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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技術的興起，促成全球化競爭的態

一、2007 年電子化整備度指標的內涵

勢，甚至驅使著社會型態的轉型需求，將網路

為了因應全球電子化整備發展的現況與趨

與資訊技術融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愈來

勢，EIU 2007 年使用的指標與過去 ( 賴明豐、

愈多的國家將電子化整備程度視為整體競爭力

吳宏德，2007) 有所不同、各個指標的權重也

的一環，因此，如何建構一個完整有效的資訊

有相對應的改變。從表 1 來看，2007 年之後，

化環境也變成台灣政府重要政策之一。本文認

eRr 的重點將會放在政府對資訊化環境的中長

為，透過持續分析其他國家發展資訊化社會的

期規劃與願景上，強調國家資訊化政策實際推

現況與策略趨勢，將有助於政府研擬我國未來

動後對整體電子化整備發展的影響性。

資訊化社會發展的策略走向。有鑑於此，本文

由上可知，今年 (2007) eRr 多了一個從原

透過英國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來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中剝離出來的新

Unit, EIU) 2007 年 公 佈 的 e-Readiness rankings

興指標 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如表 2 所

( 以下簡稱 eRr) 評比白皮書，針對亞太地區評

示， 而 且， 除 了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比結果進行分析，探討各國電子化整備活動的

之外，其他指標的權重也都下修 5%。部分用

現況，供政府相關單位制訂資訊環境發展策略

來衡量各指標表現的觀測項目也有變動，以反

時參酌。

映目前全球各國電子化整備發展的趨勢。有
關各指標評估重點與觀測項目的內涵分述如
下：(1)Connectivity and

表1

2007 年 eRr 評比指標項目及權重與過去年度的比較

過去年度 ( -2006)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現在年度 (2007)

及 Consumer and business

Connectivity

25%

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20%

Business environment

20%

Business environment

15%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20%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15%

對使用高速、安全與寬頻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15%

Legal environment

10%

網路設備可負擔能力，以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15%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15%

及公部門推動資訊服務對

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

25%

民眾與企業在資通訊應用

Supporting e-services

5%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and IBM Corporation, 2006 & 2007；本研
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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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指標

各指標的內涵

評估重點

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Penetration

Affordability

Median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General business climat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political stability, taxation,
competition policy, the labor market, opennes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Spending

Accessing ICT services, adoption levels of e-commerce

Availability

Digital channels for accessing government services

Legal frameworks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business

Cater to Internet commerce,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gal atmosphere

Provisions covering consumer protection, legal jurisdiction,
interferes with the registration of a new business, restricts
access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basic education

Familiarity a country's population has with IT applications,
schools and governments provide th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to encourage IT-us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levels

The number of patents registered (in WIPO)

Clear roadmap for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y lead
by example in their use of
technology to create efficiencies

Employing technology to operate and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spending on ICT to stimulate similar spending in the greater
economy

Legal environment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

觀測項目
PC, mobile subscriptions, WiFi hotspots, Internet users,
broadband Internet accounts, secure Internet servers,
commitment of the country to implementing digital identity
cards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 IBM Corporation, 2007；本研究整理。

Business environment 評估的重點則放在企業經

基礎建設、研發與應用等規劃與設置對民眾與

營的氛圍上，細部項目強調政治與經濟發展的

產業界的助益程度。細部項目則包括 ICT 投資

穩定性、潛力與開放性等議題，這與 2006 年使

佔國家 GDP 的比例、國家整體電子化發展策

用的觀測項目相同；(3) Legal environment 評估

略、政府電子化策略與政府與民間企業間相關

的重點放在政府法令規章的設計與完整性，除

採購業務電子化程度等項目的評價。

了考慮該國對網際網路技術與應用的相關規範

二、2007 年電子化整備度評比結果

之外，也將外資入境後的經營限制與門檻納入
考量；(4)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評估的

以目前整個亞太地區在電子化整備發展

重點放在國民的教育水準、網際網路被應用的

的狀況來看，如圖 1 所示，香港、新加坡、澳

比例、國家

人民的創業家精神、技術

洲、紐西蘭、南韓、台灣與日本可以歸類為較

能力與創新強度等議題，與 2006 年使用的觀測

高分的前段群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印度、

項目相同；(5) 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這

菲律賓、中國、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哈薩克

是一個新興指標。它主要是評估政府在資通訊

與印尼則屬於起步較慢的後段群國家。這個分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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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結果其實跟 2006 年 eRr 評比的結果 ( 賴明

environment 與 Legal environment。 其 中， 前

豐、吳宏德，2007) 相仿。因此，考慮高低分

者最高分為澳洲、最低分為香港；後者最高分

間差距過大的問題，本文後續分析將分就前段

為香港、最低分則有南韓與台灣。另外，以發

群與後段群國家進行個別探討。

展 強 度 來 看，Legal environment、Government

整體來看，前段群國家評比結果中，最高

policy and vision 與 Consumer and business

與最低分差距最大的指標是 Social and cultural

adoption 三者是 2006-2007 年亞太地區前段群
國家的發展焦點，如圖 2 右上圈所示，
呈現由左下往右上斜展的趨勢。若以平
均值當作一個再分類的基礎，目前各項
指標中暫時落居均線以下的國家有：(1)
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日 本、 紐 西 蘭 與 南 韓；(2) Business
environment： 台 灣、 南 韓 與 日 本；(3)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新加坡與
香港；(4) Legal environment：新加坡、日
本、 南 韓 與 台 灣；(5) Government policy

圖1

亞太地區各國電子化整備度指標評比結果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 IBM Corporation,
2007；本研究整理。

and vision：南韓、澳洲、紐西蘭與台灣；
(6)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紐 西
蘭、日本、澳洲與台灣。
後段群國家評比的結果，整體來看，
最高與最低分差距最大的指標是 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 與 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其 中， 前 者 最 高
分為馬來西亞、最低分為哈薩克；後者最
高分為馬來西亞、最低分則為斯里蘭卡。
顯然，馬來西亞在電子化整備程度上的表
現，除了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與
Legal environment 暫居該群的第二或第三
名之外，其他各項指標都遠超過其他國
家。以發展強度來看，這群國家不約而同
地 都 以 Business environment 為 2006-2007
年發展的焦點，如圖 3 左上圈所示。若以

圖2

平均值當作一個再分類的基礎，目前各

前段群國家電子化整備評比結果

項指標中暫時落居均線以下的國家有：(1)

資料來源：EIU, 2007；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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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菲律賓、

vision 與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三 個

哈薩克、越南、印尼與斯里蘭卡；(2) Business

指標有愈來愈重視的趨勢；後段群國家則獨

environment：印度、越南、哈薩克、斯里蘭卡

尊 Business environment。 不 過，Connectivity

與巴基斯坦；(3)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的 評 比 結 果， 卻

越南、印尼與巴基斯坦；(4) Legal environment：

未能與「勢」並進、同步成長。尤其是後段

越 南、 中 國、 哈 薩 克 與 印 尼；(5) Government

群國家網路及相關基礎建設的整備度都過低 (

policy and vision：越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僅馬來西亞超過 3.5)，恐怕會限縮 Consumer

中國、印尼與哈薩克；(6) Consumer and business

and business adoption 未 來 的 表 現。 從 吸 收 能

adoption：哈薩克、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越南

力理論來看 (Cohen & Levinthal, 1990; Zahra &

與印尼。

George, 2002)，組織如果忽視對新事物或新知
識持續吸收與學習的重要，會以為產業科技

三、結論

變動不大，失掉發掘新契機的機會，而且，

從前面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前段群國家

組織對初期吸收能力的投資太少，日後即使

對 Legal environment、Government policy and

察覺到新技術的脈動，也會因為知識吸收斷
層所帶來的高學習成本而失去變革的彈
性。所以，本文建議亞太各國必須時時
檢視國內現有網路環境及相關基礎建設
的完備性，並持續觀察、追蹤其他國家
的相關經驗與政策，適時將新知回流給
政府相關單位修整策略、加強落實。對
台 灣 而 言，Business environment、Legal
environment、Government policy and vision
與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 等相關
指標的評比結果，目前仍低於前段群國家
的平均水準，因此未來的成長空間仍然很
大，可以進一步參考在各項指標中表現傑
出的國家的相關政策，如新加坡。
另 外， 各 國 主 推 的 網 路 技 術 及 相
關 基 礎 建 設 也 有 不 同， 從 xDSL、cable
modems 到光纖或無線網路都有。不過，
EIU 在 2007 年的報告中指出，寬頻已經

圖3

確定成為未來世界各國在網路基礎建設上

後段群國家電子化整備評比結果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and IBM Corporation,
2007；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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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考量成本與建置時程的問題下，可以考

促成國內小型 ISP 間進行併整，以擴大顧客基

慮 EIU 2006 年 eRr 報告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建

礎降低廠商營運風險與成本。另外，強化網際

議—行動寬頻網路環境，如 WiMAX，其建置

商務的資料安全也會是各國未來評比的重點。

成本會比舖設 xDSL、cable modems 或光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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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全球各區民眾與企業能負擔因導入寬頻
網路所需繳交費用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 IBM
Corporation, 2007, p.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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