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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ke, & Butler, 1998; Van der Meulen &

一、前言

Lohnberg, 2001）
。Porter（2004）指出新的科技
前瞻方法，必須能夠運用資訊資源的優勢、新

面對經濟全球化與資訊科技革命，許多

的方式來面對複雜的系統。

先進國家均認知科技、資訊和知識對產業競爭
力的重要性，因此各國政府透過推動科技政

然而傳統科技前瞻活動的成本非常的高，

策，致力研發與創新技術進而推動產業升級，

所需時程較長，及原有承諾參與之專家往往

保持其在全球競爭中的優勢。美國在二次大

因時間無法配合或不在辦公室、出國等理由而

戰後即引用「技術預測」作為科技研發體系

中斷參與，或中途才參與，皆會影響科技前瞻

中的決策輔助工具，而日本也引進美國的技

結果的品質及收斂效果。本文以「網路電話科

術，自 1970 年代起，由科技廳與未來學研究

技前瞻」為範例，探討電信事業在封包交換的

所共同運用技術預測中的德菲法來進行五年一

網路電話與線路交換的傳統電話未來的競爭。

度的持續性的調查，以預估未來十到二十年之

首先探討科技前瞻的發展；第二部分探討網際

間的科技發展趨勢。然而科技發展並不全然由

網路科技前瞻；第三部分介紹國際上應用網路

技術趨勢所決定，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影

平台於科技前瞻案例；第四部分以網路電話為

響皆會左右其結果，因此為克服「技術預測」

例；最後部分總結全文。

方法上的盲點，自 1980 年代中期起，
「科技前

二、網際網路科技前瞻

瞻」
（Technology Foresight） 與「 研 究 前 瞻 」
（Research Foresight）的概念開始替代「技術

1970 年 代 電 腦 開 始 普 遍 應 用 後， 資 訊

預測」
，並逐漸廣泛引用於各國科技政策的決

科 技 對 群 體 互 動 的 影 響 即 漸 受 重 視，Weber,

策體系中，作為國家政策規劃的輔助工具（袁

Loumakis, 與 Bergman 的研究指出，網際網路

建中、康才華、李展謀、張建清，2003）
。

的使用與政治、公民事務的參與有正向的關係

有 學 者 認 為，
「科技政策的實踐己經建

（Weber, Loumakis, & Bergman, 2003）
。透過網

立了需求的成長，透過應用重要智慧工具的

路來推動參與，相較其他的方法，不但成本較

科技政策其重要性也逐漸遞增」
（Bowonder,

低而且較有效率（Bimber,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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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sting 與 Postmes 關於社會運動實體參

三、國際上應用網路平台於科技前瞻
的案例

與者及線上參與者的研究指出，線上的參與者
比起實體參與者更容易被活動效果激勵，更不

科技前瞻機制設計，包括科技前瞻的目

容易受到身份辨別影響（Brunsting & Postmes,

的、效益、流程、方法、成員、機制、領域選

2002）
。而網路的普及與受歡迎程度對於活動

擇、評估及風險；本研究整合世界各國科技前

的推動有很大的激勵效果。

瞻發展的概況，提出建構網際網路科技前瞻機

德 國 的 教 育 及 研 究 部（German Federal

制如圖 1 所示。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MBF） 於

網際網路的服務應用於科技前瞻活動，大

1999 年發起一個試驗性質的前瞻計劃，BMBF

體上可分成被動的資料收集（電子郵件：韓國）

建立了一個網路平臺的試驗計劃，並在該平臺

與知識庫（科技前瞻網站：英國）
、積極的科技

上提出數個討論議題，任何對該議題有興趣的

前瞻活動（即時德菲法：美國）
、過程應用（網

人 都 可 以 參 與 討 論，BMBF 預 期 以 上 的 安 排

站與討論會：日本與芬蘭）
。本部分介紹芬蘭及

應該可以帶動更多討論。網站扮演作為資訊傳

美國運用網際網路於科技前瞻案例。

播及允許個人申請參加的平臺，網站也成為討

3.1 芬蘭案例

論及溝通的工作空間（Riehm, 2003）
。內部平

2001 年芬蘭的科技前瞻計畫稱為研究與科

臺支持資訊發送、線上投票及討論，針對聯盟

技發展計畫（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及參與者有不同的空間，各別有不同存取權限

RTD）
其目的是前瞻電信科技
（Telecommunication

（Cuhls, 2003）
。

Technologies）
；這計畫邀請參與者分享他們在電

應用網際網路可降低參與者的成本及付

信科技上的經驗。運用資訊通訊科技的優勢在

出，妥切的設計可增加參與者的意願。網際網

於（Salo & Gustafsson, 2004）
：

路可為成本及參與式討論找到平衡，另外前瞻

■

所形成的社會網路對於部份參與者具有吸引力

及社會趨勢的調查

（Jasper, Banthien, & Mayer-Ries, 2004）
。由於網

■

際網路快速成長、可公開存取、電腦也透過網

此科技前瞻計畫分為五大主題領域如下：

因此網際網路促進廣大人們同時線上討論，有
許多全球化網際網路討論的論壇，包括各式各
樣的主題（Unerman & Bennett, 2004）
。先進的
資訊和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運用在科技前瞻上有很大的潛
力；藉由網際網路的協助，使得收集眾多專家

可使用的科技

■

多頻核心網路（Broadband core network）

■

無線與行動通訊

■

網路管理、服務與排序、資訊安全

■

中小企業新的運作

的指導團體。

訊（Salo & Gustafsson, 2004）
。

76

■

對每一個主題領域，有超過六位專家組成

們的意見得以實現，同時可快速分析回應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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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五個討論會，讓計畫的參與者所提出的
成果能有助於下一階段 RTD 計畫

路互相連結、資料可在網際網路間互相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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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為基礎的調查，完成了科技、經濟

芬蘭科技前瞻的整體架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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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技前瞻計畫的動機是建立在假設使

■

用先進的資訊與通訊方法來分析早期的經驗

由系統分析實驗室發展一個先進的投票軟
體，功能有匿名回饋、檢定投票結果。

和預期的科技挑戰，這對下一期的 RTD 計畫

有一半以上的討論是有參與者評估網際網

將有價值。在新一期的 RTD 計畫，芬蘭國家

路問卷調查研究，如表 2。GSS 在強化專案表

技 術 創 新 局（The Finnish Funding Agency for

現的影響上並不非常明顯，如表 3，回應者對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ekes）在電信計畫

GSS 的應用都給予樂觀正面的回應，若能繼續

上有群體支援系統的需求，藉此發展出所需的

擴展 GSS 的使用，GSS 是非常有潛力的。

能力。網際網路上的問卷調查包括各個專案的

群體決策系統在科技前瞻計畫中有助於下

問題和描述有關主題廣泛科技發展。表 1 說明

列相關領域：

主題評估和預期的方式。

■

評估專案計畫

群 體 支 援 系 統（Group Support Systems,

■

互動前瞻過程

GSS）的資訊通訊基礎架構，包括小型個人電

■

設計專案階層度量

腦、 頻 寬 10Mbps 的 無 線 區 域 網 路（Wireless

3.2 案例─能源前瞻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群體支援系統的

在 2005 年末與 2006 年初千禧年計畫執行

軟體平台包括二個部分：
■

一個研究設計，產生一系列的全球能源情境，

一個網際網路會議軟體，由 Webex 通訊公

此計畫邀請 125 位能源專家參與，經過三週的

司發展，其功能包括透過個人電腦表達意

時間參與者透過傳統的德菲法貢獻出他們的判

見、文件說明、線上提問、投票。

斷價值，並且提供線上即時德菲法系統，參與

表1
方式（Mode）
網際網路調查

討論會

主題評估和預期的方式

評估（Evaluative）

預期的（Prospective）

．設定60項科技階層分類
．判斷專案的目標、期待的里程發展、雇
用及轉換影響
．在RTD計畫中評估創新環境的影響
．專案提出
．分享來自總結RTD計畫的經驗

．德菲法形式研究建構在12項主題，描述
科技、經濟及社會發展
．評估電信產業的潛在威脅
．陳述在下一個RTD計畫可選擇估量需求
．思考問卷調查研究
．為了下階段的RTD計畫，在可選量測的
線上投票

資料來源：Salo & Gustafsson, 2004。

表2
討論會
回應者數
調查問卷是否容易填寫
問卷中的問題與計畫相關
問卷中問題太多
網際網路調查提供許多有用資訊
有足夠時間簡報網際網路上的結果

網際網路調查評估
1

2

3

4

5

總數

標準差

4
5.0
5.0
3.0
4.0
5.0

3
3.0
2.0
3.5
3.3
4.3

6
4.0
3.3
1.3
3.8
4.2

7
3.8
3.8
2.8
4.2
3.7

7
4.0
3.3
2.7
4.0
2.2

27
3.9
3.4
2.5
3.9
3.7

1.1
1.0
1.5
0.5
1.2

資料來源：Salo & Gustafsson, 2004。
Sci-Tech Policy Review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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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認為若一開始就提供線上即時德菲法，其

對問卷中的每一個項目有以下的資訊：

回應率（Response rate）一定會比較高（Gordon,

■

AVG = 到目前為止的回應平均量

2007）
。

■

Responses = 到目前為止的回應人數

■

Your input = 回應者的前瞻值

進入本系統填答的重點有四：
■

估算何時可能發生

■

Reasons = 其他參與者所給的理由

■

敘述對所考慮情境的建議

■

自己所寫的理由

■

對各種能源的貢獻期待

■

建議能源政策

以環境衝擊與高科技經濟為例，系統中的
電腦輸入資料顯示整合如表 4 所示。在計畫開
始的前二週有 82 位參與者登入，這些專家主

此計畫有四個情境：
■

■

■

商業上普遍使用（Business as usual）
，此情

要來自歐洲、北美及南美洲，對每一個問題最

境假定全球改變持續，在能源的消耗上不

多的參與者是 19 位。用過本系統的參與者提

變；

出對本系統的建議，大多認為本系統的發展是

環 境 衝 擊（Environmental backlash）
，此情

正確的方向（On the right track）
，本系統的缺

境假定國際環境的變動，變的比較組織化，

點是使用電腦較為困難及連線速度較慢。

部份合法遊說的活動和新法規的要求；其它

在前瞻 2020 年能源的消耗上，使用傳統

的變動成為極端劇烈和攻擊陳舊能源產業；

德菲法及即時線上德菲法的比較如表 5 所示。

高科技經濟（High tech economy）
，此情境

由表 5 可知即時線上德菲法與傳統德菲法所得

假定科技的創新度超過當時人們期待，這將

的結果非常近似，而所花的時間相對非常短。

影響能源供應和消耗，重要性有如 1990 年

四、網路電話科技前瞻案例

代的網際網路的出現；
■

政治動亂（Political turmoil）
，此情境假定各

網路電話（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

國間的衝突、戰爭和國家的崩潰增加，導致

並不是很新的技術；在 1998 年時代，就己經有

人們的遷移和政治的不穩定。

利用網際網路來傳遞語音封包的電話技術。

表3

群體支援系統評估
1
4
4.0
3.5
5.0
4.3
4.0
4.9

討論會
回應者數
GSS在簡報的幫助上
GSS註解在協助簡報評論的可能性
GSS投票功能提供參與者觀點的簡介
GSS容易使用
有足夠時間使用GSS
為了GSS看了相關文獻

2
3
3.3
3.0
3.0
4.0
4.0
4.0

3
6
4.1
3.2
3.8
4.5
4.5
4.8

4
7
3.6
3.0
3.5
4.1
3.8
3.7

5
7
3.2
4.0
3.8
3.3
2.7
3.6

總數
27
3.7
3.3
3.9
4.1
3.9
4.2

標準差
1.0
1.2
1.2
0.7
1.1
0.9

資料來源：Salo & Gustafss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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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議題觀點

環境衝擊與高科技經濟前瞻輸入
環境衝擊

1.01. Hubbert Peak 當傳統石油己消耗一半（在未來的某
天或許包括深油井、柏油及沙岩頁）

1.03. 第一個展示成本效益和傳送基本電力來自太陽地球
軌道的人造衛星

Avg: 2020-2025
Responses: 19
2020-2025
Comments
Avg: 2025-2030
Responses: 15
2025-2030
Comments

高科技經濟
Avg: 2025-2030
Responses: 16
2025-2030
Comments
Avg: 2020-2025
Responses: 13
2015-2020
Comments

資料來源：Gordon, 2007。

表5

傳統德菲法及即時線上德菲法的比較 - 前瞻 2020 年能源的消耗

總消耗
總合
石油
天然氣
煤（傳統）
傳統的生物量和廢物
核能
水力
其它生物量（甲醇、酒精）
非傳統石油（來自柏油及岩頁）
來自液化、氧化、氣化煤
太陽能（光電、太陽能塔、太陽熱、空間太
陽能）
風力

2020年總消耗的百分比
傳統德菲法
100
23.8
23.8
21.0
7.6
6.0
4.8
3.8
2.9
3.1

2020年總消耗的百分比
線上即時德菲法
100
10-20
20-30
20-30
5-10
5-10
1-5
1-5
<1
1-5

1.0

1-5

1.0

<1

資料來源：Gordon, 2007。

2004 年，網路電話又開始受到重視，最重要

科技家庭用戶中，有 53% 已經完全不用傳統電

是網路電話 Skype 的帶動，加上本地廠商，如

話了（寶諾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08）
。本研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究的目的是檢測科技前瞻在成本上是否經濟、

ISP）和國內大大小小手機製造商及其他廠商

在時間上是否快速，同時希望透過網路電話科

推波助瀾下，現在要打 VoIP，已有很多種選擇

技前瞻來瞭解電信事業在封包交換的網路電話

（鍾翠玲，2005）
。網路電話對傳統電信公司

與線路交換的傳統電話未來的競爭。

在長途電話及國際電話上造成很大的競爭。

4.2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議題選擇

4.1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目的

本案例考量電信事業的未來發展，拜訪

國外許多大型的運轉商已經不再往傳統電

國內網路電話及電信事業領域先進，同時評估

話網路上投入了，而國外購買了網路電話的高

科技前瞻活動之可行性與考量計畫之資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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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平台用於科技前瞻之探討

制後，在議題別之選擇上，選擇台灣年輕族群

為有效運用即時德菲法以收斂意見，本研

喜歡使用的網路電話，科技前瞻探討何時網路

究共分成四個步驟流程執行：

電 話（ 包 括 各 項 Voip, Skype,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不需電腦媒介的 Freecall 等）

研究小組收集資訊、專家會議：研究小組首
先收集整理國內外有關科技前瞻與網路電話

在國際電話及長途電話的功能上使用量超越線
相關資訊，包括技術發展及市場資訊；專家
၉Ξ໒ډڙۈख़ຎǴനख़ाࢂᆛၡႝ၉ skype ޑǴуҁӦቷǴӵᆛሞᆛ

ၡ୍ܺٮᔈȐ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ȑک୯ϣεελλЋᐒᇙϷځд
路交換型的一般傳統電話。
會議確定前瞻議題。

ቷݢշΠǴӧाѺ VoIPǴςԖࡐӭᅿᒧȐᗛᆧ࣓Ǵ2005ȑ
Ƕᆛၡႝ၉
■ 即時德菲法軟體開發：研究小組依美國聯合
4.3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參與關係者
ჹႝߞϦљӧߏႝ၉Ϸ୯ሞႝ၉ԋࡐεޑᝡݾǶ
為了掌握主要的參與關係者互動及簡化研究

大學 Gordon 教授提出的「即時德菲法」理

的範圍，本研究選定產業界、法人組織、學術界
4.1 ᆛၡႝ၉ࣽמᘳҞޑ

論，開發出適當的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軟

及政府機構作為關係者研究對象。網路電話科技

體。

者意見，方法包括：
4.2 ᆛၡႝ၉ࣽמᘳᚒᒧ

前瞻領域議題，邀請參與者同一時間到達電

初級、次級資料彙集整理與分析

腦決策室，使用電腦決策室的電腦同步匿名

୯Ѧӭεࠠޑၮᙯςόӧ۳ႝ၉ᆛၡΕΑǴԶ୯ѦᖼວΑᆛ
■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公開資訊：將所整理好
前瞻參與關係者及專案團隊如圖
3 所示。
ၡႝ၉ޑଯࣽמৎҔЊύǴԖ
53%ςֹӄόҔႝ၉Α
ȐᝊᒍၗૻࣽמԖ
4.4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方法
的科技前瞻與網路電話資訊放置在即時德菲
ज़ϦљǴ2008ȑǶҁࣴޑزҞࢂޑᔠෳࣽמᘳӧԋҁࢂցᔮǵӧਔ໔ࢂ
ցזೲǴӕਔ׆ఈၸᆛၡႝ၉ࣽמᘳٰᕕှႝߞ٣ӧ࠾хҬඤޑᆛၡႝ၉
本專案主要透過文獻研究、專家審議委員
法網路平台中，提供參與者參考。
ᆶጕၡҬඤޑႝ၉҂ٰޑᝡݾǶ! !
■ 於科技前瞻專案執行前二週通知本次參與者
會、專家訪談及網際網路即時德菲法收斂參與
■

ҁਢٯԵໆႝߞ٣ޑ҂ٰวǴࡨೖ୯ϣᆛၡႝ၉Ϸႝߞ٣ሦୱӃǴ
■ 開 發 出 美 國 聯 合 大 學 Gordon 教 授 提 出 的
執行科技前瞻，可重覆提供新意見，執行時
ӕਔຑࣽמᘳࢲϐёՉ܄ᆶԵໆीฝϐၗྍज़ࡕڋǴӧᚒձϐᒧǴ
「即時德菲法」理論的網路平台
間 45 分鐘。
ᒧѠԃᇸဂ഻٬Ҕޑᆛၡႝ၉ǴࣽמᘳՖਔᆛၡႝ၉ȐхࡴӚ
■ 於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執行網路電話科技前瞻
4.6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提供的功能
Voip, Skype, MSN messenger, Yahoo messengerǴόሡႝတ൞ϟޑ
Freecall ȑӧ
4.5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流程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提供的各項功能如下：
୯ሞႝ၉Ϸߏႝ၉ޑфૈ٬ҔໆຬຫጕၡҬඤࠠޑႝ၉Ƕ
本專案建立一個研究執行小組，透過網際

4.3

■

ᆛၡႝ၉ࣽמᘳୖᆶᜢ߯ޣ

網路即時德菲法的運作，收斂參與者的意見，

註冊系統：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是一個封閉
系統，所有參與者必須先註冊才能進入系統；

■ 前瞻問卷系統：參與者在這此處前瞻「網路
ࣁΑඓඝЬाୖޑᆶᜢ߯ޣϕϷᙁϯࣴޑزጄൎǴҁࣴزᒧۓౢࣚǵݤ
透過本流程能使科技前瞻的成本更經濟、加速

ΓಔᙃǵᏢೌࣚϷࡹ۬ᐒᄬբࣁᜢ߯زࣴޣჹຝǶᆛၡႝ၉ࣽמᘳୖᆶᜢ߯ޣ
收斂；本專案設計的執行流程架構如圖
4 所示。
電話在國際電話及長途電話的功能上使用量
Ϸਢი໗ӵკ 3 ܌ҢǶ

!
ⶃⴱⵤ峫⭏
♜㡾ҳⶃⴱ
宥层ġ

⏈䤶ⶃ
㧃⢓栅ġ
ⶃⴱġ
槢⛊ġ
კ3

圖3

!
伭彪╫ġ
⓮㞽ㄲ啭㹐ġ
!

┾厂杗ℽ冀ġ
薫䚝㫨䛇ġ
薫ⳳ姎䛇ġ
薫㚺〗㯚㭆ġ
薫㹐‵亿俏ġ

網路電話技術前瞻參與關係者及專案團隊結構

ᆛၡႝ၉ೌמᘳୖᆶᜢ߯ޣϷਢი໗่ᄬ

資料來源：康才華，2008。

ၗٰྍǺநωǴ200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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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議題觀點

超越線路交換型的一般傳統電話議題」
，可

本次共有 38 位參與者在同一個時間共同

以看到其他參與者的意見，參與者以匿名方

於電腦決策室，使用個別的電腦同步匿名執行

式提供意見；

科技前瞻測試，前瞻的結果「2015 年網路電話

專家資訊系統：參與者於完成前瞻議題後，

（在國際電話及長途電話）的功能上使用量超

可進入本系統填寫基本資料及對即時德菲法

越線路交換型的一般傳統電話」
，第 1 四分位

網路平台的評估；

數（Q1）為 2013 年、第 3 四分位數（Q3）為

討論區系統：此功能可讓參與者對有爭議的

2018 年，共花了 45 分鐘達穩定狀態，參與者

項目提出看法供其他參與者討論；

提出的意見與理由非常豐富，如圖 7 所示。

電子會議系統：可以提供線上參與者即時多

測試參與者的背景資料如下：

方會議；
■

■

工作領域：產業界 29 位、政府機構 1 位、
法人組織 1 位、學術界 7 位

資料庫系統：提供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內各
系統所需資訊。

■

工作年資：平均 6.2 年

■ 所在地區：38 位參與者所在地區都在台灣
4.7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成果
 ܭջਔቺݤᆛၡѳѠՉᆛၡႝ၉ࣽמᘳ

本網路平台提供的資訊如圖
5，為即時德
4.5 ᆛၡႝ၉ࣽמᘳࢬำ

■

與本次前瞻議題專業關聯：依同意程度以
Likert Scale 5 等級評分為 3.68

菲法網路平台首頁提供技術前瞻相關資訊，圖

ҁਢࡌҥঁࣴزՉλಔǴၸᆛሞᆛၡջਔቺޑݤၮբǴԏᔙୖᆶ
6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內頁提供網路電話相關
共有 38 位參與者對同步即時德菲法網路平
ޑޣཀـǴၸҁࢬำૈ٬ࣽמᘳޑԋҁ׳ᔮǵуೲԏᔙǹҁਢीޑ
資訊。
台的評估如表 6。其中項目『C. 問題是否太多』
Չࢬำࢎᄬӵკ 4 ܌ҢǶ

䦏䯱ⶊ亿㚱桁幂宅ġ
ⶃⴱ㡾峫ġ

⓮㞽ㄲ啭㹐恚汏朆䟷ġ

伭彪⋧朆䡳杗幂宅ġ

┾厂冀㜷桶勡㷵䳑
ⴟ⥲姇伭彪桶寬䭌
㏻⏈䤶ġ

┾厂冀㊊嬆㚱㛽ġ
圖4
資料來源：康才華，2008。

網路電話科技前瞻執行機制流程架構

კ 4 ᆛၡႝ၉ࣽמᘳՉᐒࢬڋำࢎᄬ

ၗٰྍǺநωǴ200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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ຏнسǺջਔቺݤᆛၡѳѠࢂঁ࠾ഈسǴ܌ԖୖᆶޣѸӃຏ
нωૈΕسǹ
 ᘳୢسڔǺୖᆶޣӧ೭ԜೀᘳȨᆛၡႝ၉ӧ୯ሞႝ၉Ϸߏႝ၉
ޑфૈ٬ҔໆຬຫጕၡҬඤࠠޑႝ၉ᚒȩ
Ǵёа࣮ځډд
ୖᆶޑޣཀـǴୖᆶޣаӜБԄගٮཀـǹ
 ৎၗૻسǺୖᆶֹܭޣԋᘳᚒࡕǴёΕҁس༤ቪ୷ҁၗ
網際網路平台用於科技前瞻之探討
ϷჹջਔቺݤᆛၡѳѠޑຑǹ
 ፕسǺԜфૈёᡣୖᆶޣჹԖݾޑҞගр࣮ځٮݤдୖᆶޣ
ፕǹ
 ႝηسǺёаගٮጕୖᆶޣջਔӭБǹ
是一個反向問題，所以得到的結果分數較低。
料，並將前瞻資料（何謂前瞻、世界各國前瞻
 ၗسǺගٮջਔቺݤᆛၡѳѠϣӚس܌ሡၗૻǶ
4.8 即時德菲法網路電話技術前瞻結論
活動執行情形等）及網路電話相關資訊放置於
4.7 ᆛၡႝ၉ࣽמᘳԋ݀
本研究同步即時德菲法網路電話技術前瞻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以供參考，接著邀請適當

ҁᆛၡѳѠගޑٮၗૻӵკ 5ǴࣁջਔቺݤᆛၡѳѠ२।ගೌמٮᘳ࣬
系統，在開始時，廣泛收集有關網路電話的資
的同步測試的參與者 38 位，於測試前二週正式
ᜢၗૻǴკ 6 ջਔቺݤᆛၡѳѠϣ।ගٮᆛၡႝ၉࣬ᜢၗૻǶ

კ圖
5 5ջਔቺݤᆛၡѳѠ२।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首頁
ၗٰྍǺҁࣴز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კ66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內頁
ջਔቺݤᆛၡѳѠ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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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觀點

通知參與者前瞻的議題及附上較詳細資料。本研

■

的操作介面，由專家資訊問卷的項目 A「本

究的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運作上有幾項優點：
■

■

操作介面簡單：本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簡易

成本優勢：除了軟體開發的費用外，整個網

網站問題是否容易填寫」
，測試者給予的平

路電話科技前瞻運作的成本相對非常低；

均分數是 4.24，這表示參與者認為本網站平

執行速度優勢：與傳統科技前瞻的運作相

台介面操作簡單，即使是不懂如何編寫電腦

比，產生收斂的速度加快許多，在本研究的

程式的參與者，也能輕易地在本即時德菲法

測試中收斂速度相當快；

網路平台參與前瞻活動及發表意見；

表6

參與者對同步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的評估
評估項目

結果

A. 本網站問題是否容易填寫
4.24
B. 網站問題與主題相關性
4.45
C. 問題是否太多
2.66
D. 本網站提供資訊是有用的
4.34
E. 透過本網站有足夠時間表達結果
4.21
კ
6
ջਔቺݤᆛၡѳѠϣ।
F. 同意本前瞻網站目標清楚
4.34
G. 您非常用心填答前瞻問題
4.5
ၗٰྍǺҁࣴزǶ
H. 您同意本次前瞻的結論
4.16
I. 您有無使用網路電話的經驗
34位有(90%)
ҁԛӅԖ 38 Տୖᆶޣӧӕঁਔ໔Ӆӕܭႝတ،࠻Ǵ٬Ҕঁձޑႝတӕ
J. 您大約有幾年使用網路電話的經驗
4.2年
ӜՉࣽמᘳෳ၂Ǵᘳ่݀ޑȨ2015
ԃᆛၡႝ၉Ȑӧ୯ሞႝ၉Ϸߏ
K. 您是否願意繼續協助本前瞻中心未來相關前瞻活動
33位願意(87%)

ႝ၉ȑޑфૈ٬ҔໆຬຫጕၡҬඤࠠޑႝ၉ȩǴಃ 1 ѤϩՏኧȐQ1ȑ
2018 ԃǴӅΑ 45 ϩដၲᛙރۓᄊǴୖᆶ
ޣගрޑཀـᆶҗߚதᙦǴӵკ 7 ܌ҢǶ

註：A.-H. 同意程度以 Likert Scale 5 等級評分
ࣁ 2013 ԃǵಃ 3 ѤϩՏኧȐQ3ȑࣁ
資料來源：康才華，2008。

圖 77 ջਔቺݤᆛၡѳѠ-ಃ
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 - 第 31
31 Տ~34
位 ~34Տୖᆶޣ༤เҗ।य़
位參與者填答理由頁面
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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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平台用於科技前瞻之探討

■

■

知識的累積：除了由研究單位所提供的資料

瞻運作上，將扮演更為積極與重要的角色。台

外，藉由所有參與者所提供的意見資料，產

灣網際網路非常普及、對內對外頻寬的快速成

生了非常多有價值的知識，使本網路平台更

長、電子化政府的功能與服務完備、人民上網

有效的聚集豐富的網路電話相關知識，這更

率高…，因此台灣非常適合發展以網際網路為

有助於參與者在執行科技前瞻時下決策。由

平台的科技前瞻相關服務與應用。

專家資訊問卷的項目 D「本網站提供資訊是

本研究所提出的「網際網路平台科技前

有用的」
，測試者給予的平均分數是 4.34，

瞻」
，目前僅實證在個別項目的科技前瞻，建

這可表示參與者認為本網站平台所提供的資

議未來由政府科技政策主管單位來執行國家層

訊是有用的；

級或產業層級的科技前瞻活動，其結果較能由

互動性的平台：本即時德菲法網路平台提供

科技政策中落實。

了討論區的功能，參與者若對於有關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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