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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業勞工數位落差之現況與對策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三所助理研究員程左一 

一、前言 

近年來，資訊通信技術（ICT）的發展與普及，不但ICT本身成為重

要的產業，而且其他產業部門可以利用資訊通信技術來提高生產力，其

源源不斷的新應用也造就許多新興產業。資訊通信技術所帶來的數位化

與網際網路風潮對整個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無論政治、文化、教育、

娛樂等各方面，深深地改變我們資訊取得、管理、運用的方式，使我們

步入所謂的資訊化社會。 

在資訊社會中，電腦與網際網路等資訊通信科技已成大多數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由於資訊通信科技可以增進資訊應用能力，

因此成為攸關競爭力重要的資源。然而，這樣資源的分配並不平均，使

得「擁有」與「未擁有」這樣資源的國家與國家、族群與族群或個人與

個人之間，不但產生資訊應用能力上的差異，還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之間

的差距，這種現象即所謂的「數位落差1」。 

資訊通信科技產生新機會，有突破時間、地理區隔、族群、社經地

位等傳統藩籬的潛力，但目前仍然有所謂的「資訊窮人」存在。所以，

政府在從事各項資訊通信基礎建設時，應該負起縮減數位落差的責任，

檢視其努力數位資源分配政策，建立公平使用、機會普遍的資訊環境，

並且在教育體制中落實基礎資訊素養的訓練、在社會上提供符合市場需

求的訓練課程。 

二、數位落差定義 

根據OECD(2001)的報告（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數位落差」的定義是指「存在於個人、家戶、企業在不同社經背景或

居住地理區位上，其接近使用資訊科技及運用網際網路所參與的各項活

動的機會差距。」「數位落差」的真正內涵2可解讀為由於資訊通信科技

的資源分配不均，所造成對於資訊通信科技的運用之不平等，導致國與

國之間、族群與族群、甚至個人與個人間產生「擁有（Have）」與「未

擁有（Have-Not）」資訊通信科技資源之情形逐漸增加，而其對於社會

的影響，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都將因資訊通信科技的進步而加劇，

可稱之為「數位落差」。因此，數位落差不全然是負面的意義，數位落

                         
1
 參考http://www.nii.org.tw/cnt/info/Report/20020305_2.htm 
2
參考自 http://www.nii.org.tw/cnt/info/Report/20020305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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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產生可視為因資訊通信科技的發展與普及化所造成之一種現象。 

三、數位落差成因 

根據OECD(2001)的報告（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指

出，個人或企業對於資訊近用程度的落差，其實主要都是受到收入及教

育程度等既有社會經濟結構因素影響。 

而根據相關報告，可以歸納出數位落差主要成因，包括： 

（一）既存因素：主要是原本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社經地位、收入、教育程

度、年齡、地理區隔、族群等差距，亦即數位落差相當程度來說是現存的

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現象的反映。 

（二）外加因素：由於新興技術推廣過程中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牽涉到資源

重分配的問題，亦即在政府資源重分配或市場自由發展下，可能造成部分

族群、區域之間資訊接觸使用或資訊技能的差別。 

四、數位落差觀察指標 

（一）數位落差主要觀察指標—「資訊近用」與「資訊素養」 

1.資訊近用（Information Access）的定義與內涵 

所謂「資訊近用」方面的數位落差是指「資訊通信技術的接近使用

機會上的差異」，而這方面的差異可經由量能的指標來觀察，例如家戶

的電腦擁有率、網路連結比率或寬頻上網普及率等。 

2.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定義與內涵 

McClure3（1994）指出在網路化的資訊社會中，個人若要能取得、評

估並應用資訊，除了必須擁有語文數理能力之外，更必須能對各種不同

的傳播媒體有所了解認識，才能從媒介中獲取所承載的資訊。Lynch

（1998）也認為在資訊時代，資訊素養應區分為一般資訊素養（General 

Information Literacy）與資訊技術素養（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兩種層次。 

McClure認為資訊素養應該涵蓋四種素養： 

（1）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指個人的聽、說、讀、寫等語

文能力以及數理計算的能力； 

（2）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指運用、解讀、評估、分析或製作不

同形式的傳播媒體及內容素材的能力； 

                         
3
 引述自曾淑芬（2002），台灣地區數位落差問題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民國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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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指利用電腦及各項資訊科技來解決

問題的能力； 

（4）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意指運用網路搜尋、管理、運用資

訊的技能，以及對於網路的資源價值、運作規範的理解等。 

因此，資訊素養包括個人應用資訊的能力與知識外，還包括資訊設

備的操作能力與資訊軟體的應用能力，包括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上的相

關應用。 

（二）我國數位落差觀察指標參考 

除了資訊近用、資訊素養觀察指標之外，根據曾淑芬（2003）之研

究，將個人數位落差評估指標分成四個構面，如下表1所示： 

表 1、個人數位落差評估指標構面說明 

構面 概念 說明 

網路近用 衡量個人在網路近用上的廣度。 
資訊近用 

網路使用行為 衡量個人在網路使用行為上的深度。 

一般性素養 衡量個人知覺使用電腦完成工作之能力。 

資訊技術 衡量個人資訊技術方面的應用能力與知識。 資訊素養 

網路素養 衡量個人對網路的資源價值及運作規範的理解。 

工作溝通性 
衡量個人在工作上利用電子郵件或網際網路聯絡或
傳送資訊的運用程度。 工作應用

與學習 
成人繼續教育 衡量個人在工作上接受資訊技能教育的現況與意願。 

公民使用行為 衡量個人對政府機關電子化服務近用的程度。 
生活應用 

電子商務接受度 衡量個人對電子商務應用的程度 

資料來源：曾淑芬（2003） 

由此可知，針對一般社會大眾，較完整的數位落差評估指標可以包

含資訊近用、資訊素養、工作應用與學習、生活應用四個構面，以呈現

出較完整的評估結果。 

（三）職場導向數位落差觀察指標探討： 

根據程左一（2004）的研究中，研究對象為產業在職勞工、待業勞

工及身心障礙者，並且以觀察其職場上、從事生產活動時的數位落差為

主， 因此，其數位落差觀察指標以職場、基本技能為導向，包含兩大構

面，資訊技能為主、資訊近用為輔，說明如下： 

1.資訊近用： 

（1）個人電腦的近用機會 

（2）網際網路的近用機會 

（3）支援服務的近用機會，衡量在職場上遇到個人電腦、網際網路使用

問題時，是否能近用支援服務協助其順利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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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技能： 

（1）個人電腦技能，以職場上辦公文書軟體相關應用為主。 

（2）網際網路技能，衡量在職場上是否會使用搜尋引擎、求職網站、電

子郵件等應用。 

（3）一般性素養，以個人應用電腦、網路時所需的基本聽、說、讀、寫

及溝通能力為主，此素養關係使用者是否能夠順利使用電腦、網路設

備來獲取資訊，以及足夠溝通能力在遭遇電腦、網路問題時來尋求支

援、協助。 

五、我國數位落差狀況 

根據曾淑芬（2003）針對台閩地區數位落差所作調查報告，其所觀

察國內數位落差現況如下： 

（一）資訊近用方面： 

1.受訪者會使用電腦(個人電腦能力)的比例為48.3%，會使用網路(個人網

路能力)的比例為42.4% 

2.受訪者家中擁有電腦的比例為66.9%，家裡的電腦連結上網路的比例為

56.2% 

3.過去一個月在家裡曾經使用過網路的比例為72%，而曾經使用電腦以外的

裝置上網的比例為5.9% 

4.受訪者最常上網的地點為家裡62.0%，其次為公司28.8%，公共資訊站或

公共圖書館都佔了很低的比例 

5.家裡上網的方式使用非對稱數位式用戶線路(ADSL)的比例55.4%超越撥接

使用者的比例35.0% 

6.受訪者使用網路的年資則是以2年以上不到5年最多，佔44.0% 

7.80.4%受訪者每天使用網路的時間則是在3個小時以內 

8.上網最常做的事情是「搜尋與閱覽資料」87.7%，其次為「聊天交友與通

信」32.6%，以及「瀏覽政府訊息」25.7%；上網最常用的功能為「全球資

訊網(WWW)」76.2%，其次為「電子郵件(E-mail)」55.8%，「下載、傳送

檔案」23.4%，接著為「連線遊戲」13.2% 

9.最常瀏覽(除了繁體中文之外)的網站語言時，63.4%的人都僅看繁體中文

的網站，英文為28.3%，簡體中文有5%的比例。 

至於，從社經地位來觀察其與家戶網路擁有率的關係，年齡層15-20

歲、學歷越高、收入越高者家戶網路擁有率較高；客家、非原住民族群

相較於非客家人、原住民的家戶網路擁有比例較高；居住的縣市中，家

戶網路擁有率較高的前五個縣市，依序為台北市73.0%、台中市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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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66.7%、台北縣66.4%、新竹市65.0%。 

雖然，從上面調查結果看來，國內資訊近用機會平的等尚有努力空

間，而從社經地位、族群、地理區隔來看，存在數位落差，但是在其調

查結果亦發現收入高和收入低族群，其數位落差有減少趨勢，而各縣市

與台北市的網路擁有率差距也是有縮小的趨勢。因此，在政府努力從事

資訊通信基礎建設普及化之下，長期之後，電腦、網路的接近使用或許

就不再是問題了。 

（二）資訊素養方面： 

1.在一般性素養的題目中，自認為有能力、有信心的大約有25%左右。 

2.在資訊技能素養的分析中，會使用辦公室應用軟體最多(73.8%)，次之為

電腦繪圖、影音多媒體設計(40.8%)，最後為架設規劃硬體網路設備

(11.9%)。 

3.擁有電腦專業認證的有7.8%，其中最多的為中/英打字證書(43.0%)，次

之為微軟系列(30.0%)。 

4.在網路素養中，受訪者回答進入聊天室會看相關規定、寄電子郵件考慮檔

案、定時備份電腦資料與更新病毒碼約四成以上。 

在此調查報告中，從社經地位來觀察其與資訊素養的關係，發現男

性較女性「一般性素養」高；年齡層15-20歲者相較於其他年齡層「一

般性素養」高；在屬於社會職場較年輕的族群(21歲至30歲)，其「資訊

技術素養」部分，則是相較於其他年齡層高；年齡層41歲至50歲相較

其他年齡層其「網路素養」也越高。教育程度的部分，則是學歷越高的，

相較於其他學歷較低的，其「一般性素養」、「資訊技術素養」、「網

路素養」都較高；收入越高，相較於其他收入層級，其「一般素養」及

「資訊技術素養」越高。 

（三）生活應用方面： 

1.「工作溝通性」的部分，工作上可與客戶透過網路傳送資料，亦或是在公

司內部利用電子郵件溝通的比例，大約佔會上網的工作者五成左右的比

例。 

2.在「成人繼續教育」的部分，過去一年以來僅有15.1%的工作者參加過資

訊技能相關訓練，而未來有意願參與資訊技能相關訓練的工作者，則是有

大約六成。 

3.在各種「公民使用行為」上，瀏覽或使用過行政機關的網站約有67.5%，

在瀏覽過行政機關的受訪者中，利用行政機關便民網頁來解決生活上的事

物則以查詢圖書41.9%最多，利用台鐵網站訂購火車票次之為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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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子商務接受度」的部分，在網路上消費或下單的比例為25.5%，過去

半年在網路消費以6次以上的居多，次之為1到3次，消費的總金額有五

成以上的比例是在3千元以上。 

至於，生活應用在社經地位上的差別，女生較男生在過去一年受過

資訊技能訓練的比例高；21歲至50歲者相較其他年齡層在「工作溝通

性」、「公民使用行為」、「電子商務接受度」的比例上高；學歷越高

的受訪者，在「工作溝通性」、「成人繼續教育」、「公民使用行為」、

「電子商務接受度」的比例相較於學歷低的高；收入七萬元以上者，相

較於其他收入層的受訪者，其在「工作溝通性」、「電子商務接受度」、

「公民使用行為」的比例都越高。 

六、我國產業勞工數位落差問題 

根據程左一（2004）針對產業勞工數位落差問題研究問卷調查與統

計分析，發現以下結論： 

（一）在職勞工 

1.大多可以在工作上使用電腦、網路，未曾使用/目前沒使用電腦、網路，

最主要是不需要，可能是業務上沒有實際需求。年齡較高、男性、教育程

度較低、收入較低、從事事務性或勞力性工作職類以及中南部、東部及其

他地區是在工作上沒有使用電腦、網路者可能的特色。而農、工業部門較

服務業可能因為工作不需要而沒有在工作上使用電腦，年齡較高、教育程

度較低者較可能因為不會使用網路而沒有在工作上使用網路。 

2.資訊技能的表現上，中文輸入、文書處理、試算表、電子郵件、上網求職

等技能應用優於簡報製作、行事曆排程、網頁製作。這些技能未能滿足工

作需求的主要原因，除了中文輸入、文書處理、試算表是缺乏練習之外，

其他技能主要是因為工作上不需要，或者沒學過、缺乏練習。資訊技能表

現較差者的特色是年齡較高、教育程度較低、從事事務性、勞力性工作職

類。 

3.在職勞工比較可以接受工作中學習以及自修的方式提升資訊技能，尤其是

教育程度較高者。另外，男性比女性可能透過自修方式學習資訊技能，教

育程度低者過去在學校沒有學過，也較不可能在工作中學習或者自修資訊

技能。 

4.參加資訊技能訓練課程的意願很高，但是上課時間難配合、地點不方便是

在職勞工無法參加訓練課程的主因，尤其是年齡較輕者；而且課程或教材

不符合需求也是無法參加訓練課程的因素之一，尤其是教育程度較高者。

另外，費用負擔也是在職勞工認為無法參加訓練課程的因素之一，尤其是

低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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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機會使用電腦的勞工中，中文輸入、文書處理、試算表是多數已具備的

技能，僅有少數需要加強練習。簡報製作、行事曆排程軟體、網頁製作軟

體則因為工作上不需要或沒學過，完全不會使用或尚未能滿足工作需求者

比例都較高。有機會使用網路的勞工中，多數已會使用電子郵件，並且會

上網求職。 

（二）待業勞工 

1.未曾使用/目前沒使用電腦、網路比率很高，主要因素是不會使用、沒機

會使用或不需要使用，而且較無法透過工作機會接觸，可能會進一步影響

到其資訊技能。年齡較高、男性、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低或者從事事務

性、勞力性工作職類是在工作上沒有使用電腦、網路者的特色，而年齡較

高者可能因為不會使用而沒有在工作上使用電腦、網路，可能因為不需使

用而沒有在工作上使用網路。 

2.待業勞工資訊技能表現較差，主因是沒學過、不需要，其特色是年齡較高、

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低。女性勞工比男性勞工在中文輸入能力、文書處

理和試算表等技能上表現較好。另外，年齡較高者可能因為不會使用網路

而沒有上網求職，教育程度低者可能因為沒學過而不會使用文書處理、試

算表、簡報、電子郵件軟體，也因為不會使用網路而沒有上網求職。 

3.從待業勞工的電腦、網路技能學習途徑看來，最主要還是以前在學校學

過，或者參加政府辦理或委辦課程、工作中學習、自修、請教朋友。 

4.年齡越大勞工可能在校沒學過，無法透過請教朋友方式學習資訊技能，也

不可能自修網路技能。女性較男性可能在學校學過資訊技能，也較可能在

工作中學習電腦技能。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在學校學過或者能夠在工作中

學習、自修、請教朋友學習資訊技能，也較可能參加政府辦理或委辦訓練

課程學習電腦技能。 

5.參加資訊技能訓練課程的意願很高，無法負擔訓練課程費用問題是待業勞

工認為最大阻礙參加訓練課程的因素，尤其是低收入者，而時間難配合、

地點不方便、不知道到哪裡學也是可能原因。而年齡較輕可能會覺得無法

負擔費用、上課時間難配合、地點不方便。教育程度較高者會覺得上課時

間難配合、上課地點不方便。 

6.有機會使用電腦的勞工中，中文輸入、文書處理、試算表是多數已具備的

技能，但仍有部分勞工需要加強練習。簡報製作、行事曆排程軟體、網頁

製作軟體完全不會使用或尚未能滿足工作需求者比例都較高，主要原因是

沒學過或者工作不需要居多。有機會上網的勞工中，對於電子郵件的收發

有將近二成不會使用、四成未能滿足工作需求，主要原因是缺乏練習、工

作不需要或者沒學過。另外，除了少數認為網路不安全、網路上很難找到

工作或者不會使用求職網站外，工作上有機會使用網路的勞工多數會上網

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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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發現 

1.待業勞工資訊近用與資訊技能表現上均較在職勞工差。 

2.整體看來，高齡、低收入、低教育程度者在資訊近用或資訊技能表現上落

差較大。 

3.與電腦技能學習途徑比較，網路技能學習途徑比較少透過訓練課程來提

升。 

七、縮減產業勞工數位落差之對策： 

從上述問題看來，為縮減我國產業勞工之數位落差問題，可從下列

幾個方向研擬對策： 

（一）在職勞工 

1.訓練課程的設計應強化實務操作應用與練習。 

2.部分課程內容可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提供自修教材，以突破時間、空間

的限制，以增加產業勞工受訓的機會。 

3.訓練課程予以分級化、單元化，以根據不同需求加以訓練。 

（二）待業勞工 

1.透過行政資源於學校、圖書館、活動中心設置社區公共資訊中心，提供待

業勞工更多資訊近用機會。 

2.透過補貼或所得稅扣抵，降低待業勞工負擔，鼓勵購置電腦設備、連線上

網。 

3.訓練課程應強化實務操作應用與練習，並且課程內容要朝向簡單化、實用

方向設計。 

4.部分課程內容可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提供自修教材，以突破時間、空間的

限制，以增加產業勞工受訓的機會。 

5.針對低收入者以學習券補助來降低產業勞工接受訓練課程的負擔。 

6.加強宣傳資訊技能訓練窗口，以媒介待業勞工與訓練課程。 

（三）其他對策 

1.進一步調查勞工技能與業務需求的落差，以瞭解優先訓練對象或優先訓練

技能。 

2.研擬設計參加訓練送折扣券的配套措施，讓參加訓練課程且通過該訓練課

程成果檢定者，提供電腦、網路折扣券，鼓勵受訓完的學員直接在家使用

電腦、網路，提高練習與應用的機會。 

3.電腦、網路的家戶普及度已逐漸提高，建議後續研究是否應以家庭為目標

來建立數位機會點。在宣傳、推廣上鼓勵產業勞工在家使用電腦、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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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訓練上，鼓勵產業勞工使用電腦、網路作為個人自修管道，以數位

學習方式來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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