盡性。因此在電子化政府

服務功能評估上，改以 UN (2010)的線上服務層級分類層級，而不以網

頁介面細項區分。 

2. 透過使用政府計畫與服務，是否能切中使用者或是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並

符合其感受和預期，來衡量所產生的使用者滿意度與計畫提供使用者的

淨利益，已經成為電子化政府與治理的評量準則(UN, 2010;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d)，而以上的滿意度評估則提供本研究一個合理的解

釋〆將使用者感受的服務品質、主觀感知上的態度與滿意度的改變，視

為績效評估的延伸。 

除了網頁功能評估，本研究認為使用端所最直接感知的資訊、系統與服務

品質感受，為一種政府計畫服務所希望使用者能立即獲得的短期感受，屬於產

出階段評估構面々而使用意願與情形則將之切割成兩部分，使用情形以使用意

願進行評估，屬於影響評估的一環々使用行為則運用客觀指標，包括網路搜尋、

使用頻率或使用度進行評估，係屬於產出階段々滿意度和淨利益則因屬於使用

者或顧客出現服務品質感知後，所產生的態度、行為或價值的改變，故此本研

究將滿意度和淨利益視為影響評估階段的一環。 

除了從廣義使用者出發的網頁品質感知型與滿意評估模型外，由於各利害關

係人所關心的價值不同，對於計劃所認知的利益與弊病也不同(Raus, Liu & Kipp, 

2010)，因此討論電子化計畫評估時，有依據利害關係人來區分評估途徑的必要。 

1.6 電子治理評估 

 

近年來，針對不同利害關係人所發展的電子治理績效評估架構與實

證研究逐漸發展成熟（Chircu, 2008;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Raus et 

al., 2010; Sakowicz, 2004々 黃東益等，2009々 黃朝盟等，2008々 蕭乃沂等，2010々

曾冠球、胡龍騰、莊文忠，2010），證明以多元利害關係人的重視利益來

審視計畫成效，具有政策意義。 

OECD (2002)認為如果要評估電子治理，應該以廣義使用者採用電子化政府

計畫後，著眼於使用者所關注的公共服務議題來建立指標，因此本文先討論以廣

義使用者作為電子治理評估焦點的相關文獻。OECD (2006)從使用者的基礎利益

角度，來看電子化政府計畫評估，可以分為「財務上的利益」(Monetary Benefits)、

「時間上的利益」(Time-Based Non-Monetary Benefits)、以及「其他價值上的利

益」(value-based non-monetary benefits)々 Rowley (2010)以詢問eGovMoNet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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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位與會專家，透過利害關係人利益分析(stakeholder benefits analysis tool, 

SBAT)分組定義各利害關係人利益，請專家針對電子化政府所可能存在之利害關

係人利益，選出其可能重視的選項。在若干回合討論後，最終獲得各種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的利益項目，計29項9。 

印度政府資訊科技局的Rao, Rao, Bhatnagar & Satyanarayana (2004)建立電子

化治理評估架構(evaluate assessment framework)，為電子化計畫的投資提供主觀

評估與價值判斷的準則，使政府確定目前計畫正確，並使投資機構能理性評估，

以整體使用者角度提供計劃階段中基金投資的指導方針。其構面包括服務傾向

(30%)、科技（指系統強健與科技程度，20%）、持續性(20%)、成本效益構面(20%)、

以及計畫可複製性(10%)。此綜合性架構還可以依據使用者決定所應選取的指

標，並調整權重。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以不同利害關係人及其追求價值作為分野，發

表電子化政府服務經濟方案(eGovernment economics project, eGEP)，假設電子化

政府計畫產生公共價值，對以下三種使用者設定相對應指標〆 

(a) 廣義使用者[顧客(customer)]－重視顧客價值與提升政府效能，例如追求

高品質服務，使用者中心，服務涵蓋性，最大化滿足與安全等  々

(b) 繳稅者(user as tax-payer)－追求稅金的成本效益最大化，會要求提升政

府內部運作效率與經濟上操作性價值，重視財務與組織價值，評量基礎

設備，網路普及度等量化資料〃以及探討組織流程再造與標準化過程、

行政簡化、改善政策規劃與決策過程、服務創新等  々

(c) 公民與投票者(user as citizen and voter)－主要價值則體現屬於政治性價

值的民主上，透過開放，透明，課責，彈性與參與型行政與決策等衡量

構面，來增加民主程度。 

繳稅者與廣義使用者評估構面中的降低行政負擔，主要探討政府內部運作評

估々廣義使用者的增加使用者價值和滿意度和要求更全面的公共服務評估構面，

則偏向外部的G2B與G2C角度々公民投票者角度，一來成為公民導向評估角度，

二來以企業做為一個參與者的角色，和政府互動上是否能獲得相同帄等的活動機

會，並獲得公帄公開的服務進行指標建構。 

Kearns (2004)期望了解服務使用者能否透過電子化服務，獲得電子治理的公

共價值，運用以下構面衡量〆 

(a) 服務傳遞構面(Service Delivery)包括〆運用(take up)主要指使用者對於電

子化政府的使用程度々滿意度衡量使用者的電子化服務滿意程度々資訊

(information)，指電子化政府所能提供資訊的程度々選擇(choice)則是電

                                                   

9 原本定義的利益共 43 項，經過利益分析後縮減合併為 2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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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政府所提供的選擇程度々重要性(importance)是電子化政府對於使用

者優先的重視程度々公帄性(fairness)是電子化政府服務能多聚焦於迫切

需要之使用者的程度，以及電子化政府服務和資訊提供的成本。 

(b) 成果達成(outcome achievement)〆以電子化政府對於產出成果的供輸貢獻

作為評量標準。 

(c) 公共制度信任(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〆著眼在電子化政府對於公共信

任(trust)的貢獻程度。 

Esteves & Joseph (2008)則提出電子化政府計畫綜合性架構，與 Gupta (2007)

類似，重視電子化政府計畫的促動因素架構，形成一個運作循環。透過政府界

定自己電子化政府成熟程度（共分四種發展階段〆帄台建置者、穩定成長者、

遠景追隨者、創新領導者），決定政府在電子化計畫中扮演的角色後，再挑選

適合的電子化政府利害關係人（分為公民、公共服務者、企業、政府機關、IT

人員、以及特殊利益團體）與評估構面（共六大構面，十四個衡量重點），提

供了政策制定者建立電子化政府評估指標的途徑。  

Liu, Derzsi, Raus & Kipp (2008)認為要定義電子化計畫價值，需要從各利害

關係人所重視的關鍵價值做為最上位基準來定義。其整合公私價值評估架構相

關文獻，以 top-down 的途徑建立了價值骰評估架構(value cube assessment 

framework)，此評估架構分成三個階段〆(1)定義各利害關係人對應的價值目標

範圍(goal areas)々 (2)判斷範圍內存在哪些關鍵績效範疇(key performance areas)々

(3)依據關鍵績效範疇來決定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並建立針對

特定計畫中利害關係人價值的對應指標矩陣表。作者認為公部門計畫評估需考

量社會、政治或策略利益，不像私部門則只需要滿足顧客需求以及獲得經濟利

益，因此，投入/產出的直接評估不足以應付電子化計畫評估，運用成本效能分

析會是更好的策略。Raus et al. (2010)應用價值骰架構，從 B2G的角度討論公私

部門的價值，價值目標範圍可以從財務性價值、社會性價值、操作性價值與策

略/政治性價值幾個角度來尋找。可惜的是並沒有進一步對四項價值做細部評估

指標的描述。 

印度智慧政府國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mart Government)建立「成效–

促動 (result-enabler)」模式來評估電子化政府計畫評估 (Gupta, 2007)。其認為多

元利害關係人會對電子化政府政策產生「期待」動能，計畫為了滿足利害關係人

的需求，獲得電子治理的績效，必頇透過促動指標，間接達成多元利害關係人所

期待的成效。之後再以成效指標來檢視政府所投入資源的產出。整個成效和促動

因素間又有回饋機制，作為維持與改善計畫的驅力，相關動態圖如圖6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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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〆電子化政府成效促動模式 

資料來源〆Gupta (2007: 261). Challenges and Issues in e-Government Project Assess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sg.org/knowledgecenter_docs/A03040005.pdf 

Gupta的成效促動模式〆(1)加深了探討供給面的重要性，因為促動指標能夠

直接間接地影響到電子化政府或治理計畫的成效產出，符合本研究欲討論基礎環

境、投入與過程階段的概念々(2)計畫應努力滿足利害關係人的期待，也尌是其

所重視的價值々(3)即使是同一計畫同一種利害關係人，在不同的地域推行類似

的計畫也會產生不同的期待和價值(Gupta, 2007)，認為關鍵評估指標的定義，應

該因地制宜為上。上述文獻整理於表6，評估架構各階段如表7。 

表 6〆電子治理整體使用者計畫評估構面整理 

文獻 衡量構面 關鍵構面 

OECD 

(2002) 

公共服務議題 增進聯絡途徑、減少行政負擔、減少成本、提供

整合服務、增進服務品質、符合顧客需求的服

務、考量公民回饋、確保隱私與安全、提供策略

方向、控制錯誤率與適應變遷 

OECD 

(2006) 

(1)財務利益 

(2)時間利益 

(3)其他價值利益 

(1)減低公共服務的收費、公共資訊傳遞過程成本

與交通成本 

(2)減少交通時間與使用時間 

(3)減少交通時間、使資訊品質提升、個人化的服

務、政府服務整合度提高 

 

 

http://www.nisg.org/knowledgecenter_docs/A03040005.pdf


27 

 

文獻 衡量構面 關鍵構面 

Rowley 

(2010) 

服務使用者（整

體使用者） 

電子化政府採用、方便性、容易使用、任務完成

度、使用者成本、操作效率、服務和資訊標準化、

一致性、連續性和穩定性、回應性、安全性、服

務品質、資訊品質、企業中心、課責性、溝通、

透明度/開放/可靠程度、值得信任、隱私機密性、

具涵蓋性的可獲得度。 

印度政府

資訊 

科技局 

EAF 

(2004) 

(1)服務傾向 

(2)科技 

(3)持續性 

(4)成本效益構面 

(5)計畫可複製性 

(1)效率構面、使用者方便性、公民中心 

(2)基礎建設、內部操作、安全、適應性與可信度 

(3)計畫在組織、商務與立法上的維持度 

(4)從使用者、服務提供者與政府角度 

(5)功能、科技和商務上的可複製性 

European 

Commiss-

ion 

eGEP 

(2006) 

(1)廣義使用者

（顧客） 

(2)繳稅者 

(3)公民與投票者 

(1)降低行政負擔、增加使用者價值和滿意度、更

全面的公共服務 

(2)財務收益、更充分授權的員工、更佳的組織與

IT結構 

(3)開放、透明與課責、參與 

Kearns 

(2004) 

(1)服務傳遞 

(2)成果達成 

(3)公共制度信任 

(1)運用、滿意度、資訊、選擇、重要性、公帄性 

(2)政府對於產出成果的供輸貢獻 

(3)電子化政府服務提升公共信任的程度 

Esteves 

& 

Joseph 

(2008) 

(1)技術性（整

合、近用性） 

 (2)策略性（目

標、風險管理） 

(3)組織性（結

構、文化） 

(4)操作性（功能

性、效率） 

 (5)服務性（資

訊、互動、與整

合服務） 

(6)經濟性（投資

收益、成本/效

益、穩定性） 

(1)指基礎環境的整合，例如後端辦公室的整合，

以及達成目標使用者的近用程度。 

(2)對外〆評估實際產出與預期產出目標是否吻

合々對內測量組織控制能力、成本以及是否有安

全風險。 

(3)組織架構與文化可以在政府內促進凝聚力和

學習功能。 

(4)測量產品生產過程中具有重複性質的工作，例

如單日交易量，運作過程所費時程等。 

(5)評估非經濟效益性質的產出和影響。著重政府

與利害關係人間互動性質的服務，以及透過單點

接觸的帄台(a single point contact)即可提供服務

的整合服務。 

(6)經濟上的價值以外，亦應評估電子化政府計畫

穩定性長短期差異，短期易危害到計畫所能提供

的利益，故計畫穩定性同樣也應列入評估項目。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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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〆電子治理整體使用者評估階段彙整表 

文獻 基礎環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OECD (2002)    X X X 

OECD (2006)     X  

Rowley (2010)    X X X 

印度政府資訊

科技局(2004) 

X X X X X  

European 

Commission 

GEP (2006) 

 X X X X X 

Kearns (2004)  X  X X X 

Esteves & 

Joseph (2008) 

 X X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文獻可以得到幾點啟示〆 

(a) 電子治理評估必然以利害關係人所重視的利益為上層架構，而價值是由

利害關係人來定義，所以依照利害關係人來分類電子治理評估架構可行

且具必要性  々

(b) 利害關係人價值可以結合政府計畫運作流程進行評估，此點也提供了本

研究針對電子化計畫評估建立正當性  々

(c) 電子治理利害關係人除了重視經濟價值，也重視政府所創造出的社會、

政治與民主等等的公共價值，指政府透過服務、法律、管制與其他活動

所創造出來的價值(Kelly et al., 2001)  々

(d) 電子化政府計畫的最終目的是創造更多的公共價值，因此政府在指標的

選擇上，不僅僅使用經濟模型或成本效益分析來衡量有形價值，不可量

化的無形利益也應該被重視々指標亦需要適時適性地選擇以量化或質性

途徑進行評估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Raus et al., 2010)。 

(e) 政府需要理解電子化計畫所能創造的價值，以決定電子化計畫評估過

程。政府可先以提供角色的成熟程度界定自己立場，根據不同利害關係

人價值，來運用電子化政府服務評估構面，並根進行指標上的微調

(Esteves & Joseph, 2008; Kearns, 2004; Liu, et al., 2008)。 

上述文獻提供了整體使用者角度的電子治理評估架構，當應用於特定利害關

係人時，所對應的治理要求和指標也會因而調整，例如以顧客（或企業）角度要

求的是滿意度提升、以公民角度卻可能是要求更多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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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計畫評估〆G2B、G2C、G2E角度 

Sakowicz (2004)將整體社會與電子治理的服務連結，分為電子化商務、電子

化服務、電子化管理、以及電子化民主。電子化商務定義為企業界與政府互動的

關係，聚焦於交換線上財物與服務々電子化管理則針對機關組織內部，評估增進

政府過程效率與效能的手段，包括有減少成本，管理績效等等々電子化服務則指

政府透過線上傳遞政府資訊、策略或服務，著重在提供民眾無時差、一站式方便

創新服務，評量指標包括線上服務的品質、方便度和民眾成本，並且提升公共服

務等等(Sakowicz, 2004)。Sakowicz的電子化民主則與Heeks (2001)定義的電子化

參與(e-participation)近似，藉由打破廣義公民與政府間的藩籬，透過審議的方式

決定議程、決定重要政策、並且在執行時能充分參與，服務範圍包括線上共同論

壇、線上諮詢與投票等，主要以積極與私企業合作，建立政府夥伴關係，加強社

會發展等方式評估(Sakowicz, 2004; Heeks, 2001)。 

G2B 

政府對企業組織(Government to Businesses, G2B)指與政府互動的營利公

司，與政府連結的方式除了政府所提供的線上服務外，還有透過稅賦、補助、公

共採購、社會性責任與法律性規範等(Yildiz, 2007; Esteves & Joseph, 2008)。同

時，外在顧客使用者的觀感，也是能否獲得電子治理價值的主要判準(European 

Commission, 2006)，因此本研究也整理外在顧客相關評估方式於G2B與G2C節

中，例如Flynn (2002)以服務所創造的客觀可量化的產出以及使用指標評估內外

顧客々UN (2008)討論電子治理外部績效，頇提供使用者完整個人化服務，著眼

在政府提供的服務所能創造的價值。在外部顧客著重於電子化計畫是否提升服務

品質、使用者所能獲得的財務、是否節省時間，以及能否透過該電子化服務所能

獲得的衍伸影響(Flynn, 2002; UN, 2008)。 

European Commision (2009c)以供給面和需求面作為分析績效指標的途徑，供

給面主要以產能(Productivity)，也尌是以經費比率作為指標々需求面又分為個人

層面，與企業面向兩種分析單位。其從企業使用的角度來評估計畫推動內部過

程，包括整合供應/使用者，關鍵網路科技，電子商務，顧客關係管理與安全交

易等指標，同時整併個人層面的連接度(Connectivity) 、資訊獲得、電子商務、e

化涵蓋度與e化技術做為G2B計畫應用指標。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 (2003)以使用者評估、可獲得性以及使用度來評

估G2B。其使用者評估面向包括有〆對公共線上服務的偏好(例如服務種類、國

家、網路用途、網路經驗等)，線上公共服務的障礙，願意使用電子服務，企業

感受到的優勢和利益，以及對線上服務的效能感知々可獲得度則指獲得公共線上

服務的複雜程度々可用度重視線上服務的易動度。Rowley (2010)也從企業和中小

企業的角度評比出適合G2B的價值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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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tnagar et al. (2007)將調查層面與利害關係人作為分類方式，針對個人層

面的服務接受者 (client)、以組織為主體，包括執行合作夥伴的服務提供者

(agency)、以及整體政府與公民社會(society)三個層面，分別建立適用的評估指

標，並以G2B、G2C、G2G共5種印度電子化服務系統，進行個案影響評估。其

中，經濟成本與治理性指標是三層面都相當重視的影響構面。 

黃東益、朱斌妤和蕭乃沂(2009)結合價值鍊評估與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提出

G2B電子治理成效評估架構。認為企業使用者感受到系統整體品質與功效後，進

而影響企業的使用行為，再探討該系統最後對使用者的整體影響為何。上述文獻

構面詳列於表8，表9則代表各文獻評估構面所在的階段〆 

表 8〆G2B計畫利害關係人指標整理 

文獻 衡量構面 關鍵指標 

Flynn 

(2002) 

電子化政府 

外在顧客 

(1)服務品質々(2)外部效能(如公民因網頁而受

雇)々(3)外部效率(如公民每年使用政府網頁的

成本)々(4)帄等面向指標(如窮人與富人使用網

路所節省的時間和金錢) 

UN 

(2008) 

電子治理 

外在顧客 

(1)迅速的服務傳遞 (々2)更佳的效能 (々3)增加使

用服務的彈性 (々4)服務傳遞的創新 (々5)更高的

參與度 (々6)更高的公民授能 (々7)公民參與程度 

European 

Commision 

(2009b) 

個人與企業層面 內部過程，供應/使用者的整合，網路關鍵科

技，電子商務，顧客關係管理與安全交易等指

標，同時整併個人層面的連接度

(Connectivity) 、資訊獲得、電子商務、e 化涵

蓋度與 e 化技術 

Graafland- 

Essers & 

Ettedgui 

(2003) 

(1)使用者評估 

(2)可獲得度 

(3)使用度 

(1)對公共線上服務的偏好、線上公共服務的障

礙，願意使用電子服務，企業感受到的優勢和

利益，線上服務的效能感 

(2)獲得公共線上服務的複雜程度 

(3)線上服務的易動度 

Rowley 

(2010) 

企業、中小企業

(G2B) 

回應性、安全性、課責性、溝通、透明度/開放

/可靠程度、值得信任、隱私機密性、具涵蓋性

的可獲得度，工作雇用、經濟成長/生產力/企業

競爭 

Bhatnagar 

et al. 

(2007) 

(1)個人層面〆服

務接受者(client) 

(2)組織層面〆服

務提供者

(agency) 

(3)社會層面〆整

(1)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成本(包括賄賂減少程

度、錯誤率與恢復時間)、治理性指標(包括貪

腐、課責、透明、參與與回應性等)、服務品質

三項(包括合理、公帄及便利等等)。 

(2)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成本、治理性指標、在重

要非經濟目標上的績效、以及流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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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政府與社會

(Society) 

(3)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成本、治理品質、社會發

展目標、以及政府對服務傳遞電子化的態度。 

黃東益等

(2009) 

(1)服務功能 

(2)使用行為 

(3)整體影響 

(1)網站品質、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 

(2)資訊搜尋與服務使用 

(3)態度、投入資源、效益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9〆G2B電子治理評估指標彙整表  

文獻 基 礎 環

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Flynn (2002)    X X X 

UN(2008)    X X X 

European 

Commision 

(2009b) 

X X X X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 (2003) 

   X X  

Rowley(2010)    X X X 

Bhatnagar 

et al. (2007) 

 X  X X X 

黃東益等(2009)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C 

政府對公民(Government to Citizens, G2C)〆指政府提供公民與其息息相關的

公共服務。除了藉由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外，也能透過電子化計畫行使公民

權，也包括主動參與民主的過程(Heeks, 2006; Yildiz, 2007; Esteves & Joseph, 

2008)。在針對G2C面向的電子化評估中，除了Flynn (2002)和UN (2008)針對外在

顧客的評估構面之外，Danziger & Andersen (2002)針對G2C評估電子化政府影響

主要以改善公民與政治部門、以及促進公民間互動和參與作為評估原則。Rowely 

(2010)在G2C面向的評估構面則加了以公民為中心以及民主性質指標。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認為以公民投票者的角度，對應到電子治理的價

值，應是民主構面下的透明、課責和參與々廣義上來說還包括增加使用者價值和

滿意度，並且能獲得更全面的公共服務 E々uropean Commision (2009c)從個人家庭

使用服務來決定評估項目，認為評估項目應包括個人溝通、資訊獲得、公民與政

治性的參與、創造力、學習、e-Health、個人財務管理、電子商務、職業生涯規

劃、e-Inclusion、e-Skil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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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上，黃東益等(2009)從外部顧客角度看G2C，認為衡量G2C電子治

理價值可以從以三個構面討論〆(a)效益構面〆包括時間節省，財務節省、時間運

用彈性、政府服務品質、服務效率、資訊散播程度、資訊散播效率等電子化服務

所能帶來的好處，以及民眾的成本（如隱私權，安全性，數位落差）々(b)行為

構面〆包括政府網站查詢行為、線上申辦行為、交易行為、溝通聯繫行為、公共

參與行為等等公民使用服務的行為々(3)態度構面〆除了各項服務滿意度以及再

使用意願之外，政治信任與政治效能感也應討論在列々Bhatnagar et al. (2007)也

有針對G2C的印度電子化計畫服務使用評估架構。表10為G2C評估構面整理，表

11為構面涉及之各階段。 

表 10〆G2C電子治理評估構面彙整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文獻 衡量構面 關鍵指標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電子化政府影

響 

互動構面〆改善合作、公民與政治部門的互動、公

民間互動 

Rowley, 

(2010) 

政府對公民

(G2C) 

方便性、使用容易、操作效率、一致性、連續性和

穩定性、回應性、安全性、持續發展、以公民為中

心、民主、課責性、溝通、正義、現代化、開放、

參與、生活品質、值得信任程度、刺激信賴、任務

完成度、服務品質、資訊品質、溝通、透明度/開

放/可靠程度、隱私機密性、具涵蓋性的可獲得度。 

European 

Commision 

(2006) 

公民投票者 民主構面下的透明、課責和參與々 增加使用者價值

和滿意度，獲得更全面的公共服務 

European 

Commision 

(2009c) 

個人與家庭 

使用服務 

個人溝通、資訊獲得、公民與政治性的參與、創造

力、學習、e-Health、個人財務管理、電子商務、

職業生涯規劃、e-Inclusion、e-Skill 

黃東益等

(2009) 

(1)服務功能 

(2)使用行為 

(3)整體影響 

(1)網站品質、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 

(a)效益構面〆包括時間節省，財務節省、資訊獲

取量、時間運用彈性、政府服務品質、資訊品質、

服務效率、資訊散播程度、資訊散播效率等電子化

服務所能帶來的好處，以及民眾的成本（如隱私

權，安全性，數位落差）々(b)行為構面〆包括政

府網站查詢行為、線上申辦行為、交易行為、溝通

聯繫行為、公共參與行為等等公民使用服務的行

為々(3)態度構面〆除了各項服務滿意度以及再使

用意願之外，政治信任與政治效能感也應討論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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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〆G2C電子治理評估指標彙整表 

文獻 基礎環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X  

Rowley (2010)    X X X 

European 

Commision 

(2006) 

   X X X 

European 

Commision 

(2009c) 

   X X X 

Bhatnagar 

et al.(2007) 

 X  X X X 

黃東益等(2009)    X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E 

政府對公共服務者 (Government to Employees, G2E)〆狹義指政府和公共組

織所雇用的內部員工，廣義則包括政治人物與各類型的公務人員(UN, 2008; 

Yildiz, 2007; Esteves & Joseph, 2008)。G2E的績效指標，除了單純從計畫推動過

程中所進行的過程評估或預評估外（在本研究中屬前三階段），同時也包含以內

在顧客作為出發點。Danziger & Andersen (2002)針對ICT對於電子化政府所造成

的影響，分為能力(capability)、互動(interation)、傾向(orientation)和價值分配(value 

distribution)等構面。能力構面指政府單位的能力是否因為ICT的影響，而產生了

在環境控制上，萃取價值或是行為上的改變(Moon & Norris, 2005; Norris & Moon, 

2005)々 互動構面則指政治單位之間相互溝通等等々傾向構面則代表ICT如何影響

政治單位，在認知、情感與評估計畫上的考量，是一種先驗價值前設的改變。價

值分配構面衡量政治行為者對於價值認知的改變。該文獻將ICT作為影響變項，

對所可能涵蓋的電子化政府評估範圍條列式的整理。 

Montagna (2005)認為評估特定電子化計畫，可以根據產出、時間、距離、互

動性以及程序評選等五個面向，以效率、效能、策略效益、透明與制度性價值為

績效指標，確立出所對應的特定績效指標為何。該模式不但適合運用於政策規劃

階段，作為計畫影響評估也有相當的適宜性。 

Gupta & Jana (2003)提出六階層式的計畫產能測量途徑，分別以(1)投資回收

(return on investment)、(2)總成本與收益(total cost and revenues)，(3)強化計畫和控

制品質，例如控制幅度、自動化程度等等皆可納為評估指標々(4)決策品質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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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價值，舉凡資訊正確性、充足度、可信度等等的使用上的評估標準，以及(6)

系統特徵，包含如系統錯誤率等系統客觀使用指標。此類文獻所重視的是經濟價

值，例如以計劃所供給的經費比率作為指標(European Commision, 2009a)，或是

服務所創造的客觀可量化的產出(Flynn, 2002)，多討論內部政府運作上能提升多

少效率和效能，將投入與產出的比值視為評估的重點。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以組織內部管理和運作角度，以組織內員工

為調查對象進行電子化影響評估，以組織領導，工作成果，組織行為，以及組織

結構作為評估構面區分。Reddick (2009)從內部使用者的觀點，對電子化政府效

能評估的文獻進行因素分析，發現政府管理能力(management capacity)、安全和

隱私權(security and privacy)，以及政府統合(collaboration in city governments)能解

釋電子化政府效能。可惜的是該文獻只有訪問政府中高階主管，並沒有進行大範

圍的量化問卷的發放與設計。Wagenheim & Reurink (1991)認為為了提供滿意的

顧客服務，應透過內部管理，建立滿足顧客需求和提升組織效益的管理策略，如

果政府能滿足組織內部需求，會對組織產生利益，提升組織的動機與士氣，改善

服務外還能刺激創新和士氣，並滿足外部顧客對於所需服務的要求。 

Stowers (2004)主張電子化政府指標架構必頇與策略目標結合，才能提出實

踐策略目標的衡量指標。其採用了投入、過程、產出和結果面向的流程邏輯，以

網路技術構面(web technology)衡量電子化政府網站上的活動狀況，以服務傾向構

面(service-oriented)衡量電子化政府實際傳送的服務內容。施能傑(2010)亦認同以

策略管理作為前設概念，引用績效管理目標導向和帄衡計分卡的觀點，先確立明

確策略目標，分析政府行動和策略是否達到預期水準，來描繪出策略地圖中的前

後順序關係。其順序關係詳圖7〆 

從圖7可以發現，財務面與顧客面追求內部顧客的產出，也尌是其所提供服

務所欲重視的價值，方為策略管理上的目標所繫，提供本研究產出、影響與成果

階段的解釋々人力資本面與內部流程面可做為本研究基礎環境、投入與過程的評

估構面（施能傑，2010）。 

從上述可知內部管理運作過程可知，(1)組織內部的運作架構、管理方式、

服務提供過程中的整合，能夠做為解釋政府內部效益的項目々(2)如果包含組織

機關的角度，則會討論組織如何因應電子化計畫，而使組織產生變革，運用管理

或互動等政策工具獲得運作效率與服務品質々(3)計畫的運作過程，政府內部管

理上的配合也會影響內外部產出成效(UN, 2010)，這也正是電子治理所開始討論

的，如何提升內部價值的評估。 

近年來，除了在電子化計畫在各階段上需要達成目標（例如降低服務成本），

也逐漸提升藉由內部管理，提升利害關係人的重視價值（例如降低行政負擔，增

加服務提供效率等等)。UN (2008)討論電子治理績效，內部頇重視後端辦公室整

合的連結性政府，創造內部顧客所重視的價值，從電子治理的影響評估面向上，

OECD (2002)則根據電子化政府與治理的領域，列出政府潛在的主要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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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〆電子化政府績效管理策略地圖架構 

資料來源〆施能傑，(2010)。電子化政府計畫的績效評估架構〆帄衡計分卡觀點，「服務科學與

政府公共服務績效」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則以政府本身電子化整備度程度，以及內部

員工如何運用ICT技術以提升行政效率的角度進行評估。其認為電子治理成效評

估應以利害關係人和議題為經緯，因此從G2E對電子治理所歸納出的規範性定義

出發，透過e化基礎建設、法制規範、政府行政、政府服務與公民參與的議題，

設計出能達成效率與效能、透明與課責、帄等與法治、民主與參與和信任與滿意

的成效指標（黃朝盟等，2008）。 

除了Bhatnagar et al. (2007)和黃朝盟等(2007, 2008)的調查研究外，Gartner 

(2008)考量社會整體因素，諸如文化、政治、政府流程等限制因子，建構了電子

化政府評估問卷，認為政府建構完善線上服務之外，還要考量政府願景與執行力

的配合，發展了以「願景完整性」與「執行能力」兩大主軸建構的電子化政府評

估架構與問卷題目，結合此兩項主軸，才能視為成功的電子化計畫服務。表12

整理了G2E相關的評估指標，表13整理了各文獻構面在各階段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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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〆G2E電子治理評估評估構面彙整表 

文獻 衡量構面 關鍵指標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1)能力 

(2)互動 

(3)傾向 

(4)價值分配 

(1)資訊近用、資料品質、增加產出、人員減少或取

代、改善控制、省時、改善決策過程、改善產出與服

務、以及計畫改善。 

(2)改善合作、組織控制和權力、公民與政治部門的

互動、公私領域互動  

(3)重視量化指標、問題架構、以及裁量權的增加 

(4)包含工作滿意度和成尌感、工作擴大化、合法性

的保護、私人領域的保護制度與改進，最後是健康、

安全及財富標準的改善。 

Montagna  

(2005) 

產出、時間、

距離、互動性

以及程序評選 

以效率、效能、策略效益、透明與制度性價值為績效

指標。 

Flynn 

(2002) 

電子化政府 

內在顧客 

(1)經濟面向（指對 IT系統的金額投入） 

(2)內部效能（如實際產出能達成多少程度的組織目

標） 

(3)內部效率(如投注每個網頁的成本) 

Gupta & 

Jana 

(2003) 

(1)投資回收 

(2)成本/收益 

(3)強化計畫與

控制品質 

(4)決策品質 

(5)資訊價值 

(6)系統特徵 

(1)財務 

(2)財務 

(3)時間、成本、管理時間、自動化程度、預警措施

以及控制成本 

(4)決策所需時間、決策錯誤頻率，決策量與決策成

本 

(5)使用評估(資訊正確性、充足度、可信度等) 

(6)系統特徵(系統使用人數、系統錯誤率等) 

黃朝盟等

(2007) 

電子化政府 

內在顧客 

影響評估 

(1)組織領導（主管重視度、考績關聯度、資訊化程

度、教育訓練）々(2)工作成果（決策品質，行政品

質，服務品質)々(3)組織行為（工作生活，組織社會

互動）々 (4)組織結構（專業分工與整合，控制幅度10、

學習型組織）  

Reddick 

(2009) 

內部使用者 

觀點 

管理能力、安全和隱私權，政府統合 

Wagenhei

m & 

Reurink 

(1)管理策略  

(2)組織效益 

(3)顧客需求 

(1)參與管理、授權灌能、資訊系統、溝通系統、科

技、訓練以及人際技巧。 

(2)服務改善、降低成本、創新、激勵、士氣 

                                                   

10 指電子化政府實施後管理員工幅度上所產生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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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3)資訊、溝通、回應、問題解決、回復迅速、適任

能力、服務正確、態度友善 

施能傑

(2010) 

(1)顧客構面 

(2)財務構面 

(3)內部流程  

(4)人力構面 

(1)增進服務價值與品質、提高服務使用、行政民主

化、降低服務交易成本  々

(2)提高工作生產力以及計畫投資報酬(return of 

investment)兩項次項指標  々

(3)創造價值的策略規劃、增進計畫管理的整合機

制、提高資通訊基礎建設準備度，善用技術伙伴關

係以及提高網站營運力  々

(4)資訊長領導力、主管支持力、後端辦公室人力品

質，以及政府人員網路力。 

UN 

(2008) 

電子治理 

內在顧客 

(1)減少浪費々(2)降低交易成本々(3)簡化官僚程序々

(4)增加效率々(5)增進協調與溝通々(6)提高透明度々

(7)行政機構間的資料分享々(8)資訊管理的安全 

黃朝盟等

(2008) 

e 化（基礎建

設、法制規

範、政府行

政、政府服務

與公民參與） 

基礎建設（軟硬體）、民眾服務（多元服務管道）、

政策依據（隱私權及安全性）、線上型錄及採購（普

及性）、地理資訊系統（創新）、內部網路（內部

管理）以及財務（成本與收入） 

OECD 

(2002) 

(1)對大眾影響 

(2)發展管道 

(3)溝通影響 

(4)服務傳遞影

響 

(5)外在利害關

係人發展網路 

(1)獲得公共服務、數位落差與公共途徑、達成公共

用途 

(2)無詳細指標 

(3)發展前端與後端整合、知識管理、e 化學習 

(4)符合顧客需求、服務品質增強、時間與成本應用 

(5)透過電子途徑與公部門的互動、公共決策過程的

透明化、網路互動的倫理準則、在網路安全前提下

建立公民信任。 

Gartner 

(2008) 

(1)願景執行力 

(2)執行能力 

(1)掌握民眾需求，民眾傾向的策略，服務遞送策略，

服務推動策略，改造與創新，電子化政府行銷策略 

(2)預算結構、高層支持、服務民眾能力、組織與治

理能力、運作效率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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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〆G2E電子治理評估指標彙整表 

文獻 基礎環境 投入 過程 產出 影響 成果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X X X X X 

Montagna 

(2005) 

 X   X X 

Flynn (2002)  X  X X  

Gupta & Jana 

(2003) 

 X X X   

黃朝盟等(2007) X   X  X 

Reddick (2009) X X X    

Wagenheim & 

Reurink (1991) 

X X X X   

施能傑(2010) X X X X X X 

UN (2008) X    X  

黃朝盟等(2008) X X  X   

OECD(2002) X X X X X X 

Gartner(2008) X X  X X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針對計畫目標達成的績效評估，例如Danziger & Andersen (2002)、黃朝盟等

(2008)、Gupta & Jana (2003)與施能傑(2010)等人皆列出了財務、管理強化、行政

效能效率等計畫上重視的關鍵指標，在實務上各國也多以成本效益性質的指標進

行電子化政府與計畫的評估(OECD, 2006)々 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以內部管理與策略

途徑來討論電子化計畫績效與影響的評估方式，似於所謂的過程評估，例如上述

的Wagenheim & Reurink (1991)的授權灌能、內部訓練和參與管理、Danziger & 

Andersen (2002)的工作滿意度，以及施能傑(2010)所提出的提高工作生產力、策

略規劃與領導力等等，甚至於前一段關於內部顧客的闡述亦有提及之相關指標。

本研究主要採用G2E的角度，以內部顧客而不以政府組織作為調查對象，以內部

管理與策略途徑結合計畫目標達成，整理出以上以 G2E作為績效評估的方針。 

根據本研究流程研究架構，界定出各階段概念上應包含的指標，包含了國家

型、網頁品質評估、滿意模型評估，以及電子治理價值影響評估，又分成 G2B、

G2C與 G2E評估，並根據以上分類，結合價值鍊架構，根據文獻萃取出與衡量

計畫績效以及本研究研究架構相關之指標，並透過歸納方式決定構面與次構面。

本研究最終各階段所涵蓋的主要指標類型與研究架構如圖 8 所示々同時，由於研

究經費與時間的關係，本文以針對內在顧客的 G2E，以及針對外在顧客的 G2B

作為建立指標的途徑，G2C的部分則以文獻檢閱的方式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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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〆本研究最終計畫階段研究指標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計畫生產過程評估」（圖8左上方箭頭）－主要評估政府計畫的生產過程，

從是否存在實行G2B計劃的前置作業環境（基礎環境階段），到政府願意為G2B

計劃投入資源（投入階段），到政府是如何作為，將電子化計劃透過政策工具推

廣給使用者（過程階段），屬於一系列的「過程評估」，也為「計畫結果評估」

(圖8右上方箭頭，分為「G2B」與「G2E」）提供工作流程評估基礎。「計畫生

產過程評估」多屬客觀性指標，可以用客觀數據衡量，例如網路鋪設程度、政府

計畫投資額等等。 

「計畫結果評估」從衡量G2B計劃的政府服務的產出品質（產出階段），到

電子化計劃所刺激使用者的改變與政策短期目標（影響階段），最後則評估電子

化計劃最終所要達到的社會目標或影響（成果階段）。此階段則包含主客觀性質

指標，例如產出階段包括有衡量網頁使用人數的指標（客觀），也有包含如對網

頁服務品質衡量的感受指標（主觀）。 

附錄一~附錄四為本研究目前完成的評估指標工具(evaluation toolkit)，包括

主要構面，次構面，指標以及所對應的文獻來源。由於指標數量龐大，因此附錄

一為「計畫生產過程評估」相關指標，附錄二~四則分別為G2B、G2C與G2E的

相關指標々同時，各階段最終整理之六階段、「計畫生產過程評估」、G2B、G2E

的操作化定義列於附錄五中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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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透過文獻檢閱，本研究整理並重新定位各階段具重要性的指標，發展出 G2B

電子化計畫的評估架構々然而，這些關鍵指標尚待確認彼此之間的權重，否則

所有指標都被視為重要，將所有指標皆納入評估項目中，易造成評估過程中資

源的浪費，指標也喪失了關鍵性與變異性。因此，本研究採用「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獲得一組具有共識性的指標與評估架構。 

2.1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層級分析法由Satty教授所發展，認為AHP法能夠透過系統化的層級分解，使

人僅面對可作為判斷依據的決策因子，簡單與層級化社會環境中複雜錯綜的決策

問題，再採用兩兩配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的方式，決定出因子間相對重

要性的權重々同時還能建立可選擇方案，將各因子在各層級結構中配置權重，進

而決定出各方案的優先順序，作為最適決策的依據。AHP層級架構範例如圖9。 

 

圖 9〆AHP 層級架構範例   

資料來源〆鄧振源，(2005)。計畫評估－方法與應用，台北〆海洋大學運籌規劃管理研究中心々

本研究轉繪。 

圖 9 最上層是預期分析的最終目標，需要建構問題々接著產生第二、第三

或甚至更多層的評估因子，每一層內因子的重要性相近々每一層級內的因子則

提供上一層層級各因子的相對貢獻度或重要性，上一層層級則是每一層級評估

時的屬性依據（周思伶，2008々黃啟誠，2005々鄧振源，2005）。同時，基於

兩兩比較的概念，若該層級內有 n 個因子，則需作 n(n-1)/2 次判斷。這種方法

使評估者一來專注於兩因子間重要性比重，經過一輪兩兩比較後也可以獲得該

層級中整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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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 適合運用在牽涉多準則主觀判斷的群體決策方法，例如當政策決策者

需要計畫的充分資訊、減少決策錯誤風險、分配政策資源配置的權重、設計最

適系統與策略、選取或決定具有多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與方案、評估績效、或

做出理性最佳規劃等等（Saaty & Vargas,1991; Lai, Wong & Cheung, 2002々鄧振

源，2005）。例如周思伶(2008)以 AHP 法，透過產官學專家角度，篩選出政府

網頁品質關鍵指標，獲得六大構面下（設計性、易用性、可靠性、資訊品質、

有用性、回應性）的相對權重與比較。 

層級分析法有以下基本假設，(a)一個整體評估系統可以被分成具獨立性的

因子，並形成有向網絡架構々(b)專家或評估者在比較各要素時，其優劣和強度

關係皆頇滿足遞移性（即〆若 A高於 B，B高於 C，則 A要高於 C々且應符合

當 A高於 B 兩倍，B 高於 C 兩倍，則 A應高於 C 四倍的原則）。一般而言完

全遞移性很難完成，因此可以接受不具遞移性的存在，但相對地必頇測詴專家

意見的一致性(consistency)程度（鄧振源，2005）。 

如果層級內的評估因子或替代方案的總集合非常多，則需要萃取出較關鍵

的集合，可使用腦力激盪法(Brain Storming)、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德菲

法(Delphi Method)、可行性評估或因素分析等途徑，萃取出較重要之評估準則

或方案集合（鄧振源，2005）。由於人類無法同時對七種以上的事物進行比較

的發現(Miller, 1956)，因此本研究各層不超過七個因子。 

在評估尺度上，認為人類對優劣順序的評比，以等強、稍強、頗強、極強

與絕強的比較判斷強度，並配合兩尺標間的折衷數值，來得到較佳的尺度連續

性。因此 Satty使用 1-9 衡量尺度，來決定衡量決策者的判斷強度，劃分為〆同

等重要(1)、稍重要(3)、頗重要(5)、極重要(7)，及絕對重要(9)等五項々另有四

項介於五個尺度之間的衡量值分別為 2、4、6、8 （Satty, 1980々 鄧振源，2005），

如表 14 所示〆  

表 14〆填答評估尺度說明 

尺度 定義 強度比較說明 

1 同等重要 兩比較因素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〆等強 

3 稍微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〆稍強 

5 頗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〆頗強 

7 極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是某一因素〆極強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認為是某一因素〆絕強 

2,4,6,8 兩相鄰尺度中間值 需要折衷值時 

資料來源〆鄧振源(2005)。計畫評估－方法與應用，台北〆海洋大學運籌規劃與管理研究中心。 

透過兩兩比較法與尺度設計，可以獲得各構面的成對比較矩陣(pairwise 

comparisons matrix)，運用特徵向量(eigenvector)與特徵值(eigenvalue)的方式，求

出填答決策者對於 AHP 層級架構中各因子的權重判斷。同時，要求決策者在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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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比較時能滿足完美的遞移律，其實相當困難，故會使用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I)來確定決策者填答的判斷情況是合理的，否則需要進行修

正。Satty (1980)也建議 CI 值要小於 0.1。公式如下〆 

 

 

在各專家通過一致性考驗後，需要整合專家偏好，將成對比較矩陣整合。

一般可分為事前整合法(pool first)和事後整合法(pool last)來整合專家偏好，整合

方式包括幾何帄均數、加權帄均數與多數決法（Aull-Hyde, Erdogan & Duke, 2006; 

Buckley, 1985々鄧振源，2005）〆 

1. 事前整合方式主要運用幾何帄均數，整合方式是是 R位專家均對 n個要

素相對重要程度進行判斷，再將 R位專家的的判斷值加以整合，以建構

一個成對比較矩陣，並據以求取 n個要素值的權重，例如某專家權重值

為 a，另一位專家權重給予 1/a，則事前整合的總體權重為 =1。 

2. 事後整合法一般使用算術帄均數(Buckley, 1985)，整合方式是 R位專家

分別對 n 個要素的相對重要程度，進行成對比較判斷，並構建成對比較

矩陣 ，經過一致性檢定後，可分別求得 R 組權重

，再針對此 R組權重進行整合。其權重和滿足 

。 

在本文中共有 14 組個人權重，將先建立個人整體判斷，在依照 14 位專家

的各構面權重，用事後整合的算術帄均方式得出兩途徑的各構面整體權重。 

本研究使用「Expert Choice」專家決策軟體(http://www.expertchoice.com/)，

作為方便計算分析 AHP 法的層級權重及一致性檢定的輔助工具。透過操作

Expert Choice 2000 2nd，分別獲得每份專家問卷的各層級之特徵向量，代表其

對電子化計畫各階段與各構面指標相對優劣順序，並進行 CI值的檢定。 

2.2 以 AHP法建構電子化計畫階段指標 

為建構電子化計畫評估架構與指標的階段，首先必頇確定 AHP 架構最頂端

的最終目標，本研究中以「G2B計畫階段架構」與「G2E計畫階段架構」，分

別作為本研究最終目標。本研究確定最終目標的方法則不同於傳統 AHP 法透過

腦力激盪或其他統計方法，而以文獻回顧歸納決定。 

接著頇建立欲使用 AHP 評估法的層級架構。必頇決定要衡量最終目標的層

級與各層指標、決定各指標的評估準則，以及供決策者參考的替代方案。本研

max

0  

. . 0.1  
1

0.1  

n
C I

n




 
 

 

表 示 前 後 判 斷 具 完 全 一 致 性

表 示 前 後 判 斷 有 偏 差 不 連 貫

表 示 前 後 雖 不 完 全 一 致 ， 但 為 可 接 受 的 偏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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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最終目標之下的第一層層級，以本研究的價值鍊六階段作為分野，因此在

兩套 AHP 層級架構上都各有六個評估構面（指基礎環境、投入、過程、產出、

影響與成果階段）。本研究建構方式為先建立最終目標，繼而將影響該目標的

要素加以分解成數個評估構面，各評估構面再區分成數個次因子，逐級下去來

建立全部的層級結構，屬於前瞻層級程序法（鄧振源，2005）。同時，依據人

類無法同時對七種以上的因素進行比較之假設(Miller, 1956)，本研究任一層的指

標皆不超過七個。本研究 AHP 法分析架構關係如圖 10 所示〆 

 

圖 10〆電子化計畫評估指標架構－AHP層級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自繪 

不論是 G2B或 G2E，皆依照圖 10 作為 AHP 評估方法的層級架構，並分別

尌第一層構面（價值鍊階段）與第二三層構面與指標（解釋各階段的構面與指

標），進行成對權重比較分析，運用兩兩比較矩陣求取特徵值與特徵向量，計

算出各因素重要度權重，最後檢測決策單一與整體一致性。 

圖 11 與圖 12 為本研究最終 G2B 與 G2E 計畫評估架構。兩圖皆包括基礎

環境、投入與過程階段，此三階段同時是 G2B 與 G2E 計畫的服務提供基礎。

「G2B」以企業感知，衡量 G2B計劃產出品質，使用者的改變與政策短期目標，

及計畫預期達到的社會目標々「G2E」則從計畫目標與計劃執行人員感知角度

衡量上述階段。詳細各評估構面的定義解釋於第二章有詳細定義，並依據此架

構設計問卷，如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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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〆2B計畫整體架構與指標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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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〆2E計畫整體架構與指標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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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方法，依據以下步驟建立電子化計畫評估架構與指標，

詳細步驟如圖 13〆  

 

圖 13〆究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各流程步驟解釋如下〆在建立 G2B 與 G2E計畫評估層級指標階段中，本研

究蒐集電子治理與電子化政府評比績效指標、網頁品質感知行與滿意模型評估指

標，以及多元利害關係人為主軸建立的電子化計畫指標，根據指標定義，結合本

研究建立的階段架構，設計出各階段與各層級的指標。其後，將所建立的草擬架

構，透過訪談三位於電子治理有其所長之學者專家，根據本研究所建的計畫指標

架構提供建議，藉以修改並調整本研究草擬之架構々調整後的 AHP 指標架構，

由同儕進行檢測與詴作，以釐清、解釋各層面與構面定義，並設計問卷實際操作

上的說明。 

確定正式架構後，透過網路發送 Email 或是以紙本寄送的方式，發放學者專

家、企業與政府部門專家 AHP 問卷（企業與政府部門專家之後將統合為實務專

家），請專家依照 AHP 法的兩兩比較方式，對各評估構面與指標進行相對重要

性評估々如果各層之間指標的比較一致性(CI)超過 0.1，則以親自到訪、Email 與

SKYPE 回覆，再度請專家建立各指標的權重，使各層面的指標一致性低於 0.1。

在收集共 15 位專家的修正問卷後，使用 Expert Choice 軟體計算各階層權重，並

據此進行各評估指標的優劣排序。根據研究旨趣，將問卷調查對象分成三領域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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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領域為學術界之學者專家，希冀借重其對政府電子化計畫績效評鑑的研究專

長，探討本研究指標與架構的建立適當與否，專長領域有電子治理，公共行政研

究、電子化政府々亦另挑選資管學者專家一名々第二領域則為政府單位的行政專

家，來了解在實務上使用或管理 G2B系統的相關公務人員，將如何看待 G2B與

G2E 計畫評估指標之權重々第三組則從企業的使用者角度，挑選使用過 G2B 相

關服務的企業人士，來了解外部使用者對於本研究建立指標的重要性排序為何。

專家名單如表 15。 

表 15〆研究 AHP 問卷填答專家名單 

領域 代碼 服務單位 職稱 

學術

研究

領域

相關

學者 

P1 國立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 

P2 國立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P3 私立大學公共行政系 助理教授 

P4 私立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副教授 

P5 國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副教授 

P6 國立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P7 國立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P8 國立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助理教授 

P9 國立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公部

門專

家 

P10 公共工程委員會 專委 

P11 國立大學總務處 組長 

P12 財稅資料中心 分析師 

企業

專家 

P13 百商數位科技 專案經理 

P14 碩方科技 專案業務 

P15 神通科技 資深顧問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以上專家都填答了 G2B與 G2E的兩份問卷，各權重數值列於附錄七。除了

針對兩途徑進行整體共 15 位專家的綜合權重分析外，為了比較學者與實務業界

的認知態度，本研究將行政專家與企業專業人士結合成實務專家群組，與九位學

者專家群組進行同一架構下的群組比較。獲得所有專家的判斷權重後，運用

Expert Choice 預設的事後整合法，整合個別專家群體的權重判斷，分別產生整

體、學者與實務專家群組的權重判斷。最後，透過獲得的權重，了解專家們在兩

途徑中，在「計畫生產過程評估」和「計畫結果評估」各階段與層級下，所排列

出的指標重視程度，藉以提出未來政府電子化計畫與服務功能上，所應重視的事

項，並提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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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層級分析法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自 2011 年 5 月 28 日貣發放問卷，至同年 7 月 30 日通過所有專家問

卷的一致性檢測，發放 15 位專家問卷，回收 15 份有效問卷，經 Expert Choice

分別計算 3 領域 15 位專家的個別意見後，運用事後整合法，獲得對 G2B 與 G2E

的指標權重，各階層 CI 值小於 0.1。以下將分析整體專家 AHP 層級結果。 

3.1 G2B 計畫整體評估層級分析結果 

本研究希望以重視程度來著眼，依照權重順序來描述各層構面指標中權重。

整體專家在 G2B評估階段權重如表 16，以影響階段(0.239)為最，過程階段(0.119)

為末。G2B計劃生產評估過程中，投入階段佔較大的比例(0.157)々 計畫結果評估

則合計提供了超過整體 5 成的權重，其中影響階段重視度較高，可以說明 G2B

計畫評估逐漸重視計畫能帶來的正向影響與成果為何，而非政府內部管理的評估

途徑々企業能從 G2B計畫獲得多少實體或抽象的服務利益，應列為評估重點。 

G2B 層級分析成果也回應文獻所言，政府產出不能僅滿足自身目標，透過

服務創造企業重視的價值，並據此建構衡量指標，更能獲得企業認同的態度

(Esteves & Joseph, 2008; Gupta, 2007; Raus et al., 2010)。此外，Gupta (2007)的成

效促動模式認為應該加重探討供給面重要性的說法，在此部分並未獲得驗證（三

項供給面階段權重不高），對於先行的前置作業與政策推展的評估指標，都比不

上政府能為計畫投注多少資源的投入衡量指標。 

表 16〆2B六階段層級分析權重值表 

第一層目標 強弱排序 第二層階段構面 

G2B計畫層級

分析 

強弱比較 

1 影響階段(0.239) 

2 成果階段(0.176) 

3 產出階段(0.176) 

4 投入階段(0.157) 

5     基礎環境階段(0.133) 

6 過程階段(0.119) 

 CI:0.00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B 影響階段中（表 17），重視度排序是淨利益構面(0.523)，治理性價值

的態度改變(0.266)及行為改變(0.211)。淨利益構面又以品質提升權重最高，其次

為效率提升與企業財務節省。換言之，企業衡量透過使用計畫的所得利益，主要

關注於獲得更佳質量的資訊和服務々 而歸屬於經濟性效益的提升效率與節省財務

稍低，但也提供了合計超過五成的權重比，顯示計畫使企業增加效率效能，亦是

電子化績效評估重視的，也回應了許多以財務和成本分析角度定義淨利益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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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ves & Joseph, 2008;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Montagna, 2005)。相對之

下，代表能隨時隨地提供服務的方便性構面較不受重視。 

態度改變構面較重要構面為隱私保護信任感、企業滿意度與交易安全感知，

換言之，企業能否透過使用 ICT計畫或系統，對保護隱私權感到安全或是有信任

感，明顯比企業所體認到計畫的透明和課責度重要許多，這也與一些模型以企業

最終對政府的信任作為終端衡量構面符合(e-gov ACSI; Kearns, 2004; Montagna, 

2005; Rowley, 2010々李洛維，2010々黃朝盟等，2007々黃東益等，2009)々而企

業滿意度雖然是許多滿意模型與實務調查上常用指標，但似乎建立評估對計畫服

務信任的指標更為當務之急。企業使用行為則在行為改變構面上最具解釋力，表

示如提升網站使用率或申辦行為等指標較受重視。 

表 17〆2B影響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B成果階段（表 18）重視度排序是經濟成長競爭力、企業趨向與整體施

政價值，足見 ICT服務能否刺激經濟成長與企業生產競爭力應受重視(Bhatnagar 

et al., 2007;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同時站在企業角度思考企業所需服

務，是值得政府在推動電子化計畫過程中應多加思考的方向(Rowley, 2010; 

Verleye et al., 2010)。整體施政價值較受重視的構面是對政府的施政信任程度，

其次重要為施政透明(0.182)，說明電子治理利害關係人除了重視經濟價值，也

重視政府透過服務、法律、管制與其他活動，所創造出的社會、政治與民主等

等的公共價值 (Kearns, 2004; Kelly et al., 2001)。除了運用調查途徑了解企業對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B 

影響階段 

 

淨利益 

(0.523) 

 

品質提升（資訊/服務）(0.285) 

效率提升(0.284) 

企業財務節省(0.257) 

方便性利益(0.173) 

CI:0.00 

治理性價值－ 

態度改變 

(0.266) 

隱私保護信任感(0.283) 

企業滿意度(0.245) 

交易安全感知(0.237) 

計畫透明(0.117) 

計畫課責(0.117) 

CI:0.00 

治理性價值－ 

行為改變 

(0.211) 

企業使用行為(0.639) 

互動性行為(0.361)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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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畫的整體價值進行評估，以及計畫服務是否具有企業趨向之外，如何衡量

ICT服務是否正確刺激企業生產競爭力，會是成果階段應解決的問題。  

表 18〆2B成果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B 產出階段可看出（表 19），感受品質高於服務使用構面。以感受品質

來說，對服務品質的要求較資訊與系統品質為高。換言之，政府服務能使企業以

較省力的方式獲得服務(Delone & Mclean, 2003; Zeithaml et al., 2002)，較其所獲

得的資訊豐富度和使用系統感受都為重要。服務使用構面以使用行為的衡量為

重，原因應為專家認為企業方的計畫服務使用行為是相當具體的成果數據，可以

測量出計畫服務包含度與使用度。 

表 19〆2B產出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B 投入階段中（表 20），政治支持(0.390)與策略(0.323)較受重視，有強

力的政治支持，上行下效下，對策略品質的要求自然也提升。策略構面中計劃策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B 

成果階段 

經濟成長競爭力 

(0.441) 

N/A 

企業趨向 

(0.318) 

N/A 

整體施政價值 

(0.241) 

施政信任(0.344) 

施政透明(0.178) 

開放性(0.164) 

政府課責(0.160) 

公帄性(0.154) 

CI:0.00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B 

產出階段 

 

感受品質 

(0.547) 

服務品質(0.470) 

資訊品質(0.268) 

系統品質(0.262) 

CI:0.00 

服務使用 

(0.453) 

使用行為(0.452) 

服務偏好(0.295) 

使用比例(0.253)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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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於資源分配，顯示以政策目標導向來設定願景的計劃策略和規劃，是更值得

關注的（Delone & McLean, 2003々施能傑，2010）々相比貣來，經費與工作人力

是屬於計畫方向決定後所處理的次級構面，權重相對較低。同時可以發現，比貣

基礎環境與政策推展過程，企業較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在 G2B 計畫上，尤其需要

獲得政治主管的支持。 

表 20〆2B投入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從 G2B基礎環境階段（表 21）可以發現，政府整體領導最重要，並佐以適

當的制度及適合電子化計畫發展的法規環境，是解釋基礎環境階段較為有影響力

的指標々鋪設 ICT 基礎通訊環境與人力資源類型指標則逐漸式微。在人力資源

上，技術程度指標較組織人力數量重要，顯示以企業來說，整體公務人員所能掌

握運用的技術層級是否足夠推動計畫，才是人力資源構面的衡量重點々制度構面

所討論的安全政策權重(0.536)高於隱私政策(0.464)，顯示建立 G2B計畫制度時，

可先著眼於如何提供企業安全的電子化服務使用環境。 

G2B 過程階段（表 22）中，政府供應系統間的整合程度和管理的權重都超

過 3 成，符合近年電子化評估著眼於前後端辦公室的流程整合、電子化計畫的整

體籌畫(UN, 2010; Wasada, 2010々施能傑，2010々蕭乃沂、羅晉，2010）。在整

合構面上可看出，前後端辦公室的整合，以及推動計畫時政府機關中是否有資訊

長及相關措施來統籌整合整體電子化政府計畫，比執行系統上的交互操作性整合

重要々管理構面上，以風險管理權重最高，再次為參與管理和知識管理，或可解

釋為政府在電子化計畫上不能僅僅以傳統內部管理著眼，對於經濟、政治或實務

上風險的全盤規劃日益重要，參與管理與知識管理相對可以忽略。政策推廣上以

及對公務人員的教育訓練品質的衡量，是此階段相對不重要的。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B 

投入階段 

 

政治支持(0.390) N/A 

策略 

(0.323) 

計劃策略(0.571) 

資源分配(0.429) 

CI:0.00 

經費(0.174) N/A 

工作人力(0.113) N/A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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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〆G2B基礎環境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22〆2B過程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結果可以配合 Rowley (2010)利益分析的利害關係人評估驗證，企業

角度最重視前三重要的價值包括〆整體經濟成長與產能與企業競爭力、成本效

益、財務資源最適化價值，經濟成長競爭力可以從成果階段評量，成本效益則可

以從影響階段服務的效率效能提升衡量。 

另外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將計劃生產過程評估，視為兩個途徑的計畫服務供

給面向，僅在 G2E 六階段部分有重新進行兩兩比較，因此在第三層構面上的數

值上有些會與 G2E第三層構面相同，但並不影響整體 G2B衡量指標架構。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B 

基礎環境 

階段 

領導(0.348) N/A 

制度 

(0.235) 

安全政策(0.534) 

隱私政策(0.466) 

CI:0.00 

法規環境(0.88) N/A 

人力資源 

(0.123) 

技術(0.585) 

組織人力(0.415) 

CI:0.00 

 資料系統(.105) N/A 

CI:0.00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B 

過程階段 

 

政府整合 

(0.380) 

流程整合(0.569) 

系統整合(0.431) 

CI:0.00 

管理 

(0.292) 

 

風險管理(0.387) 

參與管理(0.348) 

知識管理(0.264) 

CI:0.00 

教育訓練(0.187) N/A 

推廣(0.142) N/A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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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2B 計畫評估比較－學術 v.s.實務 

為比較學術專家與實務專家的見解差異，本研究運用 Expert Choice 的挑選

參與者功能，將專家分為學術群組（共 9 位）與實務群組（共 6 位）分別進行

G2BAHP 比較。 

從表 23 與 2 可知，在學術專家方面，具較高權重的依然是計畫結果評估的

三個階段（依強弱排序為影響、成果與產出階段，與整體架構順序相同），過程

階段依然居末々但在實務專家部分，政府投入階段具有最高的評估重要性，其次

為影響階段，而過程階段在實務專家面上進入前三々同時成果階段被視為最不需

受到評估的階段。顯示實務專家理解沒有資源無法推動計畫的難處，重視政府能

否提供更多 G2B 計畫資源，因此投入階段的比重在實務專家部分提高々益可能

是，實務上需要短期內獲得計畫實施成果，因此以本益比所需用到的投入與產出

階段指標衡量 G2B 計畫々至於為何整體結果的投入階段並沒進入前三甲，可能

因學術組較實務組人數多，加權帄均結果使整體專家投入階段傾向學者意見。 

學者專家較實務專家重視基礎環境階段上，可能是因為基礎設施是推動各項

計畫的前提建設條件，使學者認為國家整體電子化環境準備妥當與否，佔計畫成

果解釋程度較高，而不是 G2B 計畫過程階段的宣傳推廣與策略發展々但在實務

專家來說，是否有進行足夠的推廣、服務訓練、策略規劃與財政資源分配等政策

確實執行面，對計劃成功具有重要性。例如如果人員訓練不佳，反而凸顯回應緩

慢，提供不正確的服務々或是有良善的計劃系統，但欠缺好的政策宣傳，同樣造

成政府美意的喪失。同時，對實務專家來說，成果階段具有調查上的困難，政府

上層績效評鑑需要客觀且立即的數據，很難長期監測計畫對企業的長期影響々這

也反應到了台灣關鍵指標的舉列，各面向都以初級產出量化值衡量，也欠缺影響 

表 23〆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由於實務面的權重變動較大，本研究改以計畫推動流程闡述比較分析。兩造

在基礎環境階段上都視政府領導電子化計畫為最重要要素，但比例上代表實務面

更重視制度的衡量。制度構面特別的是，學者專家們認為隱私應重於安全政策，

但整體 G2B 是安全政策為重，表示實務專家對安全政策的重視程度甚高，可能

第一層目標 強弱順序 學術專家 實務專家 

G2B計畫 

層級分析 

學術/實務 

強弱比較 

1 影響階段(0.265) 投入階段(0.205) 

2 成果階段(0.214) 影響階段(0.194) 

3 產出階段(0.173) 過程階段(0.174) 

4 基礎環境階段(0.131) 產出階段(0.172) 

5 投入階段(0.127) 基礎環境階段(0.128) 

6 過程階段(0.090) 成果階段(0.126) 

 CI:0.01 CI: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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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透過其實際使用系統，對個人資訊洩漏的安全保障感受較為敏感。人力資源

構面上也能發現實務面非常重視能具有解決能力的操作技術。 

 

表 24〆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基礎環境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25 表示，學者專家對 G2B投入階段的重視度不如實務專家多々政治支持

也為兩造所衡量的最高權重構面，其次的策略構面中學者專家重視計畫策略，實

務專家則以重視政府投入資源的分配。最低權重仍然是工作人力，強弱順序與整

體 G2B 相同，代表兩造在投入階段的構面組成還算具有共識。從此處也可知如

何決定出政治支持的指標，是投入階段面臨的課題。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B 

基礎環境 

階段 

(.131)(.128)* 

領導 

(0.361) 

領導

(0.322) 

N/A N/A 

制度 

(0.259) 

制度 

(0.198) 

隱私政策(0.524) 安全政策(0.618) 

安全政策(0.476) 隱私政策(0.382) 

CI:0.00 CI:0.00 

法規環境 

(0.194) 

法規環境

(0.176) 

N/A N/A 

人力資源 

(0.106) 

資料系統 

(0.157) 

 

組織人力(0.546) N/A 

技術(0.454) 

CI:0.00 

資料系統 

(0.079) 

人力資源 

(0.148) 

N/A 技術(0.757) 

組織人力(0.243) 

CI:0.00 

CI:0.01 CI: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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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〆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投入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B 過程階段中（表 26），學者專家認為政府整合權重最高，與實務專家

所認為的管理構面較重要不同々 在政府整合上兩造都以破 5 成的權重支持流程整

合的必要性。在管理構面上實務專家的權重也較學者專家高。可能從實務角度，

政府整合是政府組織權力分配下決定的事務，無從干涉，反而應對與自身較有可

能掌控或受影響的管理事務更加重視。管理構面上兩造專家都認為風險管理為

首，其中學者專家認為三種管理彼此間權重相差不多，而實務專家最高的風險管

理與最低的知識管理相差超過二成權重。 

表 26〆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過程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B 

投入階段 

(0.127)(0.181) 

政治支持
(0.418) 

政治支持(0.335) N/A N/A 

策略
(0.361) 

策略(0.261) 計劃策略
(0.592) 

資源分配
(0.517) 

資源分配
(0.408) 

計劃策略
(0.483) 

CI:0.00 CI:0.00 

經費 經費(0.264) N/A N/A 

工作人力 工作人力(0.141) N/A N/A 

CI:0.00 CI:0.00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B 

過程階段 

(0.090)(0.174) 

政府整合
(0.477) 

管理 

(0.326) 

流程整合(0.533) 風險管理
(0.413) 

系統整合 參與管理
(0.397) 

CI:0.00 知識管理
(0.190) 

N/A CI:0.00 

管理 
(0.257) 

政府整合 
(0.251) 

 

風險管理(.364) 流程整合
(0.622) 

知識管理(0.323) 系統整合
(0.378) 

參與管理(0.313) CI:0.00 

CI:0.00 N/A 

教育訓練
(0.161) 

教育訓練
(0.218) 

N/A N/A 

推廣 推廣(0.204) N/A N/A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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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造專家在 G2B產出階段中的權重歧異不高（表 27），但學者專家認為計

劃令使用者有良好的產出品質感知相當重要，而實務專家則認為增加客觀性的服

務使用指標比重，較能衡量出整體計畫推動的的產出成果。在服務使用上，兩造

都以使用行為相關指標作為最高權重指標，表示搜尋使用頻率、服務使用度等實

際可用狀況依然是衡量計畫服務使用度的重要指標々其餘指標順序亦有差異，學

者專家以服務偏好先於使用比例，實務專家則相反，表示學者專家認為，企業重

視以何種途徑獲得計畫服務，實務專家則較重視政府能否將計畫服務大範圍地提

供給企業方。在感受品質構面下，兩造都以服務品質為最高，但學者專家認為系

統品質應高於資訊品質，則實務專家恰好相反，認為政府電子化服務能否提供企

業獲得足夠的資訊內容正確與豐富度是衡量重點，而學者則認為企業對於能否順

利操作網頁、網路等系統功能較為關心。 

表 27〆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產出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兩造專家在 G2B影響階段的權重相近（表 28），最重要構面也同樣為淨利

益。同時在第三層構面的權重順序相同。依照 Loiacono et al. (2007)的說法，有

用與易用信念會影響和解釋 ICT使用行為，或許表示態度改變在受重視度上亦先

於行為改變，可以解釋此現象。實務專家則因兩者間相差約 1 個百分點，本研究

揣測實務專家將此兩種改變視為權重相等或近似。 

在淨利益構面中，學者專家認為品質提升應為衡量重點，最不重要的是方便

性利益々但品質提升卻是實務面最不重視的，效率提升才是最優先選項々或許實

務專家認為推動電子化計畫的重點僅是協助企業有效降低使用時間與地點的限

制，降低使用者成本（效率、財務節省）最應重視々但學者則認為企業透過計畫

應該要能獲得更佳質量的服務，方便性是電子化政府理應做到的構面。 

學者專家在態度改變構面，且相對重視隱私保護信任感與交易安全感知，表

示學者認為企業最重視計畫安全感受，也反應了本文網頁品質感知模型中，隱私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B 

產出階段 

(0.173)(0.172) 

感受品質

(0.620) 

服務使用

(0.564) 

服務品質(0.475) 使用行為(0.498) 

系統品質(0.288) 使用比例(0.268) 

資訊品質(0.237) 服務偏好(0.251) 

CI:0.01 CI:0.00 

服務使用

(0.380) 

感受品質

(0.436) 

使用行為(0.431) 服務品質(0.389) 

服務偏好(0.326) 資訊品質(0.376) 

使用比例(0.243) 系統品質(0.235) 

CI:0.01 CI:0.00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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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計劃使用上所佔的重要地位(Holzer & Kim, 2005, 2007; Holzer et al., 2008a, 

2008b;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Yoo & Donthu, 2001)。實務專家也重視隱私保

護信任感，但最重視企業滿意度，學者專家在滿意度上則僅提供近 2 成的權重。

治理性價值－行為改變中則維持企業使用行為為重。 

表 28〆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影響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兩造專家在 G2B成果階段中（表 29），經濟成長競爭力皆為最高權重，企

業趨向居次，顯示兩造專家都認為 G2B 計畫應增加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帶動經

濟成長。最不重要的整體施政價值構面則都以施政信任為首々但相較於學者專家

較重視施政透明與政府課責，實務專家則認為消弭數位落差程度的公帄性，以及

開放企業參與政策或計畫應受重視，而施政透明則被視為實務面向上最不重要，

產生了除了施政透明外兩造專家認知顛倒的差異。在現今許多國家都要求行政透

明下，有必要釐清為何實務專家仍認為施政透明度是不受重視的，實務上也應繼

續討論如何投資計畫服務來提高計畫透明與課責度。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B 

影響階段 

(0.265) (0.194) 

淨利益
(0.520) 

淨利益
(0.524) 

品質提升(0.316) 效率提升(0.268) 

效率提升 

(0.291) 

企業財務節省
(0.255) 

企業財務節省
(0.255) 

方便性利益 

(0.239) 

方便性利益
(0.138) 

品質提升 

(0.238) 

CI:0.00 CI:0.01 

治理性 

價值－ 

態度改變
(0.282) 

治理性 

價值－ 

態度改變
(0.243) 

 

隱私保護信任感
(0.288) 

企業滿意度 

(0.326) 

交易安全感知
(0.276) 

隱私保護信任感
(0.267) 

企業滿意度
(0.198) 

交易安全感知
(0.184) 

計畫透明(0.127) 計畫課責(0.123) 

計畫課責(0.111) 計畫透明(0.101) 

CI:0.00 CI:0.01 

治理性 

價值－ 

行為改變
(0.198) 

治理性 

價值－ 

行為改變
(0.233) 

企業使用行為
(0.593) 

企業使用行為
(0.704) 

互動性行為
(0.407) 

互動性行為 

(0.296) 

CI:0.00 CI:0.00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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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〆G2B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成果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B 

成果階段 

(0.214)(0.126) 

經濟成長 

競爭力

(0.435) 

經濟成長 

競爭力(0.450) 

N/A N/A 

企業趨向

(0.314) 

企業趨向

(0.324) 

N/A N/A 

整體 

施政價值 

(0.251) 

整體 

施政價值 

(0.226) 

施政信任

(0.317) 

施政信任

(0.381) 

施政透明

(0.213) 

公帄性 

(0.173) 

政府課責

(0.170) 

開放性 

(0.168) 

開放性 

(0.160) 

政府課責

(0.143) 

公帄性 

(0.140) 

施政透明

(0.134) 

CI:0.00 CI:0.00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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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2E計畫整體評估層級分析結果 

整體專家在 G2E中（表 30），權重以成果階段為首，基礎環境階段與產出

階段居次，與 G2B不同的是，G2B以影響階段為先，G2E則以成果為首，可以

解釋為政府最終績效，主要以計畫最終目的或是長期影響為主。計畫生產過程評

估中則以基礎環境階段為最，表示從政府角度，較重視政府是否能給予公務人

員，或是計畫推動足夠的運作空間與環境，而這也是國家型評估指標運用電子化

準備度，評估涵蓋各國 ICT 與整體環境品質的旨趣(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0;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0)。同時，產出階段指標的重要性對 G2E來說

也佔重要位置。 

表 30〆G2E六階段層級分析權重值表 

第一層目標 強弱排序 第二層階段構面 

G2E 

計畫層級分析 

1 成果階段(0.219) 

2 基礎環境階段(0.185) 

2 產出階段(0.175) 

4 影響階段(0.165)     

5 投入階段(0.140) 

6 過程階段(0.116) 

 CI:0.01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E 成果階段中（表 31），最重視的為行政民主化，其後是公務人員資訊

倫理以及公務人員趨向。行政民主化構面中，權重以施政透明政府課責為重。上

述資料顯示政府在做計畫評估時，考量的還是能否透過 e 化服務，是否達成提升

行政上的民主，例如施政透明度可視為 G2B 計畫的最終施政目標(European 

Commission, 2009b)，或是透過課責機制，由公務人員衡量整體服務的責任歸屬

程度(Heeks, 2004)。 

表 31〆G2E成果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E 

成果階段 

 

行政民主化(0.455) 政府課責(0.368) 

施政透明(0.347) 

公帄性(0.284) 

CI:0.00 

資訊倫理(0.303) N/A 

公務人員趨向
(0.242) 

N/A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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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E基礎環境階段中（表 32），領導構面權重最高，顯示推動計畫的主管、

協辦或執行機關的領導程度最為重要々其後的制度和法規環境權重值相近，表示

提供健全的電子化法規環境，並能使電子服務使用者能處在具有保護隱私與資訊

安全的制度下，是同等重要的。而人力資源或是資料系統都僅能提供基礎環境階

段較少的權重。 

表 32〆G2E基礎環境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E產出階段中（表 33），表示政府計畫長期計畫的穩定性佔有最高權重，

尤其在立法、財源與制度的穩定性上，更佔可觀的比例。超過權重二成的還有公

務人員感受品質構面，又以服務品質最重要，顯示專家認為公務人員感受到的內

部服務品質比系統品質與資訊品質重要。對內部探討政府產出的決策品質，與對

外部提供的線上服務複雜程度權重相近。線上服務則以多途徑階段佔最高比重，

反應出與現今對於政府提供的電子化計畫服務功能等級已邁入多途徑階段風潮

符合(UN, 2010々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2009)。服務提供構面最高權重值為使

用行為，使用數和服務比例的權重值差異不大。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E 

基礎環境階段 

 

領導(0.324) N/A 

制度 

(0.218) 

安全政策(0.572) 

隱私政策(0.428) 

CI:0.00 

法規環境(0.214) N/A 

人力資源 

(0.136) 

技術(0.591) 

組織人力(0.409) 

CI:0.00 

資料系統(0.108) N/A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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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G2E產出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E 影響階段（表 34）以目標達成權重最高，而對政府來說計劃目標與組

織目標同等重要，或可以說，政府計畫施政能夠同時結合計畫與組織目標最好。

淨利益構面以公務人員運用計畫所提升公務處理的效率利益為首，降低行政負擔

與政府財務節省居後，可以反應出，專家們認為政府機關或是公務人員重視的是

提供服務過程的效率，這種效率不僅回應在外部也回應在內部，例如因為簡化行

政流程，而降低的行政負擔與時間成本，都被視為重要的指標 (European 

Commision, 2006; Millard, 2008; Verleye et al., 2010)。在態度改變構面中，計畫課

責最受重視，其後才是滿意度，可以體現公務人員自己也希望能釐清案件歸屬。

行為改變構面則以公務人員使用行為改變為衡量重點々 組織變革構面為影響階段

中最可以被忽視的構面，代表計畫推動對組織的變革貢獻並不甚重要。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E 

產出階段 

 

計畫穩定性(0.228) 穩定性(0.700) 

可複製性(0.300) 

CI:0.00 

決策品質(0.218) N/A 

感受品質(0.199) 服務品質(0.475) 

系統品質(0.269) 

資訊品質(0.256) 

CI:0.00 

線上服務(0.184) 多途徑階段(0.343) 

交易服務階段(0.264) 

資訊服務階段(0.223) 

資訊顯現階段(0.170) 

CI:0.00 

服務提供(0.171) 

 

使用行為(0.392) 

使用數(0.312) 

服務比例(0.296)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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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〆G2E影響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如同 G2B投入階段般，G2E投入階段中（表 35）第三層構面也以政治支持

為最高，策略居次。顯示投入階段中，不論是提供外部或政府內部顧客的計畫，

追求重點都是政府領導和政策規劃的能力，經費與工作人力相較之下僅佔不到 3

成的權重。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E 

影響階段 

 

目標達成(0.335) 計畫目標(0.522) 

組織目標(0.478) 

CI:0.00 

淨利益(0.172) 效率利益(0.283) 

品質提升(0.247) 

降低行政負擔(0.229) 

行政時間節省(0.161) 

政府財務節省(0.080) 

CI:0.00 

治理性價值－態度改變

(0.148) 

計畫課責(0.284) 

滿意度(0.280) 

計畫透明(0.240) 

工作成尌感(0.196) 

CI:0.00 

組織與管理能力提升(.130) N/A 

治理性價值－行為改變

(.120) 

使用行為(0.606) 

互動性行為(0.394) 

CI:0.00 

組織變革(0.0.96) N/A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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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〆G2E投入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E 過程階段中（表 36），權重以政府整合為最強，證明政府供應系統上

彼此間的合作與相容程度在此階段仍是最受重視的選項々其後是管理，教育訓練

與推廣居末。第四層構面的強弱順序和權重與 G2B的過程階段相同。  

表 36〆G2E過程階段層級分析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從公共服務者的角度看，Rowley (2010)認為授能、降低行政負擔和計畫穩定

性是應該重視的項目，此三項價值則可以由 G2E 影響階段中的組織與管理能力

提升、降低行政負擔以及從 G2E 的計畫穩定性進行衡量。如果以上整體使用者

來說，容易使用、可獲得度與包含度、機密性與隱私權應為較受重視的價值

(Rowley, 2010)。容易使用可以從感受品質衡量々可獲得度與包含度則應由線上

服務等級，機密性與隱私權則可以從基礎環境階段的隱私與安全政策衡量。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E 

投入階段 

 

政治支持 

(0.382) 

N/A 

策略 

(0.319) 

 

計劃策略(0.549) 

資源分配(0.451) 

CI:0.00 

經費(0.177) N/A 

工作人力(0.122) N/A 

CI:0.01  

第二層階段 第三層構面 第四層構面 

G2E 

過程階段 

 

政府整合 

(0.382) 

流程整合(0.569) 

系統整合(0.431) 

CI:0.00 

管理 

(0.286) 

風險管理(0.387) 

參與管理(0.348) 

知識管理(0.264) 

CI:0.00 

教育訓練(0.175) N/A 

推廣(0.157) N/A 

CI:0.00  



64 

 

3.4 G2E計畫評估比較－學術 v.s.實務 

 從表 37 可比較學術與實務專家對於 G2E計畫的見解差異。學術專家依然較

重視計畫結果評估，依強弱排序為成果、影響與產出階段，可說明學術專家都秉

持著依據計畫願景決定績效指標的角度（Stowers, 2004々施能傑，2011）來長期

目標訂定績效指標々但在實務專家眼中，基礎環境與投入階段指標才能滿足內部

績效評估，甚至如達成行政民主等公共價值體現的成果階段也未進入前三甲，應

是由於實務專家為服務實際運用者，對於政府旗艦計畫不斷更新電子基礎建設，

持續建構整體電子化軟硬體環境，以及政府是否投入足夠資源發展電子化計畫較

為敏感，因此與學術專家持近乎相反的意見。 

過程階段與影響階段在實務專家中也不受青睞，過程階段可以理解為針對公

務人員內部推廣與策略規劃並不甚重要，對外在顧客的才具可看性々而在追求內

部組織和能力的短期改變、淨利益等等影響階段，不受實務專家重視，可能是由

於政府內部影響層面主要與計畫產出的對外最終目的多不相符，因此佔低權重。 

表 37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38 顯示， G2E基礎環境階段中兩造重要構面皆為領導，對內部來說，政

府領導的強勢與否將決定該計劃的成敗，針對此點建立衡量指標最為重要。在兩

造的次重要構面分別為制度與法規環境，且都以同時都以安全政策作為制度強勢

指標，人力資源上，學者專家認為組織人力權重高於技術，實務專家以技術構面

為重，可能為實務專家認為具有解決問題的技術能力較重要々但學者專家從整體

國家角度評判，認為應多衡量國家的整體公務人員質量素質。 

 

 

 

 

第一層目標 強弱順序 學術專家第二層階段 實務專家第二層階段 

G2E計畫 

層級分析 

學術/實務 

強弱比較 

1 成果階段(0.263) 基礎環境階段(0.269) 

2 影響階段(0.203) 投入階段(0.182) 

3 產出階段(0.177) 產出階段(0.160) 

4 基礎環境階段(0.138) 成果階段(0.155) 

5 投入階段(0.111) 過程階段(0.121) 

6 過程階段(0.108) 影響階段(0.113) 

 CI:0.01 CI: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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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基礎環境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39 顯示，實務專家較學者專家重視 G2E投入階段，兩造也以政治支持的

權重為首。但實務專家較重視經費構面，策略上也以資源分配占優，與學術面重

視策略構面中的計畫策略不同。 

 

表 39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投入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二層 

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基礎環境 

階段 

(0.138)(0.269) 

領導(0.351) 領導(0.277) N/A N/A 

制度 
(0.241) 

法規環境
(0.203) 

 

安全政策
(0.540) 

N/A 

隱私政策
(0.460) 

CI:0.00 

法規環境
(0.216) 

制度 

(0.108) 

N/A 安全政策
(0.577) 

隱私政策
(0.423) 

CI:0.00 

人力資源 
(0.110) 

人力資源 
(0.108) 

組織人力
(0.535) 

技術(0.579) 

技術(0.465) 組織人力
(0.421) 

CI:0.00 CI:0.00 

資料系統
(0.082) 

資料系統
(0.159) 

N/A N/A 

CI:0.01 CI:0.01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投入階段 

(.111)(.182) 

政治支持
(0.424) 

政治支持
(0.306) 

N/A N/A 

策略(0.354) 經費(0.269) 

 

計劃策略(0.592) N/A 

資源分配(0.408) 

CI:0.00 

經費(0.128) 策略(0.257) N/A 資源分配
(0.571) 

計劃策略
(0.483) 

CI:0.00 

工作人力
(0.095) 

工作人力
(0.168) 

N/A N/A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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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中，學者面較重視政府整合，實務專家則重視管理面向々政府整合中
最重要的是流程整合，都超過五成權重，顯示兩造都重視能否使各部會提供綜合
服務時能整合出整體規劃，使舉措有據々管理構面則都最重視風險管理。教育訓
練與政策推廣上，學者面與實務面則分別較重視教育訓練與政策推廣。 

 

表 40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過程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在 G2E 產出階段中（表 41），學者專家以感受品質作為評量產出的主軸，

線上服務為次，服務提供構面為最弱權重々但實務專家以計畫穩定性為衡量主

軸，同時在學者面最低的服務提供，在實務面被視為次高權重々 感受品質構面中，

兩造皆以服務品質為重，但實務專家認為資訊品質更應先於系統品質。兩造在服

務提供構面都認為衡量使用行為最重要々另外，學者專家認為服務比例高於使用

數，與實務專家相反，或許是實務專家有感於服務比例有相當成績，但實際使用

服務數量卻仍未見提升，故有此結論。 

線上服務複雜程度只有最低權重，但實務專家認為雙向的資訊互動服務應比

多途徑階段更受重視，其次為交易服務階段，甚至資訊顯現階段也高於學者專家

所認為較重要的多途徑服務。顯示實務專家所重視的是資訊與服務是否充分傳達

到外部顧客，對於行動上網等的多途徑評估並不在意。如果從這角度來看，開發

更多的基礎線上服務是目前的要務。計畫穩定性方面，則一面倒的支持計畫推動

穩定程度，服務是否能複製到其餘類似計畫較不重要。  

第二層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過程階段 

(0.108)(0.121) 

政府整合
(0.482) 

管理 

(0.371) 

流程整合 

(0.533) 

風險管理
(0.413) 

系統整合 

(0.467) 

參與管理
(0.397) 

CI:0.00 知識管理
(0.190) 

N/A CI:0.00 

管理(0.226) 政府整合
(0.246) 

風險管理 

(0.364) 

流程整合
(0.622) 

知識管理 

(0.323) 

系統整合
(0.378) 

參與管理(0.313) CI:0.00 

CI:0.00 N/A 

教育訓練
(0.172) 

推廣(0.219) N/A N/A 

推廣(0.119) 教育訓練
(0.163) 

N/A N/A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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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產出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表 42 可知，學者專家賦予影響階段較高的權重，但兩者在第三層構面的最

高與最低權重意見趨同，最高權重為目標達成構面々但學者認為目標達成下的組

織目標權重應較高，實務專家則以計畫目標為重。會產生組織目標為主的認知，

可能是學者專家認為公務人員執行計畫時還是先以達成組織所需願景為主。在淨

利益上，實務面權重較學者面高，但兩造都同意效率利益具有最高重要性。而實

第二層 

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產出階段 

(0.177)(0.160) 

感受品質 

(0.227) 

計畫穩定性 

(0.264) 

服務品質(0.543) 穩定性(0.634) 

系統品質 

(0.258) 

可複製性
(0.366) 

資訊品質(0.199) CI:0.00 

CI:0.00 N/A 

線上服務 

(0.225) 

服務提供 

(0.230) 

多途徑階段
(0.454) 

使用行為
(0.381) 

交易服務階段
(0.254) 

使用數 

(0.354) 

資訊服務階段
(0.169) 

服務比例
(0.266) 

資訊顯現階段
(0.124) 

CI:0.00 

CI:0.00 N/A 

決策品質
(0.210) 

決策品質
(0.220) 

N/A N/A 

計畫穩定性
(0.201) 

感受品質 

(0.155) 

穩定性 

(0.740) 

服務品質
(0.371) 

可複製性 

(0.260) 

資訊品質
(0.356) 

CI:0.00 系統品質
(0.274) 

N/A CI:0.00 

服務提供
(0.137) 

線上服務
(0.131) 

使用行為 

(0.398) 

資訊服務階段
(0.304) 

服務比例 

(0.317) 

交易服務階段
(0.249) 

使用數 

(0.285) 

資訊顯現階段
(0.246) 

CI:0.00 多途徑階段
(0.201) 

N/A CI:0.00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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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家將降低行政負擔作為次二高權重，可以理解為推動計畫時，實務專家以內

部運作能減少多少繁文縟節作為主要解釋淨利益的要素，但學者專家則追求較高

品質的服務提供。實務面的態度改變構面為第三層構面第二重要，而學者面則相

當不重視態度改變構面々實務面最重視公務人員滿意度，可以理解在 G2B 計劃

評估中，內部服務提供所產生的內部顧客滿意度也應該受重視々相對於此，學術

專家反而認為計劃課責在政府內部應該較受重視，反而最不重視滿意度，可以理

解為也深為外在關係人的學者，較重視政府內部服務的透明與課責，但實務專家

則認為內部供應也需要能提升內部滿意度。 

表 42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影響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二層 

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影響階段 

(0.203)(0.113) 

目標達成
(0.371) 

目標達成
(0.276) 

組織目標(0.555) 計畫目標(0.634) 

計畫目標(0.445) 組織目標(0.366) 

CI:0.00 CI:0.00 

淨利益
(0.156) 

治理性價
值－態度

改變 

(0.208) 

效率利益(0.298) 滿意度(0.363) 

品質提升 

(0.239) 

工作成尌感
(0.241) 

降低行政負擔
(0.220) 

計畫課責 

(0.237) 

行政時間節省
(0.175) 

計畫透明(0.159) 

政府財務節省
(0.068) 

CI:0.00 

CI:0.00 N/A 

組織/管理 

能力提升
(0.139) 

淨利益
(0.195) 

N/A 效率利益(0.258) 

品質提升(0.258) 

降低行政負擔
(0.240) 

行政時間節省
(0.142) 

政府財務節省
(0.102)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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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兩造的 G2E成果階段（表 43）都認為行政民主化構面最值得重視，但其再

次構面上，學者專家認為資訊倫理，實務面則以計畫能以公務人員趨向來提供內

部服務供應為重。在行政民主化構面下，兩造都認為政府服務提供的課責明確，

應列為首要評估要素々但其次學者專家認為透明度較重要，實務專家則認為減少

數位落差，增加服務公帄性為較重要的高指導原則，施政透明最低。 

表 43〆G2E計畫學術與實務專家成果階段比較表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二層 

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影響階段 

(0.203)(0.113) 

治理性價值
－行為改變

(0.126) 

組織/管理
能力提升

(0.114) 

使用行為(0.648) N/A 

互動性行為 

CI:0.00 

治理性價值
－態度改變

(0.115) 

治理性價
值－行為
改變(0.108) 

計畫課責(0.308) 使用行為(0.541) 

計畫透明(0.302) 互動性行為
(0.459) 

工作成尌感
(0.226) 

CI:0.00 

滿意度(0.115) N/A 

CI:0.00 

組織變革
(0.092) 

組織變革
(0.099) 

N/A N/A 

CI:0.00 CI:0.00   

第二層 

階段 

學者專家 

第三層 

實務專家 

第三層 

學者專家 

第四層 

實務專家 

第四層 

學者／實務 

G2E 

成果階段 

(0.263)(0.155) 

 

行政民主化
(0.472) 

行政民主化
(0.425) 

政府課責
(0.386) 

政府課責
(0.340) 

施政透明
(0.360) 

公帄性 

(0.334) 

公帄性 

(0.254) 

施政透明
(0.326) 

CI:0.00 CI:0.00 

資訊倫理
(0.316) 

公務人員趨向
(0.293) 

N/A N/A 

公務人員趨
向(0.212) 

資訊倫理
(0.282) 

N/A N/A 

CI:0.00 CI: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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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2B 學者、實務與整體結果比較 

本研究將兩群組針對 G2B 與 G2E 的結果再進行比較，以理解本研究 AHP

途徑最終萃取出的重要資訊與結論。在 G2B評估階段中（表 44），學術與實務

的認同使影響階段在整體中最為重要。而將整體與學術專家比較也可以發現，

由於學術專家人數較多，使得整體專家的評估架構受學術專家的認知影響較

大。而整體專家雖然成果階段權重不低，但主要是由學術專家的權重拉貣々而

投入與過程階段則主要受學術專家影響，造成在整體專家架構中權重較低。 

表 44〆G2B計畫三群組階段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圖 14 是三個面向在各階段所佔權重圖〆 

圖 14〆G2B三群組階段權重比較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第一層 

目標 

整體專家 

六階段比較 

學術專家 

六階段比較 

實務專家 

六階段比較 

層級 

分析 

強弱 

比較 

影響階段(0.239) 影響階段(0.265) 投入階段(0.205) 

成果階段(0.176) 成果階段(0.214) 影響階段(0.194) 

產出階段(0.176) 產出階段(0.173) 過程階段(0.174) 

投入階段(0.157) 基礎環境階段(0.131) 產出階段(0.172) 

基礎環境階段(0.133) 投入階段(0.127) 基礎環境階段(0.128) 

過程階段(0.119) 過程階段(0.090) 成果階段(0.126) 

 CI: 0.01 CI: 0.01 CI: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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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說來，兩造都同意，從企業角度上看 G2B 計畫所產生的影響，在評估

時具相當重要性。學者面向說來，則皆以影響、成果與產出的三階段進行 G2B

計畫評估，同時也可以從利害關係人角度可知(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Rowley, 2010)，計畫多由使用者的價值來衡量計畫績效。但實務專家則較重視投

入與過程階段的績效衡量，代表政策執行過程的實際執行，應該值得受到評估。

同時，由於成果階段具有調查上的困難，但政府績效評鑑需要立即客觀的數據，

因此實務專家相當不注重成果階段的衡量。 

而與整體階段比較，可以發現，由於學者專家人數較多，導致前三階段的排

序可看出受學者專家的權重影響較大。簡言之，實務專家認為在一片針對企業使

用者方進行評估的風潮下，對於投入階段的評估指標重視程度依然保持在高檔。

表 45 則依照三個群組的整體架構，包括階段與相關構面來排列強弱順序。主要

來看，可以發現實務專家在影響面向上，淨利益較重視效率、態度改變較重視滿

意度，與整體和學者認為淨利益應以服務品質提升和隱私信任保護感的提升存在

差別，投入階段上的次構面則都以政治支持為首，但策略來說實務專家則比學者

專家更重視資源分配。 

表 45〆G2B三群組層級內指標關鍵權重 

 

  

  G2B整體專家   G2B學者專家   G2B實務專家 

1 

影

響 

 

淨利益 

（品質提升） 

1 

影

響 

 

淨利益 

（品質提升） 

1

投

入 

政治支持 

策略 

（資源分配） 態度改變 

（隱私保護信任感） 

態度改變 

（隱私保護信任感） 經費/工作人力 

行為改變 

（企業使用行為） 

行為改變 

（企業使用行為） 

N/A 

2 

成

果 

經濟成長競爭力 2 

成

果 

經濟成長競爭力 2

影

響 

淨利益 

（效率提升） 企業趨向 企業趨向 

整體施政價值 

（施政信任） 

整體施政價值 

（施政信任） 

態度改變 

（企業滿意度） 

N/A N/A 行為改變 

（企業使用行為） 

3

產

出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3 

產

出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3 

過

程 

管理 

（風險管理） 

服務使用 

（企業使用行為） 

服務使用 

（企業使用行為） 

政府整合 

（流程整合） 

N/A N/A 教育訓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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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3.6 G2E學者、實務與整體結果比較 

G2E 計畫評估上（表 46），實務專家的前二重要階段都與學術專家不同。

實務專家相當重視基礎環境階段，而政府能投入的資源重要性也排在第二，表示

實務上還是以針對政府能對電子化服務提供的資源，以及電子化服務提供等能立

即以客觀指標衡量的計畫階段，與學術專家主要以評估內部使用者的角度（成果

與影響階段）不同。產出階段則在兩造之間都佔第三重要權重，過程階段也都最

不受重視。準此，導致整體評估中應著重的階段，結合了成果與基礎環境兩階段。 

表 46〆G2E三群組階段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G2B整體專家   G2B學者專家   G2B實務專家 

4

投

入 

政治支持 4 

基

礎 

環

境 

領導 4 

產

出 

服務使用 

（使用行為） 策略 

（計劃策略） 

制度 

（隱私政策）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經費/工作人力 法規環境 

N/A 人力資源/資料系統 N/A 

5

基

礎

環

境 

領導 5 

投

入 

政治支持 5 

基

礎

環

境 

領導 

制度 

（安全政策） 

策略 

（計劃策略） 

制度 

（安全政策） 

法規環境 經費/工作人力 法規環境 

人力資源/資料系統 N/A 資料系統/人力資源 

6

過

程 

政府整合 

（流程整合） 

6 

過

程 

政府整合 

（流程整合） 

6

成

果 

經濟成長競爭力 

企業趨向 

管理 

（風險管理） 

管理 

（風險管理） 

整體施政價值 

（施政信任） 

教育訓練/推廣 教育訓練/推廣 N/A 

第一層 

目標 

整體專家 

六階段比較 

學術專家 

六階段比較 

實務專家 

六階段比較 

層級 

分析 

強弱 

比較 

成果階段(0.219) 成果階段(0.263) 基礎環境階段(0.269) 

基礎環境階段(0.185) 影響階段(0.203) 投入階段(0.182) 

產出階段(0.175) 產出階段(0.177) 產出階段(0.160) 

影響階段(0.165)     基礎環境階段(0.138) 成果階段(0.155) 

投入階段(0.140) 投入階段(0.111) 影響階段(0.113) 

過程階段(0.116) 過程階段(0.108) 過程階段(0.121) 

CI: 0.01 CI: 0.01 CI: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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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則為 G2E三群組的階段權重比較圖〆 

 

圖 15〆G2E三群組階段權重比較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圖 15 可看出兩造在基礎環境階段與成果階段的歧異最大，但仍然貢獻給整

體權重較高的評估重要性。表 47則為G2E包括階段與相關構面來排列強弱順序。 

表 47〆G2E三群組層級內指標關鍵權重 

 

 

 

   G2E整體專家    G2E學者專家    G2E實務專家 

1 

成

果 

行政民主化 

（政府課責） 

1 

成

果 

行政民主化 

（政府課責） 

1 

基

礎

環 

境 

領導 

法規環境 

資訊倫理 資訊倫理 制度 

（安全政策） 公務人員趨向 公務人員趨向 

N/A N/A 人力資源/資料系統 

2

基

礎

環

境 

領導 2

影

響 

目標達成 

（組織目標） 

2 

投

入 

政治支持 

制度 

（安全政策） 

經費 

淨利益 

（效率利益） 

策略 

（資源分配） 法規環境 

人力資源/資料系統 組織/管理能力提升 工作人力 

N/A 行為改變 

（使用行為） 

N/A 

態度改變/組織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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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7 可以發現，在 G2E 上，基礎環境、投入與過程階段幾乎都與 G2B 中

的計畫生產過程評估的架構相符々產出階段中學者以感受品質為先（服務品質最

重要），整體面與實務面則以計畫穩定性權重最高。影響階段中整體面和實務面

最重視能否達成計畫目標，學者面則以組織目標為重々淨利益構面中，整體與學

者專家都以效率利益為最優先考量，但實務專家則重視滿意度。成果階段中的行

政民主化構面中，三群組都重視重視政府課責々實務面在成果階段中則相對重視

公務人員傾向，整體和學者面則為資訊倫理。 

   G2E整體專家    G2E學者專家    G2E實務專家 

3

產

出 

計畫穩定性 

（穩定性） 

3

產

出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3

產

出 

計畫穩定性 

（穩定性） 

決策品質 線上服務(.225) 

（多途徑階段） 

服務提供(.224) 

（使用行為）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決策品質 決策品質 

線上服務/服務提供 計畫穩定性/服務提供 感受品質/線上服務 

4

影

響 

目標達成 

（計畫目標） 

4

基

礎

環

境 

領導(.351) 4

成

果 

行政民主化 

（政府課責） 制度(.241) 

（安全政策） 淨利益 

（效率利益） 

公務人員趨向 

法規環境 資訊倫理 

態度改變 

（計畫課責） 

人力資源／資料系統 N/A 

5

投

入 

政治支持 5

投

入 

政治支持 5

影

響 

目標達成 

（計畫目標） 
策略 

（計劃策略） 

策略 

（計劃策略） 態度改變 

（滿意度） 經費/工作人力 經費/工作人力 

N/A N/A 淨利益 

（效率利益） 

組織/管理能力提升 

行為改變/組織變革 

6

過

程 

政府整合 

（流程整合） 

6

過

程 

政府整合 

（流程整合） 

6

過

程 

管理 

（風險管理） 

管理 

（風險管理） 

管理 

（風險管理） 

政府整合 

（流程整合） 

教育訓練/推廣 教育訓練/推廣 推廣/教育訓練 



75 

 

第四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文獻回顧，結合了(1)Heeks (2006)價值鏈與 Millard & Shahin 

(2006)評估模型，以及 Janssen et al. (2004)的指標分類，定義六階段評估架構 (々2)

整理國家型評估、網頁感知品質型評估、滿意模型評估與利害關係人評估指標，

決定各評估階段歸屬，建立 G2B 計畫指標，又分為 G2B 與 G2E々(3)分析台灣

在企業生命歷程的現有服務，並以本研究 G2E 產出階段的線上服務構面，整理

台灣 G2B相關服務的功能等級 (々4)依據 AHP 層級分析法，以學者與實務專家的

經驗，分別決定本研究 G2B 計畫階段兩途徑的指標權重々(5)透過各階段構面權

重比較，進行權重強弱的可能解釋。以下將討論本研究 G2B 計畫績效分析所得

結論，並提出相關政策與研究建議。 

4.1 應重視G2B影響階段的評估 

整體而言，G2B 評估以影響、成果與產出階段權重較高，顯示企業能從計

畫獲得多少實體或抽象的服務和利益應列為評估重點。從研考會的優質網路成

效報告中(2011)也能發現，在影響階段最多討論到企業對服務的滿意度，如同實

務專家在影響階段態度改變的見解一般々同時，台灣第三階段電子化計畫主要

也以客觀的產出階段作為衡量重點（朱斌妤、蕭乃沂，2011），與本研究最終

獲得的研究結果並不相符。包括實務專家也認同針對 G2B影響階段評估，較產

出階段評估更值得受重視。 

因此，台灣計劃評估應從重視成本比的角度，朝向討論「透過政府投入與投

資，所能獲得的實際或感知的影響為何」。如同黃朝盟等 (2008)對電子治理的

定義，政府應透過 e 化基礎建設與法制規範、政府行政和服務，甚至公民參與，

來達成諸如民主、效率與效能等治理目標一般，政府服務不能僅著眼於提供了甚

麼服務（例如線上服務比率、線上服務複雜度等等），而更應注重於服務使企業

獲得怎樣的價值（例如重視服務品質提升與效率利益、隱私保護信任感、企業滿

意度、使用行為改變等回饋）。 

在 G2B影響階段中，兩造專家最重視的是淨利益構面，也尌是上述的治理

目標與價值，其中以品質提升和效率利益較受重視，表示使企業因為使用過服

務後能感受到 G2B計畫服務的質量提升，並能藉此獲得效率相當重要。因此政

府需要從產出階段做貣，（但衡量階段不能停止在客觀產出評估上），持續提

供主客觀都具高品質的服務。例如感知品質中，以衡量線上服務幫助能力的服

務品質所獲得權重最高（表 3-4），除了創造客製化服務外，如能提供企業以多

途徑的方式獲得 G2B服務，譬如台灣電子化政府第四階段「智慧政府計畫」預

計透過可攜裝置、無線寬頻網路與 Web2.0 的深化應用，來提高服務可近性

（egov-ACSI; Verleye et al., 2010々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々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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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今社群連結性高的社群網站，例如 Facebook, Twitter 等來提升服務回應性

（Bhatnagar et al., 2007；黃東益等，2009）等等都是政府值得投資來獲得企業

服務品質感知提升的作為々而計畫服務使用行為亦仍是相當具體的成果數據，

但應配合上影響階段的衡量方式，討論如何促進企業直接在線上完成服務，甚

至提供主動性和多樣性的服務，增加企業線上使用頻率與線上使用行為（例如

線上搜尋、線上論壇回覆等），將更能衡量企業實際的服務使用改變。 

企業對其商業機密與個人資料的保護也相當重視（態度改變構面以隱私保護

信任感和交易安全感知為重），因此政府在持續提供高品質與高涵蓋率的電子化

設備時，亦應加強對個人資訊洩漏的安全保障。在調查問項上，可以透過企業對

侵犯隱私的害怕程度，或企業相信政府系統的程度，來衡量隱私保護的信心指數

(Janssen et al, 2004々黃東益等，2009)々在具體服務上，例如透過台灣第四階段

中建置資安多重防護網，建置跨機關安全電子郵件傳送系統、個人電腦檔案加密

安全系統々或是將電子自然人憑證結合，例如將電子認證普遍應用於例如網路報

稅、公文電子交換、電子採購與繳費等等應用系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09），重視以上服務所能帶給企業的信任與安全感，是日後政府值得多加投資

著重的面向。 

本研究也發現專家重視成果階段的評估，而 G2B 成果階段最重要構面為經

濟成長競爭力，代表政府推動 G2B 電子化計畫時，應審慎考慮能增強企業產業

競爭力的服務，並加重衡量權重，例如研考會（2011）評量產業經濟發展與效益

的關鍵績效構面，運用促成投資、建立創新產業與模式、協助提升我國產業全球

競爭力、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和促成智慧財產權與資金融通等等都是

可多重視的面向。 

企業趨向的服務也被視為 G2B 計畫評估應具有的特徵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Rao et al., 2004)，例如 Gatner (2008)願景完整性構面，討論政

府電子化政府中，是否擁有以民眾為中心來統籌公共服務設計、提供和滿足的

策略和能力，也要求政府服務對民眾需求能敏感回應，並將需求結合於政府計

畫服務目的中々或是藉由後端辦公室的整合，結合本研究分析的各階段生命週

期服務，提供一站式的網頁入口，並依據此主軸來設計細項指標，或是評估服

務設計是否配合使用者需求與使用型態，都是可行的方法。 

在成果階段上的整體施政價值構面上，因為具有長期與間接性影響，故應

該持續追蹤企業進行調查，例如理解使用系統或服務的企業是否有長期上的經

濟競爭力，這可以運用如台灣投資網的投資總額、線上企業繳稅申報服務等方

式衡量々並投資於建立企業提升政府信任的服務，例如從系統隱私安全度、穩

定程度、論壇回覆速度與問題解決等等。亦可以考慮企業使用計畫後提供有獎

問卷填答，以企業回覆作為政策回饋，作為政策評估的一環。簡而言之，本研

究想特別提出的是，「服務產出評估是必需的過程，但影響階段才是價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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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點」。 

4.2 應加強 G2E成果階段 

 G2E 也以六階段途徑來衡量政府計畫推動的績效。整體說來，六階段重要

排序為成果、基礎環境與產出階段。其中成果階段是 G2E 衡量計畫服務權重最

高的階段，可以解釋為政府最終所欲達成或是重視的績效，主要討論最終能否促

進民主相關指標，包括使企業對政府產生施政透明與政府課責等々也回應了黃朝

盟等(2008)關於電子治理的定義，政府透過 ICT的應用進行社會價值分配，進而

達到良善治理。因此，良善治理是 G2E 最終所想衡量的，也是政府施政的最終

目的，據此建立指標方有意義。如果以圖 1-7 電子化政府績效管理策略地圖架構

（施能傑，2010）來看，箭頭指涉的方向所佔的衡量權重應逐漸升高。以本研究

來說，以施政民主化作為主要價值衡量，尤政府課責為主，因此政府服務能提供

對應的責任關係為最重要，政策上可以包括，政策上可以包括政府對內部主動公

布線上資訊、使用資訊共享系統提升機關彼此或與外部的資訊透明程度，如何在

內部辦公室流程整合的情況下釐清內部運作時的責任歸屬，提升內務部顧客申辦

案件進度可查詢比例以及能查詢服務流程進度可追蹤性服務等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06々曾冠球等，2010）。 

G2E 整體階段中第二重要的則是基礎環境階段，而其主要權重由實務專家

所提供，代表與學界的認知不同，評估政府所能建立的基礎建設對於衡量 G2E

有相當重要性，其中又以領導為最重要構面，顯示說在衡量 G2E的重點是最前

端政治力是否有實質的計劃或方針領導，使內部公務人員對計劃有足夠的計畫

推動的操作空間，並且衡量其最終成果，也尌是計畫所欲達成的最終目的。 

 而在 G2E產出階段中，計畫穩定性佔有最高權重，表示政府計畫推動的長

遠與穩定急需重視，尤其在立法、財源與制度下的計畫穩定性更佔可觀的比例，

合乎印度政府資訊科技局(2004)提出的 G2B衡量架構中，穩定性構面大於服務可

複製性的說法。因此政府能否投注資源，推出具長年限與財源的大型 G2B計畫，

也是績效評估重點々感受品質上，專家也認為對內部的服務品質是值得衡量的面

向，故此在內部工作供應鏈上，如何提供在行政業務或服務傳遞過程中，對公務

人員的幫助程度，亦相當重要，也有賴於政府電子化基礎環境的準備程度，能使

公務人員獲得多少提供服務時的準備有關，故在實務專家面向上基礎設施階段的

權重最高。對外部而言，線上服務則以多途徑階段佔最高比重，與現今電子化計

畫服務功能等級邁入多途徑階段風潮符合（UN, 2010々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

2009），因此台灣電子化政府第四階段「智慧政府計畫」的 DNA建設（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在內外部都有建立績效指標的需求。 

此外，如果著眼在內部顧客上，專家認為影響階段為第二重要階段。其中，

計畫目標和組織目標具有相近重要權重比，代表對政府來說，兩目標的衡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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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重要性，因此應提升主辦電子化計畫之資訊部門地位，使資訊部門與業務部

門合作，提升政府流程整合程度，同時達到組織與計劃目合併的要求（Stowrs, 

2004々施能傑，2011）。例如 Gartner (2008)即有是否計畫與組織目標是可相結

合的問題，或是如施能傑(2010)所重視的資訊 CIO與主持單位的設立，使特定電

子化計畫目標同時尌是組織所欲達成的目標。透過這種協調的合作模式，對內可

以增加決策品質，降低決策錯誤率和廢棄率，增加決策效能效率並降低決策成

本。從此目標達成構面可以再回應到本研究結論，產出階段的評估是為了評估更

後端的影響階段或成果階段指標。淨利益以公務人員運用計畫所提升公務處理的

效率利益為首，品質提升與降低行政負擔皆為兩造第二三強構面，反應出專家認

為政府機關或是公務人員所應重視的是服務品質效率、減少內部運作繁文縟節與

行政負擔，以及提升資訊或計畫服務品質的指標々Gartner (2008)也以一成的權重

衡量政府服務能否幫助政府增加運作效率。計畫課責在態度改變構面中最受重

視，可以體現公務人員自己也希望能釐清案件歸屬。從淨利益構面可知兩造重視

的都是效率利益，是主要解釋淨利益的要素。 

4.3 計劃生產過程評估－衡量領導與政治支持 

從兩途徑的計劃生產過程評估來看，可以發現影響與成果階段的績效評估

是受專家所重視，而非僅停留在政府服務產出的評估。而在計畫生產過程評估

中，本研究也發現在基礎環境、投入和過程階段中，基礎環境和投入階段都以

具政治色彩的構面－領導與政治支持作為政府生產過程中較重要的衡量要點。

因此，政府如何建立強有力的領導，提供政府組織在推動 G2B計畫時穩定的政

治支持，組織如何規劃 G2B計畫的運作，最後到達整合政府服務提出前的後端

高度整合，都將成為重要課題。 

首先可以從表發現，基礎環境階段前三重要構面分別是領導、制度、法規環

境々投入階段前三重要則是政治支持、策略、經費々過程階段則以整合（流程整

合）與管理（風險管理）為重。而實務專家在 G2B 計畫中最重視投入階段而非

產出階段，顯示相較於政府計畫多以客觀產出階段的數據解釋計畫績效，實務專

家對於政府要進行電子化計畫檢討時，投入階段的作為良善與否，更值得受到重

視，例如主管單位的支持，資源如何分配，都應有完善的計畫評估。G2E投入階

段在實務專家上也獲得第二高權重，實務專家們更認為除了政治支持外，經費是

評估 G2E計畫時的重要構面。 

在 G2B 中較重視投入階段的衡量，兩造也以政治支持的權重為首，策略居

次，這回應了 Gartner (2008)在願景支持構面下，高層長官的支持度在該構面中

提供了二成五的權重值，表示有專職的行政官員（如資訊長）或是重要民選首長

的支持推動，已成為衡量計畫績效時的關鍵指標，可以以主管職位設定資訊管理

能力檢測比例，或是主管倡議新增或改善服務應用項目比例等主管作為作為衡量

依據々對計畫策略的重視也回應了 Gartner (2008)也針對服務遞送策略、依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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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價值推動服務的策略、以及有效傳遞電子化政府目標願景和計畫行銷策略進

行績效衡量々而台灣可以以衡量是否有中長期願景策略方案、機關訂定電子化發

展策略比例（施能傑，2010），或針對特定服務對象設計服務計畫（Heeks, 2006々

蕭乃沂、羅晉，2010）作為設計依據。 

在 G2E 上則是基礎環境階段權重較高，代表政府是否能有效給予公務人員

或是計畫推動足夠的運作空間與環境是所受重視的。基礎環境階段中，領導構面

權重最高，代表基礎環境最應受重視的是衡量政府究竟對電子化政策的整體領導

能力如何，而不是例如提供健全的電子化法規環境，整體電子化準備度的提升和

具隱私與安全保護的電子化政策等等々當然，政府計劃領導的能力和程度相當難

量化，這也是未來指標建立上鎖應該解決與重視的問題，例如蕭乃沂、羅晉(2010)

尌嘗詴從推動計畫的主管、協辦或執行機關因計畫而結合的模式來測量領導程

度々或可以嘗詴運用訪談或是匿名調查來衡量領導。 

以政府整合最受重視，又以在計畫推動中能否使各部會提供綜合服務時能整

合出整體規劃的流程整合為此構面的重點，符合研考會(2009)提升內部後端辦公

室整合的願景々管理構面上則以風險管理受到兩造重視。特別的是實務專家認

為，內部途徑的對外管理應著重於參與管理，因此應增加具有內外部顧客溝通合

法性的管理途徑，例如信件往返、線上論壇的即時意見發表等等々但推行政府內

部運作時，則應重視推動計畫過程中政治、技術或是可行性等等的風險管理，例

如預先評估新型科技對政府運作的影響，事先做出反應等等，基於此構面應由各

機關內適性訂定，故在此僅拋磚引玉，提供政府機構管理上的調整策略。G2E

過程階段相對不受重視，或許是由於層級節制與依法行政的情況下，推動計畫過

程不需留太多討論空間。 

4.4 依據計畫特徵建構績效指標，發展對質化指標的衡量途徑 

目前台灣電子化計畫主管機關，多以量化指標作為關鍵衡量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建立績效指標的資訊部門應該除了設計相關量化指標，

如何能精確衡量出如領導、政治支持度等相對難以量化的指標還有賴主管單位的

努力々同時增加指標的多樣類型，從個人、組織、整體等不同調查面向發展，以

收更佳的績效衡量之效。同時，台灣目前電子化政府關鍵績效指標，僅僅有列出

功能面向（例如效率、經濟利益等），可能會造成同一套指標或架構但卻並不適

用於各計畫的特徵，或不適合用於不同使用者，表示建構指標的主管機關欠缺一

套完整的整體指標指導原則々應該依據不同利害關係人，針對不同階段設計整體

評估架構，以本研究來說，此 G2B 整體衡量架構可以分別衡量企業各階段時期

所提供的 G2B 服務々也可以依照計畫推動過程，選用六階段中各項指標，分別

依據計畫特徵來選擇並訂定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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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成果報告 

第一章 文獻分析─各類電子化政府績效分析模型 /衡量指標 

電子化政府/計劃績效模型與衡量指標眾多，如 Montagna (2005)以效率、效

能、策略效益、公開性與制度性價值為指標，對應產出、距離、互動性、時間

及程序評選計劃，較屬於政策規劃階段。Ahmedabad (2007)提出電子化政府效

益評估構面〆經濟的（直接與非直接）、治理（包括貪腐與課責）與服務品質（包

括合理、公帄及便利），並提出對應的指標，但無實證調查々 Esteves & Joseph (2007)

提出三大交互影響面向（評估、電子化政府不同階段的角色與利害關係人）與

對應指標，以評估電子化政府/計劃，但實務上因資料蒐集限制有而有困難（蕭

乃沂、羅晉，2008）。在此，討論兩類主要文獻，包括〆(1)DeLone & McLean (2003, 

2008)資訊系統成功模型(IS Success Model)々 (2)網路服務品質衡量工具等的介紹

與討論。 

1. 1 DeLone & McLean IS Success Model  

電子治理乃政府大量引進ICTs於基礎建設與服務上，服務不論是透過系統

或是網站（如電子報稅系統、機關入口網站），都具有資訊內容、系統功能、服

務提供的特性。DeLone & McLean (1992, 2003)、Peters, DeLone & McLean (2008)

提出資訊系統成功模型（參見圖16），認為資訊、系統與服務三類品質，將影響

使用意願與滿意度，同時使用意願與滿意度有與資訊系統對個人與組織影響的淨

利益(net benefits)間有影響與回饋影響的關係11。 

許多研究加以檢驗Delone & McLean (2003)模型中多項假設，以企業使用為

對象，包括McGill, Hobbs, & Klobas (2003)驗證使用者滿意度與使用意願之間的

關係々Almutairi & Subramanian (2005)、Iivarij (2005)等均發現資訊品質與系統品

質顯著影響使用者滿意度々Wu & Wand (2006)以台灣500大企業使用知識管理系

統進行模型驗證並得到支持。在電子化政府研究上，Vaidya (2007)應用該模型並

以之評估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政府的電子採購系統々國內相關研究則包括Wang & 

Liao (2008)從使用者的角度對台灣6個G2C系統（台鐵、電子報稅、全國尌業e網、

電子公路監理網、觀光局、政府入口網）進行績效評估，除系統品質對使用造成

正向影響的假設未顯著外，其餘假設均獲得驗證，然該研究樣本僅有119人。Hsu, 

                                                   
11許多學者曾探討影響個人使用資訊科技的各種因素，包括 Fishbein & Ajzen (1975)理性行動理

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Bandura (1986)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Davis 

(1989)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Ajzen (1991)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Venkatesh & Davis (2000)TAM2、Rogers (1995)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Venkatesh et al. (2003)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因這些理論多著重影響使用意願/行為前置因素，未涉及系統影響，故本研

究在此未加以深入討論，相關前置因素融合在網路服務品質中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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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 Wang (2009) 以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為基礎，使用DEA法對台灣國家檔案

管理局進行系統績效與滿意度分析，發現使用者滿意度與系統績效呈線性相關。  

整理來說，根據IS領域運用DeLone & McLean (2003)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的調

查文獻顯示，三項品質對於個人層面淨利益的影響已經獲得多數研究支持，然在

組織層面上，因文獻缺乏而尚未獲得驗證。  

 

 

 

 

 

 

 

 

 

註〆   為 2003 年的修正模型   為 2008 年新增的關係線 

圖 16〆DeLone & McLean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資料來源〆Petter, S., Delone, W., & Mclean, E. (2008). Measuring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s, dimensions, measur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17(3), p. 238. 

1.2 網路服務品質衡量工具 

因應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許多研究以使用者為核心，發展線上服務品質衡

量指標與工具，透過科技與設計性或商業流程的觀點，並藉由使用者感知網站所

提供服務，來決定線上服務的品質 (Santos, 2003)。相關的衡量工具包含〆

E-SERVQUAL、WebQual、eTailQ、SITEQUAL等。 

1. E-SERVQUAL－Parasuramen, Zeithamel & Berry (PZB, 1985, 1988)提出服

務品質的概念化模式及 SERVQUAL 量表，指出在管理者對服務品質的知覺

及服務傳送給消費者的過程中，存在一系列缺口(gap)，缺口的大小及方向皆

會影響服務品質。隨著網際網路的普遍應用，Zeithaml, Parasuraman, & 

Malhotra (2002)、Parasuraman, Zeithaml, & Malhotra (2005)定義 e 化服務品質

並發展 e-SERVQUAL 量表來衡量網路服務品質，包括〆(1)核心服務量表(Core 

Service Scale)，包含效率(efficiency)、系統可得性(system availability)、履行

(fulfillment)及隱私性(privacy)，衡量顧客對業者傳遞服務品質的知覺々(2)補

償服務量表 (Recovery Service Scale)，包含回應性 (responsiveness)、補償

(compensation)與聯繫 (contact)，衡量顧客有問題或困難時業者的服務

(http://www.businessadvantageuk.biz/Flyers/SQpzb.htm)。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使用意願/

使用情形

使用者

滿意度

淨利益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使用意願/

使用情形

使用者

滿意度

淨利益

http://www.businessadvantageuk.biz/Flyers/SQpz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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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bQual－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0)以 TRA 以及 TAM 為基

礎，提出了 WebQual 量表，包含有用性(usefulness)、易用性(ease of use)、娛

樂性(entertainment)及輔助關係(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等 4 個構面，12 個

指 標 ， 共 計 36 個 衡 量 問 題

(http://www.webqual.co.uk/auctiondemo/startquest.htm) 。 

3. e-TailQ－Wolfinbarger & Gilly (2003)提出零售網站服務品質 e-TailQ 量

表，包含履行/可靠(fulfillment/reliability)、網站設計(website design)、客戶服

務(customer service)及安全/隱私(security/privacy)4 構面 13 指標。 

4. SITEQUAL－Yoo & Donthu (2001)聚焦於購物網站的滿意度研究，提出

SITEQUAL 做為衡量使用者知覺滿意度的工具，衡量購物網站品質 4 大構面

包含易用性(ease of use)、美學設計(aesthetic design)、處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及安全性(security)，共 9 個衡量問題。 

 相關實證研究包括 Collier & Bienstock (2006)、Fassnacht & Koese (2006)

等。後續有學者(Zeithaml & Bitner, 2000; Bansal et al., 2004)進一步探討探討線上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關係。 

1.3 政府網路服務品質/民眾滿意度衡量工具 

類似企業網站服務品質模型與實證研究，各國政府網路服務品質與民眾滿

意度模型與衡量工具亦蓬勃發展，包括〆 

1. 美國電子化政府顧客滿意指標 (egov-ACSI)－egov-ACSI是從美國傳統

顧客滿意度指標(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發展而來，1999

年開始用來衡量政府網站（網站分為電子商務/交易、新聞/資訊、入口

/部門主要網站與徵募/求職四大類型）的滿意度，超過100個美國聯邦

政府機關使用egov-ACSI作為衡量顧客滿意度的工具。egov-ASCI使用

問卷與經濟計量模型兩種方式對顧客滿意度進行分析，問卷包括網站

導覽(navigation)、搜尋(search)、實用功能(functionality)、外觀與感受(look 

& feel)等構面（參見圖17）。 

2. 韓國電子化政府顧客滿意指數(g-CSI)－Kim, Im, & Park (2005)依據

ASCI模型所建立，衡量面向包括資訊(information)、流程(process)與服

務(service)。 

圖 17〆美國電子化政府顧客滿意度模型(e-gov ACSI) 

資料來源〆http://www.theacs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Itemid=150 

 

3. 歐 洲 － e-Government Unit, DG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從需求面衡量電子化政府使用情形與使用者滿意

度，調查對象為民眾（如繳稅）與企業（如公共採購），對使用者滿

意與認知網站服務品質的測量包括可用性(usability)、效益(benefit)與整

http://www.theacs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Itemid=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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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評 估 (overall evaluation) 

(http://archive.cabinetoffice.gov.uk/e-government/)。 

4. EGOVSAT－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認為滿意度的測量

是績效與品質測量的延伸，以電子化政府服務來說，是衡量使用者對政

府所提供的電子化服務的態度。他們提出滿意度衡量模型 EGOVSAT，

衡量面向包括效用(ut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效率(efficiency)、彈性

(flexibility) 及客製化(customization)5大構面，13個指標 35個衡量問題。 

5. 台灣年行政機關網站評獎－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00, 2005)發

展機關網站評比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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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推廣與管理等六大

構面 73 項指標評比排名台灣行政機關。 

相關實證研究眾多，包括 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在官方深度

旅遊系統資訊系統的服務品質與滿意度調查，Barnes & Vidgen (2007)對英國稅

務行政與政策網站進行衡量，Hu et al. (2009)針對香港線上繳稅系統使用者進行

服務品質與繼續使用意願的評估，三者均屬於 G2C面向的應用。國內則有陳啟

光與鄭傑升(2002)、謝玉粟(2002)、謝培仁(2002)、楊菀菁(2004)、黃建國(2006)、

楊明璧與詹淑文(2005)等評估政府入口網站或線上申辦網站的品質或民眾滿意

度。 

Buckley (2003)針對電子化服務品質的文獻進行整理，指出這些研究可歸納

為使用者核心(user-focused)、使用者滿意度(user satisfaction)及結果(outcome)三個

觀點的評估，而這三個觀點的評估，有利潤導向(profit orientation)、相同類型顧

客(homogeneous consumer groups)、可定義的任務(definable tasks)與可衡量的結果

(measurable outcomes)四個假定。雖然電子治理提供的服務也屬於線上服務的一

環，但因政府網站〆(1)並非利潤導向々(2)具有獨占性，缺乏競爭々(3)顧客群廣

大，並非同類型々(4)必頇考慮公帄性等幾項特性，因此在模型與量表的使用上

更頇小心且清楚界定其使用的系絡。 

 

 

 

 

 

 

 

 

 

 

 

Documents/我已接收的檔案/(http:/archive.cabinetoffice.gov.uk/e-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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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根據前述文獻，主要參酌整合 DeLone & McLean (2008)、Heeks (2006)、

Heskett, Sasser, & Schlesinger (1997)、Yeh & Chu (2008)等，發展 G2B外顧客績

效因果理論模型。 

2.1 研究架構 

G2B 外顧客績效因果理論模型（參見圖 18），此研究架構主要由七個構面

所組成，分別為資訊品質、服務品質、系統品質、電子治理短期短期、使用者

滿意度、使用行為與電子治理長期影響，主要以外部顧客滿意度為研究架構的

核心，探討各構面之間的影響關係。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〆 

假設一〆G2B外部顧客感受到的電子治理品質影響其使用情形。 

假說二〆G2B外部顧客人口特質、所屬組織特性、使用行為、及感受的品

質影響外部顧客對電子治理的滿意度。 

假設三〆G2B外部顧客對電子治理的滿意度將對電子治理成果產生影響。 

 

 

圖 18〆G2B外部顧客績效因果理論模型 

2.2 研究方法 

1. 問卷設計 

依據前述模型整理出重要構面，並整合相關研究所提出的衡量變項後，提

出問卷架構如表 48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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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〆問卷架構 

構面 衡量變項                      

系統品質 易用性(ease of use) 

可得性(availibility) 

可靠性(reliability) 

適應性(adaptability) 

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 

系統彈性(flexbility) 

資訊品質 完整性(completeness) 

易理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 

任務適性(fit-to-task) 

正確性(accuracy) 

即時性(timely) 

安全性(security) 

隱私(privacy) 

整體(overall) 

服務品質 保證性(assurance) 

聯繫(contact) 

回應性(responsiveness) 

補償(compensation) 

整體(overall) 

使用情形 使用頻率 

使用行為（又分諮詢使用、搜尋使用） 

使用情境 

顧客滿意度 使用者滿意度 

推薦他人使用 

再使用意願 

其他 

長期影響 信任（政府制度、政府機關） 

整合（系統、採購規劃力、行政機關資料、作業流程、

採購管道） 

參與（授權賦能） 

效率／效能 

透明／課責 

民主 

 

組織變項 廠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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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大小 

成立年限 

區域 

資訊化程度 

人口變項 年齡 

年資 

性別 

 

2. G2B個案資料蒐集與分析 

(1) 背景介紹 

隨著2000年「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的完成，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陸續完成了「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政府採購電子領標暨電子投標系

統」、「共同供應契約公告系統」、「廠商電子型錄系統」及「電子詢報價系統」

等系統。主要目的在杜絕舊時代在大型公共工程招標案地方圍標的情形，並讓政

府招標過程透明化、公帄化、效率化。根據工程會統計101年度全國各機關逾10

萬元採購總案件數計180,201件，總決標金額為1兆3,223億元，其中以公開方式辦

理招標之採購案件占年度總採購件數比率近3年均維持87%以上，以公開方式辦

理招標之採購金額為9,790億元，顯示政府採購在公開化、透明化之作業機制，

已頗具成效。由於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制度之推動，101年度各機關利用共同

供應契約之訂購金額達871億元，較各機關原採購預算節省約16.56%，且低於市

價約16.50%，顯示經由集中採購，發揮大量採購之經濟效益（工程會，2013）。 

在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中推動的優質網路政府計畫（97年至100年），

政府採購網路化被劃分在企業e幫手計畫中，其目的在於整合既有採購四大系統

並提供政府採購單一服務窗口，發行「政府採購公報」電子版，提供線上採購專

屬助理創新服務，主動告知使用者相關採購標案之狀態、時程與資訊，建立採購

行政管理決策支援系統，建立電子契約e化功能，提供開標資格查驗創新功能等

（研考會，2007）。因此，在2008年開始設計第二代的政府電子採購系統，並在

2010年1月1日正式啟用。第二代的電子採購系統加強了第一代電子採購系統在整

合與安全上的不足，也依據「優質網路政府計畫」的理念，加入Web 2.0的概念，

增加了個人化的功能。政府不再只是扮演資訊提供者角色，也應滿足顧客在使用

上的需求，並有義務簡化行政流程與增強廠商資料隱私權及交易安全性。第一代

與第二代系統最大不同在於〆(1)資訊透明公開々(2)個人化服務々(3)主動互動服

務々(4)簡化操作流程々(5)縮短學習曲線々(6)照顧弱勢團體々(7)資訊交換標準々

(8)綠色節能減碳々(9)促進知識分享々(10)報表統計服務（工程會，2009）。 

(2) 抽樣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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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透過工程會取得100年度（至11月底止）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領

投標之決標案件，共計17萬筆資料。依照標案特性（工程、財物、勞務）以及機

關特性（中央、地方、國營事業、各級學校、財團法人）進行分類後，各類分布

情況如表49〆 

 

表 49〆總體分配 

 工程 財物 勞務 總計 

中央 10,888 

(6.26%) 

22,995 

(13.21%) 

20,957 

(12.04%) 

54,840 

(31.51%) 

地方  20,452 

(11.75%) 

14,901 

(8.56%) 

21,222 

(12.19%) 

56,575 

(32.50%) 

國營事業  1,800 

(1.03%) 

18,138 

(10.42%) 

4,336 

(2.49%) 

24,274 

(13.94%) 

各級學校  6,632 

(3.81%) 

14,949 

(8.59%) 

12,531 

(7.20%) 

34,112 

(19.60%) 

財團法人  1,446 

(0.83%) 

1,781 

(1.02%) 

1,052 

(0.60%) 

4,279 

(2.45%) 

總計  41,218 

(23.68%) 

72,764 

(41.80%) 

60,098 

(34.52%) 

174,080 

(100%) 

 

由於研究重點為行政機關，因此只以行政機關進行分析（行政機關與標案

性質的分部情形，請參見表 50）。 

 

表 50〆行政機關與標案性質分配 

 工程 財物 勞務 總計 

中央 10,888 

(9.77%) 

22,995 

(20.64%) 

20,957 

(18.81%) 

54,840 

(49.22%) 

地方  20,452 

(18.36%) 

14,901 

(13.37%) 

21,222 

(19.05%) 

56,575 

(50.78%) 

總計  31,340 

(28.13%) 

37,896 

(34.01%) 

42,179 

(37.06%) 

111,415 

(100%) 

 

本研究的依標案類型與機關特性，將受訪者分成〆中央機關─工程類、中

央機關─勞務類、中央機關─財物類、地方機關─工程類、地方機關─勞務類、

地方機關─財物類等六大類。本研究採用的抽樣方法為分層抽樣，以抽取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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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樣本為目標，依照母體比例計算各類受訪者所需樣本數後，針對上述六大類

樣本進行分層抽樣（抽樣情況請參見表 51）。 

 

表 51〆各類別抽樣 

 工程 財物 勞務 總計 

中央 293 

(9.77%) 

619 

(20.64%) 

564 

(18.81%) 

1,476 

(49.22%) 

地方  551 

(18.36%) 

401 

(13.37%) 

572 

(19.05%) 

1,524 

(50.78%) 

總計  844 

(28.13%) 

1,020 

(34.01%) 

1,136 

(37.06%) 

3,000 

(100%) 

 

(3) 網路問卷執行 

本計畫外部顧客問卷於101年2月29日上線，採用國立政治大學電子計算中心

開發的線上問卷產生器建構本問卷。透過工程會提供的受訪者資料，先以電訪方

式逐一與受訪者取得聯繫，在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將問卷連結與填答相關資訊以

email的方式寄送給受訪者，請受訪者自行至問卷連結填答本問卷，若受訪者取

得問卷連結兩週內都沒有登錄系統填答，則再以電話進行問卷催收。 

為了鼓勵受訪者協助問卷的填答，本研究也規劃了抽獎的活動，獎品包含3

台帄板電腦（頭獎）以及50份全家禮券（普獎），在問卷填答結束後，於101年6

月4日進行抽獎活動，並於101年6月6日公告於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系上網

站上。 

 

3. 資料分析方式 

    分析方法為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ling, SEM)，並以

SmartPLS 2.0 軟體對假設模式中各組變項間的關係進行修正與分析，以了解模

式與實際資料的配適情形。SEM是一個結合了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徑路

分析(path analysis)的方法。過去在檢驗多個變項間的因果模式時，大都採用徑

路分析來處理，但是徑路分析具有變項的測量沒有誤差之假設，使得在實際應

用上受到限制，比貣傳統的徑路分析，SEM除了能考慮測量誤差之外，而且還

能提供模式的適合度指標(fit indicators)以及模式的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icators)，其最大優點在於能同時處理一系列依變項間的關係，特別是當某一

個依變項在研究程序中變成自變項時（陳正昌，程炳林，1998）。這些優點對

於理論模式的建構具有很大的幫助。本研究以部分最小帄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 PLS)對研究模式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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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樣本結構 

1. 受訪者廠商基本資料分析 

    依據資料回收 430 份樣本，扣除完全未填答者，共以 372 份樣本進行分析，

惟各題有效樣本不一，以下分析皆以各題有效樣本為分母。在產業規模部分，

本問卷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98 年修訂），以僱用員工數來分，「經常

僱用員工數未滿一百人者」屬於中小企業，「經常僱用員工數一百人以上者」屬

於大型企業，有 82.3%的受訪者屬於中小企業，17.7%受訪者屬於大型企業々又

中小企業的資本額與營業額的標準分別為「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者」與「非前列行業且前一年營業額在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者」，有 77.9%的受訪者屬於中小企業，22.1%屬於大型企業。 

    在產業類別部分，姑且不論難以概括的其他類12，服務業為最多(31.1%)，

其次為製造業(13.1%)々在成立年限部分，以成立 11~20 年公司最多，佔了有效

樣本的 34.1%々而在本調查中，多數受訪者的廠商位於北部區域，佔了有效樣

本的 52.0%，詳細數據如表 52。 

 

表 52〆受訪廠商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貴公司目前所有

員工人數〇 

 

一百人以下 302 82.3 

一百到兩百人 18 4.9 

兩百人以下 3 .8 

兩百人以上 44 12.0 

貴公司資本額〇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 

29 7.9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 

124 33.8 

非前列行業且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 

52 14.2 

非前列行業且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 

162 44.1 

請問貴公司是屬

於下列哪種產

業〇（前三） 

其他 160 40.5 

服務業 114 31.1 

製造業 48 13.1 

                                                   
12 原統計結果呈現其他類次數最多，佔 43.6%，可能是因為受訪者無法對自己的產業依照問卷

選項予以歸類，因此大多填答其他類，本文傾向先以問卷中明確列出的產業選項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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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請問貴公司成立至

今已多少年〇 

 

1~10年 108 29.4 

11~20年 125 34.1 

21~30年 66 18.0 

31年以上 68 18.5 

貴公司所在區域

為〇 

 

北部 191 52.0 

中部 66 18.0 

南部 88 24.0 

東部 10 2.7 

其他 12 3.3 

 

2. 公司資訊化程度與與電子採購情況 

    有將近六成的受訪廠商，其員工使用電腦工作的比例超過八成々在公司內

部使用網路互動的程度上，只有 13.9%的受訪者認為公司內部透過網路互動並

不頻繁々也只有 11%的受訪者認為公司透過網路與外部互動的程度並不頻繁，

此反映了當下有相當比例的企業透過電腦和網路來進行作業，顯現出電子化作

業流程的趨勢。另外，受訪廠商藉由電子採購網得標的標案佔其公司業務總金

額與政府標案總金額之比例，各比例區間的樣本百分比相去不遠，並未有較突

出的項目，詳細數據如表 53。 

 

表 53〆公司作業流程電子化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貴公司員工

使用電腦工

作的比例〇 

 

兩成以下 29 7.9 

兩成到四成 24 6.5 

四成到六成 46 12.5 

六成到八成 51 13.9 

八成到十成 217 59.1 

貴公司是否

使用下列類

別的軟體環

境〇 

 

資 源 規 劃 相 關 系 統  (Resource 

Planning) ，例如〆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商務智

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50 13.6 

電子商務相關系統 (E-commerce)，例

如〆數位收據 (digit receipts)，企業即

時通訊 (Instant Messaging) 

99 27.0 

其他，包括作業系統(Linux)，監控系

統等特殊應用 

218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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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貴公司內部透過

網路互動〇 

 

非常不頻繁 17 4.6 

不頻繁 34 9.3 

普通 98 26.7 

頻繁 124 33.8 

非常頻繁 94 25.6 

貴公司透過網路

與顧客或其他公

司的互動〇 

 

非常不頻繁 13 3.5 

不頻繁 24 6.5 

普通 126 34.3 

頻繁 132 36.0 

非常頻繁 72 19.6 

透過電子採購得

標的標案，佔貴

公司業務總金額

比例〇 

 

兩成以下 72 19.6 

兩成到四成 82 22.3 

四成到六成 72 19.6 

六成到八成 77 21.0 

八成到十成 64 17.4 

透過電子採購得

標的標案總金

額，佔貴公司政

府標案總金額比

例〇 

兩成以下 65 17.7 

兩成到四成 63 17.2 

四成到六成 70 19.1 

六成到八成 89 24.3 

八成到十成 80 21.8 

3.2 敘述統計 

1. 使用電子採購網之情形 

(1) 受訪廠商使用狀況與頻率 

    有高達 95.4%的受訪廠商表示，曾經使用過電子採購網的標案查詢功能，

在是否為自發性使用電子採購網的部分，有 76.6%的受訪廠商為自發性地使用。 

    在使用頻率上，有 50.0%的受訪廠商一星期大約花 3 小時以內使用電子採

購網，帄均來看，有 50.0%的受訪廠商每天花至少半小時使用該系統，並於填

答問卷的近一個星期內，多數受訪廠商(81.1%)正剛使用過電子採購網。因此，

從使用狀況與使用頻率來看，皆顯示該系統在企業採購業務上確實扮演了相當

重要的角色。詳細數據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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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使用狀況與頻率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政

府電子採購網的標案

查詢功能〇 

有 355 95.4 1.05 0.04 

沒有 17 4.6 

請問您一個星期大約

有多少時間使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〇 

3 小時以下 186 50.0 1.70 0.61 

4~6 小時 112 30.1 

7 小時以上 74 19.9 

您於近一個星期內，
是否在政府電子採購

網找過資料(例如查

詢標案、線上比減…

等)〇   次（若未曾

從事該項行為，請填

入 0） 

0 次 74 19.9 2.35 1.28 

1~5 次 163 43.8 

6~10 次 89 23.9 

11~15 次 16 4.3 

16~20 次 14 3.8 

20 次以上 10 2.7 

請問，您是否是自發
性地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〇 

是 285 76.6 1.23 0.18 

否 87 23.4 

 

(2) 受訪廠商使用意見 

    有超過八成的受訪廠商同意企業透過電子採購網來進行採購是一種未來趨

勢，並僅有不到一成的受訪廠商不同意因為受到政府大力推行的影響，而決定

使用電子採購網，顯示政府的宣導與推行著實影響企業對電子採購系統的認知

與使用行為，詳細數據如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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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的使用意見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企業透過政府電子

採購網來採購是一

種未來趨勢。 

 

非常不同意 9 2.4 4.13 0.85 

不同意 5 1.3 

普通 39 10.5 

同意 179 48.1 

非常同意 137 36.8 

無意見 3 0.8 

因為政府大力推

行，而影響了您決
定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 

 

非常不同意 7 1.9 3.42 1.52 

不同意 26 7.0 

普通 91 24.5 

同意 178 47.8 

非常同意 46 12.4 

無意見 24 6.5 

 

2. 電子採購系統品質構面 

(1) 電子採購網之系統品質 

    在系統品質方面，本文以六個面向來測量，分別為易用性(ease of use)、可

得性(avail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適應性(adaptability)、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及系統彈性(flexbility)。 

    從「易用性」來看，有 72.0%的受訪者認為透過電子採購網進行領投標作

業是容易的々在「可得性」方面，有 77.4%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提供的領

投標服務是 24 小時不中斷的々在「可靠性」方面，有 74.7%的受訪者認為電子

採購網所提供的各項領投標服務是相當可靠的々在「適應性」方面，有 65.0%

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各項領投標服務容易上手々在系統「回應時

間」上，有 54.3%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的網頁讀取速度相當流暢々至於在

系統「彈性」上，只有 30.4%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的個人化介面程度高，

最多受訪者(55.9%)則認為電子採購網的個人化介面程度普通而已。  

綜合前述數據，歸納受訪者對電子採購網的品質面向上各項分析，可以發

現受訪者無論在易用性、可得性、可靠性、適應性和回應時間上都較持正面的

看法，僅有在系統彈性上受訪者認為是持帄水準而已。詳細數據可見表 56。 

 

表 56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系統品質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透過政府電子採購

網進行領投標作業

非常不容易 1 0.3 3.76 1.02 

不容易 16 4.3 

普通 9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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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容易〇  

 

容易 178 47.8 

非常容易 77 20.7 

無意見 10 2.7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提

供的領投標服務是

24 小時不中斷的〇 

非常不同意 1 0.3 3.60 1.78 

不同意 14 3.8 

普通 46 12.4 

同意 211 56.7 

非常同意 66 17.7 

無意見 34 9.1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各項領投標

服務是否可靠〇 

  

非常不可靠 0 0.0 3.78 0.79 

不可靠 6 1.6 

普通 78 21.0 

可靠 228 61.3 

非常可靠 50 13.4 

無意見 10 2.7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各項領投標服

務是否容易上手〇 

非常不容易 3 0.8 3.66 0.76 

不容易 14 3.8 

普通 107 28.8 

容易 201 54.0 

非常容易 41 11.0 

無意見 6 1.6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的網

頁讀取速度是否流

暢〇 

 

非常不流暢 3 0.8 3.48 0.85 

不流暢 25 6.5 

普通 140 36.2 

流暢 178 46.0 

非常流暢 32 8.3 

無意見 9 2.3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的個

人化介面程度〇 

非常低 7 1.9 3.10 0.99 

低 27 7.3 

普通 208 55.9 

高 96 25.8 

非常高 17 4.6 

無意見 17 4.6 

 

(2) 電子採購網之資訊品質 

    在資訊品質的方面，本文以八個面向來測量，分別為完整性(completeness)、

易理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任務適性(fit-to-task)、正確性(accuracy)、即時

性(timely)、安全性(security)、隱私(privacy) 及整體(overall)。這些變項的測量方

式是從受訪者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經驗與受訪者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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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別來討論受訪者的感受品質。  

      首先尌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的「完整性」方面，有 68.6%的受訪者認為

網站提供的資訊相當完整々而在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料完整性來

看，約有五成（49.7%）的受訪者認為完整。顯示受訪廠商認為網站之資訊完整

性勝過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料完整性，詳細數據可見表 57。 

 

表 57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完整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完整〇 

 

非常不完整 2 0.5 3.67 0.83 

不完整 14 3.8 

普通 92 24.7 

完整 215 57.8 

非常完整 40 10.8 

無意見 9 2.4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完整〇 

 

非常不完整 2 0.5 3.32 1.16 

不完整 17 4.6 

普通 146 39.2 

完整 164 44.1 

非常完整 21 5.6 

無意見 22 5.9 

 

    在「易理解性」方面，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69.7%的受訪

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容易了解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

交涉經驗上，有五成（50.0%）的受訪者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

訊容易了解。綜合受訪者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易理解性上的看法，多數受訪

者認為無論是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標案資訊或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

供的資訊是相當容易理解的，詳細數據可見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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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易理解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容易了解〇 

非常不容易 1 0.3 3.72 0.72 

不容易 10 2.7 

普通 95 25.5 

容易 216 58.1 

非常容易 43 11.6 

無意見 7 1.9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容易了

解〇 

非常不容易 3 0.8 3.31 1.15 

不容易 17 4.6 

普通 144 38.7 

容易 169 45.4 

非常容易 17 4.6 

無意見 22 5.9 

 

    在「任務適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68.8%的受訪者

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符合需求的，並沒有任何受訪者認為

完全不符合需求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有 53.0%的受訪

者認為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是符合自己需求。綜合上述數據，無論從受訪者使用

電子採購網的經驗上或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大多數受訪者皆

認為符合他們需求，僅有少部分的受訪者認為不符合需求，詳細數據可見表 59。 

 

表 59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任務適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符合您的需求〇 

 

非常不符合 0 0.0 3.67 0.77 

不符合 9 2.4 

普通 97 26.1 

符合 223 59.9 

非常符合 33 8.9 

無意見 10 2.7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符合您

的需求〇 

非常不符合  3 0.8 3.38 0.07 

不符合 6 1.6 

普通 144 38.7 

符合 173 46.5 

非常符合 24 6.5 

無意見 22 5.9 

 



98 

 

    在「正確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76.1%的受訪者認

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正確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交涉經

驗上，有 52.9%的受訪者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正確」。詳細

數據可見表 60。 

 

表 60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正確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正確〇 

 

非常不正確 0 0.0 3.76 0.82 

不正確 2 0.5 

普通 74 19.9 

正確 244 65.6 

非常正確 39 10.5 

無意見 13 3.5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正確〇 

 

非常不正確 1 0.3 3.37 1.14 

不正確 5 1.3 

普通 145 39.0 

正確 179 48.1 

非常正確 18 4.8 

無意見 24 6.5 

 

    在即時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51.4%的受訪者認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相當即時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交涉經

驗上，不到一半的的受訪者(44.5%)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相當

即時，與普通意見相當，顯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在這方面仍有待加強。詳細

數據可見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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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〆  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即時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即時〇 

非常不即時 0 0.0 3.44 0.99 

不即時 21 5.6 

普通 142 38.2 

即時 162 43.5 

非常即時 33 8.9 

無意見 14 3.8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

您對標案內容有疑

問時，標案承辦單位

/承辦人所提供的資

訊是否即時〇 

 

非常不即時 3 0.8 3.27 1.09 

不即時 23 6.2 

普通 162 43.5 

即時 145 39.0 

非常即時 20 5.4 

無意見 19 5.1 

 

    在「安全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高達七成的受訪者

認為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線上領標作業是安全的，沒有任何一個受訪者認

為非常不安全々至於線上投標作業的安全性上，僅有 29.0%的受訪者認為安全，

無意見者反而較多，顯示在安全性的感受品質上，較多的受訪者是持較為保留

的態度。詳細數據可見表 62。 

 

表 62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安全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進行線上領標作

業 是 否 安 全 〇

(N=372) 

非常不安全 0 0.0 3.58 1.36 

不安全 5 1.3 

普通 80 21.5 

安全 220 59.1 

非常安全 40 10.8 

無意見 27 7.3 

依您的使用經驗，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進行線上投標作

業 是 否 安 全 〇

(N=372) 

非常不安全 3 0.8 2.15 3.13 

不安全 29 7.8 

普通 96 25.8 

安全 89 23.9 

非常安全 19 5.1 

無意見 136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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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隱私」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效樣本 372 份），有

42.0%的受訪者同意政府電子採購網能保護公司資料隱私的安全，所佔比例並不

高，最多（37.1%）受訪者並不認為資料隱私有特別受到保護，顯示本系統在這

部分仍有待加強。詳細數據可見表 63。 

 

表 63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隱私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能

保護您公司資料隱

私的安全。 

 

非常不同意 1 0.3 2.97 2.60 

不同意 20 5.4 

普通 138 37.1 

同意 132 35.5 

非常同意 24 6.5 

無意見 57 15.3 

 

    最後，對於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整體資訊品質，有 52.7%的受訪者認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々而在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整體資

訊品質上，有 41.7%的受訪者認為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持普通意見者較

之為多，可以發現整體來說，電子採購網與機關單位在資訊品質這方面，表現

未稱突出。詳細數據可見表 64。  

 

表 64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整體資訊品質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整體來說，您認為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資訊品質高

低〇 

非常低 1 0.3 3.39 1.18 

低 3 0.8 

普通 148 39.8 

高 170 45.7 

非常高 26 7.0 

無意見 24 6.5 

整體來說，您認為

標案承辦單位/承辦

人所提供的資訊品

質高低〇 

 

非常低 1 0.3 3.22 1.17 

低 18 4.8 

普通 174 46.8 

高 135 36.3 

非常高 20 5.4 

無意見 2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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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採購網之服務品質 

    在服務品質方面，本文以用保證性、聯繫、回應性、補償等四項變項來衡

量，同樣分成從受訪者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經驗與受訪者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

人接觸經驗分別來討論。 

    首先從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保證性」來看，有 50.3%的受訪者認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能對其線上服務品質提供良好的保證，顯示本系統在保證性上受

訪者抱持肯定的態度。詳細數據可見表 65。 

 

表 65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保證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能對

其線上服務品質提

供良好的保證〇 

非常不同意 0 0.0 3.25 1.53 

不同意 9 2.4 

普通 140 37.6 

同意 163 43.8 

非常同意 24 6.5 

無意見 36 9.7 

 

    在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連繫上，有 44.6%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

所提供的聯繫管道是足夠的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有

48.4%的受訪者認為聯繫管道暢通，綜合上述數據，皆不到五成的受訪者給予正

面評價，顯示電子採購系統無論在受訪者自身的使用經驗或與標案承辦單位/承

辦人的交涉經驗上都可再加強。詳細數據可見表 66。 

 

表 66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聯繫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聯繫管道是

否足夠〇 

 

非常不足夠 2 0.5 3.13 1.27 

不足夠 27 7.3 

普通 143 38.4 

足夠 151 40.6 

非常足夠 15 4.0 

無意見 34 9.1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與標案承

辦單位 /承辦人的

聯繫管道是否暢

通〇 

非常不流暢 1 0.3 3.32 1.11 

不流暢 25 6.7 

普通 147 39.5 

流暢 156 41.9 

非常流暢 24 6.5 

無意見 1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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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回應性」上，有 33.7%的受訪者認為當使用政

府電子採購網遭遇問題時，能很快得到系統人員的回應，々而在機構的回應性

方面，有 46.8%的受訪者認為當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能很快獲得標案承辦單

位/承辦人的回應，可以發現在回應性上，受訪者認為標案承辦單位的回應速度

來的比系統人員快。詳細數據可見表 67。 

 

表 67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回應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 您 的 使 用 經

驗，當您在使用政

府電子採購網遭

遇問題時，能很快

得到系統人員的

回應〇 

 

非常不同意 2 0.5 2.56 2.72 

不同意 25 6.7 

普通 125 33.6 

同意 101 27.2 

非常同意 24 6.5 

無意見 95 25.5 

依 您 的使 用 經

驗，當您對標案

內容有疑問時，

能很快獲得標案

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回應〇 

非常不同意 1 0.3 3.30 1.15 

不同意 26 7.0 

普通 151 40.6 

同意 148 39.8 

非常同意 26 7.0 

無意見 20 5.4 

 

    在「補償性」方面分成回應性與態度面向，對電子採購系統上，分別有 46.5%

與 48.4%的受訪者認為系統人員的回應是有幫助以及有禮貌的々而在與標案承

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有 64.8%與 53.5%的受訪者認為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回應是有幫助以及有禮貌的，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系統人員或機關人員

的回與態度是持正面的看法，但機關整體評價來的比系統優。詳細數據請參見

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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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補償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系

統人員的回應對您

來說是否有幫助〇 

 

非常沒幫助 0 0.0 2.76 2.97 

沒幫助 11 3.0 

普通 94 25.3 

有幫助 141 37.9 

非常有幫助 32 8.6 

無意見 94 25.3 

依您的使用經驗，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回應對您來說是

否有幫助〇 

 

非常沒幫助 0 0.0 3.55 1.07 

沒幫助 10 2.7 

普通 102 27.4 

有幫助 211 56.7 

非常有幫助 30 8.1 

無意見 19 5.1 

依您的使用經驗，系

統人員回應您的問

題（以電話、電子郵

件等方式）時是否有

禮貌〇 

 

非常沒禮貌 0 0.0 2.70 3.33 

沒禮貌 2 05 

普通 81 21.8 

有禮貌 144 38.7 

非常有禮貌 36 9.7 

無意見 109 29.3 

依您的使用經驗，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回應您的問題（以電

話、電子郵件等方

式）時是否有禮貌〇 

非常沒禮貌 0 0.0 3.36 1.32 

沒禮貌                                             4 1.1 

普通 140 37.6 

有禮貌 174 46.8 

非常有禮貌 25 6.7 

無意見 29 7.8 

 

在電子採購網整體的服務品質上，亦分成系統和機關面向，在系統方面，

有 49.2%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服務品質「高」，也有相當比例的受訪

者(40.1%)認為「普通」々 而在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方面，有

39.5%的受訪者認為其所提供的服務品質高，更有 48.4%的受訪者認為普通，可

以看出無論系統或機關面向，大多數的受訪者對二者提供的服務品質並未給予

高度的評價，顯示系統與機關在該面向上仍有改善的空間，詳細結果見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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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整體服務品質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 的 服務 品質 高

低〇 

 

非常低 1 0.3 3.30 1.39 

低 9 2.4 

普通 149 40.1 

高 155 41.7 

非常高 28 7.5 

無意見 30 8.1 

整體來說，您認為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所提供的服務品質

高低〇 

 

非常低 1 0.3 3.17 1.20 

低 17 4.6 

普通 180 48.4 

高 131 35.2 

非常高 16 4.3 

無意見 27 7.3 

 

3. 受訪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的滿意度 

    本文對電子採購系統的滿意度分為使用者滿意度、推薦他人使用的意願、

再使用意願及對領標收費標準的滿意度，以下茲分別說明。 

(1) 電子採購系統使用者滿意度 

     整體而言，69.0%的受訪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感到滿意，26.3%感到普通，

1.9%感到不滿意，也有 2.7%表示無意見々而對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滿意

度上，54.1%的受訪廠商感到滿意，40.1%感到普通，2.1%感到不滿意，另有 3.7%

表示無意見，與對電子採購系統的滿意度相較之下，略為遜色，但整體來說，

不論是對系統或對標案承辦單位，都能維持中間水帄的滿意度。詳細數據可見

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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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的使用滿意度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整體而言，您是否滿

意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服務〇 

 

非常不滿意 0 0.0 3.69 0.77 

不滿意 7 1.9 

普通 98 26.3 

滿意 220 59.1 

非常滿意 37 9.9 

無意見 10 2.7 

整體而言，您是否滿

意標案承辦單位/承

辦人所提供的服務〇 

 

非常不滿意 0 0.0 3.48 0.85 

不滿意 8 2.2 

普通 150 40.3 

滿意 175 47.0 

非常滿意 26 7.0 

無意見 13 3.5 

 

(2) 推薦他人使用與再使用電子採購系統的意願 

    有 44.7%的受訪廠商至少有六成意願向他人推薦使用電子採購網，並有

58.3%的受訪廠商至少有六成的可能性向同事推薦與承辦單位/承辦人尋求協

助。而於廠商本身再使用電子採購網的意願上，有 78.8%受訪廠商至少有六成

的意願繼續使用電子採購網，並有 62.4%的受訪廠商若遇到標案上問題，至少

有六成的可能性向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尋求協助。可因此推論，廠商對電子採

購系統具有一定水準以上的滿意度，進而願意推薦他人與繼續使用該系統。詳

細數據請見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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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〆廠商推薦他人與繼續使用電子採購系統之意願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您推薦其他人使用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

可能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47 12.6 3.22 1.54 

兩成到四成 52 14.0 

四成到六成 107 28.9 

六成到八成 104 28.0 

八成到十成 62 16.7 

若您的同事遇到標

案上的問題，您推

薦他向標案承辦單

位/承辦人尋求協助

的可能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28 7.5 3.65 1.39 

兩成到四成 26 7.0 

四成到六成 101 27.2 

六成到八成 111 29.8 

八成到十成 106 28.5 

您繼續使用政府電

子採購網的可能性

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14 3.8 4.24 1.20 

兩成到四成 20 5.4 

四成到六成 45 12.1 

六成到八成 77 20.7 

八成到十成 216 58.1 

若您再次遇到標案

上的問題，您向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尋求協助的可能性

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24 6.5 3.76 1.47 

兩成到四成 35 9.4 

四成到六成 81 21.8 

六成到八成 100 26.9 

八成到十成 132 35.5 

 

(3) 對現行電子領標收費標準的滿意度 

    只有 23.7%受訪廠商對現行的電子領標收費標準感到滿意，48.7%感到普

通，15.3%感到不滿意々在電子領標收費這部分，仍有可加強、改善的空間。詳

細數據可見表 72。 

 

表 72〆電子領標收費滿意度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現行的電子領標

收費標準，您是否

滿意〇  

非常不滿意 17 4.6 2.89 1.13 

不滿意 57 15.3 

普通 181 48.7 

滿意 88 23.7 

非常滿意 10 2.7 

無意見 1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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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分析結果 

1. 構面信效度 

在問卷信度的部分，本研究以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

Cronbachs Alpha 進行信度檢驗，依據過往研究建議 CR 值在 0.7 以上是可以接

受的範圍(Nunnally, 1978)。Crobach Alpha 係數為一種測量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分

析方法。信度代表測驗的可靠性、穩定性與一致性。Crobach Alpha 係數愈高，

代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愈佳。通常 Crobach Alpha 係數要大於 0.7 以上，代表此

量表構面具良好的信度。表 73 顯示各構面的 CR值都大於理論建議可接受的範

圍之內，且 Cronbachs Alpha 除了使用行為構面與滿意度構面之外，皆大於 0.7，

由此顯現出本研究所發展的問卷是具有良好信度。 

在問卷效度的部分，本研究是以帄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進行效度檢驗，根據文獻建議，AVE 值要大於 0.5 為可以接受的範圍。從

表 73 可以發現各個構面的 AVE 值皆大於 0.5。整體而言，本研究所發展的問卷

不論在信度與效度上，大致都符合理論的要求。表 73 中對應題號的部分，英文

與數字編號皆對應問卷的內容，請參見附錄八。 

 

表 73〆各構面信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名稱 對應題號 Cronbachs Alpha AVE 值 CR值 

使用行為(B) A3、A7 0.43 0.63 0.78 

資訊品質(IQ) B17-B24 0.85 0.50 0.88 

長期影響(LI) E56-E59 0.90 0.77 0.93 

滿意度(SA) D43-D45、D49 0.69 0.51 0.81 

短期影響(SI) E51-E55 0.83 0.60 0.88 

服務品質(SQ) B26-B29 0.83 0.57 0.87 

系統品質(SYQ) B10-B16 0.83 0.50 0.87 
註〆對應題號中，英文與數字編號皆對應問卷的內容，請參見附錄八。 

 

2. G2B外部顧客績效評估因果模型驗證 

以下將呈現模型分析結果，包含服務品質、系統品質、資訊品質、電子治

理短期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使用行為與電子治理長期影響間之關係。各個構

面之間的路徑係數，請參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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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〆G2B外部顧客績效評估因果模型路徑圖 

 

在電子治理短期影響的部分，資訊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26々服務品質的路

徑係數為 0.16々 系統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08々 使用者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0.25，

其中系統品質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其餘構面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比較達

統計顯著意義的路徑係數，其影響力依序為資訊品質的 0.26、使用者滿意度的

0.25、服務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16。 

 在使用者滿意度的部分，資訊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41々服務品質的路徑係

數為 0.07々系統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29々使用行為的路徑係數為 0.02，其中服

務品質、使用行為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構面達統計上的

顯著意義。比較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的路徑係數，其影響力依序為資訊品質的

0.41、系統品質的 0.29。 

 在使用行為的部分，資訊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02々服務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14々系統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08，只有服務品質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資訊

品質與系統品質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 

 在電子治理長期影響的部分，電子治理短期影響的路徑係數為 0.77々使用

者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0.12，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比較兩者路徑係數，其

影響力依序為電子治理短期影響的 0.77、使用者滿意度的 0.12。 

 依據上述模型驗證結果〆 

假設一〆G2B外部顧客感受到的電子治理品質影響其使用情形。 

獲得部分支持，因為只有服務品質對於使用情形有影響力々資訊品質與系

統品質對於使用情形的影響不顯著。 

假說二〆G2B外部顧客人口特質、所屬組織特性、使用行為、及感受的品

質影響外部顧客對電子治理的滿意度。 

資訊品質 

使用者滿意
度 

系統品質 

電子治理短
期影響 

電子治理長
期影響 

服務品質 

0.77
*

 

使用行為 

0.26
*

 

0.25
*

 

0.02 

0.12
*

 

0.41
*

 

0.02 

0.16
*

 

0.07 

0.14
*

 

0.08 

0.29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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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部分支持，因為只有系統品質與資訊品質對於使用者滿意度有影響

力々服務品質與使用行為對於使用者滿意度的影響不顯著。 

假設三〆G2B外部顧客對電子治理的滿意度將對電子治理成果產生影響。 

此研究假設獲得支持，研究結果顯示電子治理的滿意度會對電子治理成果

產生影響，不論是電子治理的短期影響或是長期影響，且為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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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1. 系統改進面向 

從前述模型分析結果可以知道，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對於使用者滿意度有

正向影響，也尌表示當廠商感受到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越

好，他們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的滿意度尌越高，且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兩因素

相較之下，又以資訊品質對於使用者滿意度的影響力最大，因此，為了提高使

用者滿意度，可以藉由提升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品質著手。從敘述統計的結

果，可以發現在資訊品質的部分，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整體資訊品質，只有

52.7%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々而在標案承辦單位/

承辦人所提供的整體資訊品質上，有 41.7%的受訪者認為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品

質高，持普通意見者較之為多，可以發現整體來說，電子採購網與機關單位在

資訊品質這方面，表現未稱突出。且在安全與隱私的部分，受訪者的肯定程度

都不高，顯示本系統在這部分仍有待加強，應對資訊的安全與隱私進行改善。 

2. 政府應如何改進短期影響的影響因素 

從模型驗證結果可以發現服務品質、資訊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對於電子治

理短期影響有正向影響，也尌是當廠商感受到政府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資訊

品質越好、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滿意度越高，則能提高對於電子治理的短期

影響，其中又以資訊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的影響力最大，因此，政府除了應加

強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品質之外，也應該提升使用者滿意度，如使用政府電

子採購網所獲得的服務、電子領標收費標準等，當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品質

與使用者的滿意度能提升時，也尌能提高電子治理的短期影響。 

3. 使用者行為對滿意度影響不顯著 

從模型驗證結果發現使用者行為對滿意度影響不顯著，可能原因是因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的使用，對廠商而言這是強制性的，要投標政府的標案，都必頇

使用此電子化系統，因此導致使用者行為對滿意度影響不顯著。科技接受模型

2 中認為，當系統使用為強制性性質時，在模型中尌不需要特別考量使用者的

使用意圖(Venkatesh & Davis, 2000)。 

4. 強化電子治理短期影響 

從模型驗證結果可以發現使用者滿意度與電子治理短期影響對於電子治理

長期影響有正向影響，也尌是說當使用者滿意度越高，且電子治理短期影響抱

持越正面的看法，對於電子治理長期影響尌有越正面的影響。且使用者滿意度

與電子治理短期影響兩者相比，電子治理短期影響對於電子治理長期影響的影

響力更大，為了提升電子治理長期影響，政府應該加強電子治理短期影響，使

廠商在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時，能增加對於政府、機關的信任、並促使廠商在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有助於將公司內部資源、作業流程與電子系統進行整

合，若能使廠商感受到使用電子採購網的效益提升，對於電子治理長期影響將

有更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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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成果報告 

第一章 文獻分析─發展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績效評估整合模型 

1.1 影響內部顧客滿意度因素 

1. 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定義、來源國外最早是由 1976 年 Cooper & Marshall 提出，對工

作壓力定義為〆工作壓力表示環境因素衝擊到個人且個人會做出相當的反應（包

含生理、心理），Manfred (1979)對工作壓力定義為〆工作壓力是來自於個人要

去適應環境時所發生的失衡(imbalance)現象，而研究工作壓力的現象或是定義

大多是使用「生理」「心理」反應來測量，例如〆Beehr & Newman (1978)將重

新詮釋工作壓力〆工作相關因素與工作者之間互動，導致破壞、改變工作者本

身「生理、心理」狀態，逼迫工作者必頇違背原本意願的一種狀況。Greenberg 

& Baron (1995)更進一步提出壓力尌是個體和外界接觸後導致情緒、認知和生理

三方面交互作用的一種反應形式，在工作壓力產生後， Jeremy (2005)在近年來

提出工作壓力會進一步導致工作上不正常的行為。 

國內學者對於工作壓力定義與國外學者大致一致，皆從生理、心理反應推

估工作壓力的產生，例如〆張瑞芬(1989)，視工作壓力為工作者和工作環境關係

之間不協調現象，劉玉惠(1991)認為工作壓力可視為工作環境的特性，提供一個

對個體的脅迫而產生的現象，黃榮真(1992)，指因工作相關因素而引貣的壓力，

促使外在環境的要求與個人內在的能力，產生交互作用隻差異，而導致不帄衡

狀態。黃清信(1993)，認為工作壓力為個人主觀知覺到工作環境之需求（限制或

機會）與個人能力（或期望）能配合，因而破壞了原先個人在生理、心理及行

為上的穩定狀態，而改變一種不穩定狀態。 

綜觀上述國內外學者定義，本研究認為工作壓力為工作環境或是工作需求

改變與個人能力或是情感不帄衡導致的一種狀態（包含生理及心理）。因本研

究對象是公務人員，且研究案例著重在政府採購及電子採購網使用，主管機關

會要求下屬使用資訊科技來滿足工作需要，因此工作定義偏向使用「工作需求」

方向設定。 

Matteson & Ivancevich (1988)，提出對於工作壓力來源分成組織內外，內部

包含〆工作本質（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工作負荷）々 組織架構（官僚、政策）、

報酬制度（過失負責、不公帄的獎懲）々人力資源（不充足的升遷機會、缺乏

教育訓練）々領導風格（不佳的的人際關係、缺乏互相尊重）。而組織外因素

包含〆家庭關係、經濟問題、法律問題。 

另外 Greenberg (1999)，也提出七項工作壓力原因〆 

(1) 職業要求〆例如技術性、危險性較高者警察、消防隊、醫生相較於一般

辦公室職員壓力可能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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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與非工作之間的衝突〆指一個人面對工作要求和家庭之間的「角色

衝突」，有時候是兩邊責任、時間重疊。 

(3) 曖昧角色〆工作場域中角色權責之不確定性。 

(4) 工作過量或是「不足」〆工作過量表示工作者在一定的時間內無法完成

工作上所要求任務導致壓力累積，而工作不足則顯示工作者的能力超出

被指派任務，可能造成無聊。 

(5) 對他人責任〆面對上級機關（經理）之要求可能比一般組織內要求的工

作內容壓力更為沈重。 

(6) 缺乏社會支持〆研究顯示，當一個人相信他在工作中擁有友誼或支持

時，因應壓力的能力也會增加。 

(7) 性別上困擾〆性別差異可能造成直接冒犯、性別歧視，導致影響工作能

力。 

國內諸多研究對於工作壓力來源也大致分為工作內因素、工作外因素（陳

彰儀，1995々陸洛 1997々藍采風 2003），同時，本研究所要發放問卷對象皆為

公家機關人員，針對公務人員其工作壓力來源，除上述主要項目〆工作本質、

組織因素（結構、氣氛）、個人角色（生涯發展、人際關係、角色衝突）、組

織外因素（家庭、經濟），還必頇輔以如機關制度（林標油，2004），以及各

種不同法律規定，對於公務人員最重要的工作方針尌是「依法行政」，因此，

也必頇將法規納入工作壓力討論。此外，本研究討論電子化政府推行< 

關於公部門內部和推動電子化政府後公務人員可能面臨的全新工作壓力加

以敘述。 

(1) 法令因素〆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辦理各項業務均有法令規範，在本研究

中除了《公務員服務法》還包含了《政府採購法》、《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以及在 2012 年 10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有別於一般民間企業，公務人員確實在制度層面上面臨更大的挑戰。 

(2) 組織政治〆早在 1976 年 Cooper 尌已經談到工作場域內會有一些脈絡因

素導致工作壓力漸增，而逐漸被討論是從 1994 年 Ferris, Frink, Gilmore, 

& Kacmar 文章談到，而 Vigoda (2002)，對於組織政治重新詮釋〆員工

難以適應或是符合這種工作環境問題，因為組織中充滿不公帄或是投資

報酬不符合情況，而形成工作倦怠、不滿。而在公部門領域可能面臨到

上司對於同樣年資的人員是否升遷握有決定性權力，從 Ferris (1989)談

到，對於工作者會產生一種對於未來難以預測的能力 (inability to 

forecast future situations)，因此作者認為此項為討論公務人員工作壓力

來源相當重要一點。 

(3) 資訊、科技使用〆本研究著眼在對於政府採購網以及其流程滿意度探

討，公務人員面臨到是否有使用網站的能力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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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牽涉到公務人員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內部滿意

度研究，因此在工作壓力定義、工作壓力來源都必頇考量到「公務員」本身的

特殊條件，總歸來說，本研究將工作壓力來源設定為下列幾項〆 

(1) 工作本質〆工作環境、工作負荷、時間壓力、技術要求。 

(2) 法律因素〆對於需要注意法律規章不熟悉、擔心觸法。 

2. 組織管理 

Wagenheim & Reurink (1991)在探討公部門顧客服務一文中提到，以往對於

顧客服務管理的策略主要應用於私部門，當組織可以成功地執行顧客服務計畫

時，將對公司將產生正面的影響。以往存在一些錯誤觀念，認為顧客服務只能

滿足外部顧客，並且會增加成本，實際上顧客服務亦能運用於內部顧客。

Wagenheim & Reurink認為公部門與私部門有一些相同之處，特別是在於對於內

部顧客與外部顧客之資訊交換與服務傳遞的部分，顧客服務的概念可以應用在

許多公部門上面。他們提出滿足顧客需求與提升組織效益的管理策略（參見圖

20），他們認為管理要件有雙重的用途，它可以支持滿足顧客需求的過程，同

時，也可以為組織帶來效益，此三種要素可以被視為一個循環，管理要件可以

引導顧客需求，而顧客需求又可以引導組織效益。組織管理要件會影響顧客需

求，當組織管理要件做得越好，顧客的需求越容易被滿足，無論是外部顧客或

者是內部顧客。 

 

圖 20〆滿足顧客需求與提升組織效益的管理策略 
資料來源〆 ―Customer Servic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by 
Wagenheim, G. D., & Reurink, J. H., 1991,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1(3), p268. 

 

陳敦源等(2006)以台北市政府市長信箱作為研究個案，探討使用台北市政府

信箱的內部顧客，對於此抱怨機制的看法與意見，此研究希望由內而外推動，

先讓內部員工滿意之後才有辦法提升外部顧客的滿意度。官僚對民眾具有回應

性，這是必頇的，但也必頇了解內部顧客在行政流程或是問題處理上，是不是

遭遇什麼問題，若是無法探究內部顧客之問題，並設法替其解決，問題將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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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存在，外部顧客也不會滿意。據此，研究者提出三項改善內部機制之建議，

分別為(1)參與式管理〆讓內部顧客有機會、管道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々(2)科技

的支援〆信件數量過多、業務量過重等問題，應如何借重資訊科技之幫忙，以

提升服務效率々(3)員工訓練〆提升內部使用者使用能力使其能以有效率的方式

完成工作。 

關於組織管理對於內部顧客滿意度的影響，在內部行銷的文獻中已經被提

出，由於內部行銷中體認到外部顧客的滿意度會受到內部顧客的影響，因此，組

織中也需將員工視為是顧客，透過滿足員工進而促使外部顧客獲得更好的服務，

為了促使內部顧客的滿意度提高，組織可以依賴一些變革管理來提升內部顧客的

滿意度，如確保與員工之間溝通流暢、授權員工、訓練員工等(Rafiq & Ahmed, 

2000)。除此之外，許多研究也證實組織的管理會影響內部顧客的滿意度，如Kim 

(2002)探討在地方政府機關中，參與管理與員工滿意度的關係，其研究發現，當

員工感受到該單位的主管使用參與管理、參與策略性的計畫過程、以及與主管的

溝通越有效率時，員工的滿意度會因此提高々Niehoff, Enz, & Grover (1990)研究

上級管理者的行為對於員工態度與感覺的影響，他們發現上級管理者的行為與員

工態度與感覺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當上級管理者鼓勵分享願景、支持員工的努

力、允許員工參與決策的制定，會促使員工的滿意度提高，也能減緩員工角色不

確定性的情形。 

由於組織管理要件相當多，基於研究需要主要聚焦於主管支持的管理要件，

主管支持探討員工與主管之間溝通管道是否暢通，溝通在組織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組織溝通強調的是組織中溝通活動以及歷程，包含組織內部溝通與外部溝

通。此外，依據組織結構來劃分，組織溝通可分為正式溝通與非正式溝通兩大類。

正式溝通包含〆(1)下行溝通(downward communication)〆依據層級體制，上級將

訊息傳給下級的過程々(2)上行溝通(upward communication)〆組織中下級人員向

上級人員表示意見、態度的程序々(3)帄行溝通(horizontal communication)〆組織

中各階層橫向的資訊流動，因大多數發生於不同的指揮系統，故又稱為跨部門溝

通(cross-communication)々 (4)斜行溝通(diagonal communication)〆組織內，不同層

級的單位或人員間的溝通，亦即不同單位且職位不相當的人員間之溝通（李元

墩，1999）。由於探討主管支持，因此，此部分只討論上行溝通與下行溝通。

Muchinsky (1977)以公部門為例，探討組織溝通、組織氣候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

的關連性，研究結果顯示，組織溝通與組織氣候以及工作滿意度有很高關聯性。

Blegen (1993)研究哪些因素會影響護士的工作滿意度，其研究發現有七個因素會

影響工作滿意度，與上級之間的溝通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當管理者與員工溝

通的次數越頻繁，對員工工作的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Johlke & Duhan, 2000)。黃

挺榕(2011)探討企業中組織溝通、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

組織溝通對於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其中組織溝通在與主管溝通、公司內部溝

通、部門間同事溝通對於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基於相關組織管理對於員工滿

意度的探討，可以奠定後續研究架構在組織管理對於員工滿意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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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兼顧內外顧客導向的電子化政府評估 

電子化服務方面的研究領域已從私部門轉向公部門，電子化服務品質的研

究重點也從電子化服務網站介面傳遞的效率與效能，轉向以使用者為核心的績

效評估。在相關研究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常被交替使用，然而這兩者仍

有不同之處，Binter & Hubert (1994)認為顧客滿意度是經由個別的或整體的交易

而來，包括消費者特定交易觀點與累積交易觀點々而服務品質則是對於服務提

供者與服務本身的整體好壞印象，或者是對於服務的整體態度(Binter, 1990)。同

時，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兩者間先後次序也有爭議，有些認為滿意度先於服

務品質（如 Binter & Hubert, 1994; Bolten & Drew, 1991; Mentzer, Bienstock, & 

Kahn, 1993），有些說法認為兩者互為先後（如 Iacobucci, Ostrom & Grayson, 1995; 

Teas, 1993），不過多數認為先有服務品質才有滿意度（如 Cronin & Taylor, 1992; 

Oliver, 1993;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94; Rust & Oliver, 1994; Ruyter, 

Bloemer, & Peeters, 1997; Strandvik & Likander, 1994）。 

此外，電子化服務使用者包括內部顧客與外部顧客。其中，外部服務品質指

當外部顧客面對到服務提供者時，其接受的服務內容與服務的程序，包括服務提

供者的態度好壞、親切與否、物質環境的設計、服務的程序是否過於繁複等

(Gronroos, 1990)々 內部服務品質的概念是從外部服務品質衍伸而來，內部服務品

質指的是內部服務提供者對內部顧客提供服務的好壞或回應程度高低(Hallowell, 

Schkesinger, & Zornitsky, 1996; Heskett et al., 1994)。在電子治理相關研究中，已

有相當文獻探討外部顧客對電子化服務的看法，其目的在於調查外部顧客的需求

是否有被滿足，而研究的方式多以評估政府網路服務上所提供的品質好壞，或是

以使用者主觀意見進行評估（如Barnes & Vidgen, 2003, 2006; 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0, 2002; 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 Chen & Hsiao, 

2001）。至於對內部顧客所進行的研究則仍在發展的階段（如Hsiao, Huang, & 

Chen, 2002; 于榮握，2005）。整合內外顧客的模型乃至於實證更是有限（顏上

晴，2007々Yeh & Chu, 2008）。 

Heskett, Sasser, & Schlesinger (1997)提出整合內外顧客的服務利潤鏈模型

(Service Profit Chain)（參見圖21），強調提供給外部顧客服務的價值是顧客滿意

度與忠誠度的核心，同時也是達成績效的重點，而服務的價值則是由滿意的、忠

誠的與有生產力的第一線員工所創造。服務利潤鏈假定滿意的、受到激勵的員工

創造出滿意的顧客，而滿意的顧客將會消費得更多，因而提昇了組織的利潤與利

益(Gelade & Young, 2005)，而內部服務與員工能力、滿意度、忠誠度，乃至於生

產力有循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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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〆服務利潤鏈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Heskett et al. (1997). The service profit chain: How leading companies link profit and 
growth to loyalty, satisfaction and valu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 19. 

Heintzman & Marson (2005)根據服務利潤鏈提出公部門服務價值鏈(Public 

Sector Service Value Chain)（參見圖22），包括員工滿意度與承諾(employee 

satisfaction & commitment) 、民眾 / 顧客服務滿意度 (citizen/client service 

satisfaction)與民眾對公部門的信任與信心(citizen trust & confidence in public 

institutions)，同時依據Heskett、SQM Group公司和加拿大管理局、美國顧客滿意

度資料、英國MORI等研究推論三者之間的關係，與原模型最主要差異在以民眾

對公部門的信任與信心替代服務利潤鏈的績效（利潤）。 

 

 

 

 

 

 

 

圖 22〆公部門服務價值鏈 
資料來源〆Heintzman, R. & Marson, B. (2005). People, service and trust: Is there a public sector 
service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on Sciences, 71, 553. 

國內相關研究包括〆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針對電子化政府內外顧

客進行大樣本影響評估，G2C部份分析對民眾在行政、民主與日常生活上的影

響，G2E部份分析對公務人員在組織行為、工作成果與組織結構上的影響々黃朝

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則修正前述研究，針對G2G與G2E進行大樣本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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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々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整合Heeks電子化政府價值鏈與DeLone & 

McLean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以服務功能（資訊品質、網站品質與服務品質）、

使用行為（資訊搜尋、服務使用）與影響評估（態度、投入資源、效益）三大面

向，以G2C（網路報稅）與G2B（電子採購系統、G2B電子公文交換及政府訊息

通報服務系統與勞保局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為評估標的，進行大樣本電子

治理績效調查，然這三個研究有以下不足，無法進一步發展鏈結模型，甚為可惜〆 

1. 單尌評估指標面向徵詢使用者的經驗與感受，並未提出因果結構性理

論架構，並加以驗證  々

2. 內外顧客模型與資料各自獨立，並未將內外顧客之間的資料與關係加

以鏈結  々

3. 乃是針對內外顧客對於電子化政府服務的整體認知上的評估調查，並

未針對特定電子治理計劃個案，。 

顏上晴(2007)、Yeh & Chu (2008)整合（政府）網路服務品質/民眾滿意度衡

量模型，透過同時分析高雄市市長信箱案件承辦人（內部顧客）與申訴民眾（外

部顧客），發展一個將內部服務鏈與外部服務鏈結合模型（參見圖23），並進行

實證研究。因其模型欠缺相關個人、環境結構等因素考量，部分假設(H5)不成立，

模型有待進一步修正。 

 

 

 

 

 

 

圖 23〆內部和外部整合的服務價值鏈 

最後，其他影響內部顧客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的因素，除了工作場域、政策、

溝通、訓練、激勵等內部行銷 (internal marketing)因素外 (Heskett, Sasser, & 

Schlesinger, 1997々Heintzman & Marson, 2005; Yeh & Chu, 2008)，相關人口特質

與組織變項（Heintzman & Marson, 2005々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也

需要納入考慮。影響外部顧客滿意度的因素，除了感受到的服務價值外，在 G2C

面向，相關變項如人口特質、社會/文化特徵、以及政治態度立場等因素應加以

內部行銷

內部服務
品質

內部顧客
滿意度

外部服務
品質

外部顧客
滿意度

H2

H4

H3

H5H1

內部服務價值鏈模型 外部服務價值鏈模型

[員工(內部顧客)調查] [民眾(外部顧客)調查] 

內部行銷

內部服務
品質

內部顧客
滿意度

外部服務
品質

外部顧客
滿意度

H2

H4

H3

H5H1

內部服務價值鏈模型 外部服務價值鏈模型

[員工(內部顧客)調查] [民眾(外部顧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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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Heskett, Sasser, & Schlesinger, 1997々Heintzman & Marson, 2005々黃朝盟、

黃東益、劉宜君，2007)々 在 G2B面向，相關變項如人口特質、社會/文化特徵、

以及企業組織特性等因素應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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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2.1 研究架構 

1. G2E內部顧客績效因果理論模型 

結合 Heeks (2006)電子化政府價值鏈，與D & M (2003)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的

因果關係，以政府電子採購網為例，提出內部顧客績效模型（參見圖 24）。此

研究架構由七大構面組成〆員工感受品質、工作壓力源、管理要件、態度改變

、行為改變、組織效益、行政民主化。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〆 

假設一〆內部顧客的態度改變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組織管理、工作壓力

影響。 

假說二〆內部顧客的行為改變將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態度改變影響。 

假設三〆組織效益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行為改變、態度改變、管理要件、

工作壓力的影響。 

假設四〆行政民主化會受到組織效益的影響。 

 

 

圖 24〆G2E內部顧客績效因果模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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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1. 問卷設計 

依據前述文獻，且參照本研究第一年 AHP 研究架構成果整理出重要構面，

並整合相關研究所提出的衡量變項後，提出問卷構面如下〆 

(1) 員工感受品質評估構面 

員工感受品質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服務的品質，在品質的構面下涵蓋服務

品質、系統品質、資訊品質三個次構面（參見圖 25），此三次構面之分類，是

基於相關研究如 DeLone & McLean (2003)和 Peters et al. (2008)提出資訊系統成

功模型、Vaidya (2007)應用 D & M評估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電子採購系統、

e-gov ACSI 模型中，知覺品質的四個構面〆過程與網站、資訊、顧客服務分別

與系統、資訊、服務品質相吻合，以及本研究第一年 AHP 研究架構中在 G2E

的計畫評估架構與指標的部分，感受品質亦包含服務品質、系統品質、資訊品

質。根據上述相關研究，本研究亦把員工感受品質分成服務品質、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三個次構面。服務品質為系統提供服務的完善程度々系統品質為特定

系統或網站本身品質々資訊品質為特定系統或網站的資訊內容本身品質。各構

面的變數、操作化定義、概念化定義以及問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 74）。 

 

 
圖 25〆員工感受品質評估構面指標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a. 服務品質 

衡量的變數為可靠性、回應性、安全。可靠性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是否能在時間

範圍內傳達所需要的服務々回應性為當政府電子採購網出現問題時能快速得到

系統人員的回應々安全為電子化服務的安全性。 

b. 系統品質 

衡量的變數為效率與易用性。效率為電子化系統對於使用者在操作上是否便

利々易用性為電子化系統對於使用者在操作上是否容易。 

c. 資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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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變數為合任務性、容易了解、即時性、正確性、完整性。合任務性為電子

化服務提供的資訊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々容易了解為電子化服務所提供的資

訊是否清楚易懂々即時性為電子化服務所提供資訊的更新速度是否快速々正確

性為電子化服務所提供的資訊的正確程度々完整性為電子化服務所提供的資訊

的完整程度。 

 

表 74〆員工感受品質面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服務品質 可靠性

(reliability) 

服務之可靠

程度 

政府電子採購

網能在可接受

的時間範圍內

協助執行採購

業務。 

黃東益等(2009)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Barnes & Vidgen 

(2007) 

Parasuraman et al. 

(2005) 

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對使用者反

饋的回應速

度與解決程

度 

當您在使用政

府電子採購網

遭遇問題時，

能很快得到網

站系統人員的

回應。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Parasuraman et al. 

(2005) 

 

安全(security) 電子化服務

的系統安全

性 

依您的使用經

驗，您覺得政

府電子採購網

的安全保護措

施做得很好。

(例如帳號密

碼保護、憑證

使用等)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Barnes & Vidgen 

(2007) 

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7) 

系統品質 效率(efficiency) 使用者操作

系統便利性 

政府電子採購

網使您很容易

找到您需要的

東西。 

Parasuraman et al. 

(2005). 

 

易用性(ease of 

use) 

使用者可以

輕鬆操作系

統 

政府電子採購

網的使用很簡

單。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Barnes & Vidgen 

(2007) 

Ho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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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資訊品質 合任務性

(fit-to-task) 

網站資訊符

合使用者的

需求 

政府電子採購

網的採購資訊

符合您的需

求。 

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 

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7) 

容易了解(ease 

of understanding) 

網站資訊易

於閱讀與了

解 

 

政府電子採購

網的所提供的

資訊容易了

解。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東益等(2009) 

Barnes & 

Vidgen (2007) 

 

即時性

(timeliness) 

網站資訊更

新速度 

政府電子採購

網提供的資訊

是非常即時

的。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Barnes & 

Vidgen (2007) 

DeLone & 

McLean (2003) 

正確性

(accuracy) 

網站資訊正

確與否 

政府電子採購

網提供的資訊

是非常正確

的。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Barnes & 

Vidgen (2007) 

DeLone & 

McLean (2003) 

 完整性

(completeness) 

網站資訊完

整程度 

政府電子採購

網提供的資訊

是非常完整

的。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東益等(2009) 

DeLone & 

McLean (2003)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 工作壓力源 

工作壓力源評估構面為人員在處理採購業務時，感受到的壓力來源，衡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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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作本身、法律因素（參見圖 26）。工作本身為無論在工作環境、技術要求、

工作負荷或是時間壓力對人員造成的壓力々法律因素為擔心觸犯法律。構面的

變數、操作化定義、概念化定義以及問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 75）。 

 

圖 26〆工作壓力源評估構面指標 

 

表 75〆工作壓力源面向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工作本身 工作環境 充裕的資源

運用 

您的工作單位提供您充

裕的資源運用（例如〆法

條諮詢、技術諮詢、電腦

設備）來完成您的採購業

務。 

鄭錫鎧(2004) 

Cooper (1976) 

Cooper (1994) 

Greenberg 

(1999) 

Matteson & 

Ivancevich 

(1988) 

 

技術要求 採購能力不

足 

 

您會因為採購專業能力

不足而感到困擾。 

工作負荷 工作量負荷 

 

您被分配到的採購業務

工作量是您能夠負荷的。 

時間壓力 充裕的處理

時間 

您有充裕的時間處理採

購業務。 

法律因素 擔心觸犯

法律 

 

對於需要注

意法律規章

不熟悉、擔

心觸法 

您在處理採購業務的過

程中會擔心觸犯法律。

（例如〆政府採購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

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

等） 

Matteson & 

Ivancevich 

(1988)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3) 組織管理要件評估構面 

組織管理要件評估構面為組織為了提供滿意的顧客服務，需要完成的內部管理

的工作，衡量變數為主管支持、管理與教育訓練（參見圖 27）。主管支持為主

管給予的協助，無論在遭遇困難時，或是下達的指令々管理為組織中存在溝通

管道與行為々教育訓練為組織提供員工工作技能所需之訓練。構面的變數、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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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定義、概念化定義以及問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 76）〆 

 

 

圖 27〆組織管理要件評估構面指標 

 

表 76〆組織管理要件評估面向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組織

管理

要件 

主管

支持 

主管給予的協

助，無論在遭遇

困難時，或是下

達的指令 

當您在採購上遇到

困難時（例如〆法

規、規格不了解、與

廠商有爭執）主管都

能給您適時的幫助。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李元敦(1999) 

Lahiff & Penrose (1997)  

Pace & Faules (1994) 

您的主管在採購業

務上說明、命令或政

策是相當清楚的。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Davis (1995) 

Katz & Kahn (1966) 

Lahiff & Penrose (1997) 

管理 

 

組織中存在溝通

管道與行為 

當您在處理採購業

務時與其他跨部門

（法務、政風、會計

等等）之間管道是非

常順暢的。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徐立德(1974) 

Lahiff & Penrose (1997) 

您在處理採購業務

遇到問題時，與工程

會溝通管道是非常

順暢的（例如〆業務

稽核、採購爭議、公

共工程推動情形）。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陳俊元(2006) 

Lahiff & Penrose (1997) 

 

您遇到採購業務上

困難時會與同事討

論處理方法。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李元敦(1999) 

Chandler (1995) 

Lahiff & Penrose (1997) 

Simon (1997) 

您在採購的過程

中，有足夠的判斷空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陳敦源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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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不需事事依賴上

級的指示。 

 

楊禮榮(2011) 

Wagenheim & Reurink 

(1991) 

 教育

訓練 

透過員工訓練能

夠提升組織成員

適任的能力 

組織中提供您足夠

的採購教育訓練。 

陳敦源等(2006) 

Wagenheim & Reurink 

(1991)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4) 態度改變評估構面 

態度改變評估構面為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的使用，是否使原先的態度產生改

變，衡量變數為員工滿意度、工作成尌感、工作課責、工作透明（參見圖28）。

員工滿意度為使用電子化系統提升的滿意程度々 工作成尌感為使用電子化系統所

能提升的工作成尌感々工作課責為使用電子化系統能達成責任分工的程度々工作

透明為使用電子化系統能增加服務的透明程度。構面的變數、操作化定義、概念

化定義以及問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77）〆 

 

圖 28〆態度改變評估構面指標 

 

表 77〆態度改變評估面向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態度改變 工作滿意度 內部員工對

於政府採購

網使用滿意

程度。 

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能提升您處

理政府採購業務

的工作滿意程度。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DeLone & McLean 

(2003) 

工作成尌感 使用系統能

否提昇員工

成尌感。 

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能提升您處

理政府採購業務

時的成尌感。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朝盟等(2007)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工作課責 透過清楚責

任分工提昇

課責程度。 

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能讓採購業

務的分配更加明

確。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朝盟等(2007)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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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2006) 

工作透明 透過服務所

增加的透明

程度。 

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後，能使採購

過程更加透明、公

開。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5) 行為改變 

行為改變評估構面為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的使用，是否使原先的使用行為產

生改變，衡量變數為選擇廠商與資料使用（參見圖29）。選擇廠商為使用電子採

購網會考慮選擇不同的廠商々資料使用為資料搜尋時，會使用電子採購網的資料

庫。構面的變數、操作化定義、概念化定義以及問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78）〆 

 

圖 29〆行為改變評估構面指標 

 

表 78〆行為改變評估面向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行為改變 選擇廠商 從過往資料不齊全狀

況下，會依賴單一廠

商，到目前電子化政府

推動之後，資料建構逐

漸完整，在選擇廠商上

會有更具多樣性。 

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後，會讓您考

慮比較更多廠商

之間的選擇。 

使用者經

驗 

資料使用 政府採購資料累積形

成的資料庫，有助於承

辦人員在制定價格時

能有更好訂定標準。 

處理採購業務

時，您會利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資料

庫來處理採購業

務。（例如〆參考

共同契約比價、優

良廠商名單、拒絕

往來廠商、標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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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系統等）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6) 組織效益評估構面 

組織效益評估構面為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的使用，是否能為組織帶來一些益

處，衡量變數為政府財務節省、行政時間節省、降低行政負擔、效率利益、產出

品質提升（參見圖30）。政府財務節省，政府財務節省為使用電子化系統後，執

行成本與投資收益々行政時間節省為使用電子化系統後，是否能夠節省操作與服

務提供的時間々降低行政負擔為使用電子化系統後，是否能簡化行政流程々效率

利益為使用電子化系統後，是否能提升公務處理的效率々產出品質提升為使用電

子化系統後，是否能使提升產出品質。構面的變數、操作化定義、概念化定義以

及問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79）〆 

圖 30〆組織效益評估構面指標 

 

表 79〆組織效益評估面向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組織效益 政府財
務節省 

執行成本與
投資收益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後，能夠減少執行
採購業務的成本。
（例如〆減少紙張、
油墨耗材々 與廠商通
訊聯繫之費用等）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東益等(2009)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Raus, Liu & Kipp 

(2010) 

Rowley (2011) 

行政時
間節省 

節省操作與
服務提供的
時間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後，能夠節省獲得
採購資訊的等待時
間。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降低行
政負擔 

簡化行政流
程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後，能簡化採購業
務的行政流程。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效率利
益 

提升公務處
理的效率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後，能縮短採購業
務的處理時間。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東益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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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品
質提升 

透過 e 計畫
服務能提升
產出品質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後，能使採購的物
品（工程、勞務、財
務）更符合機關之需
求。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Rowley (2011)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7) 行政民主化 

行政民主化構面為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的使用，是否能促使政府行政更具

民主化，衡量變數為施政透明、政府課責、公帄性、廠商對政府的信任（參見

圖 31）。施政透明為使用電子化系統後，是否能防範違法的事件々政府課責為

使用電子化系統後，是否能使政府部門間權責更清楚々公帄性為使用電子化系

統後，是否能使廠商競爭更公帄々廠商對政府的信任為使用電子化系統後，是

否能提升廠商對於政府的信任。構面的變數、操作化定義、概念化定義以及問

卷題目整理如下（參見表 80）〆 

 

圖 31〆行政民主化評估構面指標 

 

表 80〆行政民主化面向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 

構面 變數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行政民
主化 

施政透明 執行成本與
投資收益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更能防範違法事
件。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Heeks(2004) 

政府課責 節省操作與
服務提供的
時間 

整體而言，您覺得政府
部門之間權責更清楚。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Bhatnagar et al 

(2007) 

Heeks (2004) 

公帄性 簡化行政流
程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運
用，能讓廠商競爭更公
帄。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施能傑(2010) 

黃朝盟(2007) 

Flynn (2002) 

OEC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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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對政
府的信任 

提升公務處
理的效率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
後，提昇了廠商對政府
採購制度的信任程度。 

本研究第一年

AHP 成果 

黃東益等(2009) 

楊禮榮(2011)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 抽樣與網路問卷 

抽樣部分，對應第二年的抽樣結果，調查對象為行政機關的公務人員。透

過電話訪問的方式，取得受訪者的電子郵件或傳真號碼，進行網路問卷填答，

或回傳問卷，問卷進行時間為 3 月 11 日至 4 月 30 日。 

為了鼓勵受訪者協助問卷的填答，本研究也規劃了抽獎的活動，獎品包含3

台帄板電腦（頭獎）以及60份全家禮券（普獎），在問卷填答結束後，於102年5

月16日進行抽獎活動，並於102年5月22日公告於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系上

網站上。 

3. 資料分析方式 

分析方法為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ling, SEM)，並以

SmartPLS 2.0 軟體對假設模式中各組變項間的關係進行修正與分析，以了解模

式與實際資料的配適情形。SEM 是一個結合了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徑路

分析(path analysis)的方法。過去在檢驗多個變項間的因果模式時，大都採用徑

路分析來處理，但是徑路分析具有變項的測量沒有誤差之假設，使得在實際應

用上受到限制，比貣傳統的徑路分析，SEM除了能考慮測量誤差之外，而且還

能提供模式的適合度指標 (fit indicators)以及模式的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ators)，其最大優點在於能同時處理一系列依變項間的關係，特別是當某一

個依變項在研究程序中變成自變項時（陳正昌，程炳林，1998）。這些優點對於

理論模式的建構具有很大的幫助。本研究以部分最小帄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 

PLS)對研究模式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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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受訪者公務人員基本資料分析 

依據資料回收 602 份樣本，扣除無效問卷，共以 577 份樣本進行分析，惟

各題有效樣本不一，以下分析皆以各題有效樣本為分母。在受訪者性別部分，

男性占整體 58%々 女性占整體 42%。在標案性質部分，勞務類最多，占整體 38%々

其次為財務類，占整體 32.2%。在地區部分，北部地區為最多，占整體 45.1%々

其次為中部地區，占整體 25%。在組織性質部分，中央機關占整體 45.4%々地

方機關占整體 54.6%。 

 在受訪者目前現職機關服務年數，以 11 年以上為最多，占整體 39.8%々其

次為 1 年到 5 年，占整體 37%。在受訪者擔任公務人員總年資的部分，11 年以

上為最多，占整體 65.4%々其次為 1 年到 5 年，占整體 16.2%。在受訪者年齡的

部分，以 48-57 歲為最多，占整體 29.5%々其次為 28-37 歲，占整體 29.2%。詳

細結果請參見表 81。 

 

表 81〆受訪公務人員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34 58.0 

女 242 42.0 

標案性質 

 

工程類 172 29.8 

財務類 186 32.2 

勞務類 219 38.0 

地區 

 

北部 260 45.1 

中部 144 25.0 

南部 135 23.4 

東部 29 5.0 

外島 9 1.6 

組織性質 

 

中央機關 262 45.4 

地方機關 315 54.6 

請問您在目前現

職機關服務年

數〇 

 

1年以下 

（不含1年） 
8 1.4 

1年到5年 213 37.0 

6年到10年 126 21.9 

11年以上 229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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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請問您擔任公務

人員的總年資〇 

 

1年以下 

（不含1年） 
18 3.2 

1年到5年 92 16.2 

6年到10年 87 15.3 

11年以上 372 65.4 

請問您的年齡〇 

 

18-27歲 4 .7 

28-37歲 168 29.2 

38-47歲 195 33.9 

48-57歲 170 29.5 

58歲以上 39 6.8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3.2 樣本代表性 

有效樣本共有 577 份，此樣本為標案承辦人，抽樣標準為標案承辦人所屬

機關性質以及處理標案的性質，兩者相互對照，在原始比例分層抽樣之下，3,000

份抽樣結構已經反映母體樣本比例，若是問卷填答樣本比例再與抽樣結構比例

一致，尌可以代表此份問卷樣本具有一定的母體代表性。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9.615，機率值為 0.087 大於 0.05，表示受訪者所屬機關性質與處理的案件性質

符合原始母體（結果參見表 82）。 

 

表 82〆樣本代表性檢定 

 工程 財物 勞務 卡方 p 值 

中央 63(10.92%) 

56(9.77%) 

94(16.29%) 

119(20.64%) 

105(18.20%) 

109(18.81%) 

9.615 0.087 

(α = 0.05) 

地方  109(18.89%) 

106(18.36%) 

92(15.94%) 

77(13.37%) 

114(19.76%) 

110(19.05%) 

總計  172(29.80%) 

162(28.13%) 

186(32.23%) 

196(34.01%) 

219(37.95%) 

219(37.06%) 

註〆表格上方數值為樣本個數（百分比），下方數值為期望個數（百分比） 

 

3.3 敘述統計 

1. 員工感受品質 

(1) 服務品質 

在服務品質方面，衡量的變數為可靠性、回應性、安全。在可靠性部分，有



133 

 

85.9%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能在可接受的時間範圍內協助執行採購業

務，持正面的意見々在回應性的部分，有69.7%的受訪者對於在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遭遇問題時，能很快得到網站系統人員的回應，持正面意見々在安全部分，

有81.4%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安全保護措施做得很好。（例如〆帳號

密碼保護、憑證使用等），持正面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83。 

 

表 83〆公務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可靠性 非常不同意 9 1.56 4.04 0.52 

不同意 6 1.04 

普通 66 11.46 

同意 366 63.54 

非常同意 129 22.40 

回應性 非常不同意 8 1.39 3.80 0.71 

 不同意 28 4.87 

普通 138 24.00 

同意 296 51.48 

非常同意 105 18.26 

安全 非常不同意 3 0.52 3.95 0.45 

不同意 10 1.75 

普通 94 16.40 

同意 370 64.57 

非常同意 96 16.75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 系統品質 

在系統品質部分，衡量的變數為效率與易用性。在效率部分，有65.9%的受

訪者對於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找到執行採購業務時所需要的資訊／資料，持正

面意見々 在易用性部分，有65.0%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在操作上很容易，

持正面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84。 

 

表 84：公務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系統品質的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效率 

 

非常不同意 8  1.39  3.65 

 

0.63 

 不同意 37  6.43  

普通 157  27.30  

同意 320  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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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53  9.22  

易用性 

 

非常不同意 6  1.04  3.65 0.60 

不同意 38  6.60  

普通 158  27.43  

同意 322  55.90  

非常同意 52  9.03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3) 資訊品質 

在資訊品質的部分，衡量變數為合任務性、容易了解、即時性、正確性、完

整性。在合任務性的部分，有68.9%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採購

資訊符合其需求，持正面意見々在容易了解的部分，有62.8%的受訪者對於政府

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容易了解的，持正面意見々 在即時性的部分，有69.2%

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即時的，持正面意見々在正確性

的部分，有69.1%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正確的，持正

面意見々在完整性的部分，有65.3%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

是很完整的，持正面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85。 

 

表 85〆公務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的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合任務性 非常不同意 3 0.52 3.72 

 

0.42 

 不同意 15 2.61 

普通 161 28.00 

同意 356 61.91 

非常同意 40 6.96 

容易了解 非常不同意 3 0.52 3.75 

 

0.47 

 不同意 14 2.44 

普通 150 26.18 

同意 360 62.83 

非常同意 46 8.03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合任務性 非常不同意 3 0.52 3.72 

 

0.42 

 不同意 15 2.61 

普通 161 28.00 

同意 356 61.91 

非常同意 40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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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了解 非常不同意 3 0.52 3.75 

 

0.47 

 不同意 14 2.44 

普通 150 26.18 

同意 360 62.83 

非常同意 46 8.03 

即時性 非常不同意 4 0.70 3.73 

 

0.52 

 不同意 24 4.23 

普通 147 25.88 

同意 339 59.68 

非常同意 54 9.51 

正確性 非常不同意 2 0.35 3.85 

 

0.39 

 不同意 12 2.12 

普通 110 19.43 

同意 385 68.02 

非常同意 57 10.07 

完整性 非常不同意 5 0.88 3.68 0.52 

不同意 23 4.04 

普通 170 29.82 

同意 323 56.67 

非常同意 49 8.60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 受訪公務人員的工作壓力源 

在工作壓力源的部份，衡量變數為工作環境、技術要求（資訊能力）、工作

負荷、時間壓力，以及擔心觸犯法律。在工作環境的部分，有63.0%的受訪者對

於他們的工作單位提供充裕的資源運用（例如〆法條諮詢、技術諮詢、電腦設備）

以完成採購業務，持正面意見々在技術要求的部分，有36.5%的受訪者對於自身

會因為採購專業能力不足而感到困擾，持正面意見，但亦有33.3%的受訪者對此

抱持負向意見々在工作負荷的部分，有80.3%的受訪者認為他被分配到的採購業

務工作量是能夠負荷的，持正向意見々在時間壓力的部分，有44.6%的受訪者對

於其有充裕的時間處理採購業務，持正向意見々擔心觸法的部分，有63.8%的受

訪者對於在處理採購業務的過程中會擔心觸犯法律。（例如〆政府採購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等），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

見表86。 

 

表 86〆公務人員的工作壓力源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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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 

 

非常不同意 9 1.56 3.61 0.63 

不同意 39 6.77 

普通 165 28.65 

同意 315 54.69 

非常同意 48 8.33 

技術要求 

 

非常不同意 37 6.42 3.05 1.03 

不同意 173 30.03 

普通 174 30.21 

同意 166 28.82 

非常同意 26 4.51 

工作負荷 

 

非常不同意 23 3.99 3.26 0.74 

不同意 76 13.17 

普通 222 38.47 

同意 242 41.94 

非常同意 14 2.43 

時間壓力 非常不同意 17 2.95 3.26 0.74 

不同意 91 15.80 

普通 211 36.63 

同意 242 42.01 

非常同意 15 2.60 

擔心觸犯法

律 

非常不同意 157 27.21 3.85 0.91 

不同意 240 41.59 

普通 115 19.93 

同意 64 11.09 

非常同意 1 0.17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3. 公務人員的組織管理 

衡量構面為主管支持、管理、整合、教育訓練。在主管支持部分，衡量變

數為，遭遇困難，主管適時的幫助，以及主管對採購業務說明、命令或政策相

當清楚。在遭遇困難，主管適時的幫助的部分，有 65.2%受訪者對於在採購上

遇到困難時(例如〆法規、規格不了解、與廠商有爭執)，主管都能給您適時的幫

助，持正向意見 在々主管對採購業務說明、命令或政策相當清楚的部分，有 54%

的受訪者對於主管在採購業務上的說明、命令或政策是相當清楚，持正向意見。

在管理的部分，衡量的變數為判斷空間以及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在判斷空間

部分，有 56.0%的受訪者對於在採購的過程中，有足夠的判斷空間，不需事事

依賴上級的指示，持正向意見々在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的部分，有 85.6%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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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對於遇到採購業務上困難時會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持正向意見。 

整合的部分，衡量變數為處理採購業務，跨部門之間管道順暢，以及遭遇

問題時，與工程會溝通順暢，在處理採購業務，跨部門之間管道順暢的部分，

有 53.4%的受訪者對於在處理採購業務時，與其他跨部門（法務、政風、會計

等等）之間的溝通管道是非常順暢，持正向意見々在與工程會溝通順暢的部分，

有 46%的受訪者對於在處理採購業務遇到問題時（例如〆業務稽核、採購爭議、

公共工程推動情形），與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溝通管道是非常順暢的，持普通看

法。教育訓練的部分，衡量變數為知識與技能，有 55.5%的受訪者對於組織中

提供足夠的採購教育訓練，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87。 

 

表 87〆公務人員的組織管理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遭遇困難，主

管適時幫助 

非常不同意 17 2.95 3.47 0.83 

不同意 65 11.28 

普通 176 30.56 

同意 268 46.53 

非常同意 50 8.68 

主管對採購

業務說明、命

令或政策相

當清楚 

 

非常不同意 17 2.95 3.45 0.82 

不同意 64 11.11 

普通 184 31.94 

同意 263 45.66 

非常同意 48 8.33 

判斷空間 

 

非常不同意 11 1.91 3.47 0.66 

不同意 56 9.74 

普通 186 32.35 

同意 293 50.96 

非常同意 29 5.04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同事討論處

理方法 

 

非常不同意 5 0.88 4.05 0.52 

不同意 14 2.45 

普通 63 11.03 

同意 357 62.52 

非常同意 132 23.12 

處理採購業

務，跨部門之

間管道順暢 

非常不同意 16 2.78 3.45 0.75 

不同意 58 10.09 

普通 194 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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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268 46.61 

非常同意 39 6.78 

遭 遇 問 題

時，與工程會

溝通順暢 

 

非常不同意 20 3.51 3.21 0.70 

不同意 74 13.01 

普通 262 46.05 

同意 195 34.27 

非常同意 18 3.16 

知識與技能 

 

非常不同意 23 4.08 3.47 0.81 

不同意 47 8.33 

普通 181 32.09 

同意 270 47.87 

非常同意 43 7.62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4. 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態度改變 

在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態度改變衡量變數為滿意度、成尌感、

計畫課責、工作透明。在滿意度的部分，有 66.3%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

採購網，能提升處理政府採購業務的工作滿意程度，持正向意見々在成尌感部

分，有 49.3%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能提升您處理政府採購業務

時的成尌感，持正向意見々在計畫課責的部分，有 46.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

府電子採購網，能讓採購業務的分配更加明確，持正向意見々在工作透明的部

分，有 87.3%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使採購過程更加透明、

公開，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88。 

 

表 88〆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態度改變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滿意度 

 

非常不同意 3 0.52 3.70 0.49 

不同意 22 3.82 

普通 169 29.34 

同意 333 57.81 

非常同意 49 8.51 

成尌感 

 

非常不同意 9 1.56 3.44 0.63 

不同意 48 8.33 

普通 235 40.80 

同意 249 43.23 

非常同意 35 6.08 

計畫課責 非常不同意 18 3.16 3.33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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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意 67 11.75 

普通 220 38.60 

同意 237 41.58 

非常同意 28 4.91 

工作透明 

 

非常不同意 2 0.35 4.12 0.44 

不同意 6 1.04 

普通 65 11.27 

同意 351 60.83 

非常同意 153 26.52 

 

5. 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行為改變 

在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行為改變的部分，衡量變數為選擇廠商

習慣與資料習慣。在廠商選擇的部分，有 56.8%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後，會考慮比較更多廠商之間的選擇，持正向意見々在資料習慣的部分，

有 81.5%的受訪者對於處理採購業務時，您會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料庫。

（例如〆參考共同契約比價、優良廠商名單、拒絕往來廠商、標案查詢系統），

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89。 

 

表 89〆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行為改變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選擇廠商

習慣 

 

非常不同意 11 1.92 3.55 0.72 

不同意 44 7.68 

普通 192 33.51 

同意 269 46.95 

非常同意 57 9.95 

資料習慣 

 

非常不同意 5 0.87 4.02 0.57 

不同意 13 2.25 

普通 89 15.42 

同意 330 57.19 

非常同意 140 24.26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6. 組織效益 

在組織效益的部分，衡量變數為政府財務節省、行政時間節省、降低行政

負擔、效率利益、產出品質提升。在政府財務節省的部分，有 69.6%的受訪者

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夠減少執行採購業務的成本。（例如〆減少紙張、

油墨耗材々與廠商通訊聯繫之費用等)，持正向意見々在行政時間節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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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5.2%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夠節省獲得採購資訊的等待

時間，持正向意見々在降低行政負擔的部分，有 58.2%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後，能簡化採購業務的行政流程，持正向意見々在效率利益的部分，

有 61.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縮短採購業務的處理時間，

持正向意見々在產出品質提升的部分，有 44.4%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後，能使採購的物品（工程、勞務、財務）更符合機關之需求，持正向意

見々有 42.4%的受訪者對此抱持普通的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90。 

 

表 90〆組織效益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政府財務

節省 

非常不同意 14 2.43 3.74 0.84 

不同意 45 7.81 

普通 116 20.14 

同意 300 52.08 

非常同意 101 17.53 

行政時間

節省 

非常不同意 6 1.04 3.83 0.57 

不同意 24 4.17 

普通 113 19.62 

同意 352 61.11 

非常同意 81 14.06 

降低行政

負擔 

非常不同意 17 2.95 3.56 0.86 

不同意 53 9.20 

普通 171 29.69 

同意 262 45.49 

非常同意 73 12.67 

效率利益 非常不同意 10 1.74 3.61 0.75 

不同意 49 8.51 

普通 163 28.30 

同意 287 49.83 

非常同意 67 11.63 

產出品質

提升 

非常不同意 19 3.30 3.33 0.72 

不同意 57 9.90 

普通 244 42.36 

同意 228 39.58 

非常同意 28 4.86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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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民主化 

在行政民主化的部分，衡量變數為施政透明、政府課責、公帄性、廠商對

政府的信任。在施政透明的部分，有 57.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

更能防範違法事件。（如〆圍標、綁標等），持正向意見々在政府課責的部分有

50.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電子採購網能讓政府部門之間權責更清楚，持正向意

見々在公帄性的部分，有 64.5%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的運用，能讓廠

商競爭更公帄，持正向意見々在廠商對於政府的信任部分，有 67.3%的受訪者

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提升了廠商對政府採購制度的信任程度，持正向

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91。 

 

表 91〆行政民主化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施政透明 非常不同意 11 1.91 3.54 0.81 

不同意 64 11.11 

普通 170 29.51 

同意 266 46.18 

非常同意 65 11.28 

政府課責 非常不同意 14 2.43 3.43 0.69 

不同意 52 9.03 

普通 219 38.02 

同意 257 44.62 

非常同意 34 5.90 

公帄性 非常不同意 7 1.22 3.66 0.63 

不同意 35 6.09 

普通 162 28.17 

同意 311 54.09 

非常同意 60 10.43 

廠商對政府

的信任 

非常不同意 8 1.39 3.65 0.61 

不同意 31 5.38 

普通 170 29.51 

同意 313 54.34 

非常同意 54 9.38 

 

3.4 G2E內部顧客績效因果理論模型分析 

1. 構面信效度 

在問卷信度的部分，本研究以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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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Alpha 進行信度檢驗，依據過往研究建議 CR 值在 0.7 以上是可以接

受的範圍(Nunnally, 1978)。Crobach Alpha 係數為一種測量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分

析方法。信度代表測驗的可靠性、穩定性與一致性。Crobach Alpha 係數愈高，

代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愈佳。通常 Crobach Alpha 係數要大於 0.7 以上，代表此

量表構面具良好的信度。表 92 顯示各構面的 CR值都大於理論建議可接受的範

圍之內，且 Cronbachs Alpha 除了行為改變構面與工作壓力構面之外，皆大於

0.7，由此顯現出本研究所發展的問卷是具有良好信度。 

在問卷效度的部分，本研究是以帄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進行效度檢驗，根據文獻建議，AVE 值要大於 0.5 為可以接受的範圍。從

表 92 可以發現各個構面的 AVE 值皆大於 0.5。整體而言，本研究所發展的問卷

不論在信度與效度上，大致都符合理論的要求。表 92 對應題號中，英文與數字

編號皆對應調查問卷的內容，請參見附錄九。 

 

表 92〆各構面信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名稱 對應題號 Cronbachs Alpha AVE 值 CR值 

態度改變(AC) D28-31 0.77 0.59 0.85 

行政民主化

(AD) 

F39-F42 

0.87 0.72 0.91 

行為改變(BC) D32-D33 0.56 0.69 0.82 

組織效益(OB) E34-E38 0.88 0.68 0.91 

管理要件(OM) C20-C21、C27 0.70 0.62 0.83 

員工感受品質

(PB) 

A11-A13 

0.73 0.65 0.85 

工作壓力(WP) B14-B15、B17 0.68 0.61 0.82 

註〆對應題號中，英文與數字編號皆對應調查問卷的內容，請參見附錄九。 

 

2. G2E內部顧客績效評估因果模型驗證結果 

以下將呈現模型分析結果，包含員工感受品質、行為改變、態度改變、管

理要件、組織效益、工作壓力與行政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各個構面之間的路徑

係數，請參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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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〆G2E內部顧客績效因果理論模型 

 

 在行為改變的部分，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06々態度改變的路徑係

數為 0.48，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態度改變有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意義，表示只有態度改變對於行為改變有影響力。 

 在態度改變的部分，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29々管理要件的路徑係

數為 0.34，工作壓力的路徑係數為 0.12，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三者對態度

改變的影響力，依序為管理要件、員工感受品質、工作壓力。 

 在組織效益的部分，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1々 行為改變的路徑係數

為 0.22々態度改變的路徑係數為 0.48々管理要件的路徑係數為-0.01々工作壓力

的路徑係數為 0.04。其中管理要件與工作壓力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其餘構面

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比較達統計顯著意義的路徑係數，其影響力依序為態

度改變、行為改變、員工感受品質。 

 在行政民主化的部分，組織效益的路徑係數為 0.59，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表示組織效益對於行政民主化具影響力。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假設驗證如下〆 

假設一〆內部顧客的態度改變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組織管理、工作壓力

影響。 

獲得支持，內部顧客的態度改變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組織管理、工作壓

力的影響，且為正向影響。 

假說二〆內部顧客的行為改變將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態度改變影響。 

獲得部分支持，態度改變對於行為改變有影響，且為正向々員工感受品質

對於內部顧客的行為改變的影響不顯著。 

假設三〆組織效益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行為改變、態度改變、管理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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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的影響。 

獲得部分驗證，組織效益會受到員工感受品質、行為改變、態度改變的影

響，且為正向々管理要件與工作壓力對於組織效益的影響未達顯著。 

假設四〆行政民主化會受到組織效益的影響。 

 獲得支持，組織效益對於行政民主會有影響，且為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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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外顧客滿意度整合模型 

4.1 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的整合模型架構 

結合相關文獻（服務價值鏈、資訊系統成功模型、e-SERVQUAL 等），建

立內外顧客鏈結整合模型（參見圖 33）。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〆 

假設一〆政府員工對電子治理的滿意度將影響外部顧客感受到的品質。 

 

 

圖 33〆內外顧客鏈結整合模型 

4.2 資料分析 

以下分析單位是內外顧客都有對應到的案件，進一步做內外顧客滿意度整合模

型分析，所以資料量只有 145 個案件，各有 145 個外部顧客（廠商）與 145 內

部顧客（公務人員）。 

1. 外部顧客 

(1) 樣本結構--受訪廠商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者當中基本資料，在員工數目上以 100 人以下佔 82.8 為主要企業人數，而

公司資本額則是以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為最多（佔 40.0%）。公司

成立的年份，以 11-20 年（佔 35.7%）為最多，其次為 31 年（佔 20.3%）以上，

此外這次受訪者北部佔 54.5%、中部佔 12.4%、南部 25.5%、東部佔 4.1%、其

他 2.8%，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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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〆受訪廠商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貴公司目前所有員

工人數〇 

 

一百人以下 120 82.8 

一百到兩百人 4 2.8 

兩百人以下 2 1.4 

兩百人以上 17 11.7 

貴公司資本額〇 

 

製造業、營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實收資本額在

新臺幣八千萬元

以上 

12 8.3 

製造業、營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實收資本額在

新臺幣八千萬元

以下 

52 35.9 

非前列行業且前

一年營業額在新

臺幣一億元以上 

21 14.5 

非前列行業且前

一年營業額在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 

58 40.0 

請問貴公司是屬於

下列哪種產業〇 

（前三） 

 

其他 60 41.4 

服務業 45 31.0 

製造業 20 13.8 

請問貴公司成立至

今已多少年〇 

 

1~10 年 35 24.5 

11~20 年 51 35.7 

21~30 年 28 19.6 

31 年以上 29 20.3 

貴公司所在區域

為〇 

 

北部 78 54.5 

中部 18 12.4 

南部 37 25.5 

東部 6 4.1 

其他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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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資訊化程度與與電子採購情況 

    有將近六成的受訪廠商，其員工使用電腦工作的比例超過八成々在公司內

部使用網路互動的程度上，只有 13.3%的受訪者認為公司內部透過網路互動並

不頻繁々也只有 11%的受訪者認為公司透過網路與外部互動的程度並不頻繁，

此反映了當下有相當比例的企業透過電腦和網路來進行作業，顯現出電子化作

業流程的趨勢。另外，受訪廠商藉由電子採購網得標的標案佔其公司業務總金

額與政府標案總金額之比例，各比例區間的樣本百分比相去不遠，並未有較突

出的項目，詳細數據如表 94。 

 

表 94〆公司作業流程電子化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貴公司員工使用電

腦工作的比例〇 

 

兩成以下 13 9.1 

兩成到四成 10 7.0 

四成到六成 17 11.7 

六成到八成 21 14.5 

八成到十成 82 56.6 

貴公司是否使用下

列類別的軟體環

境〇 

 

資源規劃相關系統 

(Resource Planning)，例

如〆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商務智慧

(Business Intelligence) 

22 15.4 

電子商務相關系統 

(E-commerce)，例如〆數

位收據 (digit receipts)，企

業即時通訊 (Instant 

Messaging) 

34 23.8 

其他，包括作業系統

(Linux)，監控系統等特殊

應用 

84 60.8 

貴公司內部透過網

路互動〇 

 

非常不頻繁 8 5.6 

不頻繁 11 7.7 

普通 38 26.6 

頻繁 50 35.0 

非常頻繁 3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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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貴公司透過網路與

顧客或其他公司的

互動〇 

 

非常不頻繁 7 4.9 

不頻繁 9 6.3 

普通 45 31.5 

頻繁 57 39.9 

非常頻繁 25 17.5 

透過電子採購得標

的標案，佔貴公司

業務總金額比例〇 

 

兩成以下 34 23.8 

兩成到四成 32 22.4 

四成到六成 22 15.4 

六成到八成 32 22.1 

八成到十成 23 15.9 

透過電子採購得標

的標案總金額，佔

貴公司政府標案總

金額比例〇 

 

兩成以下 32 22.4 

兩成到四成 24 16.8 

四成到六成 25 17.5 

六成到八成 31 21.7 

八成到十成 31 21.7 

 

(3) 敘述統計 

a. 使用電子採購網之情形 

(a) 受訪廠商使用狀況與頻率 

有高達 94.5%的受訪廠商表示，曾經使用過電子採購網的標案查詢功能，在是

否為自發性使用電子採購網的部分，有 75.9%的受訪廠商為自發性地使用。 

    在使用頻率上，有 53.8%的受訪廠商一星期大約花 3 小時以內使用電子採

購網，多數受訪廠商(78%)正剛使用過電子採購網。因此，從使用狀況與使用頻

率來看，皆顯示該系統在企業採購業務上確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詳細數

據如表 95。 

 

表 95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使用狀況與頻率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政

府電子採購網的標案

查詢功能〇 

有 137 94.5 1.06 0.05 

沒有 
8 5.5 

請問您一個星期大約

有多少時間使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〇 

3 小時以下 67 46.2 1.70 0.61 

4~6 小時 46 31.7 

7 小時以上 32 22.1 

否 35 24.1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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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是否使用過政

府電子採購網的標案

查詢功能〇 

有 137 94.5 1.06 0.05 

沒有 
8 5.5 

請問您一個星期大約

有多少時間使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〇 

3 小時以下 67 46.2 1.70 0.61 

4~6 小時 46 31.7 

7 小時以上 32 22.1 

您於近一個星期內，

是否在政府電子採購

網找過資料(例如查

詢標案、線上比減…

等)〇   次（若未曾

從事該項行為，請填

入 0） 

 

0 次 30 21.1 2.36 1.19 

1~5 次 64 45.1 

6~10 次 32 22.1 

11~15 次 4 2.8 

16~20 次 7 4.8 

20 次以上 

5 3.4 

請問，您是否是自發

性地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〇 

是 110 75.9 1.24 0.18 

否 
35 24.1 

 

(b) 受訪廠商使用意見 

    有超過八成的受訪廠商同意企業透過電子採購網來進行採購是一種未來趨

勢，並僅有不到一成的受訪廠商不同意因為受到政府大力推行的影響，而決定

使用電子採購網，顯示政府的宣導與推行著實影響企業對電子採購系統的認知

與使用行為，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96。 

 

表 96 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的使用意見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企業透過政府電子

採購網來採購是一

種未來趨勢。 

 

非常不同意 6 4.1 4.03 1.14 

不同意 3 2.1 

普通 15 10.3 

同意 67 46.2 

非常同意 52 35.9 

無意見 2 1.4 

因為政府大力推

行，而影響了您決

定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 

 

非常不同意 5 3.4 3.49 1.29 

不同意 12 8.3 

普通 33 22.8 

同意 72 49.7 

非常同意 1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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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5 3.4 

 

b. 電子採購系統品質構面 

(a) 電子採購網之系統品質 

    在系統品質方面，本文以六個面向來測量，分別為易用性(ease of use)、可

得性(avail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適應性(adaptability)、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及系統彈性(flexbility)。 

    從「易用性」來看，有 68.3%的受訪者認為透過電子採購網進行領投標作

業是容易的々在「可得性」方面，有 71.7%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提供的領

投標服務是 24 小時不中斷的々在「可靠性」方面，有 72.5%的受訪者認為電子

採購網所提供的各項領投標服務是相當可靠的々在「適應性」方面，有 65.3%

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各項領投標服務容易上手々在系統「回應時

間」上，有 56.5%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的網頁讀取速度相當流暢々至於在

系統「彈性」上，只有 32.4%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的個人化介面程度高，

最多受訪者(52.4%)則認為電子採購網的個人化介面程度普通而已。  

     綜合前述數據，歸納受訪者對電子採購網的品質面向上各項分析，可以發

現受訪者無論在易用性、可得性、可靠性、適應性和回應時間上都較持正面的

看法，僅有在系統彈性上受訪者認為是持帄水準而已。詳細數據可見表 97。 

 

表 97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系統品質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透過政府電子採購

網進行領投標作業

是否容易〇  

 

非常不容易 1 0.7 3.72 1.24 

不容易 5 3.4 

普通 34 23.4 

容易 68 46.9 

非常容易 31 21.4 

無意見 6 4.1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提

供的領投標服務是

24 小時不中斷的〇 

非常不同意 0 0.0 3.57 2.08 

不同意 5 3.4 

普通 20 13.8 

同意 73 50.3 

非常同意 31 21.4 

無意見 16 11.0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各項領投標

服務是否可靠〇 

非常不可靠 0 0.0 3.74 1.03 

不可靠 2 1.4 

普通 32 22.1 

可靠 82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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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可靠 23 15.9 

無意見 6 4.1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各項領投標

服務是否容易上

手〇 

非常不容易 1 0.7 3.68 0.92 

不容易 5 3.4 

普通 36 24.8 

容易 80 55.2 

非常容易 19 13.1 

無意見 4 2.8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

網頁讀取速度是否

流暢〇 

 

非常不流暢 3 2.1 3.46 1.22 

不流暢 8 5.5 

普通 46 31.7 

流暢 65 44.8 

非常流暢 17 11.7 

無意見 6 4.1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

個人化介面程度〇 

非常低 4 2.8 3.10 1.08 

低 11 7.6 

普通 76 52.4 

高 40 27.6 

非常高 7 4.8 

無意見 7 4.8 

 

(b) 電子採購網之資訊品質 

    在資訊品質的方面，本文以八個面向來測量，分別為完整性(completeness)、

易理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任務適性(fit-to-task)、正確性(accuracy)、即時

性(timely)、安全性(security)、隱私(privacy) 及整體(overall)。這些變項的測量方

式是從受訪者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經驗與受訪者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接觸

經驗分別來討論受訪者的感受品質。  

    首先尌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的「完整性」方面，有 66.2%的受訪者認為網

站提供的資訊相當完整々而在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料完整性來看，

有五成（50.3%）的受訪者認為完整。顯示受訪廠商認為網站之資訊完整性勝過

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料完整性，詳細數據可見表 98。 

 

表 98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完整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非常不完整 2 1.4 3.6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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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完整〇 

 

不完整 8 5.5 

普通 34 23.4 

完整 76 52.4 

非常完整 20 13.8 

無意見 5 3.4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完整〇 

 

非常不完整 2 1.4 3.24 1.49 

不完整 7 4.8 

普通 51 35.2 

完整 64 44.1 

非常完整 9 6.2 

無意見 12 8.3 

 

在「易理解性」方面，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68.3%的受訪者認

為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容易了解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

經驗上，有約五成（46%）的受訪者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容

易了解。綜合受訪者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易理解性上的看法，多數受訪者認

為無論是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標案資訊或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

資訊是相當容易理解的，詳細數據可見表 99。 

 

表 99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易理解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容易了解〇 

非常不容易 0 0.0 3.73 0.83 

不容易 6 4.1 

普通 37 25.5 

容易 77 53.1 

非常容易 22 15.2 

無意見 3 2.1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容易了

解〇 

非常不容易 3 2.1 3.23 1.44 

不容易 7 4.8 

普通 53 36.6 

容易 62 42.8 

非常容易 9 3.2 

無意見 11 7.6 

 

    在「任務適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66.2%的受訪者

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符合需求的，並沒有任何受訪者認為

完全不符合需求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有 47.3%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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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是符合自己需求。綜合上述數據，無論從受訪者使用

電子採購網的經驗上或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大多數受訪者皆

認為符合他們需求，僅有少部分的受訪者認為不符合需求，詳細數據可見表 100。 

 

表 100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任務適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符合您的需求〇 

 

非常不符合 0 0.0 3.63 0.91 

不符合 4 2.8 

普通 40 27.6 

符合 81 55.9 

非常符合 15 10.3 

無意見 5 3.4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符合您

的需求〇 

非常不符合 3 2.1 3.25 1.42 

不符合 4 2.8 

普通 58 40.0 

符合 59 40.7 

非常符合 10 6.9 

無意見 11 7.6 

 

在「正確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75.9%的受訪者認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正確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交涉經驗

上，有 48.3%的受訪者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正確」。詳細數

據可見表 101。 

 

表 101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正確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正確〇 

 

非常不正確 0 0.0 3.77 0.94 

不正確 0 0.0 

普通 29 20.0 

正確 91 62.8 

非常正確 19 13.1 

無意見 6 4.1 

依您的使用經驗，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標案承辦

單位/承辦人所提供

的資訊是否正確〇 

非常不正確 1 0.7 3.25 1.49 

不正確 3 2.1 

普通 58 40.0 

正確 60 41.4 

非常正確 1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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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意見 13 9.0 

 

在即時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51.7%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電

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相當即時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交涉經驗

上，不到一半的的受訪者(44.8%)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相當即

時，與普通意見相當，顯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在這方面仍有待加強。詳細數

據可見表 102。 

 

表 102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即時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標案資訊是否

即時〇 

非常不即時 0 0.0 3.39 1.11 

不即時 9 6.2 

普通 54 37.2 

即時 63 43.4 

非常即時 12 8.3 

無意見 7 4.8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

您對標案內容有疑

問時，標案承辦單位

/承辦人所提供的資

訊是否即時〇 

 

非常不即時 1 0.7 3.26 1.24 

不即時 9 6.2 

普通 61 42.1 

即時 55 37.9 

非常即時 10 6.9 

無意見 9 6.2 

 

在「安全性」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高達七成的受訪者認為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線上領標作業是安全的，沒有任何一個受訪者認為非

常不安全々至於線上投標作業的安全性上，僅有 29.7%的受訪者認為安全，無

意見者反而較多，顯示在安全性的感受品質上，較多的受訪者是持較為保留的

態度。詳細數據可見表 103。 

 

表 103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安全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進行線上領標作

業是否安全〇

(N=372) 

非常不安全 0 0.0 3.578 1.73 

不安全 1 0.7 

普通 27 18.6 

安全 81 55.9 

非常安全 22 15.2 

無意見 1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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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您的使用經驗，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

網進行線上投標作

業是否安全〇

(N=372) 

非常不安全 1 0.7 3.14 3.37 

不安全 9 6.2 

普通 36 24.8 

安全 32 22.1 

非常安全 11 7.6 

無意見 56 38.6 

 

在「隱私」上，對於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標案資訊，有 48.9%的受訪者同意政府

電子採購網能保護公司資料隱私的安全，所佔比例並不高，顯示本系統在這部

分仍有待加強。詳細數據可見表 104。 

 

表 104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隱私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能

保護您公司資料隱

私的安全。 

 

非常不同意 0 0.0 3.00 2.22 

不同意 4 2.8 

普通 55 37.9 

同意 63 43.4 

非常同意 8 5.5 

無意見 15 10.3 

 

最後，對於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整體資訊品質，有 52.4%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電

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々而在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整體資訊品

質上，有 43.4%的受訪者認為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持普通意見者較之為

多，可以發現整體來說，電子採購網與機關單位在資訊品質這方面，表現未稱

突出。詳細數據可見表 105。 

 

表 105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整體資訊品質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整體來說，您認為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資訊品質高

低〇 

非常低 0 0.0 3.36 1.30 

低 1 0.7 

普通 57 39.3 

高 66 45.5 

非常高 10 6.9 

無意見 11 7.6 

整體來說，您認為

標案承辦單位/承辦

人所提供的資訊品

非常低 0 0.0 3.21 1.25 

低 10 6.9 

普通 62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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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高低〇 

 

高 55 37.9 

非常高 8 5.5 

無意見 10 6.9 

   

 

(c) 電子採購網之服務品質 

    在服務品質方面，本文以用保證性、聯繫、回應性、補償等四項變項來衡

量，同樣分成從受訪者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經驗與受訪者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

人接觸經驗分別來討論。 

    首先從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保證性」來看，有 48.9%的受訪者認為政

府電子採購網能對其線上服務品質提供良好的保證，顯示本系統在保證性上受

訪者抱持肯定的態度。詳細數據可見表 106。 

 

表 106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保證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

府電子採購網能對

其線上服務品質提

供良好的保證〇 

非常不同意 0 0.0 3.25 1.53 

不同意 4 2.8 

普通 55 37.9 

同意 63 43.4 

非常同意 8 5.5 

無意見 15 15 

 

在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連繫上，有 44.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聯繫管道是足夠的々而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有 48.3%

的受訪者認為聯繫管道暢通，綜合上述數據，皆不到五成的受訪者給予正面評

價，顯示電子採購系統無論在受訪者自身的使用經驗或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交涉經驗上都可再加強。詳細數據可見表 107。 

 

表 107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聯繫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驗，

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聯繫管道是

否足夠〇 

 

非常不足夠 2 1.4 3.13 1.47 

不足夠 9 6.2 

普通 56 38.6 

足夠 56 38.6 

非常足夠 8 5.5 

無意見 14 9.7 

依您的使用經驗， 非常不流暢 1 0.7 3.32 1.11 



157 

 

當您對標案內容有

疑問時，與標案承

辦單位/承辦人的

聯繫管道是否暢

通〇 

不流暢 10 6.9 

普通 57 39.3 

流暢 58 40.0 

非常流暢 12 8.3 

無意見 7 4.8 

 

在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回應性」上，有 31.0%的受訪者認為當使用政府電

子採購網遭遇問題時，能很快得到系統人員的回應，々 而在機構的回應性方面，

有 43.5%的受訪者認為當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能很快獲得標案承辦單位/承辦

人的回應，可以發現在回應性上，受訪者認為標案承辦單位的回應速度來的比

系統人員快。詳細數據可見表 108。 

 

表 108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回應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依您的使用經

驗，當您在使用政

府電子採購網遭

遇問題時，能很快

得到系統人員的

回應〇 

非常不同意 1 0.7 2.64 2.67 

不同意 10 6.9 

普通 49 33.8 

同意 40 27.6 

非常同意 11 7.6 

無意見 34 23.4 

依您的使用經

驗，當您對標案

內容有疑問時，

能很快獲得標案

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回應〇 

非常不同意 0 0.0 3.28 1.21 

不同意 12 8.3 

普通 62 42.8 

同意 50 34.5 

非常同意 13 9.0 

無意見 8 5.5 

 

在「補償性」方面分成回應性與態度面向，對電子採購系統上，分別有 49.7%

與 59.4%的受訪者認為系統人員的回應是有幫助以及有禮貌的々而在與標案承

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上，有 67.6%與 51.1%的受訪者認為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回應是有幫助以及有禮貌的，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系統人員或機關人員

的回與態度是持正面的看法，但機關整體評價來的比系統優。詳細數據可見表

109。 

 

表 109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補償性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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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您的使用經驗，系

統人員的回應對您

來說是否有幫助〇 

 

非常沒幫助 0 0.0 2.76 2.97 

沒幫助 4 2.8 

普通 36 24.8 

有幫助 59 40.7 

非常有幫助 13 9.0 

無意見 33 22.8 

依您的使用經驗，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回應對您來說是

否有幫助〇 

 

非常沒幫助 0 0.0 3.55 1.07 

沒幫助 6 4.1 

普通 45 31.0 

有幫助 72 49.7 

非常有幫助 14 9.7 

無意見 8 5.5 

依您的使用經驗，系

統人員回應您的問

題（以電話、電子郵

件等方式）時是否有

禮貌〇 

 

非常沒禮貌 0 0.0 2.77 3.12 

沒禮貌 0 0.0 

普通 35 24.1 

有禮貌 59 40.7 

非常有禮貌 12 8.2 

無意見 39 26.9 

依您的使用經驗，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回應您的問題（以電

話、電子郵件等方

式）時是否有禮貌〇 

非常沒禮貌 0 0.0 3.36 1.32 

沒禮貌                                             1 0.7 

普通 59 40.7 

有禮貌 62 42.8 

非常有禮貌 12 8.3 

無意見 11 7.6 

 

在電子採購網整體的服務品質上，亦分成系統和機關面向，在系統方面，有

50.4%的受訪者認為電子採購網提供的服務品質「高」，也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

(38.6%)認為「普通」々 而在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方面，有

39.3%的受訪者認為其所提供的服務品質高，更有 49.7%的受訪者認為普通，可

以看出無論系統或機關面向，大多數的受訪者對二者提供的服務品質並未給予

高度的評價，顯示系統與機關在該面向上仍有改善的空間，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10。 

 

表 110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網整體服務品質之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 非常低 0 0.0 3.3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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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電子採購網所提

供的服務品質高

低〇 

 

低 6 4.1 

普通 56 38.6 

高 61 42.1 

非常高 12 8.3 

無意見 10 6.9 

整體來說，您認為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所提供的服務品質

高低〇 

 

非常低 0 0.0 3.17 1.20 

低 6 4.1 

普通 72 49.7 

高 52 35.9 

非常高 5 3.4 

無意見 10 6.9 

 

受訪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的滿意度 

本研究對電子採購系統的滿意度分為使用者滿意度、推薦他人使用的意願、再

使用意願及對領標收費標準的滿意度，以下茲分別說明。 

電子採購系統使用者滿意度 

整體而言，65.5%的受訪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感到滿意，28.7%感到普通，2.8%

感到不滿意，也有 2.1%表示無意見，帄均 3.68 分々而對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的滿意度上，52.4%的受訪廠商感到滿意，42.1%感到普通，2.8%感到不滿意，

另有 2.8%表示無意見，帄均 3.47 分，與對電子採購系統的滿意度相較之下，略

為遜色，但整體來說，不論是對系統或對標案承辦單位，都能維持中間水帄的

滿意度。詳細數據可見表 111。 

 

表 111〆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的使用滿意度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整體而言，您是否滿

意政府電子採購網所

提供的服務〇 

 

非常不滿意 0 0.0 3.69 0.77 

不滿意 4 2.8 

普通 43 29.7 

滿意 79 54.5 

非常滿意 16 11.0 

無意見 3 2.1 

整體而言，您是否滿

意標案承辦單位/承

辦人所提供的服務〇 

 

非常不滿意 0 0.0 3.48 0.85 

不滿意 4 2.8 

普通 61 42.1 

滿意 68 46.9 

非常滿意 8 5.5 

無意見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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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他人使用與再使用電子採購系統的意願 

   有 40.7%的受訪廠商約四成意願向他人推薦使用電子採購網，並有 53.8%的

受訪廠商至少有六成的可能性向同事推薦與承辦單位/承辦人尋求協助。而於廠

商本身再使用電子採購網的意願上，有 78.6%的受訪廠商至少有七成的意願繼

續使用電子採購網，並有 57.4%的受訪廠商若遇到標案上問題，至少約六成的

可能性向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尋求協助。可因此推論，廠商對電子採購系統具

有一定水準以上的滿意度，進而願意推薦他人與繼續使用該系統。詳細數據如

表 112。 

 

表 112〆廠商推薦他人與繼續使用電子採購系統之意願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您推薦其他人使用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

可能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23 15.9 3.08 1.61 

兩成到四成 22 15.2 

四成到六成 41 28.3 

六成到八成 39 26.9 

八成到十成 20 13.8 

若您的同事遇到標

案上的問題，您推

薦他向標案承辦單

位/承辦人尋求協助

的可能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16 11.0 3.50 1.51 

兩成到四成 8 5.5 

四成到六成 43 29.7 

六成到八成 43 29.7 

八成到十成 35 24.1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您繼續使用政府電

子採購網的可能性

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9 6.2 4.24 1.20 

兩成到四成 7 4.8 

四成到六成 15 10.3 

六成到八成 31 21.4 

八成到十成 83 57.2 

若您再次遇到標案

上的問題，您向標

案承辦單位/承辦人

尋求協助的可能性

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12 8.3 3.76 1.47 

兩成到四成 11 7.6 

四成到六成 35 24.1 

六成到八成 44 30.3 

八成到十成 43 29.7 

 

對現行電子領標收費標準的滿意度 

    只有 23.5%的受訪廠商對現行的電子領標收費標準感到滿意，49.0%感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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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17.9%感到不滿意，帄均 3.00 分，顯示在電子領標收費這部分，仍有可加

強、改善的空間。詳細數據可見表 113。 

 

表 113〆電子領標收費滿意度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現行的電子領標

收費標準，您是否

滿意〇  

非常不滿意 7 4.8 2.89 1.13 

不滿意 26 17.9 

普通 71 49.0 

滿意 31 21.4 

非常滿意 3 2.1 

無意見 7 4.8 

 

2. 內部顧客 

(1) 受訪者公務人員基本資料分析 

有效樣本共 145 個，惟各題有效樣本不一，以下分析皆以各題有效樣本為

分母。在受訪者性別部分，男性占整體 55.2%々女性占整體 44.8%。在標案性質

部分，勞務類最多，占整體 38.6%々 其次為財務類，占整體 32.4%。在地區部分，

北部地區為最多，占整體 49.0%々 其次為南部地區，占整體 30.3%。在組織性質

部分，中央機關占整體 54.2%々地方機關占整體 45.8%。 

 在受訪者目前現職機關服務年數，以 1 年到 5 年為最多，占整體 37.9%々

其次為 11 年以上，占整體 37.9%。在受訪者擔任公務人員總年資的部分，11

年以上為最多，占整體 62.7%々其次為 1 年到 5 年，占整體 18.3%。在受訪者年

齡的部分，以 28-37 歲為最多，占整體 34.0%，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14。 

 

表 114〆受訪公務人員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80 55.2 

女 65 44.8 

標案性質 

 

工程類 42 29.0 

財務類 47 32.4 

勞務類 56 38.6 

地區 

 

北部 71 49.0 

中部 19 13.1 

南部 44 30.3 

東部 8 5.5 

外島 3 2.1 

組織性質 中央機關 78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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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機關 66 45.8 

請問您在目前現

職機關服務年

數〇 

 

1年以下 

（不含1年） 
3 2.1 

1年到5年 57 39.3 

6年到10年 30 20.7 

11年以上 55 37.9 

請問您擔任公務

人員的總年資〇 

 

1年以下 

（不含1年） 
4 2.8 

1年到5年 26 18.3 

6年到10年 23 16.2 

11年以上 89 62.7 

請問您的年齡〇 

 

18-27歲 1 .7 

28-37歲 49 34.0 

38-47歲 42 29.2 

48-57歲 42 29.2 

58歲以上 10 6.9 

 

(2) 敘述統計 

a. 員工感受品質 

(a) 服務品質 

在服務品質方面，衡量的變數為可靠性、回應性、安全。在可靠性部分，有

84.9%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能在可接受的時間範圍內協助執行採購業

務，持正面的意見々在回應性的部分，有77.3%的受訪者對於在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遭遇問題時，能很快得到網站系統人員的回應，持正面意見々在安全部分，

有78.6%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安全保護措施做得很好。（例如〆帳號

密碼保護、憑證使用等），持正面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115。 

 

表 115〆公務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服務品質的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可靠性 非常不同意 2 1.4 4.03 0.50 

不同意 1 0.7 

普通 19 13.1 

同意 91 62.8 

非常同意 32 22.1 

回應性 非常不同意 2 1.4 3.78 0.68 

 不同意 9 6.2 

普通 3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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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82 56.6 

非常同意 22 15.2 

安全 非常不同意 1 0.7 3.87 0.44 

不同意 4 2.4 

普通 24 16.6 

同意 98 67.6 

非常同意 16 11.0 

 

(b) 系統品質 

在系統品質部分，衡量的變數為效率與易用性。在效率部分，有65.5%的受

訪者對於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找到執行採購業務時所需要的資訊／資料，持正

面意見々 在易用性部分，有64.8%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在操作上很容易，

持正面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116。 

 

表 116〆公務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系統品質的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效率 

 

非常不同意 3 2.1 3.61 

 

0.65 

 不同意 11 7.6 

普通 36 24.8 

同意 85 58.6 

非常同意 10 6.9 

易用性 

 

非常不同意 3 2.1 3.65 0.66 

不同意 7 4.8 

普通 41 28.3 

同意 84 57.9 

非常同意 10 6.9 

 

(c) 資訊品質 

在資訊品質的部分，衡量變數為合任務性、容易了解、即時性、正確性、完

整性。在合任務性的部分，有64.8%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採購

資訊符合其需求，持正面意見々在容易了解的部分，有64.8%的受訪者對於政府

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容易了解的，持正面意見々在即時性的部分，65.6%

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即時的，持正面意見々在正確性

的部分，有70.4%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正確的，持正

面意見々在完整性的部分，有64.1%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

是很完整的，持正面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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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〆公務人員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資訊品質的感受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合任務性 非常不同意 3 2.1 3.63 

 

0.59 

 不同意 7 4.8 

普通 41 28.3 

同意 84 57.9 

非常同意 10 6.9 

容易了解 非常不同意 1 0.7 3.67 

 

0.44 

 不同意 4 2.8 

普通 45 31.0 

同意 85 58.6 

非常同意 9 6.2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即時性 非常不同意 2 1.4 3.69 

 

0.55 

 不同意 5 3.4 

普通 41 28.3 

同意 82 56.6 

非常同意 13 9.0 

正確性 非常不同意 0 0.0 3.77 

 

0.40 

 不同意 4 28.8 

普通 37 25.5 

同意 90 62.1 

非常同意 12 8.3 

完整性 非常不同意 2 1.4 3.66 0.52 

不同意 6 4.1 

普通 39 26.9 

同意 84 57.9 

非常同意 9 6.2 

 

b. 受訪公務人員的工作壓力源 

在工作壓力源的部份，衡量變數為工作環境、技術要求（資訊能力）、工作

負荷、時間壓力，以及擔心觸犯法律。在工作環境的部分，有67.6%的受訪者對

於他們的工作單位提供充裕的資源運用（例如〆法條諮詢、技術諮詢、電腦設備）

以完成採購業務，持正面意見々在技術要求的部分，有33.1%的受訪者對於自身

會因為採購專業能力不足而感到困擾，持正面意見，但亦有32.4%的受訪者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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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負向意見々在工作負荷的部分，有48.3%的受訪者認為他被分配到的採購業

務工作量是能夠負荷的，持正向意見々在時間壓力的部分，有44.2%的受訪者對

於其有充裕的時間處理採購業務，持正向意見々擔心觸法的部分，有9.0%的受訪

者對於在處理採購業務的過程中會擔心觸犯法律。（例如〆政府採購法、個人資

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等），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

表118。 

 

表 118：公務人員的工作壓力源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工作環境 

 

非常不同意 3 2.1 3.68 0.70 

不同意 10 6.9 

普通 34 23.4 

同意 82 56.6 

非常同意 16 11.0 

技術要求 

 

非常不同意 10 6.9 2.99 1.01 

不同意 37 25.5 

普通 50 34.5 

同意 41 28.3 

非常同意 7 4.8 

工作負荷 

 

非常不同意 8 5.5 3.29 0.79 

不同意 15 10.3 

普通 52 35.9 

同意 67 46.2 

非常同意 3 2.1 

時間壓力 非常不同意 5 3.4 3.21 0.81 

不同意 28 19.3 

普通 48 33.1 

同意 60 41.4 

非常同意 4 2.8 

擔心觸犯法

律 

非常不同意 50 34.5 2.01 0.88 

不同意 56 38.6 

普通 26 17.9 

同意 13 9.0 

非常同意 0 0.0 

 

c. 公務人員的組織管理 

衡量構面為主管支持、管理、整合、教育訓練。在主管支持部分，衡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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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遭遇困難，主管適時的幫助，以及主管對採購業務說明、命令或政策相

當清楚。在遭遇困難，主管適時的幫助的部分，有 53.7%受訪者對於在採購上

遇到困難時(例如〆法規、規格不了解、與廠商有爭執)，主管都能給您適時的幫

助，持正向意見々 在主管對採購業務說明、命令或政策相當清楚的部分，有 51.0%

的受訪者對於主管在採購業務上的說明、命令或政策是相當清楚，持正向意見。

在管理的部分，衡量的變數為判斷空間以及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在判斷空間

部分，有 57.2%的受訪者對於在採購的過程中，有足夠的判斷空間，不需事事

依賴上級的指示，持正向意見々在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的部分，有 83.5%的受

訪者對於遇到採購業務上困難時會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持正向意見。 

整合的部分，衡量變數為處理採購業務，跨部門之間管道順暢，以及遭遇

問題時，與工程會溝通順暢，在處理採購業務，跨部門之間管道順暢的部分，

有 57.7%的受訪者對於在處理採購業務時，與其他跨部門（法務、政風、會計

等等）之間的溝通管道是非常順暢，持正向意見々在與工程會溝通順暢的部分，

有 34.7%的受訪者對於在處理採購業務遇到問題時（例如〆業務稽核、採購爭

議、公共工程推動情形），與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溝通管道是非常順暢的，持普

通看法。教育訓練的部分，衡量變數為知識與技能，有 60.0%的受訪者對於組

織中提供足夠的採購教育訓練，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19。 

 

表 119〆公務人員的組織管理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遭遇困難，主

管適時幫助 

非常不同意 3 2.1 3.44 0.90 

不同意 23 15.9 

普通 41 28.3 

同意 63 43.4 

非常同意 15 10.3 

主管對採購

業務說明、命

令或政策相

當清楚 

 

非常不同意 4 2.8 3.43 0.91 

不同意 20 13.8 

普通 41 32.4 

同意 58 40.0 

非常同意 16 11.0 

判斷空間 

 

非常不同意 2 1.4 3.50 0.66 

不同意 15 10.3 

普通 45 31.0 

同意 74 51.0 

非常同意 9 6.2 

同事討論處

理方法 

非常不同意 0 0.0 4.03 0.47 

不同意 4 2.8 

普通 2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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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88 60.7 

非常同意 33 22.8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處理採購業

務，跨部門之

間管道順暢 

 

非常不同意 6 4.2 3.44 0.85 

不同意 16 11.1 

普通 39 27.1 

同意 74 51.4 

非常同意 9 6.3 

遭 遇 問 題

時，與工程會

溝通順暢 

 

非常不同意 5 3.5 3.15 0.70 

不同意 22 15.3 

普通 67 46.5 

同意 46 31.9 

非常同意 4 2.8 

知識與技能 

 

非常不同意 8 5.6 3.52 0.87 

不同意 8 5.6 

普通 40 28.0 

同意 75 51.7 

非常同意 12 8.3 

 

d. 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態度改變 

在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態度改變衡量變數為滿意度、成尌感、

計畫課責、工作透明。在滿意度的部分，有 63.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

採購網，能提升處理政府採購業務的工作滿意程度，持正向意見々在成尌感部

分，有 46.2%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能提升您處理政府採購業務

時的成尌感，持正向意見々在計畫課責的部分，有 46.2%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

府電子採購網，能讓採購業務的分配更加明確，持正向意見々在工作透明的部

分，有 85.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使採購過程更加透明、

公開，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20。 

 

表 120〆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態度改變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滿意度 

 

非常不同意 1 0.7 3.66 0.54 

不同意 7 4.8 

普通 45 31.0 

同意 79 54.5 

非常同意 1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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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尌感 

 

非常不同意 4 2.8 3.50 0.71 

不同意 21 14.7 

普通 52 36.4 

同意 59 41.3 

非常同意 7 4.9 

計畫課責 

 

非常不同意 4 2.8 3.31 0.77 

不同意 21 14.7 

普通 52 36.4 

同意 59 41.3 

非常同意 7 4.9 

工作透明 

 

非常不同意 0 0.0 4.11 0.44 

不同意 2 1.4 

普通 19 13.1 

同意 85 58.6 

非常同意 39 26.9 

 

e. 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行為改變 

在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行為改變的部分，衡量變數為選擇廠商

習慣與資料習慣。在廠商選擇的部分，有 53.9%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後，會考慮比較更多廠商之間的選擇，持正向意見々在資料習慣的部分，

有 82.7%的受訪者對於處理採購業務時，您會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料庫。

（例如〆參考共同契約比價、優良廠商名單、拒絕往來廠商、標案查詢系統），

持正向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21。 

 

表 121〆公務人員使用電子採購網產生的行為改變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選擇廠商

習慣 

 

非常不同意 3 2.1 3.53 0.73 

不同意 10 7.0 

普通 53 37.1 

同意 62 43.4 

非常同意 15 10.5 

資料習慣 

 

非常不同意 3 2.1 4.01 0.61 

不同意 2 1.4 

普通 20 13.8 

同意 86 59.3 

非常同意 3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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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組織效益 

在組織效益的部分，衡量變數為政府財務節省、行政時間節省、降低行政

負擔、效率利益、產出品質提升。在政府財務節省的部分，有 64.1%的受訪者

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夠減少執行採購業務的成本。（例如〆減少紙張、

油墨耗材々與廠商通訊聯繫之費用等)，持正向意見々在行政時間節省的部分，

有 73.8%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夠節省獲得採購資訊的等待

時間，持正向意見々在降低行政負擔的部分，有 54.5%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後，能簡化採購業務的行政流程，持正向意見々在效率利益的部分，

有 60.7%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縮短採購業務的處理時間，

持正向意見々在產出品質提升的部分，有 43.1%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

購網後，能使採購的物品（工程、勞務、財務）更符合機關之需求，持正向意

見々有 42.8%的受訪者對此抱持普通的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22。 

 

表 122〆組織效益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政府財務

節省 

非常不同意 3 2.1 3.66 0.92 

不同意 16 11.0 

普通 33 22.8 

同意 68 46.9 

非常同意 25 17.2 

行政時間

節省 

非常不同意 0 0.0 3.81 0.49 

不同意 7 4.8 

普通 31 21.4 

同意 90 62.1 

非常同意 17 11.7 

降低行政

負擔 

非常不同意 1 0..7 3.57 0.72 

不同意 13 9.0 

普通 52 35.9 

同意 61 42.1 

非常同意 18 12.4 

效率利益 非常不同意 1 0.7 3.62 0.69 

不同意 13 9.0 

普通 43 29.7 

同意 71 49.0 

非常同意 17 11.7 

產出品質 非常不同意 5 3.4 3.34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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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不同意 14 9.7 

普通 62 42.8 

同意 55 37.9 

非常同意 9 6.2 

 

g. 行政民主化 

在行政民主化的部分，衡量變數為施政透明、政府課責、公帄性、廠商對

政府的信任。在施政透明的部分，有 53.1%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

更能防範違法事件。（如〆圍標、綁標等），持正向意見々在政府課責的部分有

50.3%的受訪者對於使用電子採購網能讓政府部門之間權責更清楚，持正向意

見々在公帄性的部分，有 64.8%的受訪者對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的運用，能讓廠

商競爭更公帄，持正向意見々在廠商對於政府的信任部分，有 61.0%的受訪者

對於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提升了廠商對政府採購制度的信任程度，持正向

意見。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23。 

 

表 123〆行政民主化 

變數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帄均數 變異數 

施政透明 非常不同意 6 4.1 3.38 0.98 

不同意 23 15.9 

普通 39 26.9 

同意 64 44.1 

非常同意 13 9.0 

政府課責 非常不同意 5 3.4 3.41 0.78 

不同意 14 9.7 

普通 53 36.6 

同意 63 43.4 

非常同意 10 6.9 

公帄性 非常不同意 3 2.1 3.65 0.68 

不同意 9 6.2 

普通 39 26.9 

同意 79 54.5 

非常同意 15 10.3 

廠商對政府

的信任 

非常不同意 4 2.8 3.60 0.68 

不同意 6 4.1 

普通 48 33.1 

同意 73 50.3 

非常同意 1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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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的整合模型 

1. 構面信效度 

在問卷信度的部分，本研究以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

Cronbachs Alpha 進行信度檢驗，依據過往研究建議 CR 值在 0.7 以上是可以接

受的範圍(Nunnally, 1978)。Crobach Alpha 係數為一種測量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分

析方法。信度代表測驗的可靠性、穩定性與一致性。Crobach Alpha 係數愈高，

代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愈佳。通常 Crobach Alpha 係數要大於 0.7 以上，代表此

量表構面具良好的信度。表 124 顯示除了員工感受品質跟內部影響的 CR 值未

達 0.7，其餘各構面的 CR 值都大於理論建議可接受的範圍之內，且 Cronbachs 

Alpha 除了員工感受品質、顧客感受品質、行為改變與工作壓力之外，皆大於

0.7，由此顯現出本研究所發展的問卷是具有良好信度。 

在問卷效度的部分，本研究是以帄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進行效度檢驗，根據文獻建議，AVE 值要大於 0.5 為可以接受的範圍。從

表 124 可以發現各個構面的 AVE 值皆大於 0.5。整體而言，本研究所發展的問

卷不論在信度與效度上，大致都符合理論的要求。 

 

表 124〆各構面信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名稱 Cronbachs Alpha AVE 值 CR值 

員工感受品質 0.69 0.61 0.61 

員工滿意度 0.87 0.89 0.89 

內部影響 0.85 0.63 0.63 

內部成果 0.92 0.81 0.94 

顧客感受品質 0.68 0.60 0.82 

顧客滿意度 0.80 0.63 0.87 

外部影響 0.92 0.80 0.92 

行為改變(BC) 0.67 0.75 0.85 

管理要件(OM) 0.84 0.64 0.72 

工作壓力(WP) 0.68 0.60 0.82 

 

2. 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的整合模型驗證結果 

以下將呈現模型分析結果，包含員工感受品質、行為改變、態度改變、管

理要件、組織效益、工作壓力、員工滿意度、內部影響、內部成果、顧客感受

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外部影響之間的關係。各個構面之間的路徑係數，請參見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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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〆鏈結電子治理內外顧客的整合模型路徑圖 

 

 

在員工滿意度的部分，工作壓力的路徑係數為 0.16々管理要件的路徑係數

為 0.42，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26。其中工作壓力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意

義，其餘兩構面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其影響力依序為管理要件、員工感

受品質。 

 在行為改變的部分，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31，達統計上的顯著意

義，顯示行為改變會受員工感受品質影響，且為正面影響。 

在內部影響的部分，工作壓力的路徑係數為-0.03々管理要件的路徑係數為

0.04，員工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14々行為改變的路徑係數為 0.33。其中工

作壓力與管理要件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其餘兩構面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

義，其影響力依序為行為改變、員工感受品質。 

在內部成果的部分，內部影響的路徑係數為 0.72，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顯示內部成果會受內部影響的影響且為正面影響。 

在顧客感受品質的部分，員工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0.07，未達統計上的顯

著意義，顯示顧客感受品質不會受員工滿意度的影響。 

在顧客滿意度的部分，顧客感受品質的路徑係數為 0.62，達統計上的顯著

意義，顯示顧客滿意度會受顧客感受品質的影響且為正面影響。 

在外部影響的部分，顧客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0.57，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顯示外部影響會受顧客滿意度的影響且為正面影響。 

 由上述結果得之，研究假設政府員工對電子治理的滿意度將影響外部顧客

感受到的品質並不成立，結果與顏上晴(2007)研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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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1. 強化組織管理 

在本研究中發現對於員工滿意度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為組織管理，而不是電

子化系統的服務品質、系統品質或是資訊品質，由於許多公部門中許多電子化

系統的使用，如電子採購、電子公文、知識管理系統等，大多是出於強制性質，

由上層推動，而非公務人員自發性的使用，因此，電子化系統推動能否成功，

組織管理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上級管理者的支持更是重要（林文信，2004），

組織應協助採購人員在採購業務的處理，因為採購業務涉及的法規眾多，因此，

組織中應強化主管與採購人員之間的溝通管道，使採購人員可以順利地解決採

購上遭遇的問題，也應該適度地授權採購人員，使其可以在能力範圍內處理採

購業務，當組織中給予的協助越多，能使採購人員減少採購問題的發生，也才

會對於系統的使用感到滿意。 

2. 提升員工感受品質 

對於員工滿意度的次要關鍵影響因素是員工感受品質，因此，若要提升員

工滿意度，可以由改善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未

來在系統的改善上，可以加強系統的服務品質，如強化系統的安全，加強防護

措施，現有系統除了帳號密碼的保護之外，也透過憑證使用，若沒有憑證則無

法進行電子招標及電子下訂等電子採購業務，以確保有權限的採購人員可以使

用此系統，不至於使機關資料外漏。除此之外，可以設置不同的資料庫，並導

引使用者尋找相關的採購資訊，以增進採購的效率。 

3. 加強顧客感受品質 

研究發現顧客感受品質對於顧客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因此，若要提升顧客滿

意度可以藉由強化廠商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與採購人員互動所感受的品質，由

前述分析可以了解對廠商而言，資訊品質是影響顧客滿意度的最強烈的因素，

為了提升顧客滿意度，政府應加強廠商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時，領標與投標上

資訊的安全，以及保護其隱私，若能藉由改善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品質，提升顧

客滿意度，後續也才能達成更高層次的公共目標，參與（授權賦能）、效率／效

能、透明／課責以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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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電子治理評估架構與指標集合工具表操作型定義〆基礎環境投入過程面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文獻 

基礎建設 

資料系統

(電子化整

備

e-readiness

(通訊基礎

設施指標) 

  

  

Heeks (2006) 

Millard (2007)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UN (2010) 

WEF(2010) 

個人網際網路

使用者指標

(包括政府與

企業) 

UN (2010) 

WEF(2010) 

個人電腦指標 UN (2010) 

個人固定寬頻

指標 

UN (2010) 

WEF(2010) 

EIU & IBM(2010) 

統計資料庫 
Brown University(2008) 

Kertesz(2003) 

網路覆蓋率 Wasada(2010) 

(Network 

Preparedness)  
EIU & IBM (2010) 

法規環境   
電子化建設有

法令規章依據 

Heeks (2006) 

Millard (2008) 

曾冠球、胡龍騰，莊文忠(2010) 

Baker (2004) 

EIU & IBM (2010) 

制度 

隱私政策 

政府政策有提

供隱私權的保

障 

Heeks (2006) 

Brown University(2008) 

曾冠球、胡龍騰、莊文忠(2010) 

Reddick(2009) 

安全政策

(Brown 

University

) 

政府有提供使

用電子化設備

時對個人資訊

洩漏的安全保

障 

Heeks (2006) 

Brown University (2008) 

Reddick(2009) 

人力資源 

組織人力 
組織人數 蕭乃沂、羅晉(2009、2010) 

學歷背景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技術(skill) 
資訊背景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資訊素養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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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ard (2008) 

Verleye, et al. (2010) 

領導   

計畫的主管、

協辦或執行機

關的領導程度 

蕭乃沂、羅晉(2009、2010) 

Gupta(2007) 

Heeks(2006) 

投入階段 

經費   

計畫對組織經

費占比 

Janssen, et al., 2004 

蕭乃沂、羅晉(2009、2010) 

Flynn(2002) 

Millard, 2008 

研究發展對計

畫經費占比 

Janssen, et al., 2004 

蕭乃沂、羅晉(2009、2010)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計畫支出成本

比例 

Verleye, et al. (2010) 

Heeks (2006) 

Esteves & Joseph (2008) 

Vaidya (2007) 

Rowley (2010) 

黃東益等(2009) 

Kertesz(2003) 

Flynn (2002) 

施能傑(2010) 

計畫人力成本

比例 

Heeks (2006) 

Esteves & Joseph (2008) 

工作人力   
數量 

(Heeks, 2006) 

蕭乃沂、羅晉(2009、2010) 

資訊素養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政治支持   
政治主管的重

視程度 

Millard, 2008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施能傑(2010) 

策略 

計畫策略 

標的對象 
Heeks (2006) 

蕭乃沂、羅晉(2009) 

願景 

Song (2010) 

EIU & IBM(2010) 

施能傑(2010) 

資源分配 
財政分配與控

制  

Song(2010) 

Rowley (2010) 

過程階段 

推廣   行銷推廣 Wasad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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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ard, 2008 

教育訓練   
計畫執行人員

技能培訓課程 

Wagenheim & Reurink(1991) 

OECD(2002)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Millard, 2008 

管理 

知識管理 
資訊分享(管

道、行為) 

Wasada(2010) 

OECD(2002)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參與管理 

溝通(管道、行

為)、部屬決策

權 

Wagenheim & Reurink (1991) 

Verleye, Karamagioli, 

Verdegem, Jenner, & 

Poelmans(2010) 

Millard (2007) 

風險管理 

包括政治風

險、組織風

險、使用風

險、技術風

險、賣主風險

(提供技術、軟

體者)、執行風

險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政府)整合 

流程 

政府在電子化

計畫上有整合

前/後端流程 

Christopher (2009) 

蕭乃沂、羅晉(2009、2010) 

OECD (2002) 

政府機關資訊

長(CIO in 

Government)

有無設置 

Wasada (2010) 

施能傑(2010) 

政府機構間整

合 
Rowley (2010) 

系統 

IT系統的交互

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

y of IT 

systems)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Millard (2008) 

Rowley (2010) 

 

 

 

 



  

188 

 

附錄二 電子治理評估架構與指標集合工具表操作型定義〆G2B 途徑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文獻 

產出 

服務使用 

政府線上

服務偏好 

對公共線上服

務的偏好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state-of-the-art 

使用比

例〆使用

企業數比

例 

使用計畫或系

統的企業比例 

EIU & IBM(2010) 

Janssen, et al., 2004 

使用行為 

網路搜尋〆使

用網路搜尋資

訊 

Janssen, et al., 2004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使用頻率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使用(強)度〆線

上服務實際使

用程度 

Kearns(2004) 

EIU & IBM(2010)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Vaidya (2007) 

Rowley (2010) 

 

 

 

 

感受品質 

 

 

 

 

 

 

 

 

 

 

 

 

 

 

 

 

 

 

資訊品質 

Holzer & Kim (2007);  You & 

Manohara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資訊相關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Barnes & Vidgen(2007) 

資訊(內容)完

整性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資訊(內容)可

靠性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資訊可近性 

Reddick(2009)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EIU & IBM(2010) 

Glassey, Glassey(2004) 

Baker(2004) 

資訊(內容)可

讀度(可理解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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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品質 

 

 

 

 

 

 

 

 

 

 

 

 

 

程度) 

資訊(內容)更

新度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資訊正確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系統品質 

 

 

 

 

 

 

分為客觀性與

主觀性，前者

如網路介面功

能應用

(Required 

Interface-functi

oning 

Applications)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Waseda(2010) 

SERVQUAL 

WebQual 

SITEQUAL 

EGOVSAT 

ACSI 

Vaidya (2007) 

系統可靠性

(reliability) 

Heeks (2006) 

SITEQUAL 

EGOVSAT 

Vaidya (2007) 

(Millard, 2008) 

Glassey & Glassey (2004) 

(EAF 2.0) 

系統可用性

(例如導航) 

Reddick(2009) 

(Millard, 2008) 

 

 

 

 

 

 

 

 

 

 

 

感受品質 

 

 

 

 

 

 

 

 

 

 

 

 

 

 

 

 

 

 

 

 

系統品質 

 

 

 

 

 

 

 

 

 

 

 

SITEQUAL 

Vaidya (2007) 

Baker(2004) 

Glassey & Glassey (2004) 

Rowley (2010)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管道〆分為網

路與其他 

Rowley (2010) 

蕭乃沂，羅晉(2009) 

Millard, 2008 

OECD(2002) 

Kearns(2004) 

系統隱私與安

全性(包括提

供驗證服務、

個人資料安

全，個人隱私

安全)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e-tailQ (2003) 

Millard, 2008 

(Holzer, & Kim, 2007; Holzer, 

Manoharan, Shick, & Stowers, 

2008; You, & Manoharan,  

2009) 

e-SERVQUAL 

SITEQUAL(Yoo & Don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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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品質 

 

 

 

 

 

 

 

 

 

 

 

 

 

 

系統品質 

 

 

2001) 

OECD, (2002) 

(EAF 2.0) 

系統易用性，

指方不方便使

用 

Barnes & Vidgen (2007)  

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7)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SITEQUAL(Yoo & Donthu, 

2001) 

EGOVSAT(Horan, 

Abhichandani & Rayalu, 2006) 

Vaidya (2007) 

技術可近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Holzer & Kim(2007) 

Vaidya (2007) 

 

 

 

 

服務品質 

 

 

  

D&M 

Vaidya (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Rowley (2010)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EGOVSTAT 

Verleye et al.(2010)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Brown University(2010) 

Baker(2004) 

Kearns(2004) 

客製化〆具有

創意的客製化

服務 

EGOVSTAT 

Verleye et al.(2010) 

Brown University(2008) 

Baker(2004) 

UN(2006) 

UN(2008) 

服務可近性〆

政府提供線上

服務的可獲得

程度 

Reddick(2009) 

EIU & IBM(2010) 

ACSI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服務線上完成

度 

WebQual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服務回應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Rowley (2010) 

e-SERVQUAL 

Bhatnagar et al.(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Gupta & Jan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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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2008) 

WebQual 

服務可靠性 

Barnes & Vidgen (2007) 

e-tail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Parasuraman et al.(2005)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服務問題解決

度 

Esteves & Joseph (2008) 

Reddick(2009) 

Vaidya (2007) 

影響 impacts 

 

 

 

 

 

治理性價值

-態度改變

指標 

 

 

 

企業對電

子化政府/

計畫/服務

的滿意程

度 

  

DeLone & McLean (2003) 

Vaidya (2007) 

eGEP(2006)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Kearns(2004) 

Kertesz(2003)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再使用意

願 

願意再使用電

子化服務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D&M 

 

 

 

 

 

 

 

 

 

治理性價值

-態度改變

指標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state-of-the-art 

交易安全

感知  

對交易安全的

感受程度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計畫透明 

經由使用服

務，來感受政

府提供系統或

服務的透明

度，如申辦案

件進度可查詢

比例, 主動公

開資訊完整程

度等 

Montagna (2005)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OECD(2002) 

Heeks (2004) 

Glassey & Glassey (2004) 

Bhatnagar et al.(2007) 

計畫課責 

透過使用服務

測量企業感知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Bhatnagar et al.(2007) 

Heeks (2004) 

Millard (2008) 

提升課責 曾冠球等，2010 

Vaidya (2007) 

隱私保護 企業對於政府 Janssen,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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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感 資料隱私上的

保護有信任感 

Rowley (2010) 

WebQual 

對於政府提供

的系統，企業

使用者所能相

信的程度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Millard (2008) 

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  

 

 

 

 

 

 

 

治理性價值

-行為改變

指標 

 

 

 

企業使用

行為 

  
Kertesz(2003)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網站使用成長

率 

施能傑，2010 

Janssen, et al., 2004 

政府網站查詢

行為 

Janssen, et al., 2004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線上申辦行為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交易行為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線上付款行為 Janssen, et al., 2004 

 

互動性行

為 

  

Danziger & Andersen(2002)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治理性價值

-行為改變

指標 

 

 

 

 

 

 

 

 

 

互動性行

為 

Kertesz(2003)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Rowley (2010) 

Esteves & Joseph(2008) 

黃朝盟等(2008) 

參與行為 

UN(2008) 

Bhatnagar et al.(2007)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UN (2010) 

利害關係人合

作 
Millard (2008) 

企業與政治部

門間的線上溝

通互動行為 

Danziger & Andersen(2002)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OECD, 2002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淨利益 

 

財務上   

Heeks (2006) 

Esteves & Joseph (2008)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eGEP(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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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益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企業財務節省

(例如執行與

運作成本降

低) 

Rowley (2010) 

OECD(2006)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非財務上 

  

Heeks (2006)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Rowley (2010)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方便性利益 

Rowley(2010) 

(EAF 2.0) 

(Gupta, 2007) 

朱斌妤，2004 

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  

資訊/服務品

質提升 

OECD, (2006) 

OECD, (2002)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淨利益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效率提升(使

用服務)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Esteves & Joseph (2008)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EAF 2.0) 

e-SERVQUAL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Janssen, et al., 2004 

Millard, 2008. 

Flynn(2002) 

OECD(2006) 

成果 outcome 

 

整體施政價

值(視為對

整體政府施

政觀點) 

施政透明 
政府整體施政

透明 

Montagna (2005)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Bhatnagar et al.(2007) 

Smarter, Faster,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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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施政價

值(視為對

整體政府施

政觀點) 

 

eGovernment 

Heeks(2004) 

政府課責 

如責任歸屬明

確與否與企業

感知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Bhatnagar et al.(2007) 

Heeks (2004) 

施政信任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Kearns(2004) 

e-gov ACSI 

Montagna (2005) 

Rowley (2010) 

開放性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eGEP, 2006 

Heeks (2004) 

公帄性 

  

Kearns(2004) 

Flynn(2002) 

Bhatnagar et al.(2007) 

減少數位落差 

施能傑(2010) 

黃朝盟等(2007) 

OECD(2002) 

企業   使用者認為政 European Commision(2009)  

趨向 府施政是否站

在企業的角度

實行 

Verleye, et al. (2010) 

Rowley (2010) 

OECD(2002) 

(EAF 2.0) 

eGEP, 2006 

經濟成長競

爭力 
    

Rowley (2010) 

Millar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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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電子治理評估架構與指標集合工具表操作型定義〆G2C 途徑* 

態度改變

指標 

民眾對電

子化政府/

計畫/服務

的滿意程

度 

  

DeLone & McLean (2003) 

Vaidya (2007) 

(eGEP, 2006)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Kearns, 200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2004) 

Kertesz(2003)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政治效能

感 

  (eGEP, 2006)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行為改變

指標 

    

Kertesz(2003)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公民使用

行為 

網站使用人數

成長率 
施能傑， 

政府網站查詢

行為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線上申辦行為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互動行為 

互動性 

(interation)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Olivier Glassey, Olivier 

François Glassey, 2004 

Kertesz(2003) 

電子化參與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 

2008 

Kertesz(2003) 

Rowley (2010) 

UN(2010) 

淨利益 財務上   

Heeks (2006) 

Esteves & Josep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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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eGEP, 2006)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公民財務節省 

Rowley (2010) 
例如於機關臨

櫃的交通費 

非財務上 

  

Heeks (2006)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Rowley (2010)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公民時間節省

(例如資訊獲

取量除以使用

時間＝操作效

率)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Janssen, Rotthier & Snijkers, 

2004) 

 

Millard, (2008).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Kertesz(2003) 

降低行政負擔 

(eGEP, 2006)  

(European Commision, 2009;  

(Verleye, Karamagioli, 

Verdegem, Jenner & 

Poelmans, 2010)  

Rowley (2010) 

方便性利

益 
  

Rowley(2010) 

(EAF 2.0) 

(Gupta, 2007) 

資訊/服務

品質提升 

資訊獲取量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從政府網站上

獲取更多的資

訊 

資訊散播程度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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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網站上

獲取更好的資

訊 

效率利益 

時間運用彈性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操作效率 

(operational 

efficiency) 

Rowley (2010) 使用政府網頁

系統可以快速

來獲得要的資

訊 

政府提供服務

效率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Esteves & Joseph (2008)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

(2008) 

Rowley (2010) 

(EAF 2.0) 

資訊散播程度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成果 outcome:公共目標 

整體施政價

值(視為對整

體政府施政

觀點) 

施政透

明 

政府整體施政

透明 

Montagna (2005)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Bhatnagar et al.(2007) 

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 

Heeks(2004) 

政府課

責 

如責任歸屬明

確與否與企業

感知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Bhatnagar et al.(2007) 

Heeks (2004) 

施政信

任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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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rns(2004) 

e-gov ACSI 

Montagna (2005) 

Rowley (2010) 

開放性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eGEP, 2006 

Heeks (2004) 

公帄性   

Kearns(2004) 

Flynn(2002) 

Bhatnagar et al.(2007) 

施能傑(2010) 

黃朝盟等(2007) 

OECD(2002) 

整體生活品

質 Rowley 

健康提

升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2010)Millard 

(2008) 

財富標

準提升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提升快

樂品質 

  Millard (2008) 

提升網

路倫理 

例如尊重存取

權，隱私權等

概念 

2002, OECD 

  

 

*註〆由於產出部分與 G2B 部分相同，僅在於調查對象的不同，

故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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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電子治理評估架構與指標集合工具表操作型定義〆G2E 部分

主構面 次構面 指標 文獻 

產出階段 

服務提供 

使用數 
內部顧客使用

人數 
EIU & IBM(2010) 

使用經驗 網路使用經驗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政府線上

服務比例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 

(2003) 

使用行為 

網路搜尋使用

網路搜尋資訊 

Janssen, et al., 2004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使用頻率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使用(強)度:線

上服務實際使

用程度 

Kearns(2004)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Vaidya (2007) 

Rowley (2010) 

 

 

 

 

 

感受品質 

 

 

 

 

 

 

 

 

 

 

 

 

 

 

 

 

 

資訊品質 

 

 

 

 

 

 

 

 

 

 

 

 

Holzer, & Kim (2007);   

You & Manoharan (2009) 

Verleye, et al. (2010)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資訊相關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Barnes & Vidgen(2007) 

資訊(內容)完

整性 

European Commision (2009)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資訊(內容)可

靠性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資訊正確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資訊可近性 
Reddick(2009)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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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品質 

 

 

 

 

 

 

 

 

 

 

 

 

 

 

 

資訊品質 

 

Glassey & Glassey (2004) 

Baker(2004) 

資訊(內容)可

讀度(可理解

程度)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資訊(內容)更

新度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系統品質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Waseda(2010) 

SERVQUAL 

WebQual 

SITEQUAL 

EGOVSAT 

ACSI 

Vaidya (2007) 

系統可靠性

(reliability) 

Heeks (2006) 

SITEQUAL 

EGOVSAT 

Vaidya (2007) 

 

 

 

 

 

 

 

 

感受品質 

 

 

 

 

 

 

 

 

 

 

 

 

 

 

 

 

 

 

 

系統品質 

 

 

 

 

 

 

 

 

 

 

 

 

 

Millard, 2008 

(EAF 2.0) 

Glassey & Glassey(2004) 

系統可近性 

Reddick(2009) 

Millard, 2008 

SITEQUAL 

Vaidya (2007) 

Baker(2004) 

Rowley (2010) 

Verleye, et al.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管道〆分為網

路與其他 

Rowley (2010) 

蕭乃沂，羅晉(2009) 

Millard, 2008 

OECD(2002) 

Kearns(2004) 

系統安全性

(包括提供驗

證服務、個人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Millard, J.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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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品質 

 

 

 

 

 

 

 

 

 

 

 

 

 

 

 

 

 

 

 

 

系統品質 

資料安全，個

人隱私安全) 

(Holzer, & Kim, 2007; Holzer, 

Manoharan, Shick, & Stowers, 

2008; You, & Manoharan,  

2009) 

e-SERVQUAL 

UN (2008) 

(EAF 2.0) 

系統易用性，

指方不方便使

用 

Barnes & Vidgen (2007) 

Loiacono, Watson & Goodhue 

(2007)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Vaidya (2007) 

技術可近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Holzer & Kim(2007) 

Vaidya (2007) 

 

 

 

服務品質 

 

 

  

D&M 

Vaidya (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Rowley (2010) 

Danziger & Andersen(2002) 

 

 

 

 

 

 

 

 

感受品質 

 

 

 

 

 

 

 

服務品質 

服務客製化 

EGOVSTAT 

Verleye et al.(2010) 

Brown University (2008) 

UN(2006) 

UN(2008) 

服務重要程度 Kearns, 2004 

服務可近性〆

政府提供線上

服務的可獲得

程度 

Reddick(2009) 

EIU & IBM(2010) 

ACSI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服務線上完成

度〆完成服務

的完整程度 

WebQual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服務回應性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Rowley (2010) 

e-SERVQUAL 

Bhatnagar et al.(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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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pta & Jana (2003) 

UN (2008) 

WebQual 

 

 

 

 

 

 

 

 

線上服務 

 

 

 

 

 

 

 

 

 

資訊服務

顯現階段

(emerging

) 

  

UN (2010) 

WebQual 

Esteves & Joseph (2008) 

Holzer &  Kim, 2007; Holzer, 

Manoharan, Shick, & Stowers, 

2008; You & Manoharan, 

2009) 

增加資訊

服務階段

(Enhance

d) 

  

UN (2010) 

Brown university(2008)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UN (2010) 

交易服務

階段

(Transacti

onal) 

  

UN (2010) 

Brown university(2008) 

Heeks (2006)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Millard (2008) 

 

 

 

線上服務 

EIU & IBM (2010) 

OECD, 2002 

多途徑服

務

(connecte

d)〆包括國

家入口網

(National 

Portals) 

  

UN (2010) 

Esteves & Joseph (2008) 

Waseda(2010) 

Millard (2007) 

e 化決策制定 

UN (2010) 

計畫穩定性   

計畫的穩定性

高或低 

Esteves & Joseph (2008) 

Rowley (2010) 

組織/財務/立

法上 
(EAF 2.0) 

可複製性(功

能與科技) 
(EAF 2.0) 

可複製性(服

務) 
Gupta(2007) 

決策品質     
Gupta & Jana, 2003 

Heek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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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乃沂，羅晉(2009) 

影響階段 

 

 

 

 

 

 

 

 

治理性價值

-態度改變

指標 

 

 

 

 

 

 

 

 

公職人員

對電子化

政府/計畫

/服務/工

作的滿意

程度 

  

DeLone & McLean (2003) 

Vaidya (2007) 

eGEP(2006)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Kearns(2004) 

Kertesz(2003) 

Danziger & Andersen(2002)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 

(2003) 

再使用意

願 

願意再使用電

子化服務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D&M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工作成尌   Danziger & Andersen(2002) 

 

 

 

 

 

 

 

 

治理性價值

-態度改變

指標 

感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自我效能

感 

  曾冠球等，2010 

計畫透明 

可透過服務來

測量透明度, 

如申辦案件進

度可查詢比

例, 主動公開

資訊完整程度

等 

Montagna (2005)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OECD(2002) 

Heeks (2004) 

Glassey & Glassey (2004) 

Bhatnagar et al.(2007) 

eGEP(2006) 

UN (2008) 

曾冠球等，2010 

計畫課責 

透過清楚的責

任分工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Bhatnagar et al.(2007) 

Heeks (2004) 

Millard (2008) 

提升課責 曾冠球等，2010 

Vaidya (2007) 

    Kertesz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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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性價值

-行為改變

指標 

 

使用行為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資料分享 UN (2008) 

主動學習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 2008 

互動行為/

互動性  

  

Danziger & Andersen(2002)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Glassey & Glassey(2004) 

Kertesz(2003) 

增進外部互動 

Danziger & Andersen(2002)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 2008 

Kertesz(2003) 

OECD(2002) 

Rowley (2010) 

增進內部溝通

協調 

UN (2008)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UN (2010) 

 

 

 

 

 

 

 

 

 

 

淨利益 

 

 

 

 

 

 

 

 

 

 

 

財務上 

  

Heeks (2006) 

Esteves & Joseph (2008)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eGEP(2006) 

Danziger & Andersen(2002) 

行政流程財務

節省 

Rowley (2010) 

黃東益、朱斌妤、蕭乃沂，2009 

OECD, 2002 

eGEP(2006) 

投資收益 

施能傑(2010) 

Esteves & Joseph (2008) 

Gupta & Jana, 2003 

 

 

 

非財務上 

 

 

 

  

Heeks (2006)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Danziger & Andersen(2002) 

Rowley (2010) 

Graafland-Essers & 

Ettedgui(2003) 



  

205 

 

 

 

 

 

 

 

 

淨利益 

 

 

 

 

 

 

 

 

 

 

 

 

 

 

 

 

 

 

 

 

 

非財務上 

 

 

 

 

 

 

 

 

 

 

 

 

 

 

行政時間節省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

(2007)。 

Janssen, et al., 2004 

Millard, 2008. 

Danziger & Andersen(2002) 

OECD, 2002 

Kertesz(2003) 

降低行政負擔 

eGEP(2006)  

Verleye, et al. (2010) 

Rowley (2010) 

Millard, 2008 

效率提升(操

作,提供) 

Esteves & Joseph (2008) 

Montagna (2005) 

Vaidya (2007)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Rowley (2010) 

(EAF 2.0) 

Kertesz(2003 

黃朝盟、黃東益、劉宜君(2007) 

 

 

 

 

 

 

 

淨利益 

 

 

 

 

 

 

 

非財務上 

提升服務透明

度:可透過服

務來測量透明

度, 如申辦案

件進度可查詢

比例, 主動公

開資訊完整程

度等 

Montagna (2005)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OECD(2002) 

Heeks (2004) 

Glassey & Glassey (2004) 

Bhatnagar et al.(2007) 

eGEP(2006) 

UN (2008) 

曾冠球等，2010 

提升服務課責

度 

Montagna (2005) 

Bhatnagar et al.(2007) 

Heeks (2004) 

Millard (2008) 

曾冠球等，2010 

Vaidya (2007) 

黃朝盟(2008)  

產出品質提升 

OECD, (2006) 

OECD, (2002)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黃朝盟等(2008) 

Gupta & Jan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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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ard，2007) 

 

 

 

 

 

 

 

 

組織與管理

能力強化 

    Reddick,2009 

管理時間能力 Gupta & Jana(2003) 

授權 Rowley (2010) 

Wagenheim & Reurink (1991) 

曾冠球等，2010 

eGEP(2006)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黃朝盟等(2008) 

灌能 曾冠球等，2010 

Wagenheim & Reurink (1991) 

共同管理 Millard, 2008 

OECD(2002) 

工作複雜性 黃朝盟等(2008)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多樣性或新式

技能要求 

黃朝盟等(2008) 

工作績效要求 黃朝盟等(2008) 

監控  黃朝盟等(2008) 

個人發展 黃朝盟等(2008) 

 

 

提升決策動

能 

    Danziger & Andersen, 2002 

決策效能   Gupta & Jana(2003)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決策效率   Gupta & Jana(2003)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辯論基礎   黃朝盟、朱斌妤、黃東益(2008) 

 

 

 

 

 

 

組織變革 

    eGEP(2006) 

改變工作

過程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OECD, 2002 

黃朝盟等(2008) 

改變員工

部署   

Millard, 2008 

eGEP, 2006 

黃朝盟等(2007) 

人事精簡 

  

Kertesz(2003) 

黃朝盟等(2008) 

Danziger and Anders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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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需放棄原

有權威的

程度 

  曾冠球等，2010 

黃朝盟等(2008) 

目標達成 

    OECD(2002) 

計畫達成   施能傑(2010) 

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  

Rowley (2010) 

組織目標

達成 

  Flynn (2002) 

成果階段 

行政民主化 施政透明 
政府整體施政

透明 

Montagna (2005) 

Millard (2008) 

Kertesz(2003) 

OECD(2002) 

Rowley (2010) 

Bhatnagar et al.(2007) 

Smarter, Faster, Better 

eGovernment 

eGEP(2006) 

UN (2008) 

曾冠球等，2010 

政府課責 公務人員感知 
Rowley (2010) 

Montagna (2005) 

公帄性 

  
Kearns(2004) 

Bhatnagar et al.(2007) 

數位落差 

施能傑(2010) 

黃朝盟等(2007) 

OECD(2002) 

公務人員傾

向 
    

European Commision(2009) 

Verleye, et al. (2010) 

EUeGovBe 

(EAF 2.0) 

資訊倫理   

  
OECD(2002) 

黃朝盟等(2008) 

隱私權 黃朝盟等(2008) 

財產權 
黃朝盟等(2008) 

存取權 黃朝盟等(2008) 

正確性 黃朝盟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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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AHP 研究架構與解釋】 

本研究 AHP 層級分析法主要先建立最終目標，繼而將影響該目標的要素加以分解成數

個評估項目（如第一層評估項目的六階段），各評估項目再區分成數個次項目，逐級下去

來建立全部的層級結構，其關係如圖 1 所示〆  

 

圖 1 G2B計畫評估指標架構－AHP 層級分析 

 

紫色方框13表示計畫推動的各階段，屬於AHP第一層評估構面々紅色方框則代表各階段

的第二層構面，淡藍色方框則代表在各階段下的第三層構面（如果沒有即代表該層構面沒

有第三層構面）。紫色、紅色與淡藍色方框的構面，期望獲得您透過指標兩兩比較後的優

先順序意見。 

基礎環境、投入與過程階段合稱「計畫生產過程評估」（圖2下方箭頭），屬於政府計

畫一系列的「過程評估」々從是否存在實行G2B計劃的前置作業環境（基礎設施階段），

到政府願意為G2B計劃投入資源（投入階段），到政府是如何作為，將G2B計劃透過政策

工具推廣給使用者（過程階段）。 

產出、影響與成果階段合稱「計畫結果評估」(圖3.上方箭頭），又分成(a)G2B以及

(b)G2E。(a)以企業感知衡量G2B計劃產出品質（產出階段），使用者的改變與政策短期目

標（影響階段），及計畫預期達到的社會目標（成果階段）々(b)則從計畫目標與計劃執行

人員的感知角度衡量上述階段。「計畫生產過程評估」階段同時為兩途徑服務提供的流程

評估。詳如圖1與圖2所示。 

                                                   

13 為方便專家填答，本 AHP 說明與問卷皆有以顏色區分構面和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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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G2B計畫 G2B整體架構與指標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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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G2E計畫整體架構與指標構面圖 



  

211 

 

指標使用途徑〆(a)「計畫生產過程評估」的指標多屬客觀性指標，可以用

客觀數據衡量，例如網路鋪設程度、政府計畫投資額等等 (々b)「計畫結果評估」

階段包含主客觀性質指標々 (c) 同一指標也可能同時以主客觀的途徑來衡量々 (d)

各階段指標尚能因應不同的計劃評估方法搭配使用。 

總而言之，本研究期望結合政府計劃的過程與結果上所需的評估指標，建立

一組具政府計畫整體工作流程概念的電子化計畫指標架構。請您理解此架構

後，瀏覽「G2B與 G2E計畫評估各階段定義」、「計畫生產過程評估」階段、

G2B 與 G2E「計畫結果評估」指標定義，依照【電子化計畫評估架構 AHP 比

較問卷】填寫範例的邏輯，填寫 AHP 比較問卷。 

【G2B 與 G2E 計畫評估各階段定義】 

請您於填答前，先行參閱表 1 本研究 G2B 計畫評估架構各階段之定義，並

依據 AHP 研究說明的填答邏輯，進行填答〆 

 

表 1  G2B與 G2E計畫評估架構各階段之定義 

評估階段 定義 指標樣例 

基礎設施 

階段 

評估政府為提供電子化服務和推動計畫，

所必頇先進行的前置作業。 

如政府所建置的資訊系統的品質、有

無網路相關法律制度規劃 

投入階段 評估計畫投入多少有形（金錢、工作人力）

無形（如政治支持）資源 

如政府每年度於ICT的投資比例、政府

領導人是否大力推廣等 

過程階段 評估政府推動電子化計劃過程中，所可能

使用的政策工具，或計畫達成過程中所需

的作為。 

如政策推廣的範圍與方式、有無執行

人員培訓課程等。 

產出階段 評估政府投資所直接獲得產出，政府計畫

的e化服務質量與短期影響。 

如電子化政府線上服務種類與功能、

企業對e化計畫品質評量 

影響階段 評估政府透過計畫提供的e化服務，對內外

部所產生的實質改變，如態度、行為或淨

利益。 

如使用者利益增加、時間成本與財務

成本的減少。 

成果階段 評估政策的整體社會最終目標。 如對政府的整體施政透明度的感受，

民主價值提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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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B「計畫生產過程評估」階段指標定義】 

請您於填答前，先行參閱本研究 G2B「計畫生產過程評估」階段（基礎環

境、投入與過程階段）中，評估指標之定義（共分為第二層與第三層構面，如

表 2），並依據 AHP 研究說明的填答邏輯，進行填答。 

 

表 2 「計畫生產過程評估」階段構面定義 

第二層構面 第二層構面定義 第三層構面 第三層構面定義 

基礎環境階段 

資料系統 電子化整備程度或通訊基礎設施指

標等 

  

法規環境 電子化建設有法令規章依據   

制度 政府推行 e 計畫所需制定之法令規

則 

隱私政策 政府政策有提供隱私權的保障 

安全政策 對個人資訊洩漏的安全保障 

人力資源 組織內所能動用的人員與其能力 組織人力 人數與學歷背景 

技術 資訊背景與素養 

領導 計畫的主管、協辦或執行機關的領

導程度 

  

投入階段 

經費 政府 e 計畫所投入的經費   

工作人力 提供計劃服務的執行人力   

政治支持 政治主管的重視程度   

策略 政府針對計畫目標所做的決策，以

及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行動及資源

分配的方法 

計畫策略 針對服務標的來設定計畫願景 

資源分配 財政分配與控制 

過程階段 

推廣 政府 e 計畫政策推廣行為   

教育訓練 計畫執行人員技能培訓   

管理 政府推動 e 計畫過程中內部具計畫

性的操作行為 

知識管理 內部資訊分享管道與行為 

參與管理 溝通管道、行為，部屬決策權 

風險管理 包括政治、技術、執行風險等 

(政府)整合 分成流程和系統整合 流程 如整合前/後端流程、資訊長設置與否 

系統 IT 系統的交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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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B 計畫階段與指標定義】 

請您於填答前，先行參閱此 G2B各階段評估指標之定義（共分為第二層與

第三層構面，如表 3），並依據 AHP 填答邏輯填答。 

 

表 3 G2B各階段構面定義 

第二層構面 第二層構面定義 第二層構面 第三層構面定義 

G2B 產出階段 

服務使用 提供 e計畫服務給企

業的使用特徵指標 

服務偏好 企業偏好使用何種公共線上服務 

使用比例 企業使用計畫或系統的比例 

使用行為 搜尋使用頻率、服務使用度等實際可使用狀況 

感受品質 企業所感受的計畫

品質 

資訊品質 衡量電子化服務提供內容的正確性與豐富度 

系統品質 企業對計畫系統提供功能、設計和系統穩定等等

的感受程度 

服務品質 評估政府服務傳遞過程的幫助程度 

G2B 影響階段 

治理性價值－態

度改變 

透過 e 計畫服務，企

業對計畫服務的態

度改變 

滿意度 企業對電子化政府/計畫/服務的滿意程度 

交易安全感知 企業對使用政府服務交易安全之感受程度 

計畫透明 透過使用服務所感受政府計畫的透明度 

計畫課責 透過使用服務能知道誰對服務負責的程度 

隱私信任 

保護感 

企業對於政府資料隱私保護有信任感和信心

程度 

治理性價值－行

為改變 

企業透過 e 服務改變

的線上使用行為 

使用行為 企業改以網路來申請、申辦、或付款 

互動性行為 以電子途徑與公共部門互動和參與 

淨利益 透過 e 計畫服務，企

業所能獲得的無形

或有形的利益或價

值 

企業財務節省 透過 e 計畫減少企業財務支出 

方便性利益 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系統 

品質提升 企業能獲得更佳質量的服務 

效率提升 減少取得服務的時間 

G2B 成果階段 

經濟成長競爭力 e 計畫服務提升了企業與社會的經濟整體競爭力 

整體施政價值 透過 e 計畫服務，而

達成的整體政府施

政價值 

施政透明 計畫使政府整體施政透明增加 

政府課責 計畫使政府整體歸責明確 

施政信任 企業使用者對於政府行政的信任程度 

開放性 開放企業參與的程度 

公帄性 政府服務減少數位落差的程度 

企業趨向 服務是否以企業為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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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E 各階段與指標定義】 

請您先行參閱此 G2E各階段評估指標之定義（共分為第二層與第三層構

面，如表 4），並依據 AHP 填答邏輯填答。 

表 4  G2E各階段構面定義 

第二層構面 第二層構面定義 第二層構面 第三層構面定義 

G2E 產出階段 

服務提供 評估 e計畫服務執行人員

提供服務的客觀指標 

使用數 使用計畫或系統的員工數 

線上服務比例 有多少原本為實體服務改為線上服務 

使用行為 搜尋使用頻率和強度 

感受品質 執行人員所感受的計畫

品質 

資訊品質 衡量政府電子化服務提供內容的正確性與

豐富度 

系統品質 對計畫系統提供功能、設計和系統穩定等

等的感受程度 

服務品質 評估政府服務傳遞過程的幫助程度 

線上服務 政府提供的e計畫服務的

功能等級 

資訊顯現階段 提供資訊或是公告 

資訊服務階段 單向與雙向溝通模式 

交易服務階段 提供金融相關的線上業務，如線上採購 

多途徑階段 利用 Web2.0 技術互動工具提供整合服務 

計畫穩定性 e 計畫持續推動的程度 穩定性 計畫的組織/財務/立法來源是穩定的 

可複製性 計畫的服務/功能/科技可以重複提供的 

決策品質 透過 e 計畫服務提升了政府內部決策品質  

G2E 影響階段 

治理性 

價值— 

態度改變 

執行 e計畫服務時執行人

員的態度改變 

滿意度 內部員工對 e 化計畫的滿意程度 

工作成尌感 使用系統提升成尌感的程度 

計畫透明 透過服務所增加的透明度 

計畫課責 透過清楚的責任分工提升課責的程度 

治理性 

價值— 

行為改變 

執行 e計畫服務時執行人

員的行為改變 

使用行為 如資料分享或主動學習行為 

互動性行為 增進內外部互動 

淨利益 透過 e 計畫服務，計畫與

執行人員所能獲得的無

形或有形的利益或價值 

政府財務節省 如執行成本與投資收益 

行政時間節省 節省操作與服務提供的時間 

降低行政負擔 如簡化行政流程 

效率利益 提升公務處理的效率 

產出品質提升 透過 e 計畫服務能提升產出品質 

組織變革 透過 e 計畫服務使組織架構再造  

組管能力強化 透過 e 計畫服務使執行組織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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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 e 計畫服務是否達成政府

預設的目標 

計畫目標 達成預計的計畫目標 

組織目標 達成預計的組織目標 

G2E 成果階段 

行政民主化 透過 e計畫服務達成行政

上的民主提升 

施政透明 計畫使政府整體施政透明增加 

政府課責 計畫使政府整體歸責明確 

公帄性 減少數位落差程度 

資訊倫理 公務人員對於隱私權財產權等網路倫理的提升 

公務人員趨向 提供服務的設計是否利於公務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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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如何填答與填寫範例】 

層級分析法(AHP 法)評估方式，乃將各要素進行兩兩比較，評估各要素之

間彼此的相對重要性々在比較各要素時，其優劣強度關係皆頇滿足遞移性(即〆

若 A優於 B，B優於 C，則 A要優於 C)。請您先瀏覽「電子化計畫評估架構之

指標建立－AHP 研究架構與解釋」的層級架構後，尌下列各題項兩準則間之相

對重要性情形，圈選出其相對重要程度的評估尺度。填答方式如下 1,2,3 點所述〆 

 

1. 假設對「電子化計畫評估架構」之研究而言，您認為對於建立G2B計畫評估

階段架構之重要因素是〆「基礎環境」階段比「投入」階段相對重要2倍時，

請直接圈選『同等重要左邊的2』(位置如表1AHP問卷填答範例所示)  々

2. 相反地，若您認為「過程」比「基礎環境」相對重要3倍時，則請直接圈選『同

等重要右邊的3』(位置如表1填答範例所示)  々

3. 若「基礎環境」階段是「投入」階段的2倍重要，「過程」階段又是「基礎環

境」階段的3倍重要，故當「投入」階段與「過程」階段相比時，則「過程」

階段重要性應大於「投入」階段。(應勾選『同等重要右邊的2到9』任一個，

如填答範例灰色部分)々 如果無法滿足遞移律，之後可再面訪檢定一致性。AHP

法評估尺度劃分定義，則如表2所示。請您瀏覽完範例後，開始填答。 

 

表 1 AHP 問卷填答範例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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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基礎環境 □ □ □ □ □ □ □ √ □ □ □ □ □ □ □ □ □ 投入 

基礎環境 □ □ □ □ □ □ □ □ □ □ √ □ □ □ □ □ □ 過程 

投入 □ □ □ □ □ □ □ □ □ □ □ □ □ □ □ □ □ 過程 

 

表 2 AHP 兩兩比較填答評估尺度說明 

評估尺度 定義 強度比較說明 

1 同等重要 兩比較因素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〆等強 

3 稍微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〆稍強 

5 頗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〆頗強 

7 極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〆極強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認為是某一因素〆絕強 

2,4,6,8 兩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需要折衷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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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鄧振源，(2005)。計畫評估－方法與應用，海洋大學運籌規劃與管理研究中心。台

北。 

【G2B 六階段兩兩比較問卷】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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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B六階段兩兩比較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投入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過程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產出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過程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產出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過程階段 □ □ □ □ □ □ □ □ □ □ □ □ □ □ □ □ □ 產出階段 

過程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過程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產出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產出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影響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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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E 六階段兩兩比較問卷】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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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E六階段兩兩比較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投入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過程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產出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基礎設施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過程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產出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投入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過程階段 □ □ □ □ □ □ □ □ □ □ □ □ □ □ □ □ □ 產出階段 

過程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過程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產出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影響階段 

產出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影響階段 □ □ □ □ □ □ □ □ □ □ □ □ □ □ □ □ □ 成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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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電子化計畫供給面向評估指標第二層－AHP 比較問卷】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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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基礎環境階段第二層構面 

資料系統 □ □ □ □ □ □ □ □ □ □ □ □ □ □ □ □ □ 法規環境 

資料系統 □ □ □ □ □ □ □ □ □ □ □ □ □ □ □ □ □ 制度 

資料系統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資源 

資料系統 □ □ □ □ □ □ □ □ □ □ □ □ □ □ □ □ □ 領導 

法規環境 □ □ □ □ □ □ □ □ □ □ □ □ □ □ □ □ □ 制度 

法規環境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資源 

法規環境 □ □ □ □ □ □ □ □ □ □ □ □ □ □ □ □ □ 領導 

制度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資源 

制度 □ □ □ □ □ □ □ □ □ □ □ □ □ □ □ □ □ 領導 

人力資源 □ □ □ □ □ □ □ □ □ □ □ □ □ □ □ □ □ 領導 

投入階段第二層構面 

經費 □ □ □ □ □ □ □ □ □ □ □ □ □ □ □ □ □ 工作人力 

經費 □ □ □ □ □ □ □ □ □ □ □ □ □ □ □ □ □ 政治支持 

經費 □ □ □ □ □ □ □ □ □ □ □ □ □ □ □ □ □ 策略 

工作人力 □ □ □ □ □ □ □ □ □ □ □ □ □ □ □ □ □ 政治支持 

工作人力 □ □ □ □ □ □ □ □ □ □ □ □ □ □ □ □ □ 策略 

政治支持 □ □ □ □ □ □ □ □ □ □ □ □ □ □ □ □ □ 策略 

過程階段第二層構面 

教育訓練 □ □ □ □ □ □ □ □ □ □ □ □ □ □ □ □ □ 管理 

教育訓練 □ □ □ □ □ □ □ □ □ □ □ □ □ □ □ □ □ 推廣 

教育訓練 □ □ □ □ □ □ □ □ □ □ □ □ □ □ □ □ □ 整合 

管理 □ □ □ □ □ □ □ □ □ □ □ □ □ □ □ □ □ 推廣 

管理 □ □ □ □ □ □ □ □ □ □ □ □ □ □ □ □ □ 整合 

推廣 □ □ □ □ □ □ □ □ □ □ □ □ □ □ □ □ □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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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電子化計畫供給面向評估指標第三層－AHP 比較問卷】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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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基礎設施階段第三層構面-制度 

隱私政策 □ □ □ □ □ □ □ □ □ □ □ □ □ □ □ □ □ 安全政策 

基礎設施階段第三層構面-人力資源 

組織人力 □ □ □ □ □ □ □ □ □ □ □ □ □ □ □ □ □ 技術 

投入階段第三層構面-策略 

計劃策略 □ □ □ □ □ □ □ □ □ □ □ □ □ □ □ □ □ 資源分配 

過程階段第三層構面-管理 

知識管理 □ □ □ □ □ □ □ □ □ □ □ □ □ □ □ □ □ 參與管理 

知識管理 □ □ □ □ □ □ □ □ □ □ □ □ □ □ □ □ □ 風險管理 

參與管理 □ □ □ □ □ □ □ □ □ □ □ □ □ □ □ □ □ 風險管理 

過程階段第三層構面-整合 

流程 □ □ □ □ □ □ □ □ □ □ □ □ □ □ □ □ □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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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B 計畫評估指標第二第三層－AHP 比較問卷】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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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B 產出第二層構面 

服務使用 □ □ □ □ □ □ □ □ □ □ □ □ □ □ □ □ □ 感受品質 

G2B 影響第二層構面 

態度改變14
 □ □ □ □ □ □ □ □ □ □ □ □ □ □ □ □ □ 行為改變 

態度改變 □ □ □ □ □ □ □ □ □ □ □ □ □ □ □ □ □ 淨利益 

行為改變 □ □ □ □ □ □ □ □ □ □ □ □ □ □ □ □ □ 淨利益 

G2B 成果第二層構面 

整體施政價值 □ □ □ □ □ □ □ □ □ □ □ □ □ □ □ □ □ 經濟成長競爭力 

整體施政價值 □ □ □ □ □ □ □ □ □ □ □ □ □ □ □ □ □ 企業趨向 

企業趨向 □ □ □ □ □ □ □ □ □ □ □ □ □ □ □ □ □ 經濟成長競爭力 

G2B 產出第三層構面-服務使用 

服務偏好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比例 

服務偏好 □ □ □ □ □ □ □ □ □ □ □ □ □ □ □ □ □ 使用行為 

使用比例 □ □ □ □ □ □ □ □ □ □ □ □ □ □ □ □ □ 使用行為 

G2B 產出第三層構面-感受品質 

資訊品質 □ □ □ □ □ □ □ □ □ □ □ □ □ □ □ □ □ 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品質 

系統品質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品質 

G2B 影響第三層構面-治理性價值:行為改變 

使用行為 □ □ □ □ □ □ □ □ □ □ □ □ □ □ □ □ □ 互動性行為 

 

 

 

 

 

 

 

 
                                                   

14原「治理性價值－態度改變」與「治理性價值－態度改變」皆省略「治理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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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B 計畫評估指標第二第三層－AHP 比較問卷（續）】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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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B 影響第三層構面-治理性價值:態度改變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交易安全感知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計畫透明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責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隱私保護信任感 

交易安全感知 □ □ □ □ □ □ □ □ □ □ □ □ □ □ □ □ □ 計畫透明 

交易安全感知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責 

交易安全感知 □ □ □ □ □ □ □ □ □ □ □ □ □ □ □ □ □ 隱私保護信任感 

計畫透明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責 

計畫透明 □ □ □ □ □ □ □ □ □ □ □ □ □ □ □ □ □ 隱私保護信任感 

計畫課責 □ □ □ □ □ □ □ □ □ □ □ □ □ □ □ □ □ 隱私保護信任感 

G2B 影響第三層構面-淨利益 

企業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方便性利益 

企業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品質提升 

企業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效率提升 

方便性利益 □ □ □ □ □ □ □ □ □ □ □ □ □ □ □ □ □ 品質提升 

方便性利益 □ □ □ □ □ □ □ □ □ □ □ □ □ □ □ □ □ 效率提升 

品質提升 □ □ □ □ □ □ □ □ □ □ □ □ □ □ □ □ □ 效率提升 

G2B 成果第三層構面-整體施政價值 

施政透明 □ □ □ □ □ □ □ □ □ □ □ □ □ □ □ □ □ 政府課責 

施政透明 □ □ □ □ □ □ □ □ □ □ □ □ □ □ □ □ □ 施政信任 

施政透明 □ □ □ □ □ □ □ □ □ □ □ □ □ □ □ □ □ 開放性 

施政透明 □ □ □ □ □ □ □ □ □ □ □ □ □ □ □ □ □ 公帄性 

政府課責 □ □ □ □ □ □ □ □ □ □ □ □ □ □ □ □ □ 施政信任 

政府課責 □ □ □ □ □ □ □ □ □ □ □ □ □ □ □ □ □ 開放性 

政府課責 □ □ □ □ □ □ □ □ □ □ □ □ □ □ □ □ □ 公帄性 

施政信任 □ □ □ □ □ □ □ □ □ □ □ □ □ □ □ □ □ 開放性 

施政信任 □ □ □ □ □ □ □ □ □ □ □ □ □ □ □ □ □ 公帄性 

開放性 □ □ □ □ □ □ □ □ □ □ □ □ □ □ □ □ □ 公帄性 

 



  

223 

 

【G2E 計畫評估指標第二第三層－AHP 比較問卷】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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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E 產出第二層構面 

服務提供 □ □ □ □ □ □ □ □ □ □ □ □ □ □ □ □ □ 感受品質 

服務提供 □ □ □ □ □ □ □ □ □ □ □ □ □ □ □ □ □ 線上服務 

服務提供 □ □ □ □ □ □ □ □ □ □ □ □ □ □ □ □ □ 計畫穩定性 

服務提供 □ □ □ □ □ □ □ □ □ □ □ □ □ □ □ □ □ 決策品質 

感受品質 □ □ □ □ □ □ □ □ □ □ □ □ □ □ □ □ □ 線上服務 

感受品質 □ □ □ □ □ □ □ □ □ □ □ □ □ □ □ □ □ 計畫穩定性 

感受品質 □ □ □ □ □ □ □ □ □ □ □ □ □ □ □ □ □ 決策品質 

線上服務 □ □ □ □ □ □ □ □ □ □ □ □ □ □ □ □ □ 計畫穩定性 

線上服務 □ □ □ □ □ □ □ □ □ □ □ □ □ □ □ □ □ 決策品質 

計畫穩定性 □ □ □ □ □ □ □ □ □ □ □ □ □ □ □ □ □ 決策品質 

G2E 影響第二層構面 

態度改變 □ □ □ □ □ □ □ □ □ □ □ □ □ □ □ □ □ 行為改變 

態度改變 □ □ □ □ □ □ □ □ □ □ □ □ □ □ □ □ □ 組/管能力強化15
  

態度改變 □ □ □ □ □ □ □ □ □ □ □ □ □ □ □ □ □ 組織變革 

態度改變 □ □ □ □ □ □ □ □ □ □ □ □ □ □ □ □ □ 淨利益 

態度改變 □ □ □ □ □ □ □ □ □ □ □ □ □ □ □ □ □ 目標達成 

行為改變 □ □ □ □ □ □ □ □ □ □ □ □ □ □ □ □ □ 組/管能力強化 

行為改變 □ □ □ □ □ □ □ □ □ □ □ □ □ □ □ □ □ 組織變革 

行為改變 □ □ □ □ □ □ □ □ □ □ □ □ □ □ □ □ □ 淨利益 

行為改變 □ □ □ □ □ □ □ □ □ □ □ □ □ □ □ □ □ 目標達成 

組/管能力強化 □ □ □ □ □ □ □ □ □ □ □ □ □ □ □ □ □ 組織變革 

組/管能力強化 □ □ □ □ □ □ □ □ □ □ □ □ □ □ □ □ □ 淨利益 

組/管能力強化 □ □ □ □ □ □ □ □ □ □ □ □ □ □ □ □ □ 目標達成 

組織變革 □ □ □ □ □ □ □ □ □ □ □ □ □ □ □ □ □ 淨利益 

組織變革 □ □ □ □ □ □ □ □ □ □ □ □ □ □ □ □ □ 目標達成 

淨利益 □ □ □ □ □ □ □ □ □ □ □ □ □ □ □ □ □ 目標達成 

 

                                                   

15 原「組織與管理能力強化」縮名為「組/管能力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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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E 計畫評估指標第二第三層－AHP 比較問卷（續）】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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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E 成果第二層構面 

行政民主化 □ □ □ □ □ □ □ □ □ □ □ □ □ □ □ □ □ 公務人員傾向 

行政民主化 □ □ □ □ □ □ □ □ □ □ □ □ □ □ □ □ □ 資訊倫理 

公務人員傾向 □ □ □ □ □ □ □ □ □ □ □ □ □ □ □ □ □ 資訊倫理 

G2E 產出第三層構面-服務提供 

使用數/經驗 □ □ □ □ □ □ □ □ □ □ □ □ □ □ □ □ □ 線上服務比例 

使用數/經驗 □ □ □ □ □ □ □ □ □ □ □ □ □ □ □ □ □ 使用行為 

線上服務比例 □ □ □ □ □ □ □ □ □ □ □ □ □ □ □ □ □ 使用行為 

G2E 產出第三層構面-感受品質 

資訊品質 □ □ □ □ □ □ □ □ □ □ □ □ □ □ □ □ □ 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品質 

系統品質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品質 

G2E 產出第三層構面-線上服務階段 

資訊顯現階段 □ □ □ □ □ □ □ □ □ □ □ □ □ □ □ □ □ 資訊服務階段 

資訊顯現階段 □ □ □ □ □ □ □ □ □ □ □ □ □ □ □ □ □ 交易服務階段 

資訊顯現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多途徑階段 

資訊服務階段 □ □ □ □ □ □ □ □ □ □ □ □ □ □ □ □ □ 交易服務階段 

資訊服務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多途徑階段 

交易服務階段 □ □ □ □ □ □ □ □ □ □ □ □ □ □ □ □ □ 多途徑階段 

G2E 產出第三層構面-計畫穩定性 

穩定性16
 □ □ □ □ □ □ □ □ □ □ □ □ □ □ □ □ □ 可複製性 

G2E 影響第三層構面-治理性價值:態度改變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工作成尌感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計畫透明 

滿意度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責 

工作成尌感 □ □ □ □ □ □ □ □ □ □ □ □ □ □ □ □ □ 計畫透明 

工作成尌感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責 

計畫透明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責 

                                                   

16「計畫/組織/財務/立法上穩定性」縮名為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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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E 計畫評估指標第三層－AHP 比較問卷（續）】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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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頗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G2E 影響第三層構面-治理性價值:行為改變 

使用行為 □ □ □ □ □ □ □ □ □ □ □ □ □ □ □ □ □ 互動性行為 

G2E 影響第三層構面-淨利益 

政府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時間節省 

政府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降低行政負擔 

政府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效率利益 

政府財務節省 □ □ □ □ □ □ □ □ □ □ □ □ □ □ □ □ □ 產出品質提升 

行政時間節省 □ □ □ □ □ □ □ □ □ □ □ □ □ □ □ □ □ 降低行政負擔 

行政時間節省 □ □ □ □ □ □ □ □ □ □ □ □ □ □ □ □ □ 效率利益 

行政時間節省 □ □ □ □ □ □ □ □ □ □ □ □ □ □ □ □ □ 產出品質提升 

降低行政負擔 □ □ □ □ □ □ □ □ □ □ □ □ □ □ □ □ □ 效率利益 

降低行政負擔 □ □ □ □ □ □ □ □ □ □ □ □ □ □ □ □ □ 產出品質提升 

效率利益 □ □ □ □ □ □ □ □ □ □ □ □ □ □ □ □ □ 產出品質提升 

G2E 影響第三層構面-目標達成 

計畫目標 □ □ □ □ □ □ □ □ □ □ □ □ □ □ □ □ □ 組織目標 

G2E 成果第三層構面-行政民主化 

施政透明 □ □ □ □ □ □ □ □ □ □ □ □ □ □ □ □ □ 政府課責 

施政透明 □ □ □ □ □ □ □ □ □ □ □ □ □ □ □ □ □ 公帄性 

政府課責 □ □ □ □ □ □ □ □ □ □ □ □ □ □ □ □ □ 公帄性 

 

【問卷到此結束 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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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15 位專家 G2B 層級分析權重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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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位專家 G2B 層級分析權重（續） 

基礎環境 

階段 

.309 .031 .095 .033 .407 .167 .024 .072 .368 .067 .084 .283 .124 .039 .149 

資料系統 .050 .040 .188 .143 .066 .035 .033 .104 .076 .138 .125 .260 .063 .097 .167 

法規環境 .050 .167 .165 .143 .181 .287 .261 .088 .348 .295 .090 .138 .513 .059 .083 

制度 .179 .167 .106 .143 .541 .375 .129 .331 .348 .088 .299 .260 .129 .242 .083 

隱私政策 .500 .500 .500 .500 .875 .250 .167 .500 .833 .250 .333 .500 .250 .500 .500 

安全政策 .500 .500 .500 .500 .125 .750 .833 .500 .167 .750 .667 .500 .750 .500 .500 

人力資源 .380 .079 .081 .143 .031 .128 .063 .041 .121 .184 .418 .082 .033 .097 .167 

組織人力 .750 .750 .333 .167 .875 .500 .833 .250 .333 .200 .250 .167 .167 .500 .250 

技術 .250 .250 .667 .833 .125 .500 .167 .750 .667 .800 .750 .833 .833 .500 .750 

領導 .341 .547 .460 .429 .181 .174 .513 .435 .106 .295 .068 .260 .261 .504 .500 

投入階段 .072 .052 .116 .033 .355 .167 .039 .195 .154 .067 .237 .090 .267 .161 .299 

經費 .086 .055 .081 .118 .526 .059 .087 .095 .181 .333 .124 .083 .262 .313 .449 

工作人力 .291 .118 .090 .055 .042 .206 .042 .037 .073 .167 .482 .083 .055 .063 .126 

政治支持 .291 .262 .217 .565 .107 .468 .622 .606 .588 .333 .075 .417 .565 .313 .288 

策略 .333 .565 .613 .262 .325 .267 .250 .262 .158 .167 .320 .417 .118 .313 .138 

計劃策略 .250 .750 .750 .167 .875 .500 .833 .800 .250 .167 .667 .833 .500 .500 .250 

資源分配 .750 .250 .250 .833 .125 .500 .167 .200 .750 .833 .333 .167 .500 .500 .750 

過程階段 .072 .088 .055 .068 .030 .167 .074 .036 .127 .067 .091 .283 .077 .178 .299 

推廣 .143 .058 .076 .167 .066 .115 .039 .178 .076 .148 .122 .125 .262 .250 .182 

教育訓練 .064 .124 .191 .167 .272 .081 .095 .171 .193 .231 .573 .125 .055 .250 .182 

管理 .288 .409 .076 .167 .526 .249 .248 .049 .549 .426 .223 .375 .056 .250 .091 

知識管理 .455 .429 .333 .333 .072 .140 .696 .200 .281 .143 .268 .163 .105 .333 .111 

參與管理 .355 .429 .333 .333 .279 .528 .075 .200 .135 .571 .614 .297 .258 .333 .222 

風險管理 .091 .143 .333 .333 .649 .333 .229 .600 .584 .286 .117 .540 .637 .333 .667 

政府整合 .505 .409 .657 .500 .137 .556 .618 .602 .182 .195 .081 .375 .118 .250 .545 

流程整合 .750 .500 .500 .500 .875 .250 .875 .167 .250 .667 .750 .833 .250 .500 .667 

系統整合 .250 .500 .500 .500 .125 .750 .125 .833 .750 .333 .250 .167 .750 .500 .333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產出階段 .072 .150 .271 .135 .043 .167 .140 .353 .111 .267 .252 .090 .025 .423 .108 

服務使用 .250 .250 .250 .167 .875 .500 .833 .125 .250 .667 .333 .333 .800 .875 .250 

服務偏好 .258 .333 .226 .637 .731 .268 .075 .333 .117 .143 .163 .200 .258 .33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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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例 .105 .333 .101 .105 .081 .117 .696 .333 .614 .571 .297 .200 .105 .333 .200 

使用行為 .637 .333 .674 .258 .188 .614 .229 .333 .268 .286 .540 .600 .637 .333 .400 

感受品質 .750 .750 .750 .833 .125 .500 .167 .875 .750 .333 .667 .667 .200 .125 .750 

資訊品質 .143 .200 .250 .333 .105 .333 .229 .143 .271 .250 .238 .200 .637 .207 .571 

系統品質 .429 .200 .250 .333 .258 .333 .075 .143 .644 .250 .625 .200 .105 .058 .286 

服務品質 .429 .600 .500 .333 .637 .333 .696 .714 .085 .500 .136 .600 .258 .735 .143 

影響階段 .237 .254 .424 .257 .065 .167 .257 .287 .131 .267 .084 .164 .461 .161 .050 

態度改變 .200 .600 .105 .258 .731 .105 .075 .218 .547 .500 .157 .429 .105 .111 .222 

滿意度 .089 .280 .247 .273 .032 .445 .129 .424 .066 .372 .239 .395 .200 .349 .273 

交易安全 

感知 

.287 .110 .272 .273 .499 .122 .513 .171 .130 .211 .119 .124 .508 .057 .273 

計畫透明 .287 .258 .070 .091 .057 .215 .063 .054 .080 .073 .106 .124 .074 .085 .091 

計畫課責 .049 .258 .126 .091 .128 .124 .033 .029 .214 .111 .137 .234 .036 .143 .091 

隱私信任 

保護感 

.287 .093 .285 .273 .285 .094 .261 .322 .509 .233 .398 .124 .181 .366 .273 

行為改變 .200 .200 .258 .105 .081 .258 .229 .067 .263 .250 .594 .143 .258 .111 .111 

使用行為 .750 .500 .667 .500 .143 .750 .833 .857 .250 .833 .667 .667 .750 .500 .750 

互動性行為 .250 .500 .333 .500 .857 .250 .167 .143 .750 .167 .333 .333 .250 .500 .250 

淨利益 .600 .200 .637 .637 .188 .637 .696 .715 .190 .250 .249 .429 .637 .778 .667 

企業財務 

節省 

.328 .147 .088 .300 .117 .063 .657 .625 .204 .318 .129 .200 .565 .051 .364 

方便性利益 .168 .147 .093 .100 .041 .313 .094 .125 .085 .092 .267 .400 .118 .555 .091 

品質提升 .383 .548 .553 .300 .421 .313 .046 .125 .204 .295 .504 .200 .055 .191 .182 

效率提升 .120 .158 .265 .300 .421 .313 .203 .125 .507 .295 .100 .200 .262 .203 .364 

成果階段 .237 .426 .039 .475 .099 .167 .467 .057 .109 .267 .252 .090 .045 .039 .096 

經濟成長競

爭力 

.455 .600 .429 .333 .065 .584 .696 .158 .584 .429 .683 .200 .637 .333 .300 

整體施政 

價值 

.091 .200 .429 .333 .574 .281 .075 .076 .281 .075 .200 .200 .105 .333 .100 

施政透明 .189 .273 .096 .281 .039 .360 .513 .177 .094 .044 .067 .109 .249 .200 .125 

政府課責 .108 .273 .128 .281 .062 .063 .261 .081 .238 .471 .234 .109 .091 .200 .250 

施政信任 .143 .273 .366 .281 .186 .270 .129 .632 .371 .143 .394 .369 .517 .200 .250 

開放性 .280 .091 .205 .107 .282 .171 .063 .077 .083 .143 .168 .206 .103 .200 .125 

公帄性 .280 .091 .205 .051 .431 .136 .033 .034 .214 .268 .138 .206 .040 .200 .250 

企業趨向 .455 .200 .143 .333 .361 .135 .229 .766 .135 .143 .117 .600 .258 .33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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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位專家 G2E 層級分析權重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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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位專家 G2E 層級分析權重（續） 

基礎環境階段 .211 .031 .111 .033 .382 .167 .024 .156 .352 .111 .121 .283 .463 .167 .463 

資料系統 .050 .040 .188 .143 .072 .035 .033 .104 .076 .138 .111 .244 .063 .138 .167 

法規環境 .050 .167 .165 .143 .516 .287 .261 .088 .348 .295 .079 .140 .513 .180 .083 

制度 .179 .167 .106 .143 .253 .375 .129 .331 .333 .088 .235 .262 .129 .186 .083 

隱私政策 .500 .500 .500 .500 .875 .250 .167 .500 .333 .250 .333 .500 .250 .500 .500 

安全政策 .500 .500 .500 .500 .125 .750 .833 .500 .667 .750 .667 .500 .750 .500 .500 

人力資源 .380 .079 .081 .143 .035 .128 .063 .041 .121 .184 .522 .091 .033 .247 .167 

組織人力 .750 .750 .333 .167 .875 .500 .833 .250 .250 .200 .250 .167 .167 .500 .250 

技術 .250 .250 .667 .833 .125 .500 .167 .750 .750 .800 .750 .833 .833 .500 .750 

領導 .341 .547 .460 .429 .124 .174 .513 .435 .106 .295 .053 .262 .261 .249 .500 

投入階段 .401 .052 .074 .033 .030 .167 .039 .156 .210 .111 .296 .090 .075 .182 .289 

經費 .086 .055 .084 .118 .546 .059 .095 .095 .181 .333 .124 .083 .262 .370 .455 

工作人力 .291 .118 .093 .055 .046 .206 .039 .037 .073 .167 .482 .083 .055 .171 .141 

政治支持 .291 .262 .239 .565 .113 .468 .618 .606 .588 .333 .075 .417 .565 .201 .263 

策略 .333 .565 .584 .262 .295 .267 .248 .262 .158 .167 .320 .417 .118 .258 .141 

計劃策略 .250 .750 .750 .167 .875 .500 .833 .800 .250 .167 .667 .833 .500 .500 .250 

資源分配 .750 .250 .250 .833 .125 .500 .167 .200 .750 .833 .333 .167 .500 .500 .750 

過程階段 .215 .088 .046 .068 .054 .167 .074 .058 .091 .111 .068 .283 .025 .168 .125 

推廣 .064 .406 .076 .167 .039 .115 .039 .178 .076 .122 .259 .125 .262 .250 .182 

教育訓練 .288 .054 .191 .167 .183 .081 .095 .171 .193 .227 .114 .125 .055 .250 .182 

管理 .143 .134 .076 .167 .676 .249 .248 .049 .549 .424 .556 .375 .565 .250 .091 

知識管理 .455 .429 .333 .333 .072 .140 .696 .200 .281 .143 .268 .163 .105 .333 .111 

參與管理 .455 .429 .333 .333 .279 .528 .075 .200 .135 .571 .614 .297 .258 .333 .222 

風險管理 .091 .143 .333 .333 .649 .333 .229 .600 .584 .286 .117 .540 .637 .333 .667 

政府整合 .505 .406 .657 .500 .102 .556 .618 .602 .182 .227 .071 .375 .118 .250 .545 

流程整合 .750 .500 .500 .500 .875 .250 .875 .167 .250 .667 .750 .833 .250 .500 .667 

系統整合 .250 .500 .500 .500 .125 .750 .125 .833 .750 .333 .250 .167 .750 .500 .333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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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位專家 G2E 層級分析權重（續） 

產出階段 .058 .150 .167 .135 .071 .167 .140 .503 .107 .222 .110 .090 .256 .144 .064 

服務提供 .153 .107 .085 .077 .035 .095 .261 .287 .068 .182 .342 .218 .071 .339 .181 

使用數 .600 .200 .200 .105 .627 .714 .075 .072 .226 .400 .143 .297 .558 .333 .400 

線上服務比例 .200 .200 .600 .258 .094 .143 .229 .279 .674 .400 .429 .163 .122 .333 .200 

使用行為 .200 .600 .200 .637 .280 .143 .696 .649 .101 .200 .429 .540 .320 .333 .400 

感受品質 .359 .396 .085 .385 .072 .459 .063 .057 .298 .182 .091 .112 .252 .120 .095 

資訊品質 .143 .200 .200 .333 .085 .200 .229 .143 .192 .250 .163 .297 .637 .333 .460 

系統品質 .429 .200 .200 .333 .271 .200 .075 .143 .634 .250 .540 .163 .105 .333 .319 

服務品質 .429 .600 .600 .333 .644 .600 .696 .714 .174 .500 .297 .540 .258 .333 .221 

線上服務 .064 .074 .234 .077 .227 .193 .513 .370 .240 .091 .091 .207 .129 .187 .051 

資訊顯現階段 .490 .250 .089 .055 .063 .096 .039 .039 .350 .400 .087 .141 .565 .250 .133 

資訊服務階段 .231 .250 .177 .118 .123 .208 .095 .071 .147 .200 .242 .263 .262 .250 .400 

交易服務階段 .163 .250 .440 .262 .256 .208 .248 .247 .080 .200 .316 .141 .118 .250 .400 

多途徑階段 .116 .250 .294 .565 .559 .487 .618 .643 .424 .200 .355 .455 .055 .250 .067 

計畫穩定性 .359 .088 .148 .077 .353 .193 .129 .068 .237 .364 .171 .233 .511 .167 .095 

穩定性 .750 .500 .667 .750 .750 .750 .833 .750 .833 .500 .750 .250 .750 .750 .750 

可複製性 .250 .500 .333 .250 .250 .250 .167 .250 .167 .500 .250 .750 .250 .250 .250 

決策品質 .064 .334 .447 .385 .313 .060 .033 .218 .156 .182 .306 .230 .037 .187 .578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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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影響階段 .058 .254 .265 .257 .173 .167 .257 .063 .132 .222 .110 .164 .040 .156 .029 

態度改變 .103 .142 .066 .072 .412 .049 .075 .081 .094 .095 .159 .237 .252 .188 .239 

滿意度 .100 .125 .424 .152 .064 .487 .039 .571 .483 .504 .445 .270 .120 .242 .518 

工作成尌感 .300 .125 .122 .068 .132 .118 .095 .274 .113 .301 .108 .425 .266 .087 .244 

計畫透明 .300 .375 .227 .390 .264 .276 .618 .054 .147 .073 .258 .161 .059 .316 .122 

計畫課責 .300 .375 .227 .390 .541 .118 .248 .102 .257 .123 .190 .144 .555 .355 .116 

行為改變 .118 .248 .088 .039 .035 .214 .149 .033 .334 .052 .077 .131 .070 .164 .132 

使用行為 .500 .500 .500 .750 .250 .750 .833 .800 .800 .750 .750 .333 .750 .500 .167 

互動性行為 .500 .500 .500 .250 .750 .250 .167 .200 .200 .250 .250 .667 .250 .500 .833 

淨利益 .073 .036 .181 .275 .163 .802 .240 .269 .097 .321 .160 .121 .122 .164 .239 

政府財務節省 .075 .037 .091 .088 .046 .043 .033 .041 .143 .111 .124 .125 .032 .083 .100 

行政時間節省 .254 .082 .182 .088 .091 .171 .513 .203 .074 .222 .124 .250 .128 .036 .100 

降低行政負擔 .298 .146 .182 .088 .165 .110 .129 .477 .386 .222 .124 .250 .512 .232 .100 

效率利益 .225 .264 .182 .236 .466 .265 .261 .194 .280 .222 .234 .250 .266 .373 .100 

產出品質提升 .149 .471 .364 .501 .233 .411 .063 .085 .118 .222 .395 .125 .063 .276 .600 

組織變革 .269 .089 .057 .024 .096 .308 .024 .042 .096 .032 .180 .222 .030 .188 .076 

組織與管理 

能力強化 

.269 .058 .313 .152 .062 .166 .040 .081 .144 .180 .091 .169 .037 .148 .076 

目標達成 .168 .427 .295 .437 .233 .182 .473 .494 .235 .321 .334 .120 .490 .148 .239 

計畫目標 .250 .500 .200 .500 .250 .500 .833 .750 .250 .500 .750 .500 .750 .500 .750 

組織目標 .750 .500 .800 .500 .750 .500 .167 .250 .750 .500 .250 .500 .250 .500 .250 

成果階段 .058 .426 .336 .475 .291 .167 .467 .063 .107 .222 .296 .090 .141 .183 .029 

行政民主化 .250 .550 .540 .637 .223 .600 .785 .200 .258 .701 .200 .540 .258 .413 .300 

施政透明 .333 .429 .250 .429 .107 .600 .696 .250 .200 .474 .250 .297 .258 .333 .200 

政府課責 .333 .429 .250 .429 .607 .200 .229 .250 .600 .149 .250 .163 .637 .333 .600 

公帄性 .333 .143 .500 .143 .286 .200 .075 .500 .200 .376 .500 .540 .105 .333 .200 

資訊倫理 .250 .240 .163 .258 .707 .200 .149 .200 .637 .193 .400 .163 .105 .260 .600 

公務人員趨向 .500 .210 .297 .105 .070 .200 .066 .600 .105 .106 .400 .297 .637 .3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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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治理績效模型與實證研究 

電子採購使用意見調查（外部顧客） 

您好〆 

我們是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朱斌妤教授研究團隊，目前由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委託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協助，正在進行「電子治理績效模型與實證研究」（計

畫編號〆NSC 99-2410-H-004 -112 -MY3），主要是希望了解您對於電子採購系統的使

用經驗與意見，以及投標過程中與標案承辦單位的互動情形，以作為政府未來提昇電

子治理績效的參考。 

 

您代表貴公司所填寫的寶貴意見只作為整體分析之用，不會有個人意見或資料的

洩漏，請放心填寫〈如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與我們聯絡。 

 

為了感謝您的撥空作答，本研究另有規劃抽獎活動，在您填答完成所有題目，並

留下您的姓名與 e-mail 信箱之後（亦可選擇不留資料），本問卷系統會自動將您所留下

的聯絡資料納入抽獎系統當中，待問卷填答期間結束之後，於 5月中抽出 53 位幸運民

眾（ViewPad 7e-超親民帄板電腦(7 吋) 3 名、全家便利商店 200 元禮卷 50 名），中獎名

單將公布於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網頁

（http://units.nccu.edu.tw/server/publichtmut/html/w206/cw206.html），同時會以電

子郵件通知您。 

 

最後，敬祝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步步高升〈〈 

 

國立政治大學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朱斌妤   教授 

      

 

聯絡人〆孫悅耘同學 

聯絡電話〆0910-898860 

(02)29393091 轉 51141 

信箱〆100256004@nccu.edu.tw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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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們想要請教您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經驗。 

題目 

1. 企業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來採購是一種未來趨勢。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2.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政府電子採購網的標案查詢功能〇 

□有  □沒有 

3. 請問您一個星期大約有多少時間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〇 

□3 個小時以下  □4~6 個小時  □7 個小時以上 

4. 您於近一年內，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諮詢窗口（例如 24 小時免費客服電

話、意見信箱）詢問相關問題的次數〇 

   次（若未曾詢問過請填入 0） 

5. 您於近一個星期內，是否在政府電子採購網找過資料(例如查詢標案、線上比減…

等)〇 

   次（若未曾從事該項行為，請填入 0） 

6. 承上題〆您主要是找哪些資料〇 

                                                                 。 

7. 請問，您於近一個月內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使用過服務（例如領投標案等）的次數〇 

   次（若未曾使用過請填入 0） 

8. 請問，您是否是自發性地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〇 

□是   □否 

9. 因為政府大力推行，而影響了您決定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B. 我們想要請教您線上領投標功能的相關使用經驗。 

題目 

10. 依您的使用經驗，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領投標作業是否容易〇 

□非常不容易 □不容易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無意見 

11.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提供的領投標服務是 24 小時不中斷的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12.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各項領投標服務是否可靠〇 

□非常不可靠 □不可靠 □普通 □可靠 □非常可靠  □無意見 

13.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各項領投標服務是否容易上手〇 

□非常不容易 □不容易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無意見 

14.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的網頁讀取速度是否流暢〇 

□非常不流暢 □不流暢 □普通 □流暢 □非常流暢  □無意見 

15. 依您的使用經驗，經由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領投標作業比貣透過其他管道申辦業

務更容易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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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不容易 □不容易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無意見 

16.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個人化介面程度〇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無意見 

17.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否完整〇  

□非常不完整 □不完整 □普通 □完整 □非常完整  □無意見 

18.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否容易了解〇 

□非常不容易 □不容易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無意見 

19.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否符合您的需求〇 

□非常不符合 □不符合 □普通 □符合 □非常符合  □無意見 

20.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否正確〇 

□非常不正確 □不正確 □普通 □正確 □非常正確  □無意見 

21.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標案資訊是否即時〇 

□非常不即時 □不即時 □普通 □即時 □非常即時  □無意見 

22. 依您的使用經驗，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線上領標作業是否安全〇 

□非常不安全 □不安全 □普通 □安全 □非常安全  □無意見 

23. 依您的使用經驗，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進行線上投標作業是否安全〇 

□非常不安全 □不安全 □普通 □安全 □非常安全  □無意見 

24.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能保護您公司資料隱私的安全。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25.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能對其線上服務品質提供良好的保證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26.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聯繫管道是否足夠〇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普通 □足夠 □非常足夠 □無意見 

27.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在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遭遇問題時，能很快得到系統人員

的回應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28. 依您的使用經驗，系統人員的回應對您來說是否有幫助〇 

□非常沒幫助 □沒幫助 □普通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無意見 

29. 依您的使用經驗，系統人員回應您的問題（以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時是否有

禮貌〇 

□非常沒禮貌 □沒禮貌 □普通 □有禮貌 □非常有禮貌 □無意見 

30.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低〇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無意見 

31.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服務品質高低〇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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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交涉經驗。 

題目 

32.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

是否完整〇 

□非常不完整 □不完整 □普通 □完整 □非常完整  □無意見 

33.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

是否容易了解〇 

□非常不容易 □不容易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無意見 

34.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

是否符合您的需求〇 

□非常不符合 □不符合 □普通 □符合 □非常符合  □無意見 

35.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

是否正確〇 

□非常不正確 □不正確 □普通 □正確 □非常正確  □無意見 

36.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

是否即時〇 

□非常不即時 □不即時 □普通 □即時 □非常即時  □無意見 

37.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與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聯繫管道

是否暢通〇 

□非常不暢通 □不暢通 □普通 □暢通 □非常暢通 □無意見 

38. 依您的使用經驗，當您對標案內容有疑問時，能很快獲得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

回應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39. 依您的使用經驗，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回應對您來說是否有幫助〇 

□非常沒幫助 □沒幫助 □普通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無意見 

40. 依您的使用經驗，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回應您的問題（以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

時是否有禮貌〇 

□非常沒禮貌 □沒禮貌 □普通 □有禮貌 □非常有禮貌 □無意見 

41. 整體來說，您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資訊品質高低〇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無意見 

42. 整體來說，您認為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所提供的服務品質高低〇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無意見 

 

D.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對政府電子採購網以及對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的

滿意度。 

題目 

43. 整體而言，您是否滿意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服務〇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無意見 

44. 您推薦其他人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可能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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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45. 您繼續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可能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46. 整體而言，您是否滿意標案承辦單位 /承辦人所提供的服務〇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無意見 

47. 若您的同事遇到標案上的問題，您推薦他向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尋求協助的可能

性有幾成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48. 若您再次遇到標案上的問題，您向標案承辦單位/承辦人尋求協助的可能性有幾

成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49. 現行的電子領標收費標準，您是否滿意〇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無意見      

50. 整體而言，您對政府電子採購系統有任何改善之建議〇 

                                                                      

                                                             。 

 

E.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電子採購對企業所產生的影響。 

題目 

51.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提昇了您對政府採購制度的信任程度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2.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提昇了您對招標機關的信任程度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3.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有助於您將貴公司內部資源與該系統進行整合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4.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有助於您將貴公司作業流程與該系統進行整合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5.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讓您感到自己更能參與政府相關計畫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6.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讓您感到政府對於電子化服務的提供更有效率/效能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7.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讓您感到政府採購案的運作過程是公開透明的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8.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讓您感到更容易接觸到政府資訊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59.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讓您感到政府是願意公開資訊的〇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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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最後，想請教您貴公司資訊化程度及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系統頻率與程度的相

關問題。 

題目 

60. 請問貴公司是屬於下列哪種產業〇 

□農業 

□工業 

□製造業 

□服務業 

□批發零售業  

□其他                               （請填寫） 

61. 請問貴公司成立至今已多少年〇 

□ 1 年到 10 年    □ 11 年到 20 年    □ 21 年到 30 年    □ 31 年以上 

62. 貴公司所在區域為〇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其他，請說明           

63. 貴公司資本額〇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 

□非前列行業且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非前列行業且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 

64. 貴公司目前所有員工人數〇 

□一百人以下  □一百到兩百人  □兩百人以下  □兩百人以上   

65. 貴公司員工使用電腦工作的比例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66. 貴公司是否使用下列類別的軟體環境〇 

□資源規劃相關系統 (Resource Planning)，例如〆 

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商務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電子商務相關系統 (E-commerce)，例如〆 

數位收據 (digit receipts)，企業即時通訊 (Instant Messaging) 

□其他，包括作業系統 (Linux)，監控系統等特殊應用 

請說明                                                         

67. 貴公司內部透過網路互動〇 

□非常不頻繁 □不頻繁 □普通 □頻繁 □非常頻繁 

68. 貴公司透過網路與顧客或其他公司的互動〇 

□非常不頻繁 □不頻繁 □普通 □頻繁 □非常頻繁 

69. 透過電子採購得標的標案，佔貴公司業務總金額比例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70. 透過電子採購得標的標案總金額，佔貴公司政府標案總金額比例〇 

□兩成以下 □兩成到四成 □四成到六成 □六成到八成 □八成到十成 

71. 請問您在貴公司已服務多少年〇 

□ 1 年到 10 年    □ 11 年到 20 年    □ 21 年到 30 年    □ 3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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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請問您的性別〇 

□男性  □女性 

73. 請問您的年齡〇 

□18-27 歲   □28-37 歲  □38-47 歲  □48-57 歲  □58 歲以上 

 

  為了感謝您的撥空作答，本問卷系統將自動將您的資料納入抽獎系統當

中，研究結束之後，於 5 月中抽出 53 位幸運民眾，並發送 e-mail 通知，並致送

豐富的禮品（包括 Viewsonic 帄板電腦、全家便利商店 200 元禮卷）。若您願意

參加抽獎，請您填下姓名以及 e-mail，以利在您中獎後，本研究團隊可進行通

知與核對。 

 

 

□我願意參加抽獎   

姓名〆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 

 

□我不願意參加 

 

◎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撥空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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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電子治理績效模型與實證研究 

電子採購使用意見調查（內部顧客） 

您好〆 

我們是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朱斌妤教授研究團隊，目前由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委託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協助，正在進行「電子治理績效模型與實證研究」（計畫

編號〆NSC 99-2410-H-004 -112 -MY3），主要是希望了解您對於電子採購系統的使用

經驗與意見，以及投標過程中與廠商的互動情形，以作為政府未來提升電子治理績效

的參考。 

 

您所填寫的寶貴意見只作為整體分析之用，不會有個人意見或資料的洩漏，請放

心填寫〈如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與我們聯絡。 

 

為了感謝您的撥空作答，本研究另有規劃抽獎活動，在您填答完成所有題目，並

留下您的姓名與 e-mail 信箱之後，我們會於 5 月中抽出 63 位幸運者（[GmsTab] 9 吋帄

板電腦 3名、全家便利商店 200 元禮卷 60 名），中獎名單將公布於國立政治大學公共

行政學系網頁（http://pa.nccu.edu.tw/main.php），同時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您。 

 

 

最後，敬祝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步步高升〈〈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朱斌妤   教授 

      

 

聯絡人〆黃貴凰 

聯絡電話〆0919-633997 

(02)29393091 轉 51141 

信箱〆100256005@nccu.edu.tw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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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們想要請教您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經驗。 

題目 

74. 政府電子採購網能在可接受的時間範圍內協助執行採購業務。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75. 當您在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遭遇問題時，能很快得到網站系統人員的回應。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76. 依您的使用經驗，您覺得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安全保護措施做得很好。（例如帳號密

碼保護、憑證使用等）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77. 您可以很容易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找到您執行採購業務時所需要的資訊／資料。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78. 政府電子採購網在操作上很容易。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79. 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採購資訊符合您的需求。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0.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容易了解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1.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即時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2.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正確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3. 依您的使用經驗，政府電子採購網上提供的資訊是很完整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4.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是很好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5.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系統品質是很好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6. 整體來說，您認為政府電子採購網所提供的資訊品質是很好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B.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處理採購業務的感受。 

題目中有出現※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麻煩您以（標案名稱）之標案做回覆 

題目 

87. 您的工作單位提供您充裕的資源運用（例如〆法條諮詢、技術諮詢、電腦設備）

來完成您的採購業務。※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88. 您會因為採購專業能力不足而感到困擾。※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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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您被分配到的採購業務工作量是能夠負荷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0. 您有充裕的時間處理採購業務。※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1. 您在處理採購業務的過程中會擔心觸犯法律。（例如〆政府採購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電子簽章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等）※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2. 整體而言，您在採購上的工作壓力是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C.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關於您的組織對於您處理採購業務時的幫助。 

題目 

93. 當您在採購上遇到困難時（例如〆法規、規格不了解、與廠商有爭執），主管都能

給您適時的幫助。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4. 您的主管在採購業務上的說明、命令或政策是相當清楚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5. 當您在處理採購業務時，與其他跨部門（法務、政風、會計等等）之間的溝通管

道是非常順暢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6. 您在處理採購業務遇到問題時（例如〆業務稽核、採購爭議、公共工程推動情形） 

，與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溝通管道是非常順暢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7. 您遇到採購業務上困難時會與同事討論處理方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8. 您在採購的過程中，有足夠的判斷空間，不需事事依賴上級的指示。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99. 組織中提供您足夠的採購教育訓練。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0.  整體而言，您對於貴機關在採購業務的管理覺得很滿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 

 

D.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使用電子採購對您所產生的影響。 

題目中有出現※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麻煩您以（標案名稱）之標案做回覆 

題目 

101.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能提升您處理政府採購業務的工作滿意程度。※請針對此

標案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2.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能提升您處理政府採購業務時的成尌感。※請針對此標案

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3.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能讓採購業務的分配更加明確。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4.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使採購過程更加透明、公開。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5.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會讓您考慮比較更多廠商之間的選擇。※請針對此標案

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6.  處理採購業務時，您會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料庫。（例如〆參考共同契約比

價、優良廠商名單、拒絕往來廠商、標案查詢系統）※請針對此標案做回覆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使用電子採購對政府機關所產生的影響。 

題目 

107.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減少執行採購業務的成本。（例如〆減少紙張、油墨

耗材々與廠商通訊聯繫之費用等）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8.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節省獲得採購資訊的等待時間。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09.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簡化採購業務的行政流程。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10.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縮短採購業務的處理時間。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11.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能使採購的物品（工程、勞務、財物）更符合機關之需

求。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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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您，使用電子採購對於政府之行政民主所產生的影響。 

題目 

112.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更能防範違法事件。（如〆圍標、綁標等）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13.  整體來說，您覺得使用電子採購網能讓政府部門之間權責更清楚。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14.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運用，能讓廠商競爭更公帄。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15.  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後，提升了廠商對政府採購制度的信任程度。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G. 最後，想請教您一些簡單的基本資料。 

題目 

116.  您在現職機關服務年數? 

 1 年以下（不含 1 年）  1 年到 5 年  6 年到 10 年   11 年以上 

117.  您擔任公務人員的總年資? 

 1 年以下（不含 1 年） 1 年到 5 年 6 年到 10 年  11 年以上 

118.  請問您的年齡〇 

 18-27 歲    28-37 歲   38-47 歲   48-57 歲   58 歲以上 

 

為了感謝您的撥空作答，研究結束之後，於 5 月中抽出 63 位幸運者，並發

送 e-mail 通知，並致送豐富的禮品（包括[GmsTab] 9 吋帄板電腦、全家便利商店

200 元禮卷）。請您填下姓名以及 e-mail，以利在您中獎後，本研究團隊可進行通

知與核對。 

 

姓名〆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 

 

◎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撥空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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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心得報告  
日期：2013年 7月 1日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112-MY3 

計畫名稱  電子治理績效模型與實證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孫悅耘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

學-兼任助理  

會議時間  
2013年 6月 13日至

2013年 6月 14日  
會議地點  

義大利 -科莫

省(Como) 

會議名稱  
（中文）第 13屆歐洲電子化政府研討會  
（英文）13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Government – ECEG 2013 

發表題目  

（中文）電子治理研究方向之前瞻性調查  

（英文）A Prospective Survey on Future     

        e-Governanc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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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第 13屆歐洲電子化政府於義大利科莫省(Como)舉行，舉辦時間為時兩天，

地點位於當地的 Insubria 大學，該所大學雖然是所年輕的大學，但辦學理念相

當創新，隸屬的 5 個學院、50 餘個課程皆以新穎的教學方式進行。研討會一開

始以主席介紹該會議作為開場，接下來多位學者共同介紹電子化政府的過去、

現況與未來的發展，期望以前瞻性的眼光來尋找在未來的數位時代，能夠促進

與強化電子治理 /電子化政府發展的政策，並以電子治理引領政府治理改革。當

天同時擁有四個次要會議，平行進行，依據發表文章性質來決定參與場次，本

人此次參加的乃為討論電子化參與和電子化民主的場次，發表結束後與在場聽

眾進行問答交流，發表與問答共約 20 分，中場休息時更與該場主席 Nixon 交換

意見，Nixon 教授給予了相當寶貴的意見，供本人日後改進。  

    第二天的會議，則以介紹電子化政府與公共價值之間的關係作為開場，認

為電子化政府的發展應是公共價值導向，提升社會福祉與符合民眾期望，並連

同預先介紹明年歐洲電子化政府研討會的資訊，本人於第二日研討會選擇較有

興趣的「安全與隱私」主題之場次作為旁聽，會議最後則以公布最佳海報設計

與博士論文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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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本人發表的文章是以前瞻性的角度來看待電子治理的發展，被歸類為電子

化參與和電子化民主場次，參與該場發表的多為學者教授，發表文章包括以探

索性模型來討論如何活化民眾線上交流（如民眾與民眾間、民眾與政府間）、以

社會網絡的角度來討論如何規劃阿拉伯地區國家的電子化民主藍圖等，其中後

者作者在提及社會網絡於電子化政府之中的角色時，提及在阿拉伯地區仍多處

於專制體制的脈絡下，社會網絡的力量依舊不容小覷，拜網路 2.0 與其他先進

資通訊技術所賜，社會網絡大大影響了「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觸發本人聯

想至臺灣過往也是處於威權體制，自從改革開放後，政府與社會大力提倡公開、

透明之政府，自民國 87 年來推動電子化政府，其中之一的目的無非在於藉由資

通訊技術來扭轉過往封閉的政府角色，將民眾一同分享政府治理，該篇作者更

強調地方政府的在電子化政府中的重要影響力，認為從地方基層的推動乃是一

國電子化政府的基礎，從這個論點來看我國的情況，我國電子化政府多由中央

主導規劃，地方政府通常處於被動的角色，對社會網絡的重視仍有諸多改善的

空間，例如可見諸多中央部會使用各種社群媒體來與民眾進行交流，但卻較少

見到地方政府透過如部落格、Facebook 的管道來與民眾進行互動，本人認為，

社群媒體不只有助於提升電子化參與和電子化民主，亦能同時增進顧客滿意度，

本研究計畫主要核心乃在於探究電子化政府績效的可能因素與模型，其中顧客

滿意度更是本研究計畫所建立的模型之核心，如何從提升政府機關網站的系統、

資訊以及服務品質來促進滿意度，社群媒體的經營將是各政府機關所需要思考

的一塊。	 

	 	 	 	 此外，在「政府網站」主題場次，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學者發表了有關於網

站使用率的文章，提出低落的政府網站使用率乃眾多國家發電子化政府過程中	 

常見的問題，若欲提升使用率，政府行銷推廣作為是其中的關鍵，政府應規劃

相關之政策與宣導活動來使政府網站更廣為民眾所知，先提升政府網站的能見

度，如此一來才能進一步發揮網站的使用功效，提升電子化政府的績效，該位

中國學者不約而同的也提出了地方政府對於政府網站的重要性，本人亦十分認

為此觀點，因為從地方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會比中央政府來的密切，舉凡政策宣

導、各項申辦服務、陳請與意見反應，民眾通常會先向地方機關進行聯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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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與民為鄰，因此本研究計畫中探討民眾使用率的部分，可參考該位學者

所提出的地方政府角色因素。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發表論文摘要如下，全文如附錄ㄧ：  

    Although many e-government  pol ic ies ,  programs,  and services  such as  

e- tax,  e-procurement ,  e-vot ing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var ious countr ies ,  

the pr ior i t ies  of  future  e-government  pol icy and research emphases  and their  

re la t ionship with resource al locat ion need to  be wel l  s tudied and just i f ied.  

The object 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 i fy  forward-looking e-governance 

research topics .  In this paper, we utilize studies on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nkings such as UN’s e-government survey and Waseda University’s 

e-government ranking, and reports released by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centers to summarize a list of promising e-governance research topics. 

To gain insight from e-governance exper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sectors, we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erform an online surve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rank these topics. We 

present the focus of in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the 

online survey. The lessons from this study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e-governance research initiatives. 

 

Keywords: e-governance, e-government, public val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itiatives. 

 

四、  建議  

    參與此次研討會，本人對於國內電子化政府生態與現況有下列幾點建議：  

1. 國內缺乏此一類型的電子化政府 /電子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建議短期上可

與他國協辦舉行（例如我國研考會與鄰近國家—日本之電子化政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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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辦理），不僅讓官方能與各國專家交換實務經驗，也讓國內學者有更多

與國際接軌的機會。  

2. 在公共行政領域內，國內甚少以電子化政府 /電子治理為題之研討會，建議

可多授權我國電子化政府主要推動單位（如隸屬於研考會之電子治理研究

中心）規劃相關學術研討會。  

3. 電子化參與已成為電子治理中相當重要的課題，未來我國應將電子化參與

列為發展電子化民主最主要的途徑，如大力推廣政府網站、善用社群網絡

與民眾互動、儘速分析國內實施電子化投票之可行性等，皆有助於提升我

國之電子化民主。  

4. 關於提升顧客對政府電子治理滿意度的作為，建議可從增闢政府網站中供

民眾反映意見之專區來著手，減少罐頭式回應，隨時注意民眾所反映的意

見，並時常更新政府官方消息。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此次的參與，所攜回的資料為「會議文章摘要集錄」 (Abstracts and 

Conference and Materials for the 13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Government )，裡

頭收錄了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所有文章之摘要，計 80 篇，亦含主席、主持人之

與發表人之簡介，以供參與者會後聯繫、交流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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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A Prospective Survey on Future e-Governance Research Directions 

Pin-yu Chu, Yueh-yun Su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vchu@nccu.edu.tw 

100256004@nccu.edu.tw  

 

 

1. Introduction 

“Electronic  government” (e-government) ,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 ing 

concepts  introduced in  the f ie ld  of  publ ic  adminis t rat ion in  the la te  1990, 

has  been the emerging issue with great  a t tent ion.  Governments  worldwide 

have put  a  lot  of  effor ts  not  only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 ion 

technologies  (ICTs) infrastructure  but  a lso in  publ ic  adminis t rat ion process  

design for  bet ter  re la t ionships  with i ts  mult i -s takeholders .  Public  sector  

organizat ions need now more than ever to manage increased speed of  

ref lexivi ty  in  their re la t ionship with the ci t izenry.  It  i s  not  just  a  quest ion of  

e-government;  i t  i s  a lso a  quest ion of  e-governance (Marche and McNiven,  

2003) .  Many internat ional  organizat ions such as UN, OECD, and APEC all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e-governance and the aim of  e-government has 

moved from pure services  to  create public values for c i t izens and the society 

in  a  country.  

Although many e-government  pol ic ies ,  programs,  and services  such as  

e- tax,  e-procurement ,  and e-vot ing,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var ious 

countr ies ,  the pr ior i t ies  of  e-government  pol icy emphases  and their  

re la t ionship with resource al locat ion demand to  be just i f ied.  For  example,  

the necessity of c loud services  and the appl icat ion and integrat ion of  nat 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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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re  increasingly popular, but need to be carefully s tudied.  The 

object 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 i fy  forward-looking e-governance pol icy 

and research topics .  Specif ical ly ,  these topics  need to  be consis tent  with the 

emerging e-governance topics  of  global  s ignif icance.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 lows.  In  sect ion 2,  we ut i l ize  s tudies  on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nkings to summarize a list of shared e-government 

indicators. We also gather research reports released by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centers to highlight e-governance research topic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To gain insight from e-governance exper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sectors, we interview leaders of various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s and conduct 

an online surve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experts to rank 

e-governance research arenas and topics. We summarize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n section 3, present the online survey results in section 4, and discuss 

how lessons we learn from this study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e-governance research initiatives in the last sec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2.1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e-government indicators 

Several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g., UN, OECD, World Bank,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and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EIU) investigate either the global trends of ICTs or 

challenges of e-government, develop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e-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dices, select best practices, and provide countries with strategic 

suggestion. These organizations identify a wide variety of indicators and these 

indicators often highlight e-governanc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UN has been conducting a series of “E-government survey” to investigate 

e-government environments and capacity to sustain online development of its 

member states since 2001.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 (EGDI) and 

E-Participation Index (EPI) are currently used performance indices. EGDI measures 

the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 nation administrations to use ICT to deliver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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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by three sub-indices -- the online services index,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ndex, and the human capital index. EPI, including e-information, 

e-consultation, and e-decision making, offers insights into how governments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citizens can be more active and supportive of their 

governments (UN 2010, 2012). In addition to the worldwide comparison, UN also 

investigates digital governance in large municipalities by evaluating their websites 

in terms of privacy, usability, content, service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ranks 

them on a global scale (Holzer et al., 2009). Waseda University, in charge of APEC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 has published the world rankings on e-government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2005. Seven indicators with Asian perspective are network 

preparedness,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required interface-functioning 

applications, national portal, CIO in government, e-government promotion, and 

e-participation. Future trends of e-government identified in its latest report are 

cloud computing, social media, big data, digital inclusion,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cyber security, mobile government, and ICT applications 

for aging society (Obi, 2012). 

WEF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prospects for growth in countries that have 

proven themselves ready to take up new technologies throughout in depth analysis 

since 2001.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which measures degree to which 

economies across the world leverage ICT for enhanced competitiveness, consist of 

four sub-indices: environment, readiness, usage, and impact (WEF, 2012). WEF 

also points out that future trends of ICT are cloud computing, network neutrality, 

smart services, and mobile broadband. EIU releases IT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index to explore how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are addressing major trends 

affecting the industry. The index is composed of six dimensions: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IT infrastructure, human capital, legal environment, R&D 

environment, and support for IT industry development (EIU, 2011). Besides, EIU 

uses “digital economy rankings” to reflect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ICT i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rankings assess each economy on six factors: 

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ndex, business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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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nvironment,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EIU, 2010). ITU utilizes ICT Development Index (IDI) and 

ICT Price Basket (IPB) to monitor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ments worldwide. 

While IDI captures the level of advancement of ICTs, which is divided into ICT 

access, ICT use, and ICT skills, IPB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ost and affordability of 

ICT services based on the price for fixed-telephony, mobile-cellular telephony and 

fixed-broadband Internet services (ITU, 2011).  

Discussion of future e-governance research topics cannot be completed without 

including the work of OECD and APEC. OECD (2009)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front and back office reform and user-centric e-government services. APEC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working group (APEC TEL) addresses 

“Strategic Plan for 2010-2015” with focus on five priorities: develop ICT to 

promote new growth, enhance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through the use of ICT, 

promote a safe and trusted ICT environment,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ICT sector (APEC TEL, 2011). The ongoing 

efforts toward universal and affordable broadband, decreasing digital divide, and 

the needs of unserved or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using ICT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are all related to e-governance.  

We compare the contents of the above ICT development and e-government 

indices and categorize them into eight emphases: ICT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regulation, human capit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ypes and functions of online services, e-particip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ICTs/e-government, cost and affordability of ICTs/ 

e-government (see Table 1).   

Table 1: Re-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e-government ranking 

indices  

Index Sub-index Sub-index Main 

source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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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and 

telecommunicat

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et users PCs ITU 

telephone lines 
mobile cellular 

subscribers 

fixed broadband 

subscribers 

Internet bandwidth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with internet access 

mobile network coverage 

rate 

policy and 

regulation  

e-government strategies  government spending on 

IT 

EIU, 

WEF, 

Internet 

Data 

Center 

government technology 

neutrality 

Internet & telephony 

competition 

status of national 

cybercrime law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atus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legislation 

status of national data 

privacy and anti-spam 

laws 

laws relating to ICT  

human capital adult literacy gross enrollment UNESCO

World 

Bank 
employment in IT 

quality of technology 

skill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introduction to CIO 

WASEDA 

Universit

y 

types and 

functions of 

online services 

contents security & privacy UN, 

WEF, ITU online services / website 

function 

applications such as the 

administrative ERP 

e-participation e-information e-consultation UN 

e-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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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e-government 

impact of ICT on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WEF 

Internet access in schools ICT use & gov’t 

efficiency 

cost and 

affordability of 

e-government 

fixed telephone tariff mobile cellular tariffs ITU 

fixed broadband Internet 

tariffs 

 

2.2 Research domains of global prestigious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s  

    By studying research topics that prestigious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s 

engage in, we can illustrate present global e-governance features, and identify its 

forward-looking trend. Six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 and 

Asia we analyze are: (1)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CTG), Albany 

University, (2) 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CD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digital government (NCD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4)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ftware Technology (UNU-IIST center for e-government), (5) Waseda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 and (6) Taiwan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TEG). 

It is clear that they overlap in many topic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governan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government, open government and 

e-participation, and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As the largest university-based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 CTG develops 

various projects on partnerships wit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ies,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academic scholars. Six major research themes of CTG 

are: (1) open government, (2) e-records, (3) enabling e-government, (4) IT 

investment, (5) collaboration & integration, and (6) strategic use of information 

(CTG, 2012); Since 2000, 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mainly focuses on: (1) 

World Internet Project, a research exploring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the Internet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on Internet users and non-users, 

and (2) Digital Future, a study tracking the way in which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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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bric of our lives (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2012); Originally established with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CDG now is bas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NCDG commits 

itself 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digital government, and policy networks as 

informational and deliberative structures (NCDG, 2012). 

UNU-IIST center for e-government sets its operation mission as the support in 

strategic use of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public organizations working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multi-stakehold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derives and 

explores nine research fields: (1) e-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eadership, (3) smart cities, (4) measurement,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e-governance, (5) strategies, alignment and architectures for 

e-governance, (6)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7) models and 

frameworks development for e-governance, (8)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for e-governance, and (9)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for e-governance 

(UNU-IIST center for e-government, 2012); Waseda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 

focuses on ICT applications in diverse society issues. Its research fields encompass: 

(1) competitive policy, (2) e-government, (3)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4) ICT industry and CIO, and (5) ICT application for 

ageing society (Waseda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 2012); Taiwan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TEG),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is oper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TEG’s major research arenas ar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impact assessment, equal participation, social 

media and e-government,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and open government (TEG, 

2012).   

2.3 The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e-government/e-governance conferences 

In addition to examination of e-government rankings and research fields of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e-government centers, we further explore the main 

topics discussed in several lea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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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Ministerial e-Government Conference set a shared user-centric 

vis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that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the European 

policies for e-Government since 2003.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Government 

(ECEG), held annually by Academic Conferences International, continues the 

user-centric vision and expands the discussion to other domains (based on the 

themes of ECEG 2013): (1) applications of e-government, namely innovative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various fields, (2) 

challenges to e-government, including cyber terrorism, identity management, 

challenges to e-service take-up, etc., (3) dimensions, frameworks, and strategies of 

interoperability, (4) e-government 2.0, involving impacts of web 2.0 in 

e-government, citizen empowerment, and open data, (5) 

e-democracy/e-participation, containing technology-driven democracy, social 

network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trust in online/offline participation, (6) 

economics for e-government, and (7) legal, agency, trust and governance issues 

(ECEG, 2012).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ICSS), held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is a long-standing conferenc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ost recently in e-government. E-government issues 

scheduled to be discussed in HICSS 2013 include (1)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2) 

cloud services and interoperability, (3) open government and participation, (4) 

e-govern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5) policy, governance 

ethics, and law, (6)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 (7) transformational 

government, etc. (HICSS, 2012).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established in 

the mandate of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from UN 

Secretary-General in 2006, expects itself to bring various stakeholder groups as 

equals, in discussions on public polic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nternet, and to serve 

as a neutral space for all actors (IGF, 2011). Since 2006 to 2012, the meeting 

themes include (1) Internet governance for development, (2) managing critical 

Internet resources, (3) security, openness and privacy, (4) access and diversity, (5)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6) capacity building (IGF,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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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clear that discussions in these conferences also overlap in many topics, 

includ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government, e-services and 

interoperability, open government, e-participation, and e-government 2.0, and 

issues regarding laws, regulations and governance.  

2.4 Public values of e-government  

Moore (1995) firs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public value, a normative theory for 

measuring the success of public services. Despit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ICTs and e-government, only lately have researchers begun to explore public 

values of e-governance. The concept of public value is now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innovative driver in modern e-government endeavors (Bonina and Cordella, 

2008). For example, CTG proposes a public value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esswell et al., 2006).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various types of public value of 

e-government initiatives. Within the framework, the public value of e-government 

is assessed with respect to organization, politics, and end user (eGEP 2006, Heeks 

2008). Yu (2008) further classifies e-government related values into five 

perspectives: e-government services, public beneficiaries, government services 

chain, government internal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and the society and national 

environments. Friedland and Gross (2010) categorize public values of 

e-government into three notions: operational value (measures of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political value (the extent of public mission and goals achievement), 

and social value (time, money, and efforts saved). Particularly, the social values 

respond to the public value impacts,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quality 

of life, ideological, and stewardship (Harrison et al., 2012). Similarly, Karunasena 

and Deng (2010) propose three public value drivers of e-government as delivery of 

quality public services, operating effective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achievement 

of socially desirable outcomes. These discussions clearly show tha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ims at producing value for citizens and e-government is a means to 

improve the public value (Castelnovo and Simonetta 2007).   

3.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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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research strategy has two components.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a 

multitude of literature of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nking to identify a list of 

shared indicators and gathers research reports that highlight e-governance research 

topic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other component is to gain insight from 

e-governance exper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sectors. We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leaders of various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s to gain their 

insights, and perform an online surve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experts from April to August of 2012. 

3.1 In-depth interview 

Six e-government experts we interview include (1) Dr. Charlie Schweik, 

associate director of NCDG, (2) Dr. Toshio Obi, director of WASEDA 

e-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 (3) Dr. Jeffrey Cole, director of 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4) Dr. Sharon Dawes, senior researcher of CTG, (5) Dr. Tomasz 

Janowski, director of UNU-IIST center for e-governance, and (6) Dr. Fengchun 

Yang, director of academy of e-government. Most of interviewe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visionary e-government research and highlight critical trends in 

e-governance. Particularly, Obi stres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CT for an aging 

society; and Janowski regards smart cities as the main work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e intensive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document has generated a long list of 

promising e-governance policy and research topics. The in-depth interviews help us 

further narrow the list down to seven promising arenas, including (1)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aws, regulations, and governing structure and rules)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s, (2) qual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e-government, (3) 

performance of e-governance, (4) online citizen participation with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5) strategic foresight planning of e-governance, (6) 

globalized/regionalized e-governance, and (7) financing e-government (budget, 

pricing, fees, etc.). 

3.2 Online-survey  

Our survey questionnaire is developed by the amalgamation of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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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literature discuss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related 

to (1) comments on the visionary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of the 

e-government, (2) trends and impacts of ICTs on e-governance, and (3)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government services.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includes two major parts. The first part, in accordance to the seven 

promising e-governance research arenas, is composed of twenty-two topics as 

shown in Table 2. The second part contains open-ended questions to allow the 

respondents to write down other significant topics not included in the first part. 

This survey is by invitation only. Thirty-five leading e-governanc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such as associate director of NCDG, senior researcher of CTG, 

senior advisor of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 chairman of Global Mobile Corporation,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IBM Taiwan, editorial director of 

FutureGov,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al management,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tc., participate in this 

survey.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in each research arena and topic (n = 35) 

Research arena and topic Mean 

(s.d.) 

p Mean (s.d.) 

PA 

Experts 

MIS 

Experts  

1. Performance of e-government/ e-governance 4.21 

(1st) 

  

(a) Establish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at are 

result-oriented and aligned with public 

values 

4.34* 

(0.87) 

0.000 4.35 

(0.75) 

 

4.33 

(1.05) 

(b) Exte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o include 

social impacts 

4.00* 

(0.94) 

0.003 4.05 

(0.89) 

3.93 

(1.03) 

(c) Implementation of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systems and utilization of 

4.29* 

(0.89) 

0.000 4.40 

(0.68) 

4.13 

(1.13) 



	   18	  

Research arena and topic Mean 

(s.d.) 

p Mean (s.d.) 

PA 

Experts 

MIS 

Experts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e-government policies 

2. Specify topics that are forward-looking, 

unique, and possess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4.21 

(1st) 

  

(a) Establish/implement foresight mechanisms 

for e-governance policy  

4.11* 

(1.02) 

0.001 3.95 

(1.10) 

4.33 

(0.90) 

(b) Applications of ICTs for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for addressing various 

challenges of aging society 

4.29* 

(0.79) 

0.000 4.30 

(0.80) 

4.27 

(1.03) 

(c) Cre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big” 

data for advancing public values 

4.23* 

(0.88) 

0.000 4.20 

(0.77) 

4.27 

(1.03) 

3. Establish and innovate the institutions (laws, 

regulations, and governing structure and 

rules)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s 

4.10 

(3rd) 

  

(a) Information security, digital/electronic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standards. 

4.14* 

(0.91) 

0.000 4.00 

(0.86) 

4.33 

(0.98) 

(b) Establish e-governance mechanisms that 

help create/add public values (i.e.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etc.) 

4.40* 

(0.69) 

0.000 4.40 

(0.60) 

4.40 

(0.83) 

(c) Provide mechanisms for driving and 

sustaining innovation. 

3.74 

(0.92) 

0.127 3.50 

(0.95) 

4.07 

(0.80) 

4. Online citizen participation with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4.05 

(4th) 

  

(a) Increase onlin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 democratic governance 

3.97* 

(0.89) 

0.004 4.05 

(0.89) 

3.87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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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ena and topic Mean 

(s.d.) 

p Mean (s.d.) 

PA 

Experts 

MIS 

Experts  

(b) Establish rules, regula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citizens and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electronic governance 

4.26* 

(0.89) 

0.000 4.45 

(0.76) 

4.00 

(1.00) 

(c) Research and promote cutting-edge 

applications (i.e. based on social media) for 

online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3.91* 

(0.82) 

0.005 4.05 

(0.83) 

3.73 

(0.80) 

5. Qual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e-government 

4.04 

(5th) 

  

(a) Organizational and task design for qua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63 

(0.88) 

0.392 3.40 

(0.94) 

3.93 

(0.70) 

(b) Quality management of cross-boundary 

e-governance 

4.46* 

(0.85) 

0.000 4.40 

(0.88) 

4.53 

(0.83) 

(c) Rationalization/optimization of personne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cross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4.00* 

(0.97) 

0.004 3.80 

(1.06) 

4.27 

(0.80) 

(d) Adopt and address emerging management 

challenges/practices 

4.06* 

(0.97) 

0.002 4.10 

(1.02) 

4.00 

(0.93) 

6. Globalized/regionalized e-governance 3.88 

(6th) 

  

(a)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standards over national (domestic) 

e-governance 

3.77 

(0.91) 

0.087 3.70 

(0.98) 

3.87 

(0.83) 

(b)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reating and 

sharing telecommunication/ internet 

resources 

3.89* 

(0.76) 

0.005 3.70 

(0.73) 

4.13 

(0.74) 

(c) Sustain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with 3.97* 0.003 4.0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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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ena and topic Mean 

(s.d.) 

p Mean (s.d.) 

PA 

Experts 

MIS 

Experts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0.86) (0.89) (0.83) 

7. Financing e-government (budget, pricing, 

fees, etc.) 

3.55 

(7th) 

  

(a) Financing planning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o finance e-government 

3.66 

(0.76) 

0.233 3.70 

(0.73) 

3.60 

(0.83) 

(b) Establish pricing standards and mechanisms 

for e-service and e-transaction 

3.37 

(1.00) 

0.453 3.15 

(0.99) 

3.67 

(0.98) 

(c) The impact of telecommunication rate policy 

under digital conversion on e-governance 

3.63 

(1.03) 

0.466 3.40 

(1.10) 

3.93 

(0.88) 

* p < 0.05 

 

4. Research Results 

The online survey uses five-point Likert-type scale descriptors (“1” = 

“extremely unimportant” and “5” = “extremely important”) to measu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enty-two e-government topics. To choose highly significant 

topics, we apply t tests with a null hypothesis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respondents’ perceived importance is 3.5, and with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hat it 

is greater than 3.5. Table 2 provides aggregat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ive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p value) for each research topic. All topics are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except six topics listed in a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standards over national/domestic e-governance (3.77),” 

“providing mechanisms for driving and sustaining innovation (3.74),” “financing 

planning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o finance e-government (3.66),” “the 

impact of telecommunication rate policy under digital conversion on e-governance 

(3.63),” “organizational and task design for qua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63),” and “establishing pricing standards and mechanisms for e-serv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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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nsaction (3.37).” 

The top six important topics are (1) quality management of cross-boundary 

e-governance (4.46), (2) e-governance mechanisms to help create/add public values 

(4.40), (3)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at are result-oriented and 

aligned with public values (4.34), (4) implementation of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systems and utilization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e-government policies (4.29), (5)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for addressing various 

challenges of aging society (4.29), and (6) cre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big” 

data for advancing public values (4.23) (see Table 2). We also aggregate the scores 

of individual topics and identify the top three e-governance research arenas: 

“performance of e-government/e-governance (4.21),” “specify topics that are 

forward-looking, unique, and possess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4.21),” and 

“establishing and innovating the institutions (laws, regulations, and governing 

structure and rules)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s (4.10).” 

Our respondents compose two types of experts, i.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public administration background (PA background) and those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background (MIS background). We utilize 

t-tes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one of the topic importanc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these two types of experts. Howeve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administration-savvy experts make higher evaluations than technology-savvy 

experts on topics of “performance of e-government” and “online citizen 

participation with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renas. 

As for findings from the open-ended questions, important e-governance topics 

proposed includ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at are result-oriented and aligned with 

public values,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e-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provision of pubic data sets, tools, and education, allevia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joined cloud partnership,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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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diverse literature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research fields in prestigious research cente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mes), and interview leading e-governanc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identify 

important future e-governance policy/research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efforts, we first mark out seven promising e-governance research arenas with 

twenty-two supplementary topics. We further conduct an online expert survey to 

narrow these topics down to six most important ones: “quality management of 

cross-boundary e-governance,” “e-governance mechanisms to help create/add 

public values,”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at are result-oriented and 

aligned with public values,” “implementation of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systems and utilization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e-government policies,”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for addressing various 

challenges of aging society,” and “cre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big” data 

for advancing public values.”  

The results imply that public values are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e-governance. 

Most importantly, the optimal goal of e-government/e-governance is to pursue or 

create more public values that will bring varieties of utility for multi-stakeholders, 

and also take social equity into account. As a result, we re-classify the seven arenas 

into three research foci to connect e-governance with public values. The first focus 

is e-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namely, public value driven 

e-governance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second 

one i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for 

transforming e-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o enable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effective citizen online participation. The third 

one is visionary and competitive e-governance in a globalized or regionalized 

context, including the pursuit of research topics with unique domestic features and 

global relevance such as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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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all the care given to this study, there are several limitations that should 

be noted in any future research. Firstly, there is space to improve the diversity of 

online survey sample. Except the senior advisor of ICA, most of our respondents 

ar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Asia and the US. We are lack of expert from 

Europe where governments continuously employ e-governance progra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hat further research collects 

global insights as widespread as possible. Secondly, this paper only investigates 

“what” are the important e-governance issues for future research without 

examining “how” to carry out these potential issues. 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s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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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參與電子治理計畫的時候，認為在治理模型之外，透過各種電子機制與

民眾連結，建立長遠、穩定的治理關係在電子治理的過程當中也是很重要的

一部分，於是從深化治理關係的角度出發，探討立法委員應用 Facebook與民

眾互動的行為在選舉期間與會期的差異，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政治人物與網路

科技的結合，從過去文獻「政治人物 + 網路科技 = 網路競選傳播」的既定

印象中解放，賦予這個過程更多的治理意涵去探索；另一方面，也希望探討

電子治理是不是可以用一種進入民眾日常生活當中的方式運作，因此發展出

新的研討會文章。這樣創新的想法也被第 13屆歐洲電子化政府研討會所接受，

因此得到發表文章，以及各國學者針對電子化政府主題深度交流的機會。 

    發表人將臺灣經驗帶到國際研討會當中，分享透過民選公職人員應用社

群媒體的現況， 以及Facebook作為治理媒介的可能性，在電子參與的面向上，

臺灣目前有不錯的比率，但是需要強化更多的對話，才能實現長遠、穩定的



治理關係。在參與會議的過程當中，對於各國電子化政府在計畫、執行、評

估等政策過程的應用上，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就這次發表的主題與美國、荷

蘭、中國的學者進行意見的交換，像是數位機會、與決策過程(e-decision making)

的連結也是本文概念發展所需要注意的部分。 

 

 



二、  與會心得  
    發表人這次參與第 13屆歐洲電子化政府研討會，所獲得的與會心得條列、

整理如下： 

1. 在政府面臨的公共問題越來越多，但是預算沒有顯著性的成長，要
滿足民眾需求解決、社會問題，又有不能增加稅收，維持小政府壓

力的同時，透過先進的資訊科技來進行流程再造來節省既有支出的

成本是有必要的。 

2. 各項電子參與機制的使用應該多聚焦在公眾價值的提升上，這一切

的源頭在於政府資訊的公開，讓民眾有獲得公共資訊參與的機會與

能力，如何提供政府資訊、並進行政府資訊的加值是電子化政府未

來發展重要的方向。 

3. 電子化政府的各項利害關係人都需要建立健全的評估的機制，了解
各項服務設置的成效，才能針對各種執行項目進行調整與反饋。 

4. 社群網站是目前民眾主流應用的網路平台，但是政府如何運用像是

Facebook, Twitter…等強化公共價值仍在探索、發展的階段，如何連

結政府服務的提供，與民眾使用的行為將是結合社群網站進入電子

治理脈絡當中，必須關注的課題，也才能減少各項電子參與機制成

為線上蚊子館的比率。 

5.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mpaign and Non-campaign Facebook Strategies: The C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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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book,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in the world, has changed ways of citizen 

involvement in governance.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public administrators worldwide have adopted 

Facebook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onnect with citize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legislators’ Facebook in Taiwan during the 2011 election 

periods and during the 2012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whether the 

Facebook phenomenon can improve the process of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lessons from this study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research on political 

campaign and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Keywords: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Facebook, campaign strategy, web 2.0, legislat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mpaign and Non-campaign Facebook Strategies: 

The Case of Taiwan’s Legislators 

1. Introduction 

As Web 2.0’s sharing, interaction, and collective creation platform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place, a democratically-oriented internet environment has been created, which draws particular 

attention from the field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ith more than one 

billion users, Facebook now is the most popular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world. As access 

increased, Facebook has changed ways of citizen involvement in governance and even has contributed 

to social changes in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and Iran. 

By and large,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public administrators worldwide have adopted Facebook as 

a method for communicating with citizens. Following the trend, most legislators in Taiwan also create 

personal Facebook accounts and Facebook pages as an additional way to reach their potential voters 

and citizens in general. Ideally, legislators can efficiently operate their constituents and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riends.” Facebook pages of legislators seem to offer the promise of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e-participation), reaching citizens on a common platform and allowing for 

citizen comments. On the other hand, citizens can establish a link to legislators via information-sharing, 

dialogue, and consensus-building on Facebook. If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works properly and 

successfully, Facebook will certainly help to create mor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more public values.  

While previous literatures show that campaign web sites do not utilize two-way communication 

successfully (Wang, 2009. Jackson & Lilleker, 2010),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legislators’ Facebook between the election periods and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whether the Facebook phenomenon can improves 

the process of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using Taiwan incumbent 

legislators’ Facebook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we first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trend of e-participation. We also utilize studies on political campaign 

and election websites to summarize a list of strategies commonly used by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public administrators on their web sites and blogs, such as calling for change,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mphasis on the future, nostalgia for the past, moral appeal, and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o further comprehend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used on Facebook pages, we apply 

content analysis to review and compare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the 

Facebook posts of incumbent legislators during the 2011 legislator election and the 2012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We summarize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n section 3, present 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is in section 4, and discuss how lessons we learn from this study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research on political campaign, e-participation, and e-governance in the last sec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2.1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 accepted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can be broadly defined as the 

processes by which public concerns, needs, and valu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decision-making 

(Nabatchi, 2012). To improve legitimacy,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other democratic values in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r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expected to engage citizens in various 

public issu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occurs in many places and takes many forms. Arnstein (1969) first 

provides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at explains levels of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from non-participation to citizen power.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shifts of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 Cooper et al. (2006) introduce a 

conceptual model to classify traditional form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such as social movements, voting, 

polling,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hearings, public forum, citizen jury, etc. into five categories:  

adversarial approach, electoral approach,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civil society, and 

deliberative approach,  

Recently, scholars start to emphasize the concept of deliberative citizen participation, which 

increases involvement of the public in the affairs and decisions of the policy-setting bodies (Rowe & 

Frewer, 2005). This recognition has come about as a result of two interrelated phenomena. First, 

Putnam (1995) indicates that people’s direct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has fallen 

progressive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unequal in practic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influence are not 

dispensed at random but systematically biased on people of privileged, wealth, and better education 

(Lijphart, 1997). Second, deliberation is one of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mocracy but hard to achieve 

with tradition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Fishkin & Luskin, 2005). The decrease of deliberation goes 

side by side with the increa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quality of public policy, 

and indirectly the well-being of millions of people (Huang, 2008). Ideally, citizen power or deliberative 

approach can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but it is limited in practice because of 

high resource and cost requirements, difficulties in consensus-building, rational ignorance of citizens in 

mass society, etc. (Irvin & Stansbury,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provides many new ways of 

online participation such as online polls, discussion forums, and other forms of online consultation, and 

generates more 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 from citizens (Milioni & Triga, 2012).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itizen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lectronic government, government to citizen 

(G2C) and citizen to government (C2G) interaction particularly, e-participation is defined as a 

participatory, inclusive, deliberativ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which can be achieved via (1) 



e-Information: using ICTs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information useful in the process of consultation 

and for decision making; (2) e-consultation: using ICTs to enhance consultation, and (3) e-decision 

making: using ICTs to support decision making by facilitat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UN, 2003). This 

definition describes levels of onlin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from 

elemental to more in-depth participation (e.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onsultation,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o improve the unequal participation, applications of web 2.0 tool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Unlike traditional participation, social 

media enable more direct, real-time and networked way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Näkki 

et al., 2011), and offer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efficiently in deliberative environment (Robertson 

et al., 2010).  Osimo (2008) categorizes six types of citizen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using social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1) politicians using web 2.0 applications for a more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electorate. For example, Nicolas Sarkozy, Jean-Marie Le Pen, Ségolène Royal, three candidates of the 

2007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France, all open the head offices in the Second Life. President Obama in 

the U.S. also uses Facebook pages, Twitter to contact with people and to build his image (Zavattaro, 

2010); (2) bring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 upstream: For example, citizens are allowed to share their 

points of view on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the Commentonthis.com (Osimo, 2008). Slovenian 

government provides the participative platform “Predlagam vladi” (I propose to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nclude citizens in policy process (Oblak-Crnic et al. 2010); (3) monitoring public representatives: 

For example, Theyworkforyou.com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to monitor representatives (Osimo, 

2008). I-Vod supplies session information of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Ku & He, 2009); (4) 

monitor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For instance, Planningalerts.com and Farmsubsidy.org enable 

monitor the procedure of planning application and public funds (Osimo, 2008); (5) opening discussion 

forums: For instance, “Nolitics” is an online discussion forum of Nigerian, which allows discussion of 

public affairs in bloggers (Chiluwa, 2011);and(6) easy creation of pressure groups for specific causes: 

For instance, Meetup.com and change.org are platforms, where participants can find other people 

interested in the same causes, and also connect to politicians sharing their views (Osimo, 2008; Shirky, 

2008). 

Although governments provide many mechanisms to encourage e-participation and discussions 

about policy and public problems are truly booming online, most participation and conversation is 

mainly “about” government rather than “with” government (Leighninger, 2011). No matter what the 

potential social media have, the improvement of democracy is limited without more effective feedback 

from citizens in public affairs. For this reason, how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in the web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worth exploring. A two way 

deliberative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factor to better govern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2.2 Strategies of public managers’ web 2.0 tools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public administrators worldwide have adopted web 2.0 tools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onnect with citizens.  However, many internet studies are concerned with 

technology but hardly comprehend the actual uses in a given political context (Danyi & Galacz, 2005). 

A few scholars classify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politicians and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 different web 2.0 

environments and dissimilar political systems. For example, Bichard (200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s, examines election web sites and blogs during the 200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framing mechanism to analyze candidates’ appeal strategies. Bichard classifies the web 

strategies used by George W. Bush and John Kerry into five categories: (1) candidate ideology: the 

positions of candidate on specific issues and/or his agenda for America; (2) campaign trail: focused on 

campaigning events/activities or discussions regarding strategy and poll data; (3) supporters: 

recommends from specific supporters or groups of supporters, including official endorsements; (4) call 

to action: appealing for voter participation, such as donation requests, volunteering, online interaction 

or voting, and (5) opponent attack: the views of the opponent and criticisms regarding their flaws, 

inadequacies, or weakness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andidates and their 

use of frames. Bush’s key strategies are campaign tail (41.1%), supporters (25.5%), and opponent 

attack (20%). The main strategies of Kerry are opponent attack (44.5%), campaign tail (22.4%), and 

supporters (17.8%). 

Carlson & Strandberg (2005) investigate strategies use by different web actors in Finnish during 

200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They assort the main strategies used by information types (e.g., 

candidate’s biography, a list of issue positions held by a candidate, image building for a candidate, etc.), 

and engagement types (e.g., contact information, online forum, invitation for donation, etc.). Trammell 

et al. (2006) use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vity of the web sites and blogs 

of the ten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primary candidates in the 2004 election. They classify the strategies 

of candidates as voice for masses, calling for change, inviting participation, emphasizing hope for 

future, yearning for past, traditional values, party philosophical center, statistical support, expert 

support, identifying experiences with others, emphasis on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attack record of 

politician, and attack on politicians’ personal qualities. 

Image building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used by different candidates of different genders. Bystrom 

et al. (2004) categorize several personality traits that are frequently emphasized by candidates, 

including ability, toughness, persistence, experiences, amiability, educa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fessionalism, youthfulness, appearance, moral values, and stylistic qualities. 

Owing to the limited research relevant to online strategies in a non-Western political context, 

Wang (2009) investigates how Taiwan’s 2008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 web sites and blogs differ in 



their strategies. Wang categorizes the strategies into six major items: calling for change,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mphasis on the future, nostalgia for the past, moral appeal, and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st used strategies are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lling for change. 

 

3. Methodology 

3.1 Targeted samples and Facebook pages 

Using Taiwan incumbent legislators’ Facebook as a case study, the study appli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review and compare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the 

Facebook posts of incumbent legislators during the legislator election in 2011 and during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in 2012.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e 2011 legislator election began on December 1, 

and ended on December 31. The 2012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 began on October 1, and ended on 

October 31.  

The study employs th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to select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from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Our final samples cover twenty legislators from Kuomintang 

(KMT) and ten legislators from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Although some legislators have both personal Facebook account and Facebook page, we 

choose their Facebook pages from the direction of hyperlink as our targets considering their 

accessibility to citizens. Table 1 summaries the Facebook accounts of legislators we study.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a Facebook post. We totally analyze 1,526 Facebook posts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and 897 

Facebook posts in the regular sessions. 

 

 

Table 1: Facebook accounts and pages of study targets  

Facebook account Political party Facebook title of study targets 

Personal accounts KMT Ting, Shou-chung, Lee, Hung-Chun, Lin, Te-Fu, Chang, 
Ching-Chung, Tsai, Chin-Lung, Huang, Chao-Shun, Chen, 
Ken-Te, Hsu, Yao-Chang, Lin, Tsang-Min, Cheng, 
Ru-Fen, Lin, Ming-Chen, Ma, Wen-Chun, Liao, 
Kuo-Tung. 

DDP Huang, Wei-Cher, Lin, Shu-Fen, Chen, Ming-Wen, Su, 
Chen-Ching. 

Facebook pages KMT Tsai, Cheng-Yuan, Wu, Yu-Sheng, Lin, Hung-Chih, 
Huang, Chih-Hsiung, Yang, Li-Huan, Wong, Chung, 
Wang, Ting-Son. 



DDP Chen, Ting-Fei, Hsu, Tain-Tsair, Kuan, Bi-Ling, Lin, 
Tai-Hua, Liu, Chien-Kuo, Pan, Men-An. 

 

3.2 Strategies and e-participation patterns of Facebook 

Based on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 presented above, this study proposes six 

main strategies for analyzing Facebook pages of Taiwanese legislators as follows: 

(1) Daily information-sharing: Legislators provide their daily information, and connect their 

daily lives with their supporters’ and other citizens’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Carlson & 

Strandberg, 2005; Trammell et al., 2006). 

(2)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Legislators emphasize their positiv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other politicians. Tho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ability, toughness, persistence, experience/education, amiability, moral values, 

stylistic qualitie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fessionalism, youthfulness, and appearance 

(Bystrom et al., 2004; Trammell et al., 2006; Wang, 2009). 

(3) Endorsement: Legislators provide testimonials for specific supporters or groups of 

supporters, including statistics, expert sources or officials (Bichard, 2006; Carlson & 

Strandberg, 2005). 

(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Legislators provide information of activities, in which they 

invite citizens to volunteer, donate, and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ampaign activities (Bichard, 

2006; Trammell et al., 2006; Wang. 2009). 

(5) Opponent attack: Legislators attack their opponent about flaws, records, inadequacies, and 

weaknesses (Bichard, 2006; Trammell et al, 2006; Wang, 2009). 

(6) Political information: Legislators provide information such as statement, positions of public 

issue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to express their points of view on public affairs (Carlson & 

Strandberg, 2005; Bichard, 2006: Trammell et al., 2006; Wang, 2009). 

Adapt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uses the six strategies, i.e., daily 

information-sharing,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ndorsement,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pponent attack, and political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thirty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In addition, the study goes on to probe the level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within each category.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e-participation (Chu & Lee, 2009), 

and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flaw of public engagement (Rowe & Frewer, 2005), this study further 

classifies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to three levels: e-information, e-consultation, and 

non-particip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As 

shown in Table 2, e-information means that legislators provide citizens with helpful information on 

public issues, and the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is from the legislators to citizens only, i.e., one-way 



communication.  E-consul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eans that legislators and citizens exchange 

information on public issues interactively, and the information flow is two-way.  

 

Table 2: the level of e-participation 

Level of participation Definition The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flow 

e-information Legislators provide helpful 
information to citizen about public 
issues. 

In e-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conveyed from legislators to 
citizens only. 

e-consultation Legislator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citizens, and offer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public 
affairs with citizens. 

In e-consultation, legislators and 
citizens exchange information on 
public issues interactively, and the 
information flow is two-way.  

Non-participation The information on Facebook, 
irrelevant to public issues or public 
affairs, only focuses on personal 
feelings.  

 

 

4. Research Results 

 

4.1 Demographics of legislators 

According to web site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http://www.ly.gov.tw/), we get the 

demographics of our research targets. The mean age for the legislators is 52.8. There are more male 

legislators (73%) than female legislators (27%), indicating our targets are most formed with male. 

Ninety-seven percent of the surveyed legislators have completed college or higher degrees, only Lin, 

Te-Fu without the degree of college. Our research targets cover twenty legislators from KMT and ten 

legislators from DPP,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4.2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used on Facebook 

We totally analyze 1,526 Facebook posts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and 897 Facebook posts in the 

regular sessions.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average Facebook post per legislator in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is 29.9, and 50.86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olitical 

information,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16.83 (56%), and daily information sharing,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10.17 (34%),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trategies on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in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Moreover, the main strategies of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are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regular sessions and the election periods. Political information,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17.33 (34%), and daily information sharing,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14.23 (28%), are also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trategies on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The main strategic difference comes from the usage of “endorsement,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4.3 (9%)” and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6.8 (13%).”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opponent attack is one of main strategies 

during elections (Birchard, 2006; Trammell et al., 2006; Wang, 2009), however, our results identify a 

different scenario. The opponent attacking strategy,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during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 2.27 (8%), and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in the election sessions 

4.4 (9%), is restrictedly used by legislators. 

Although Facebook is a self-owned and direct information channel, legislators seldom take 

advantage of it in emphasizing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nforcing their support in regular session 

(2% for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zes, and 0% for endors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egislators’ Facebook still emphasize a legislator’s political statement and daily life information. 

Unlike the results found in blogs and web sites in Taiwan (Wang, 2009), opponent attack is not the 

main strategy during the 2012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Taiwan. 

 

 

 

Table 3: Strategies of the legislator’ Facebook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Strategy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  

Election Period T-value Sig. 
(2-tailed) 

Mean 
 

SD % Mean SD % 

Daily 
information-sharing 

10.17  12.71 34 14.23  14.02 28 -1.38 
0.178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zes 

0.53  1.33 2 3.80  3.51 7 -5.98 
0.000*** 

Endorsement 0.1  0.40 0 4.30  5.35 9 -4.33 0.000***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0  0 0 6.80  5.50 13 -6.77 
0.000*** 

Opponent attack 2.27  4.10 8 4.40  9.74 9 -1.13 0.266 
Political information 16.83  17.09 56 17.33  14.13 34 -.13 0.897 
Total 29.9  100 50.86  100   

Note: ***p < 0.001 

 

As show in Table 4, e-information pattern,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in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12.47 (42%) and with the average post per legislator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26.7 

(52%),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e-participation pattern on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oncept of e-participation achieved a fine rate (64%) on the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but most communications are still one-way (42% for e-information in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and 52%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is not utilized properly or successful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acebook of legislators still lack for dialogue and consensus-building with 

citizens. 

 

Table 4: E-participation of the legislator’ Facebook  

Participation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  

Election Period T-value Sig. 
(2-tailed) 

Mean SD % Mean SD % 

 E-information 12.47  13.02 42 26.70  22.90 52 -2.99 0.006** 
 E-consultation 6.47  11.45 22 1.80  2.80 3 2.03 0.029* 
Non-participation 10.96 13.79 36 22.36 20.54 45 -3.20 0.003** 
Total  29.9  100 50.86     

Note: ***p < 0.001, **p < 0.01, *p < 0.1 

 

4.3 Differences in Facebook strategies us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o explore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legislators’ Facebook, we 

apply a paired t-test to compare the strategies used in the election periods and in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see Table 3). The thre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ategies used between the regular session 

and the election period are: emphasis on personal [t (29) = -5.98, p = 0.000 < 0.001], endorsement [t 

(29) = -4.33, p = 0.000 < 0.001],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 (29) = -6.77, p = 0.000 < 0.001). 

These three strategies, highly related to personal image building and promotion in political campaigns 

through the Internet, are increased during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Legislators in Taiwan tend to use 

diversified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marketing is not the major consideration for legislators to 

use Facebook during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e-participa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and the election periods (see Table 4). E-information [t (29) = -2.99, p = 0.006 < 0.01] was 

increasingly applied by legislators by providing more personal political manifestos through Facebook. 

The decrease of e-consultation [t (29) = 2.03, p = 0.029 < 0.1] usage reveals that legislators tend to see 

Facebook as a political campaign tool, instead of a conversation platform during the elections. 

Similar to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political campaigns (Jackson & Lilleker, 2010),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aiwanese legislators still favor a monologic approach to manage their interaction with 

citizens on Facebook. Although Facebook has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public sphere” which creates 

mor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more public values (Robertson et al., 2010), the premise is that 

legislato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ors accept Facebook as a two-way communication tool that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upporters, as well as to learn about and network with 

other citizens and groups. However,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make full use of this two-way “social” tool.  

 

5.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As the Facebook trend continues to grow, this paper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 in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during regular sessions and elections. In 

comparing the strategies of regular sessions and election periods,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daily information sharing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trategies on legislators’ 

Facebook page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periods in terms of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zes, endorsement, mobilization. . Unlike previous literature (Bichard, 2006; 

Trammell et al., 2006; Wang, 2009), opponent attack is not the priority to legislators even in election. 

This finding is surprisingly different from Wang’s (2009) research result, in which opponent attack is 

the major strategy used in Taiwan’s 2008 legislative campaign. Facebook have more sociological 

functions and deliberative characteristics than blogs or web sites (Robertson et al., 2010), which makes 

it not only the campaign tool, but also the public sphere on-line. In general, Legislators of Taiwan tend 

to use diversified strategies in elections than in legislative sessions.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 percentage of e-participation is more than 50%, but most 

communication on Facebook is one-way. Legislators still favor a monologic approach (Jackson & 

Lilleker, 2010) to manage their interaction with citizens on Facebook.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legislators’ Facebook is another platform to distribute public information to citizens, and may have 

potential to create more public values. To improve democracy, legislators need to get more feedback 

from citizens, i.e., improving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on Facebook. 
As with any research design, this study possesses limitation. First, we focus on difference in 

legislators’ strategies of web 2.0 tools in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and in election periods. Facebook, 

however, is only a type of web 2.0 tools used by legislators. Taiwan legislators may apply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various web 2.0 environments. Future studies may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strategies 

adopted by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 various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Second, 

the concept of e-participation includ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level of public 

policy. However, we do not delve much into defining participation in actual policy making, but broadly 

consider various degrees of citizen involvement. We do not attempt to further analyze whether or not 

legislators actually take suggestions from Facebook “friends”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making public 

policies. Future study may employ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to explore the actual influence of 

Facebook pages on legislators’ policy making qualit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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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針對這次參與第 13屆歐洲電子化政府研討會的收穫，提出兩點建議如下: 

1. 數位機會的持續推動：電子化政府已經從電子服務的提供轉向到公共價
值的創造，不論是政府資訊公開、電子參與的各項參與機制的設置，除

了需要良善的平台之外，更需要有能力使用的人，才能讓原本希望落實

的良法美意被實踐，譬如臺灣目前已經存在各類的電子機置可以讓民眾

對於公共議題提出回饋與建議，但是根據研考會做得數位機會調查報告

來看，這些機制的使用率目前仍然很低，要能真正發揮透過電子化政府

創造各項公共價值的前提，消弭數位機會的差異仍然是必須努力的優先

前提，讓民眾擁有更多的能力進行參與。 

2. 民意進入治理過程的保障：電子參與的推動，應該需要有完善的法制作

為配套，才能使相關政策與機制有效推動，目前臺灣仍然沒有相關法制

保障民眾參與的過程與效力，這影響民意透過網路形式進入治理過程的

程序，以及共同的結論產生。從程序上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保障

民眾參與的機制是民意調查和公聽會，但是這些參與機制沒有要求以網

路參與的形式進行，行政機關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舉辦這些活動，這當

中也可能會有政治力介入影響相關公民參與機制產出結論的過程，換句

話說，臺灣目前自電子參與的面向上，缺少進入決策的電子機制、以及

保障民入進行決策的程序，對於民眾參與這是相當重要的部分，但是在

制度的設計與執行上也是相當的困難，如何逐漸的往這個方向前進，將

是臺灣電子化政府創造更多公共價值所應該努力的方向。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此次的參與，所攜回的資料為「會議文章摘要集錄」(Abstracts and Conference 

and Materials for the 13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Government )，裡頭收錄了此次

研討會所發表的所有文章之摘要，計 8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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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字為限） 

依據研究結果，得出數項政策建議： 

1. 強化組織管理：本研究中發現對於員工滿意度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為組織管理,而不是電

子化系統的服務品質、系統品質或是資訊品質，組織中應強化主管與採購人員之間的溝通

管道,使採購人員可以順利地解決採 購上遭遇的問題。 

2. 提升員工感受品質：若要提升員 工滿意度,可以由改善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未 來在系統的改善上,可以加強系統的服務品質,如強化系統的安

全,加強防護措施。 

3. 加強顧客感受品質：研究發現顧客感受品質對於顧客滿意度有正向的影響,因此,若要

提升顧客滿 意度可以藉由強化廠商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與採購人員互動所感受的品質,

由 前述分析可以了解對廠商而言,資訊品質是影響顧客滿意度的最強烈的因素, 為了提

升顧客滿意度,政府應加強廠商利用政府電子採購網時,領標與投標上 資訊的安全,以及

保護其隱私,若能藉由改善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品質,提升顧 客滿意度,後續也才能達成更

高層次的公共目標,參與(授權賦能)、效率/效 能、透明/課責以及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