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的論述架構主要分成兩節。在第一節裡，研究者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討論電腦使用型態、電腦使用時間對學習成就的影響。首先分析不同研究中「電

腦使用」的意義；之後則將討論聚焦在「電腦使用型態」和「電腦使用時間」，

並簡單整理國中生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的概況；最後把有關「電腦使用型

態、使用時間與學習成就」的不同研究加以綜合比較。 
 
接著在第二節裡，研究者透過科技社會學的理論分析，發現電腦的設計和使

用，有其背後的形塑力量。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會受到「社會因素」左右，

進而可能對不同的團體產生不同的結果，而這些社會因素中又以「性別」力量最

大。最後研究者會歸納文獻發現，認為電腦使用對學習成就的影響不能忽略社會

因素，我們可以藉著區分不同性別團體，來發現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對學習

成就的真正影響。 
 

第一節  電腦使用型態、使用時間與學習成就 

雖然電腦和網路廣泛地被學生使用在學校課業和獲得資訊，但我們仍需要更

多且更好的證據，來支持家庭電腦使用的確有助於學校表現。 
 

Subrahmanyam et al.（2000:139） 
 
誠如 Subrahmanyam 所言，電腦能提升學習成就的證據似乎還不夠充足，但

時代的驅使和家長的擔憂，使得電腦已深入每個家庭，等不及研究來告訴我們，

電腦對孩子學習是否有幫助。時代的驅使，就像是行政院主計處（2005）的調查

所示，至 2004 年年底，我國共設置了 9,432,694 台電腦，每千人所擁有的電腦數

是 415.7 台，家庭電腦使用普及率為 62.36%，而每百戶家庭所擁有的電腦更高達

75 台（參考表 2-1）；而家長的擔憂，使得家長以「不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為

名義，紛紛裝設電腦和網路（施香如，1998; Giacquinta et al.,1993; Turow, 1999）。 
 
家長對電腦網路和子女教育的看法基本上是又愛又怕，有期待亦有擔憂。樂

觀者就像是 Giacquinta 等人（1993），他們歸納學者研究提出兩種看法：1.認為

家用電腦能增進孩童學習表現及學習成就；2.認為家用電腦能賦權（empower）
給家長，使其能獨立地教育他們的孩子。這種看法基於學者們認為電腦具備溝通

能力，這樣互動的潛質（interactive potential）有別於電視的單向輸出。然而，這

樣的看法仍無法讓家長完全放心。 
 
施香如（1998）在訪談家長的結果上發現，家長雖認為子女使用電腦和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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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學科的要求，網路也是學校與社會的未來趨勢與主流，但仍擔心子女使用

電腦網路而影響健康，因此會設立一些規範。不過家長對子女上網基本上還是信

任的，多數家長認為孩子上網經常是尋找資訊、聊天或玩遊戲，不認為會上色情

或其他不良的網站。 
 

表 2-1  我國電腦應用概況 
項目  2004  2003   2002  

年底總人口數（人） 22,689,122 22,604,550 22,520,776
年底家庭戶數（戶） 7,179,943 7,047,169 6,925,019
年底電腦設置數（台） 9,432,694 8,756,341 8,236,789

家庭（台） 5,327,373 4,893,450 4,522,790
機關、企業及學校（台） 4,105,321 3,862,891 3,713,999

個人電腦設置數（台） 3,887,181 3,672,227 3,545,629
 

 
多人用電腦設置數（台） 218,140 190,664 168,370

年底電腦每千人設置數（台/千人） 415.7 387.4 365.7 
年底家庭使用電腦普及率（%） 62.36 58.7 56.8 
年底家庭使用電腦每百家設置數（台/百戶） 75.0 70.1 65.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2005）。93 電腦應用概況報告。2005 年 10 月 3 日，

取自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4284&CtNode=3545 
 
這種對科技的擔憂是不分國界的。Turow（1999）調查美國父母也發現：家

長認為替家裡連結網路，是一種提供小孩子教育機會及教育資源的方法，有助於

他們適應資訊時代。從家長的觀點來看，70%家中有電腦的家長認為孩子可以從

網路中發掘迷人且有用的事物，但仍有 60%的家長則認為不能上網，比起能上網

的同儕，對孩子來說是一件不利的事。 
 
時代的潮流難以抵抗，但回應家長的憂慮，提供可參考的訊息，則是教育研

究者可以努力的。本節以研究目的為主軸搜集相關文獻，探討電腦使用型態和電

腦使用時間，以及這兩者和學習成就的關係，但在這之前，先讓我們來了解，什

麼是「電腦使用」，而本研究所指的「電腦使用」又是什麼意思。 
 

壹、電腦使用：模糊且需要被定義的概念 

在有關電腦與教育的研究中，不同的研究者，關心電腦使用的面向往往不

同。有一些研究者關心的是「有沒有電腦」的問題，例如 Attewell 和 Battle（1999）

以及 Rocheleau（1995）；另一些研究者關心的是「如何使用電腦」的問題，例如

Kuh 和 Vesper（2001）以及 Cai（2005）；還有一些研究者，兩種議題都關心，例

如 Harris（1999）以及 Li 和 Atkin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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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此領域的研究者都認為，單單只探討「有沒有電腦」是不足以了解電腦

對學生的影響，因為即使都有了電腦，不同的「使用方式」，對於學生的影響是

不同的（Li & Atkins, 2004; Miller-Whitehead, 2002; Weaver, 2000）。就像是使用電

腦做功課、玩電腦遊戲和上網路聊天，同樣都是透過電腦來進行，但對學生所產

生的作用可是完全不同。 
 
然而「電腦使用」（computer use）一詞所隱含的概念，遠比想像的複雜，並

非只有使用方式而已，在不同的研究中，至少可以看到下列與電腦使用相關的名

詞：使用目的（課業、娛樂、學習）、使用型態（文書處理、遊戲、上網、email）、

使用地點（學校、家裡、圖書館、網咖、朋友家）、使用頻率（每月使用幾次，

每週使用幾次，每天使用幾次）、使用時間（每次使用多久，每天使用多久，每

週使用多久）及使用軟體（Word、Excel、Powerpoint）…等。 
 
隨著不同的研究脈絡及旨趣，事實上研究者都是選取與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

概念，來進行所謂的操作型定義。例如Hedges、Konstantopoulos和Thoreson（2000）

研究中所謂的電腦使用，是指「學校教室內老師和學生的電腦使用頻率」；Huang
和Du（2002）研究中所謂的電腦使用，是指「在家使用電腦」、「持續使用個人

電腦」、「使用電腦的頻率」和「科學課程活動電腦使用」這四個變項；Hunley
等人（2005）研究中所謂的電腦使用，則是指「電腦使用時間」和「電腦使用型

態」。 
 
本研究有關電腦使用的概念，是指「電腦使用型態」和「電腦使用時間」。

這是因為多數研究中，多少都涉及到這兩個概念，且這兩個概念與本研究關心的

另一主題「學習成就」有關。 
 
像是 Papanastasiou、Zembylas 和 Vrasidas（2003）也認為並不是電腦使用本

身對學生科學成就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而是在於電腦使用的方式。

Papanastasiou 等人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他們發現，美國學生在家較

常使用電腦撰寫報告的學生，其科學成績較高。而薛世杰（2002）也發現國中生

有玩網路遊戲和沒有玩網路遊戲，在學習成就上有顯著差異，有玩網路遊戲的學

習成就較低。這些研究都顯示，電腦使用型態和學習成就有關。 
 
在第一章也曾提過，Attewell 等人（2003）發現每週使用電腦時間 8 小時以

下，閱讀和數學成績較沒使用電腦的學生來得高，但每週使用超過 8 小時，就與

沒使用電腦的學生沒有差別。而在更早之前，Rocheleau（1995）則是發現電腦

使用時間每學期超過 10 小時的學生，在數學、英文、科學及綜合表現上皆優於

電腦使用時間每學期少於 10 小時的學生。這兩份研究雖然標準不同，但也都發

現不同的電腦使用時間，學生學習成就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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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電腦使用型態、電腦使用時間和學習成就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本節所欲

探討的重點，留待本節第三大點加以詳述。但在這之前，有需要先看看電腦使用

型態和電腦使用時間的相關研究，以及本研究之對象「國中生」的電腦使用型態

和電腦使用時間的大致狀況。 
 

貳、電腦使用型態與使用時間的相關研究 

有關電腦使用型態與使用時間的研究可從幾個地方發掘，首先是單純的電腦

使用調查，這種研究較少。比較常見的情況是附屬在相關的題目，而這又可分為

兩方面，一類是有關心理學的，例如與成癮、滿足、焦慮、自我概念、電腦態度

等等；另一類則是有關數位落差的，而這通常會比較不同性別、社經地位、族群、

居住地區等變項之間的差異。 
 
國內除了蕃薯藤入口網站自 1996 年起每年固定針對網友做有關電腦使用的

調查外，較為正式的學術研究幾乎清一色研究網路使用及其相關的議題。而國外

研究在早期多為研究電腦使用，至網路普及之後，近期的研究則為電腦與網路並

重。和國內研究不同，國外研究雖重視網路使用所引發的現象，但並未忽略電腦

使用的研究，而國內的研究不知什麼原因，顯然只偏重有關網路使用的研究，且

大多數還是與網路成癮相關的主題。 
 
電腦使用型態和電腦使用時間大都一起討論，鮮少有分開討論的情形，本段

落將先探討和界定電腦使用型態及電腦使用時間的範圍和意義，再依不同樣本的

屬性加以描述相關的國內外研究，最後則歸納文獻中與「國中生」電腦使用型態

和使用時間有關的發現。 
 

一、電腦使用型態與電腦使用時間 

電腦使用型態 
許多研究的電腦使用型態都是採用條列式的分類方式，盡可能的常見的使用

型態列出，而無法分類則使用「其他」一項。例如 Ho 和 Lee（2001）將電腦使

用分為四種：做作業（doing homework assignments）、玩電腦遊戲（playing computer 
games）、瀏覽網頁（surfing the internet）、使用 E-mail 或聊天的溝通行為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through emails or chat lines）。而國內入口網站「蕃薯

藤」（2004）則將電腦使用型態分為：文書處理、玩電腦遊戲、使用網際網路、

編寫程式、閱聽多媒體出版品、通信、作業管理及其他。 
 
這種條列式的分類方式，也可以在網路使用的研究看到。像是游森期（2001）

整理相關文獻，並依其研究目的，將網路行為分為九種：電子郵件、瀏覽全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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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WWW）、聊天室、ICQ、電子佈告欄（BBS）、網路遊戲、檔案傳輸（FTP）、

電子商務、色情網站及網路賭博。而「蕃薯藤」（2004）分的更細，將網路使用

型態分為：線上購物、下載軟體、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料、閱覽各種網路資訊內

容、運用生活休閒服務、使用線上資料庫、金融理財服務、使用多媒體影音資訊、

尋找醫療保健資訊、玩線上遊戲、聊天和交友、瀏覽成人網站、收發 E-mail、用

網際網路發手機簡訊、找工作、線上教育學習、網路行銷活動、下載 mp3、使用

網路電話及其他。 
 
條列式的分類方式過於瑣碎，往往無法滿足研究上的需要，尤其是在使用量

化研究時，因此也有研究者試圖將使用型態加以分門別類。如郭欣怡和林以正

（1998）將網路最常進行的活動分成三類：1.抓取軟體、學習、閱讀新聞、運用

線上資料庫；2.生活休閒資訊、玩線上遊戲、聊天交友、通訊；3.購物、上成人

網、工作、其他；郭良和卜衛（2001）將青少年上網目的分為實用目的、娛樂目

的、網路技術使用和資訊尋求；吳雅玲（2003）則將網路使用行為分為虛擬社交、

資訊性、休閒娛樂及虛擬情感四種。 
 
但上述的分類方式多是研究者主觀加以歸類，比較嚴謹的方式是像魏心怡

（2001）使用因素分析，將網際網路使用依用途分為四種：1.資訊流通：包括使

用新聞討論區/論壇（newsgroup）發表意見，搜集產品/服務的資訊等等；2.人際

交往：包括網路聊天、傳送 E-mail 等等；3.課業研究：下載課業或研究需要的文

件；4.娛樂：看色情網路、玩電玩、下載軟體。 
 

另一種簡單的分類方式則是看使用時「是否有連上網路」。例如 Cai（2005）

將電腦的使用以型式分為「離線使用」和「連線使用」。其中離線使用包括：文

書處理、資料數據處理（data processing）、光碟遊戲、電腦遊戲、聽 CD 音樂及

其他；連線使用的種類較多，包括：使用 E-mail、聊天（例如 ICQs、Instant 
Messengers、MUDs），觀看特定的網頁、隨意瀏覽網頁、編寫網頁或程式、線上

交易、線上音樂、線上影片、連線遊戲及其他。 
 
從 Cai（2005）的研究可以發現，這樣的分類雖然容易，但和條列式一樣流

於零碎，但有助於我們理解電腦使用型態的基本差異。有些使用型態是僅是離線

使用，例如文書處理和資料處理，有些則是一定要連線，例如 E-mail、聊天和瀏

覽網頁，有些可能離線也可能連線，例如遊戲、聽音樂及看影片。而 Cai 的分類

也有助於檢視一些國內研究，例如朱錦鳳（1997）、施香如（1998）和王秀燕（2002）

在研究中採用「電腦網路使用」一詞，但實際上研究所指涉的僅是連線使用，未

探討離線使用的部份，若不仔細分辨，可能會對研究的解釋有所偏誤。而許多研

究裡看到的「網路使用」一詞，其意義等同於連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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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限於變項來自 TEPS，無法重新切割或整理，所以參考上述研究將

變項加以命名。本研究將「傳收電子郵件、交網友、上 BBS」命名為「人際取

向活動」；「做作業、上網收集資料、閱讀電子報」命名為「學習取向活動」；「玩

電動、聽音樂、看 VCD」命名為「娛樂取向活動」。而從變項的內容可以發現，

人際取向活動的使用型態一定是連線，學習取向活動和娛樂取向活動的使用型態

可能連線也可能離線。 
 
電腦使用時間 

電腦使用時間和使用頻率有關，但不等同於使用頻率，使用頻率只是做簡單

的分類，在使用時間的計算上並不夠精確，甚致可以說有點粗糙。像是朱錦鳳

（1997）分成「未曾使用、很少使用、有時使用、經常使用」；Harris（1999）

分成「很少使用、每月使用一到兩次、每週一到兩次、每天使用一次、每天使用

超過一次」；Hedges 等人（2000）分成「從未/很少使用、一月一次或兩次、一週

一次或兩次、幾乎每天使用」；Johnson（2000）則是分成「每週至少使用一次、

每週使用不滿一次」。 
 

電腦使用時間常見的計算方式可以分成兩種，第一種是把一個概括的時間做

選項讓受試者選填。像徐昊杲、蔡國強、李榮東和林俊雄（2001）將電腦使用時

間分成「每週使用 6 小時以內、6 至 12 小時、12 至 18 小時、18 小時以上」；

梁朝雲（2001）分成「每天使用 1 小時以下，1-4 小時，4-9 小時、9 小時以上」；

Rocheleau（1995）分成「每學期使用超過 10 小時、每學期 10 小時以下」兩種；

Attewell 等人（2003）分成「每週 8 小時以下、每週超過 8 小時」兩種。這樣的

分法可以精細也可以粗糙，視研究的需要而定。 
 

第二種常見的方式是受試者以數字方式填入時間，像是謝龍卿（2004）、

Anderson（1999）、Ho 和 Lee（2001）以及 Cai（2005）。但若仔細區分，還可分

為問卷式和日誌式，問卷式就如同一般問卷調查，受試者在正式的場所填寫問

卷，像是謝龍卿、Anderson 以及 Ho 和 Lee 就屬問卷式；日誌式則是由受試者將

研究者設計的日誌帶回家，依實際使用的情況加以填寫，Cai 就屬於日誌式。由

受試者直接填寫時間的方式，對於使用量化方式的研究者相當方便，變項不需再

經過任何的處理。 
 
和電腦使用型態一樣，本研究受限於變項來自 TEPS，無法自由設計。本研

依 TEPS 的選項，將電腦使用時間分成五個程度：「很少或沒有、每天使用不到

1 小時、每天使用 1 到 2 小時（不含 2 小時）、每天使用 2 到 3 小時（不含 3 小

時）、每天使用 3 小時以上」。若從上述討論來看，是屬於常見方式的第一種，讓

受試者選填一個概括的時間，但由於是以「天」為單位，非以週、月或學期為單

位，算是相對精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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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的國內外研究 

針對一般網友的電腦使用調查 
根據我國交通部統計處 1999 年的調查，網路使用者每天上網的比例最高

（26.1%），其次為一週一次（20.9%），再其次為二至四天一次（19.6%）；上網

時間方面，每週上網以二小時至未滿五小時者最多（24.1%），其次為一小時至未

滿二小時者（20.1%）；網路使用的目的以瀏覽資訊為最多（80.8%），其次為使

用線上資料庫、軟體（27.6%），再次則為聊天、交友、玩線上遊戲（26.2%）及

通信（21.7%）；使用的功能以 WWW 使用率最高（62.5%），Email 的使用率居

次（48.3%），BBS 排名第三（29.0%）（轉引自梁朝雲，2001）。 
 
交通部統計處的資料略顯久遠，而蕃薯藤每年都會進行「臺灣網路使用調

查」，至 1996 年至 2004 年已進行九次，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到臺灣網友電腦及網

路使用的變化情況。臺灣網友電腦使用的主要類型以上網為最多，且有逐年增加

的趨勢，至 2004 年為止，有將近一半的使用者，最常用電腦來上網；而電腦使

用的第二大類則為文書處理，約有二成的使用者最常使用；而由於電腦的應用從

企業逐漸普及到家庭，也可以發現作業管理和編寫程式這類較專業的使用，占所

有電腦使用者的比例，有下降的趨勢；另外，玩電腦遊戲的使用比例則忽高忽低，

不過也都保持在 5%到 10%左右（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蕃薯藤臺灣網路使用調查：電腦使用的主要型態1

電腦使用型態 1996 1998 1999 2000 2002 2004
文書處理（%） 22.41 26.9 26.6 22.3 20 22
玩電腦遊戲（%） 11.4 9 6.3 4.9 6 10
使用網際網路（%） 35.14 44.2 43.9 41.3 53 48
編寫程式（%） 5.87 4.3 7.3 5.4 4 2
閱聽多媒體出版品（%） 1.97 0.9 0.8 0.7 1 8
通信（%） 5.54 3.1 7.3 12 7 /
作業管理（%） 16.6 5.3 5.1 7 6 7
其他（%） 1.48 0.9 5.2 / 3 3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蕃薯藤（1996-2004）。臺灣網路使用調查：一般電腦及

網路行為。2005 年 10 月 4 日，取自 http://survey.yam.com/。 
 
而電腦使用型態中，使用網際網路占了一半，而其中又以那些型態最常見？

蕃薯藤的調查也給我們一些線索。我們可以發現從 2001 年到 2004 年，「使用搜

                                                 
1 1997、2001、2003 年的資料該網站連結遺失，2000 年「其他」一項標示不明，2004 則沒有通

信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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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引擎搜尋資料」和「收發 Email」占的比例最大，各約二到三成之間；而「閱

覽各種網路資訊內容」則排第三名，約一成多；「下載軟體」呈現微幅下降，「線上

購物」、「聊天、交友」和「玩線上遊戲」則呈現微幅上升，其中又以「線上購物」

增加比例最大（如表 2-3 所示）。 
 

表 2-3  蕃薯藤臺灣網路使用調查：網路使用的主要型態2

網路使用型態 2001 2002 2003 2004
線上購物（%） 0.8 1 2 6
下載軟體（%） 7.7 7 5 6
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料（%） 28.8 28 27 23
閱覽各種網路資訊內容（%） 10.9 16 18 13
運用生活休閒服務（%） 7.4 3 4 3
使用線上資料庫（%） 3.8 5 3 2
金融理財服務（%） 2.3 2.4 3 2
使用多媒體影音資訊（%） 1 2.6 1 1
尋找醫療保健資訊（%） 0.6 1 0 0
玩線上遊戲（%） 4.1 5 6 6
聊天、交友（%） 3 5 5 6
瀏覽成人網站（%） 0.5 1 0 0
收發 Email（%） 21.8 17 20 30
用網際網路發手機簡訊（%） 0 0 0 0
找工作（%） 1.2 1 0 0
線上教育學習（%） 1.2 0 1 0
網路行銷活動（%） 0 0 1 1
下載 mp3（%） 0.9 1 1 1
使用網路電話（%） 0.1 0.1 0 0
其他（%） 0.5 1 1 1
Total（%）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蕃薯藤（2001-2004）。臺灣網路使用調查：一般電腦及

網路行為。2005 年 10 月 4 日，取自 http://survey.yam.com/。 
 
若比較 2000 年以前和 2001 年以後的網路使用型態，可以發現網路使用型態

的內涵雖然有些變動，但大多是將原有的使用型態加以延伸或收斂成新的型態。

例如原本 1996 年的「聊天交友」，到 1998-2000 年細分為「Chat、Instant Messenger、
Telnet」，2001-2004 年又變回「聊天交友」；瀏覽 WWW 也依其目的，而有越分

越細的現象。從蕃薯藤的調查，一般網友的電腦使用型態主要有「使用網際網

路」、「文書處理」及「玩電腦遊戲」等等，網路使用型態主要有「使用搜尋引擎

                                                 
2 2000 年以前和 2001 年以後的調查選項不同，不易放在同一表格比較，故僅列出 2001 年之後 

 16



搜尋資料」、「收發 Email」及「閱覽各種網路資訊內容」等等。 
 
至於電腦及網路使用時間，在蕃薯藤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到「雙峰分配」的情況

（如表 2-4，表 2-5 所示）。不管是電腦或網路的使用時間，占所有網路使用者的比

例，集中在每週 15 小時以下和 51 小時以上，雖然使用時間 15 小時以下的約占一

半左右，但 51 小時以上的比例高達 10%以上，這也顯示為何「網路成癮」成為一

項受人關注的議題。 
 
從交通部和蕃薯藤的調查，可以對一般網友電腦使用有概括的了解，但學生主

要的使用型態及時間是否和一般網友相同，則有待進一步確認。接下來我們透過其

他研究來檢視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和未入學幼兒的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 
 
 
表 2-4  蕃薯藤臺灣網路使用調查：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間3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5 小時（含）以下（%） 11 13.6 11.8 11 11.4 12 16 24
6-10 小時（%） 19 21.3 19.7 17.1 17.1 15 21 17
11-15 小時（%） 18 17.5 16.7 14.1 14 13 10 9
16-20 小時（%） 10 9.2 9.0 7.4 7.7 7 7 6
21-25 小時（%） 10 8.6 8.3 7.9 6.2 9 5 5
26-30 小時（%） 6 5.7 5.6 4.5 6.5 5 6 6
31-35 小時（%） 6.0 5.7 5 5 4
36-40 小時（%） 4.8 4.6 5 5 4
41-45 小時（%） 6.1 5 6 3 5
46-50 小時（%） 3.8 3.7 3 4 4
51 小時（含）以上（%）

26 24.2 29

17.2 18.2 20 18 16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蕃薯藤（1997-2004）。臺灣網路使用調查：一般電腦及

網路行為。2005 年 10 月 4 日，取自 http://survey.yam.com/  
 

                                                 
3 1996 年記載方式不同，天天用 57.29%；經常用 30.94%；偶爾用 10.66%；從來沒用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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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蕃薯藤臺灣網路使用調查：每週平均使用網路時間4

 1996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5 小時（含）以下（%） 54.15 37.1 30.6 25.8 13.8 14 15 21
6-10 小時（%） 24.12 27.2 25.8 21.6 18.4 17 19 16
11-15 小時（%） 14.0 14.8 14.8 16.4 15 12 11
16-20 小時（%） 

13.59 
7.1 8.4 10.3 9.5 10 10 9

21-25 小時（%） 4.5 5.8 6 9.3 12 7 8
26-30 小時（%） 2.8 3.5 5.3 7.3 6 9 8
31-35 小時（%） 3.6 6.0 4 6 4
36-40 小時（%） 2.6 3.3 5 4 4
41-45 小時（%） 3.9 4 2 3
46-50 小時（%） 1.9 2 3 3
51 小時（含）以上（%）

8.14 
7.4 11

10.1
10.3 10 13 12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蕃薯藤（1996-2004）。臺灣網路使用調查：一般電腦及

網路行為。2005 年 10 月 4 日，取自 http://survey.yam.com/  
 
針對大學生的電腦使用調查 

朱錦鳳（1997）調查東吳大學一至四年級 148 名學生的網路使用，發現在使

用頻率上，「資料查詢」的使用頻率大於「BBS」的使用頻率又大於「E-Mail」
的使用頻率。朱錦鳳的調查樣本僅限單一大學，事實上無法推論到其他大學生，

況且也不包含離線的電腦使用，無法窺見大學生電腦使用的全貌。 
 
郭欣怡和林以正（1998）則研究一般大學生電腦及網路使用，發現僅 1.6%

未曾使用電腦。而電腦使用主要從事的活動，以網際網路（41.31%）為首，其次

為文書處理（29.34%）與通信（13.23%）；在網路使用的功能方面，則以 BBS
（41.36%）為主要、其次為 WWW（36.11%），再其次為 Email（16.91%）。郭欣

怡和林以正將網路最常進行的活動分成三類：1.抓取軟體、學習、閱讀新聞、運

用線上資料庫；2.生活休閒資訊、玩線上遊戲、聊天交友、通訊；3.購物、上成

人網、工作、其他。結果發現社交休閒組占了 60.73%，學習組占了 37.68%，表

示大學生主要網路使用還是以社交休閒為主。 
 
游森期（2001）整理相關文獻，並依其研究目的，將網路行為分為九種：電

子郵件、瀏覽全球資訊網（WWW）、聊天室、ICQ、電子佈告欄（BBS）、網路

遊戲、檔案傳輸（FTP）、電子商務、色情網站及網路賭博。其中大學生最常使

用的是 WWW（25%）和 BBS（25%），最少使用的是網路購物（1%）和網路賭

博（1%）。游森期的研究還發現大學生平均上網時間每天為 164 分鐘，但網路成

                                                 
4 1997 年的資料該網站連結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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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高危險群每天上網時間較長，約 327.57 分鐘，而一般網路使用者每天上網只

有 141.08 分鐘。 
 
朱麗麗（2004）和朱錦鳳（1997）的研究有相同的缺點，僅針對單一大學調

查，且人數更少。朱麗麗調查國立臺北大學教育學程 41 名學生及國立體育學院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學生 64 名學生網路使用的情況。發現大學生常見的網路使用

行為，排名前二的是 Email 或 WWW，總和高達 70.1%，其次為 BBS、ICQ 或其

他交談工具、下載及連線遊戲。朱麗麗還將受試者的網路使用時間分為低、中、

高三種強度。每週使用低於 10 小時者為低度使用者，每週高於 35 小時則為高度

使用者，介於中間則為中度使用者。 
 

Anderson（1999）調查美國八所大學的大學生的網路使用情況，發現平均每

位大學生每天使用網路 100 分鐘，而上網時花最多時間在瀏覽 WWW（39 分鐘/
天），其次是 E-mail（35 分鐘/天），再來是遊戲（8 分鐘/天）、聊天（7 分鐘/天）、

網路活動（5 鐘/天）、FTP（4 分鐘/天）和 MUD（1 分鐘/天）。在 Anderson 的研

究中，重度網路使用者被定義為每天使用超過 400 分鐘。 
 
Cai（2005）的研究調查了 161 位美國中西部的大學生，和前面採用問卷的

方式不同，該研究由受試者自己用研究者設計的日誌填寫使用各種媒體的時間。

Cai的研究會強迫受試者某幾天不能使用電腦，藉以觀察其他媒體5使用時間的變

化。在一般的日子裡，大學生每天使用電腦約四小時（233 分鐘），其中線上使

用占了一半以上（125 分鐘）。 
 
Cai 進一步區分重度電腦使用者（每天使用電腦 235 分鐘以上）和輕度電腦

使用者（每天使用電腦 115 分鐘以下）；重度連線使用者（每天使用網路 135 分

鐘以上）和輕度連線使用者（每天使用網路 57 分鐘以上）；重度離線使用者（每

天離線使用電腦 120 分鐘以上）和輕度離線使用者（每天離線使用電腦 31 分鐘

以下）。在區分了不同電腦使用者後，其他媒體使用時間就產生了顯著差異，重

度電腦使用者在電視遊樂器、音樂 CD、電話及娛樂用書所花的時間較輕度電腦

使用者多；重度線上使用者則在電視遊樂器、音樂 CD、電話及閱讀報紙上所花

的時間較輕度線上使用者多；重度離線使用者則僅在娛樂用書所花的時間較輕度

離線使用者多。這說明了重度使用者在某些媒體的使用時間上會花較多的時間。 
 
綜觀以上研究，可以發現大學生的電腦使用型態以連線使用為主，而連線使

用中又以瀏覽 WWW、BBS 和 Email 最多，只是排名先後順序受到不同調查樣

本影響而有差異；而大學生的電腦使用時間平均來說每天約在 4 小時上下，其中

                                                 
5 這裡指的其他媒體包括：電視、錄影機、電視遊戲器、電影、廣播、音樂CD、報紙、雜誌、

電話、學校用書、娛樂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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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線的網路使用約在 2 小時上下，但何謂「重度使用」的定義國內外的研究並不

一致，除游森期（2001）以網路成癮量表分數做為客觀的區分標準外，其他研究

多為研究者主觀定義。 
 
針對中學生（專科、高中職、國中）的電腦使用調查 

施香如（1998）調查北區高中職的家長，家長認為他們的孩子（中學生）網

路使用頻率以一天一次最多，而約有各三成的中學生使用一次時間在一小時或兩

到三小時。但從家長的觀點來看孩子，無法反應孩子的真實行為，家長並不是

24 小時都在孩子身邊觀察他的使用情況。 
 
徐昊杲等人（2001）則用線上問卷的方式，調查臺灣五年制專科學校一、二

年級學生電腦使用情形，總計有 29 所學校填答，有效問卷 3417 份。徐昊杲等人

調查發現，專科學校學生大多會使用兩種以上作業系統，四種不同的應用軟體。

在電腦使用時間上，依人數比例多寡依序是：每週使用 6 小時以內最多（52.2%），

6 至 12 小時次之（21.6%），18 小時以上再次之（12.7%），12 至 18 小時最少

（8.0%）；而在電腦主要用途上，依序是做功課、上網、看影片及玩電動、上

BBS 五項；在網路使用用途上，依序是 Email、下載檔案、瀏覽網頁、線上聊天

及玩電動。 
 

孫曼蘋（2001）是少數不用問卷的研究，而採用焦點團體與深度訪談的質化

方法研究北區高中職生家用電腦使用的情況。焦點團體對談的對象有四個學校：

臺北市公私立高中各一所，私立高職一所及桃園公立高中一所。焦點團體對談結

束之後，孫曼蘋再選擇七個家庭進行深度訪談，深度訪談的對象在性別、社經地

位、父母教育及職業力求均衡。孫曼蘋將青少年電腦使用分成普通型使用者、實

用型使用者及沈溺型使用者。普通型和實用型的青少年只是將電腦當成生活的一

部份，會用於遊戲，也會用於課業，而沈溺型的青少年則是花很多時間在電腦上，

但並非全是娛樂，也是有花很多時間在寫程式。 
 

吳雅玲（2003）以臺灣地區公私立高職學生為母群體進行調查，她將臺灣分

成北、中、南、東四個區域，每區隨機抽取兩校，每校一到三年級各取一班，得

有效問卷 824 份。該研究發現高職學生每週上網時數有兩個高峰，1-5 小時之內

最高，佔 41.3%，另一高峰為 15 小時以上，占 20.3%。吳雅玲還將網路使用行

為分為虛擬社交、資訊性、休閒娛樂及虛擬情感四種，其中使用比例以「資訊性」

最高，「休閒娛樂」次之，「虛擬社交」再次之，而休閒娛樂和虛擬社交這兩類

的使用行為，往往伴隨著較高的上網時數。 
 
謝龍卿（2004）以臺灣中部地區 12-18 歲的國高中職 954 位青少年為樣本，

調查其網路行為及網路成癮之間的相關。發現青少年平均每天網路使用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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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6 分鐘，而花費最多時間的使用型態為電子郵件、網路遊戲和 WWW，而網

路遠距學習課程平均僅有 12.21 分鐘，不及全部使用時間的五分之一。從謝龍卿

的研究可以發現，使用網路學習顯然不受中學生青睞。 
 
Harris（1999）採用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

的資料，從中篩選出 1995 年英國九年級學生的樣本 450 個，從性別的角度出發，

分析其家庭的電腦使用。在 Harris 的研究中，英國中學生的電腦使用頻率最多是

「每週一到兩次」（28.1%），其次是「每天使用一次」（22.6%）及「很少使用」

（24.1%），最後是「每天使用超過一次」（10.7%）及「每月使用一到兩次」

（11.9%）。而在電腦使用的時間上，男女性的差異並不顯著。比例最高的是每次

1-2 小時，占將近 50%，其次是少於 1 小時，約占 30%，第三多是 2-3 小時，約

占 15%，而 3-4 小時和 4 小時以上都占不到 5%。在電腦使用的型態上，男女最

常使用電腦的型態都是玩「遊戲/冒險」（games/adventures）和「文書處理」（word 
processing），但比例略有不同。 

 
Ho 和 Lee（2001）調查 2110 位香港青少年（研究裡的青少年指的是香港學

制裡 Form1、Form3 和 Form5 的學生，相當於臺灣國一、國三和高二）的電腦使

用。在電腦使用型態上，以玩遊戲最高（68.9%），其次是做功課（61.7%），再

其次是瀏覽網路（57.3%），最後則是聊天（46.7%）；在電腦使用時間上，該研

究發現香港的青少年平均每天使用 2.5 小時的電腦， 其中 Form1 學生的電腦使

用時間相對較少，Form3 和 Form5 在使用時間上沒有差異。 
 
Yang（2001）採用叢集抽樣的方式調查南韓 Busan 市 1296 位 12-19 歲的中

學生，發現南韓中學生電腦使用時間在平日平均為每天 1.24 小時，但假日平均

為每天 2.06 小時。而在電腦使用的型態方面，使用比例依次為玩遊戲（70.5%）、

聊天（11.6%）、學校相關活動（8.1%）、檔案下載（6.8%）、新聞群組（2.1%）

及其他（0.9%）。Yang 進一步將電腦使用者依量表分數分為輕度使用者（Minimal 
users）、適度使用者（Moderate users）及過度使用者（Excessive users），發現輕

度使用者比起適度和重度使用者，明顯地較常使用電腦來做跟學校相關的活動。 
 
Yang、Choe、Matthew、Lee 和 Cho（2005）再調查南韓 Busan 市 328 位 15-19

歲的中學生，發現南韓中學生網路使用時間在平日平均為每天 0.8 小時，但假日

平均為每天 1.6 小時；而在網路使用的型態方面，使用比例依次為玩虛擬遊戲

（72.1%）、聊天室活動（12.3%）、學校相關活動（7.1%）、檔案下載（5.2%）、

新聞群組（1.9%）及其他（1.4%）。Yang 等人進一步將網路使用者依量表分數分

為輕度使用者（Minimal users）、適度使用者（Moderate users）及過度使用者

（Excessive users），發現不同程度的網路使用者在網路使用時間上有顯著差異。 
 

 21



Jung、Kim、Lin 和 Cheong（2005）研究探討社會環境對青少年網路連結度

（internet connectedness）的影響，研究者採用自編的「網路連結指數」（Internet 
Connectedness Index, ICI）調查首爾 456 位、新加坡 462 位及臺北市 385 位共 1303
位中學生。Jung 等人的研究發現中學生的網路使用型態，使用 E-mail 占 89%、

聊天占 68%、網路遊戲占 69%。而使用型態對青少年的重要性來講，最重要的

是 E-mail，其次是聊天和網路遊戲。 
 
Hunley 等人（2005）同時採用問卷及日誌的方式搜集美國 Ohio 西南方 101

位 10 年級學生的電腦使用情況。研究發現電腦使用類型在比例上依次為：瀏覽

網頁（79%）、玩遊戲（60%）、閱讀新聞（55%）、搜尋資訊（51%）、電子郵件

（51%）、聊天（49%）、其他（30%）、文書處理（20%）及購物（8%）。 
 
比起大學生來說，針對中學生的調查橫跨更多國家，所調查的樣本數也較

大，但不同研究的結果卻相當一致。中學生電腦使用型態多為玩遊戲、瀏覽網路

和聊天，使用電腦來學習的比例在不同研究裡差異頗大；而電腦和網路使用時間

約為大學生的一半，分別為 2 小時和 1 小時左右。 
 
針對小學生及未就學兒童的電腦使用調查 

Attewell 等人（2003）選擇 1997 年 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資料庫分析 1680 位 4 到 13 歲的美國兒童。分析結果發現，4-13 歲的兒童平均每

週花 3 小時使用電腦來玩遊戲，但只用 0.5 小時使用電腦來學習。而每週使用電

腦時間 8 小時以下，其閱讀時間還比完全沒用電腦的兒童顯著的多，運動時間和

看電視時間則沒有顯著差異；若每週使用電腦時間 8 小時以上，運動的時間才會

比完全沒有使用電腦的兒童顯著的少，而閱讀時間和看電視時間則沒有顯著差

異。所以每週使用電腦 8 小時以下者，電腦使用時間並未取代其他活動的時間。

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每週使用超過八小時的兒童只有 2%。 
 
Sharon 等人（2004）採用美國幼兒園的資料庫分析幼稚園到小學一年級的學

校電腦使用情況。該研究發現，學生在教室內使用電腦的情況，以練習語文和數

學的情況最多，遊戲只排第三順位，這暗示著在大人的引導下，學生使用電腦來

學習的情況才會提升。 
 
從 Attewell 等人（2003）和 Sharon 等人（2004）的研究可以發現，小學生

和學齡前的幼兒在教室內和家裡的使用型態不盡相同，在教室內以學習為主，在

家裡以遊戲為主；而小學生和學齡前幼兒的電腦使用時間約是中學生的一半，平

均每天約 1 小時上下，這顯示當學生年齡越高，電腦使用時用的時間也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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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不同就學階段的電腦使用調查 
梁朝雲（2001）受青輔會委託，調查臺灣地區 12-25 歲的青少年（國中生、

高中職生和大學生）網路使用的情況，該調查回收全部有效問卷 2147 份，其中

國中 719 份、高中 715 份及大學 713 份。梁朝雲發現大學生在 Email、WWW 及

BBS 的使用上都較國高中熱衷，花比較多的時間在網路活動上，而整體青少年

最常上網從事的活動是：線上遊戲、搜尋資料、瀏覽娛樂及交友聊天。有高達四

分之一的大學生經常上網玩線上遊戲，而國中生亦不在少數。 
 
郭良和卜衛（2001）調查在北京、上海、廣州、成都及長沙五城市青少年（小

學生、國中生及高中生）網路使用情況。在用戶總體中，國中生所佔比例最高，

為 42%，其次是小學生和高中生。調查報告顯示，近 80%的青少年用戶從 1999
年開始使用網路，青少年平均每週上網時間為 212 分鐘。而有超過 50%的青少年

使用網路遊戲（62%）和聊天室（54．5%），其次是使用電子郵件（48．6%）。 
 
陳冠名（2004）調查臺灣高雄縣市和屏東市青少年（國中生、高中職生和大

學生）的網路使用和網路沈迷情況，其中國中生有效問卷 448 份，高中職生 456
份及大學生 295 份，計共有效問卷 1199 份。研究發現青少年每週平均上網時間，

國中生為 9.98 小時（標準差為 10.34）；高中職生為 13.50 小時（標準差為 12.69）；

大學生為 21.06 小時（標準差為 13.58）。從上網活動所花的平均時間來看，國中

生及高中職生以連線遊戲最多，分別為 4.24 及 5.08 小時，而大學生則以聊天及

資訊查詢最多，分別為 5.7 及 5.03 小時。全體青少年花最多時間的上網活動以「連

線遊戲」及「聊天」為主，分別是 4.09 及 2.93 小時，再來是資訊查詢、電子郵

件、閱讀、下載及成人網，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變異情況很大。 
 
陳冠名（2004）進一步使用變異數分析，發現國中階段的學生使用連線遊戲

的比例高於大學生，但和高中生沒有差別；國中生使用資訊查詢和電子郵件的比

例低於大學生和高中生；國中生使用聊天、閱讀和下載的比例低於大學生，但和

高中生沒有差別。 
 

Giacquinta 等人（1993）在 1984-1986 年間，針對 77 個家庭長達三年的質化

研究，發現孩童缺少教育性電腦使用，玩遊戲是最主要的電腦使用。而孩童在家

不使用電腦學習，主要的社會原因素是：家長不鼓勵也不協助、學校不強調、同

儕及兄弟姐妹不支持。而家長（主要是母親）不鼓勵也不協助的原因有三個：缺

乏使用的意願、欠缺評估適當教育軟體的知識、學校和家庭及軟硬體製造者和家

庭都缺乏溝通。 
 
Giacquinta 等人（1993）發現美國有 79%家庭使用電腦玩遊戲，僅有 46%的

孩童有學術性電腦使用，主要是從事文書處理和程式設計的活動，文書處理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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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電腦當做聰明的打字機，程式設計則是做些學校交待的作業或修改遊戲。

Giacquinta 等人認為，雖然教育性電腦使用確實在家庭裡發生，但出現時多是不

嚴肅或不持續的使用。而教育軟體失寵的原因，在於教育軟體本身無法引起孩子

的動機，孩子們認為教育軟體愚笨且無聊，反覆練習且無挑戰性，內容重覆性太

高。僅有少部份的孩子認為教育軟體促進了他們的學習，像是提升寫作能力及程

式設計。 
 
Turow（1999）在 1998 年 11 月，採用電話調查的方式了解美國 1102 位家長

對網路的看法，這 1102 位的家長家裡必需有 8-17 歲的孩子以及至少一台可以使

用的電腦。Turow 發現若孩子的年齡為 8-12 歲，家長認為孩子常見的網路使用

行為依次是：玩遊戲或猜謎（32%）、做功課（27%）、做研究（26%）、電子郵件

（18%）、瀏覽網頁（12%）及聊天室（11%）；若孩子的年齡為 13-17 歲，家長

認為孩子常見的網路使用行為依次是：做功課（38%）、電子郵件（28%）、聊天

室（25%）、做研究（22%）、玩遊戲或猜謎（14%）及瀏覽網頁（12%）。 
 
在跨越不同就學階段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在不同就

學階段有差異。在電腦使用型態方面，對於中學生來說，使用電腦玩遊戲的比例

較高，但對於大學生來說，遊戲已經無法吸引他們注意，反而是資訊查詢和聊天

成為大學生主要的電腦使用型態；在電腦使用時間方面，就學階段越高，電腦使

用時間越長，這可以和之前的文獻交互印證，就學階段和電腦使用時間是有正相

關的。 
 

三、文獻的發現 

有關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文獻的發現，研究者將討論集中在本研究的對

象「國中生」身上，但研究者要提醒的是，不同就學階段的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

時間是有差別的，不可將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一概而論。 
 

（一）國中生的電腦使用型態 
不論是在臺灣、中國大陸、香港、南韓、新加坡、英國或美國，相當於國中

生年齡的電腦使用型態前三名多是玩遊戲、瀏覽網路和交友聊天，只是順序有些

不同，E-mail 也是常見的使用型態，但名次通常在中間，但當只調查網路使用時，

排名就會比較前面。 
 
與學習功課相關的使用型態則是呈現兩種情況，部分研究發現學習取向的使

用型態排名很前面（徐昊杲等人，2001; Ho & Lee, 2001; Turow, 1999），但有相當

數量的研究，都顯示與學習相關的使用型態並不受歡迎（郭良、卜衛，2001；謝

龍卿，2004; Giacquinta et al., 1993; Yang et al., 2001; Yang et al., 2005）。這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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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可能和研究者的定義不同有關。 
 

（二）國中生的電腦使用時間 
在電腦使用時間方面，國中生平均每天電腦使用時間約在 2 小時上下，而使

用網路的時間約在 1 小時到 2 小時之間，但不同國家有些許差異。而不同就學階

段的使用時間也有差異，比起高中生和大學生來說，國中生的使用時間比較少，

但國中生和大學生差異較大，或許這和國中生大多待在學校，不像大學生自由時

間較多有關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時間只看平均數並不能反應確切的使用狀況，因為

其中個別差異很大，反應在統計的指標上就是標準差，例如陳冠名（2004）的研

究中，國中生平均每週網路使用時間為 9.98 小時，但標準差卻達 10.34。 
 

（三）特定電腦使用型態的使用時間較長 
事實上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是密不可分的，國中生離線使用中以遊戲使

用花較多時間，連線使用則以遊戲和聊天花較多時間。許多研究者認為主要因素

和「互動性」有關，互動性越高，使用時間越長，也越容易變成所謂的沈迷或成

癮（游森期，2001；謝龍卿，2004; Giacquinta et al., 1993）。 
 
學習相關的使用時間往往較少。像孫曼蘋（2001）發現普通型和實用型的青

少年只是將電腦當成生活的一部份，會用於遊戲，也會用於課業，和沈溺型的青

少年不同；Yang（2001）也發現輕度使用者比起適度和重度使用者，明顯地較常

使用電腦來做跟學校相關的活動。這都可以看出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之間有一定

的關係，顯然學習相關的使用不像遊戲和聊天，可以讓學生「廢寢忘食」或「焚

膏繼晷」。 
 

參、電腦使用型態、使用時間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 

在 Giacquinta 等人（1993）的研究裡，提到有關「教育性電腦使用」（educational 
computing）和「學術性電腦使用」（academic computing）的概念。前者著重在電

腦的教育用途，像是培養電腦素養、程式設計、文書處理、教育傳播及學業教導；

後者則是指使用電腦來發展有關閱讀、數學及社會學的知識及技能。若要探討電

腦使用與學習成就的關係，顯然「學術性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最為相關，而「教

育性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也有一定程度的關係。 
 
在前述有關電腦使用型態的探討裡，「學習取向」的電腦的使用型態較接近

Giacquinta 等人（1993）提出教育性和學術性電腦使用的概念，可以想見對學習

成就的影響應該是正面的，而「人際取向」和「娛樂取向」的使用型態對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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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影響可能是沒有或是負面的，但這需要更多研究加以證實，也就是接下來要

探究的。 
 
電腦使用型態可以透過與學習成就的相關性，來建立邏輯上的連結。而電腦

使用時間除了可從與學習成就的相關性來看外，還可以從「互斥性」來探討使用

時間與學習成就。Cai（2005）認為電腦使用時間有「替代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s），替代效應重要的基礎特徵是「零和的」（zero sum），也就是說電腦使用

時間的增加，會導致其他活動時間的減少。Cai 的看法和 Attewell 等人（2003）

的看法相同，Attewell 等人認為電腦之所以影響學習成就，是因為電腦使用排除

了其他具教育意義的活動。 
 
換言之，我們可以想像，學生使用電腦從事學習相關活動的時間越長，學習

成就可能越佳；而學生使用電腦聊天或玩遊戲的時間越長，學習成就可能越差，

這到不見得是因為聊天或玩遊戲有害學習成就，而是聊天和遊戲時間排除了學習

或與學習有關的活動時間，而造成學習成就的下降。 
 
電腦使用型態和學習成就的相關性，以及電腦使用時間的和學習活動時間的

互斥性，都是研究者在解釋和瞭解電腦使用型態、電腦使用時間和學習成就之間

的關係所必需小心注意的。接下來研究者將依研究方法的不同，探討國內外電腦

使用型態、電腦使用時間和學習成就相關的文獻，並加以歸納和反省，藉以做為

本研究之指引。 
 

一、相關的國內外研究 

採用後設分析的相關研究 
Ryan（1991）採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分析四十篇有關國小學校教室

電腦使用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係，發現電腦使用對學習成就的效應量（effect 
size）達.309，中位數是.296，信賴區間是-.482 到 1.226。Ryan 後設分析的最大

缺點，就是沒有考慮其他變項的影響，例如社經地位、性別、使用型態及使用時

間等，僅考慮「是否使用電腦」和「學習成就」。且從信賴區間的觀點視之，電

腦使用與學習成就之間的相關有正有負，沒有具體的結論。 
 

採用準實驗法的相關研究 
Miller 和 McInerney（1995）是少數使用準實驗法的研究者，他們將美國加

州兩所學校的四五年級學生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有 142 位學生，研究者

提供實驗組每個家庭電腦、印表機、相關軟體和網路供其學習使用；而對照組則

是沒有這些設備，但位於同一學區另一所學校的 147 位學生。Miller 和 McInerney
用標準化測驗評量其學習成就，而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實驗開始前的基本資料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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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不單是閱讀、語言和數學成就沒有差異，在性別比例、社經地位和認知能

力也是相同。但研究發現一到兩年之後，實驗組學生的閱讀、語言和數學成就上

與自己相比雖然增加，但與對照組相比則無顯著提升，甚致還有些微負面影響；

而性別在學習成就上雖有不同，但與實驗無關，因為是差異是發生在對照組，而

非實驗組。 
 
Miller 和 McInerney（1995）自我檢討實驗為何產生如此令人意外的情況？

認為可能有三點理由：1.樣本數量太小且未隨機分配，不是完美的實驗設計；2.
對照組的前測成績呈現的高變異性（high variability），影響了統計的分析；3.許
多未知的變項對學習成就產生影響，例如教師。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 Miller
和 McInerney 的研究未說明學生如何使用電腦也是一大問題，縱使學生擁有電

腦，但是否常常使用，以及用來從事何種活動，Miller 和 McInerney 和研究中都

未交待，這也是可改進之處。 
 
另一個採用準實驗法的是 Siegle 和 Foster（2000）。Siegle 和 Foster 探討筆記

型電腦（laptop）與中學生生物成績的關係。他們將美國 Idaho 州一所鄉村學校

生物課的學生，分成 A 組和 B 組，這兩組學生在前測的生物成績和平均成績沒

有顯著差異，且由同一位老師教導。實驗為期四個學季（quarter），A 組的學生

在前兩個學季可以得到一台筆記型電腦，裡面有稱之為 A.D.M.D.（Animated 
Dissection of Anatomy for Medicine）的多媒體學習軟體和 Powerpoint 報告軟體，

而在第三學季季末時，筆記型電腦則換給 B 組學生，直到第四學季實驗結束為

止。 
 
四個學季中，在第一個學季和第四個學季，A 組和 B 組的生物成績出現顯

著差異。在第一個學季，擁有筆記型電腦的 A 組學生成績比 B 組的學生顯著的

差，Siegle 和 Foster（2000）認為這是因為 B 組學生在實驗之前生物成績就比較

好（雖然未達顯著），而 A 組學生僅拿到筆記型電腦四個禮拜而已；在第二個學

季，兩組學生的成績就沒有差異了，也就是說 A 組學生的成績追上 B 組。第三

個學季，兩組學生依然沒有差異，但在學季末時，A 組的學生將筆記型電腦給予

B 組學生；在第四個學季，B 組的學生成績顯著較 A 組好。因此 Siegle 和 Foster
認為搭配適當軟體的筆記型電腦對於學習成就確有幫助。而 Siegle 和 Foster 比

Miller 和 McInerney（1995）優異之處，在於他們控制了教師這個變項。 
 

採用問卷並搭配訪談或日誌的相關研究 
Tsikalas 和 Gross（2002）研究非營利組織「Computers for Youth」（以下簡稱

CFY）在紐約市的一項計畫。CFY 這個組織免費提供 Brooklyn 和 Harlem 區 89
位 12-15 歲的學生電腦及網路設備，也提供電腦設備給這些學生所就讀學校的老

師，並有專門的人員指導如何使用電腦，計畫中學生有 90%接受免費的營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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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多屬中低階級。這項計畫在 2000-2001 年實施，在施行三到七個月後，Tsikalas
和 Gross 採用問卷調查實施的結果，也請學生在家填寫為其三天的日誌，最後請

學生參與焦點團體的會談。 
 
其研究結果發現在一般電腦使用方面：1.受協助的學生平均每天使用 1.5 小

時的電腦；2.學生受指派使用電腦完成家庭作業，使得電腦使用的時間變長；3.
有連結網路的活動會使得電腦使用時間增加；4.八年級學生比七年級學生使用的

時間較久；5.八年級學生比七年級學生較常使用文書處理；6.女生比男生愛用即

時通聊天。 
 
而該研究歸納電腦對學習的影響有：1.有將近一半（44.2%）的學生認為電

腦幫助學習；2.較多的拉丁裔學生比非洲裔學生認為從電腦中學到東西；3.學生

受指派使用電腦完成家庭作業，會認為自己從電腦中學到東西；4.學生認為電腦

幫助他們更喜歡學校，感覺更有自信和好奇心。 
 
研究者認為 Tsikalas 和 Gross 的研究情境是在特殊的援助計畫裡，有非營利

組織人員的介入，使得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無法釐清，如果只提供硬

體而無軟體，是否仍能達成學業進步的效果？如果直接提供這些弱勢學生家教和

補救教學，是否成效會更好？ 
 
Hunley 等人（2005）也採用問卷及日誌的方式搜集美國 Ohio 西南方 101 位

10 年級學生的電腦使用情況，並把搜集來的資料和學生的學習成就平均分數

（Grade point average, GPA）加以統計分析。在 Hunley 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

電腦使用的總時間、離線使用電腦時間、連線使用電腦時間、使用電腦做功課、

瀏覽網路、文書處理、尋找資訊、閱讀新聞、玩遊戲或電子郵件的時間，和學習

成就平均分數的相關全部不顯著。 
 
Hunley 等人（2005）自我檢討不顯著的原因，認為學生很難在日誌中明確

的記載花在不同電腦活動的總時間，因為學生們有可能同時使用聊天室和瀏覽網

路，這使得日誌登記的結果不夠確實。而研究者認為不顯著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學

習成就採平均分數的關係，這種 GPA 的計算成績方法並非標準化測驗，無法正

確反應學生實際的學習成就。 
 
在國內研究方面，王秀燕（2002）研究臺北縣 963 個國中生網路沈迷的現象，

她定義每週網路使用時間超過 20 小時就算是網路成癮。在王秀燕的研究中，有

高達 57%的國中生認為上網對學習成就不會造成負面影響，另有 67%的國中生

認為上網對學業有幫助。但若國中生每週上網超過 20 小時者，其認為上網對學

習成就不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學生則僅剩 42%，認為會造成負面影響者，則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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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與每週上網少於 20 小時者有顯著差異。 
 
王秀燕（2002）進一步訪談受試者，接受訪談的學生對上網與學習成就的感

覺主要有三點：1.上網時間的長短會影響課業學習，但當課業跟不上時或不在意

的同學則覺得無所謂；2.認為上網之後，課業有變差的情況；3.成績不錯的同學，

對於上網太久造成課業落後有所驚覺，但成績太差的則不會擔心這個問題。 
 
單純採用問卷調查法的相關研究 

本段所稱的問卷調查法，是指該研究採自編問卷，且未配合其他訪談或觀察

的，而這樣問卷調查法以國內研究為主，且大多與網路使用有關。其中研究對象

跨越不同年齡層的有梁朝雲（2001）、陳冠名（2004）和謝龍卿（2004），以大學

生為研究對象的有 Anderson（1999）、游森期（2001）、魏心怡（2001）和黃嘉

宏（2002），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的有薛世杰（2002），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的有

陳怡君（2005），現分述如下。 
 
梁朝雲（2001）受青輔會委託，調查臺灣地區 12-25 歲的青少年，該調查回

收全部有效問卷 2147 份，其中國中 719 份、高中 715 份及大學 713 份。調查發

現大多數青少年認為網路使用對課業不會有負面影響，有 63.7%青少年在「網路

有助於我的課業學習」的問題上填了同意，另外 19.2%的青少年填了非常同意，

僅有不到兩成的青少年認為網路無助於我的課業學習。 
 
另一個同時包含國中生、高中生及大學生的是陳冠名（2004）的研究。他研

究臺灣地區高雄縣市和屏東市青少年的網路使用和網路沈迷情況，發現網路成癮

高危險群和一般青少年，在課業適應上達到顯著的差異，網路成癮高危險群的課

業適應較差，且課業適應和網路沈癮呈現高相關（ 622.=r ），這顯示了生活中越

是課業適應不良者，常常也會是網路沈迷者。 
 
陳冠名（2004）和其他研究不同之處，是他還使用了階層式集群分析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之華德法（Ward’s method），將全體受試者分成八

個集群，其中「定向且無特定心理需求的網路疏離者」及「閱讀資訊蒐集者」這

兩群與課業適應有關。在「定向且無特定心理需求的網路疏離者」類型的網路使

用者每週上網時間平均只有 6.97 小時，低於平均上網時數 14.04 小時甚多，顯示

其對網路成癮的傾向不高，對網路活動不熱衷，具有課業專注的傾向；而「閱讀

資訊蒐集者」類型的網路使用者每週上網平均有 33.89 小時，高出平均上網時數

14.04 小時甚多，這類型使用者人格特質雖不善與人交往，但課業適應不錯，在

心理需求上有明顯的資訊汲取需求，在網路使用行為上有較多的下載、閱讀和資

訊查詢行為。這顯示即使是上網時數較多的學生，但其使用行為以閱讀和蒐集資

訊為主，其課業適應情況仍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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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龍卿（2004）以臺灣中部地區 12-18 歲的國高中職 954 位青少年為樣本，

研究其網路行為及網路成癮之間的相關。謝龍卿將學業成績分成低、中、高三組，

發現學業成績低的組別其網路成癮的比例最高，而學業成績中的組別其網路成癮

比例最低，學業成績高的組別網路成癮的比例居中。雖然學業成績低較容易網路

成癮的這個結果與大多數的研究相同，但卻無法說明為何學業成績高的學生網路

成癮的比例大於學業成績中等的學生，而且謝龍卿在論文中也沒有交待他是如何

區將學業成績分成低、中、高三組。 
 
Anderson（1999）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美國八所大學的大學生的網路使用

情況。他將重度網路使用者被定義為每天使用超過 400 分鐘，但令人驚訝的，根

據學生的自陳量表，重度網路使用者和低度網路使用者只有在睡眠模式（sleep 
patterns）有差異，在學習成就、認識朋友、課外活動和真實生活沒有顯著差異。 

 
游森期（2001）研究網路成癮，他所謂的網路成癮高危險群是指在「大學生

網路成癮量表」得分占前 10%，其餘 90%則為「一般網路使用者」。研究結果發

現網路成癮高危險群學生成績較差，而其所謂的學業成績是指受試者填寫問卷

時，上學期的學業成績總平均。此結果和其他網路成癮的研究發現相同，游森期

認為網路成癮高危險群學生因過度沈迷網路，而荒廢課業。 
 
前文提過魏心怡（2001）使用因素分析將網際網路使用用途分為四種，她的

研究也是針對大學生。該研究發現只有「課業研究用途」會對學習成就產生正面

影響，而「資訊流通」、「人際交往」和「娛樂用途」均對學業成績造成負面影響。 
 
黃嘉宏（2002）則以某國立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他透過調整學生宿舍網路

架構、記錄網路封包與各類網站瀏覽次數統計等資訊技術，取得宿舍網路之使用

行為紀錄；並據該實證記錄以瞭解大學生網際網路之使用狀況、探討網站之瀏覽

次數比例與學業成績、常用網路功能之使用時數與學業成績之相關性。該研究發

現，瀏覽 bbs、玩網路遊戲、使用網路的時數與學業成績有負相關，且網路遊戲

使用時數與學業成績呈高度負相關，但使用電子郵件則與學業成績沒有相關。 
 
薛世杰（2002）僅探討網路遊戲和學習成就之間的相關。該研究顯示，國中

生有玩網路遊戲和沒有玩網路遊戲，在學習成就上有顯著差異，有玩網路遊戲的

國中生學習成就較低。而研究者進一步使用迴歸分析，發現網路遊戲占學習成就

的可解釋變異量（ 2R ）占.04，也就是 4%。 
 
陳怡君（2005）的研究以屏東市兩所國小五六年級共 958 名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數位落差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數位落差程度（資

訊科技接近使用機會、資訊內容接近使用及資訊素養）學生的七大領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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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異。 
 

採用資料庫分析的相關研究 
和本研究採用一樣研究方法的國外研究不在少數，但國內研究卻付之闕如，

這段文獻探討將依研究完成的時間，從年代較遠的介紹到近的，基本上年代越

近，資料庫所提供可分析的電腦變項越多。 
 

（一）LSAY: Longitudinal Study of American Youth 
Rocheleau（1995）所採用的 LSAY 資料庫，是一份從七年級追蹤到十二年

級的長期調查。Rocheleau 分析發現，家中擁有電腦的學生，在全部科目、英文

及數學的學業成績上，顯著的高於家中沒有電腦的學生。而在這些擁有家庭電腦

的學生之中，電腦使用時間較長的學生（heavier user）成績比使用時間較短的

學生好，在數學、英文、科學及綜合表現上皆優於電腦使用時間較少的學生。但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時間較長」，也不過是一學年使用超過 10 小時而已，這

項標準在現在已屬於過於寬鬆。 
 
（二）NEAP: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Wenglinsky（1998）最先使用 1996 年的 NEAP 資料庫分析美國 6227 位四年

級及 7146 位八年級學生電腦使用及其與數學成績的關係。在電腦使用的類型

上，Wenglinsky 將四年級的學習遊戲（Learning Games）和八年級的模擬應用

（ Simulations/Applications ） 定 義 為 高 層 次 的 電 腦 使 用 ， 而 將 反 覆 練 習

（Drill/Practice）定義為低層次的電腦使用。 
 
接著 Wenglinsky（1998）使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進一步分析「學校和家裡使用電腦的頻率」，「數學教師的科技專業發展」及「數

學教師及學生使用高層次及低層次電腦活動的情況」，發現四年級和八年級的情

況不同。 
 
對四年級學生而言，與本研究相關的有四點：1.教師的科技專業發展及使用

電腦教導高層次思考技巧，與學業成績及學校社會環境呈現正相關；2.在家裡使

用電腦的次數與學習成就及學校社會環境呈現正相關；3.使用電腦教導學生低層

次的思考技巧，與學業成績及學校社會環境呈現負相關；4.在學校使用電腦的次

數與學習成就及學校社會環境沒有相關。對八年級學生而言，與本研究相關的有

四點：1.使用學習遊戲軟體與學習成就及學校社會環境呈現正相關；2.教師的科

技專業發展與學業成績及學校社會環境呈現正相關；3.在家裡使用電腦的次數與

學習成就及學校社會環境呈現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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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Wenglinsky（1998）認為電腦大體上而言對學習還是有幫助的，

但只有受過良好電腦訓練的教師與高層次的電腦使用對學生學業成才有正面影

響，而使用的頻率影響不大，若有也是負面居多。此外，Wenglinsky 也針對四年

級與八年級結果矛盾提出解釋，他認為電腦使用對於四年級學生負面影響較多，

建議應該到中學才開始讓學生使用電腦。 
 
Johnson（2000）則是採用 1998 年的 NEAP 資料庫，以全美八及十二年級的

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迴歸分析。Johnson 一共投入六個重要的變項：1.在訓練有

素的教師指導下，在教室裡使用電腦的頻率；2.種族族裔；3.父母教育程度；4.
家裡書籍數量；5.學生性別；6.閱讀成就。其結果發現每週在教室裡至少使用一

次電腦的學生，其閱讀成就並未優於每週在教室裡使用電腦少於一次的學生。 
 
換言之，教室裡的電腦使用影響並不顯著，而研究也指出，若顯著，其對閱

讀成就的影響也是負面的。Johnson（2000）認為這樣的結果與「電腦使用的方

式」及「NEAP 資料庫所要測驗的成就」並不相同有關，一般教室的電腦使用只

是做些反覆的練習，而資料庫的目的在測出學生是否有批判性的高層次思考技

巧。而研究者則認為，電腦使用頻率的畫分太過粗糙，並未能有效的區分不同的

研究對象，可能也是導致結果不顯著的原因。 
 
（三）NELS: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Attewell 和 Battle（1999）使用 1988 年 NELS 資料庫，研究全美八年級學生

擁有家用電腦對學習成就的影響。Attewell 和 Battle 透過多元迴歸的方式控制了

家庭收入、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但仍舊發現家裡擁有電腦的學生，在數學和閱

讀成績上分數較高，而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從電腦中得到的教育好處也越大。 
 
不過研究者認為 Attewell 和 Battle（1999）的研究中至少有兩個缺失。首先，

是有關「擁有電腦」的變項，這個變項在分析中是一個二分變項（dichotomous 
variable），是詢問家中是否擁有電腦用做「教育目的」（presence of a computer in the 
home used for education purposes yes/no）（Attewell & Battle, 1999: 4），這基本上

限制了電腦的用途是在教育上的，當然在迴歸分析中對於學習成就呈現了正面影

響；其次，Attewell 和 Battle 所使用的資料庫是 1988 年的，當時的電腦普及程度

和現在差別較大，在功能上和用途上也有很大的不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研究的

結果與解釋。 
 
Weaver（2000）也採用 NESL 資料庫，探討學校裡的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的

關係，調查時間包括 1988、1990 及 1992 年三個時段，該資料庫樣本遍及全美

1000 個公私立學校，共有 25000 個學生接受問卷調查。Weaver 所使用的電腦使

用是一個組合的連續變數，包括資料庫裡有關在學校使用電腦的各種情況，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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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常使用電腦寫科學報告、搜集科學資料、計算、建立模型等等。該研究發現，

學生擁有家用電腦或較常使用個人電腦，其測驗的分數都會顯著的高於沒有家用

電腦或不常使用電腦的學生。 
 

Huang和Du（2002）也是採用1988、1990 及 1992 年的NESL資料庫，其統計方

式則為多元迴歸。Huang和Du的分析有別於Attewell和Battle（1999）以及Weaver
（2000），加入了對學習成就較有預測力的變項，像是教師和父母對學生教育成

就的期待，使得方程式的預測力較高，使 ，這樣的方式也更有助於釐清

電腦使用的淨效力。研究結果發現，在家使用電腦及持續使用電腦與學習成就有

顯著正相關，但學校科學課程的電腦使用及電腦科學的成績與學習成就有顯著負

相關，而在學校使用電腦與進階電腦課程則與學習成就無關。 

54.2 =R

 
（四）TIMSS: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Papanastasiou（2002）採用 1995 年的 TIMSS 資料庫分析教室內電腦使用和

數學成就的關係。TIMSS 資料庫在每個研究目標區域都會抽取 150 所學校，約

7500 名學生接受測驗，在 Papanastasiou 的研究裡，實際上有效的樣本，塞普勒

斯為 3376 名學生，香港為 4411 名學生，美國為 7296 名學生。 
 
Papanastasiou（2002）依「喜歡數學的程度、享受學習數學、數學成績優異

的同儕重要性、教室裡使用電腦的情況、團體學習及課後數學補習」六個變項，

採 用 區 別 分 析 將 樣 本 分 成 三 群 ： 塞 普 勒 斯 型 （ Cyprus-like ）、 香 港 型

（HongKong-like）和美國型（US-like）。較少在教室裡使用電腦、擁有正面的數

學學習態度及數學成就較高是塞普勒斯型學生的特徵；缺少團體學習及參加課後

數學補習是香港型學生的特徵；而數學成就較低是美國型學生的特徵。 
 
Papanastasiou（2002）在電腦和數學成就的主要發現有兩點：1.塞普勒斯型

和香港型的學生，在教室裡越常使用電腦，其數學成就越低，從未使用過電腦的

學生，其平均數學成就最高；2.美國型的學生情況較特殊，在教室裡偶爾使用電

腦數學成就最高，完全沒有使用次之，而常常在教室裡使用電腦則數學成就最

低。Papanastasiou 對此美國型學生的研究結果提出兩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教師在

課堂裡並沒有有效地將電腦整合至教學；二是教師也許提供給學習成就較低的學

生，較多使用電腦的機會，希望電腦能提升他們的學習成就。 
 
（五）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apanastasiou 等人（2003）重視電腦的使用方式，並認為這才是影響學生學

習成就的主要因素。他們採用了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贊助的 PISA 資料庫 2000 年版，分析美

國 15 歲的中學生電腦可得性（computer availability）、電腦使用的舒適感（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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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 with computer use）及軟體使用（software use）對科學成就的影響。 
 
Papanastasiou 等人（2003）在控制了社經地位之後，發現美國學生在家較常

使用電腦撰寫報告的學生，其科學成績較高。這和 Papanastasiou 前一篇研究發

現在教室越常使用電腦的學生，其科學成績較差的結論有所不同。 
 
該研究還發現在控制了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之後，在電腦的可得性方面，反

映出學生容易在家裡及圖書館使用電腦者，其科學成就較高；而在電腦使用的舒

適感方面，使用電腦撰寫學校報告感到舒適的學生，其科學成就較高；最後在軟

體使用方面，使用文書處理（例如 word）的次數與科學成就較高有關，但使用

表格繪製（例如 excel）和教育軟體的次數其科學成就卻較低，而遊戲軟體和繪

圖軟體則沒有顯著差異。 
 

（六）PSID: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Attewell 等人（2003）使用 1997 年 PSID 資料庫做研究，這在前面有關電腦

使用型態和時間的相關研究已有提過，現針對其與學習成就的關係加以補述。

Attewell 等人在控制了種族、父母收入及教育程度等背景變項的情況下，仍舊發

現 每 週 使 用 電 腦 8 小 時 以 下 比 起 完 全 沒 使 用 電 腦 的 兒 童 ， 在 文 字 認 識

（Letter-word Recognition）、閱讀理解（Reading Comprehension）及數學計算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Problems）這三個分數顯著較高，而應用數學

（Applied Mathematical Problems）則沒有顯著差異；反觀每週使用 8 小時以上

的兒童，在上述四種能力與完全沒使用電腦的兒童則無顯著差異。Attewell 等人

的研究似乎呈現了，電腦使用時間必需適度，不見得越長越好。 
 
（七）CSEQ: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s Questionaire 

Kuh 和 Vesper（2001）使用 CSEQ 資料庫分析 125,224 位美國各州大學生，

採討電腦是增強還是減損了大學生的學習成果。該研究將大學生分為高獲益者

（High Gainers）和低獲益者（Low Gainers），高獲益者是指在大學時期，在使用

電腦及資訊科技有顯著進步的學生，低獲益者則是指在使用電腦和資訊科技進步

較少的學生。該變項是一個自陳問題，Kuh 和 Vesper 將在大學時期電腦進步非

常多（very much）和相當多（quite a bit）的學生歸類為高獲益者（共有 66,492
位，占 53%），電腦進步一些（some）和一點點（a little）歸類為低獲益者（共

有 59,795 位，占 47%）。Kuh 和 Vesper 的結論認為電腦使用對於學習成果的影

響是間接且顯著的，但差別並不大。電腦使用的確是有正面的作用，越熟悉電腦

操作的大學生，其最後的學習成果也會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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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的發現與反省 

使用研究法來分類相關研究，實在是一種不得已的做法，因為想要找出各個

研究的共同點，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但研究者仍試圖歸納相關研究，並找出影

響不同研究結果的可能原因，現就文獻的發現及反省做為本節之總結。 
 

文獻的發現 
（一）電腦使用型態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電腦使用型態與學習成就的關係可簡單分為正相關、負相關和零相關。而本

段將依研究所定義的電腦使用型態：從未使用電腦、人際取向活動（傳收電子郵

件、交網友、上 BBS）、學習取向活動（做作業、上網收集資料、閱讀電子報）

和娛樂取向活動（玩電動、聽音樂、看 VCD）四個面向來加以討論。 
 
嚴格來說，從未使用電腦並不能算是一種「使用型態」，因為它根本沒有使

用的事實，但研究者認為該選項仍有保留的價值，是因為接觸電腦的機會與學習

成就息息相關。「從未使用電腦」對學生來說是一種接觸機會的匱乏，這不但代

表家裡沒有電腦，甚致在生活的環境中也沒有機會接觸電腦。這些沒有機會接觸

電腦的學生在多數研究中，相對於能夠接觸電腦學生的來說，學習成就普遍較差

（陳怡君，2005；Rocheleau, 1995; Weaver, 2000），但亦有少數研究顯示，即使

提高學生接觸機會，學習成就也不見得能提升（Miller & McInerney, 1995）。 
 
至於人際取向的使用型態，則和學習成就呈負相關，但仍有些區別。像是交

網友和使用 BBS 與學習成就呈負相關（魏心怡，2001；黃嘉宏，2002），電子郵

件則較為分歧，有些研究認為與學習成就呈負相關（魏心怡，2001），有些則認

為與學習成就高低無關（黃嘉宏，2002；Hunley et al., 2005）。這與網路成癮的

研究結果一致，高度人際互動性的網路使用項目較易成癮，而成癮對學業的影響

為負面，而電子郵件互動性不高，故與成癮無關，也和學習成就無關（游森期，

2001；謝龍卿，2004）。 
 
學習取向的使用型態，則和學習成就呈正相關，但「反覆練習」（drill 

/practice）的使用和「在學校/課堂使用電腦」則與學習成就呈負相關。多數的研

究都支持學習取向的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較佳有關（陳冠名，2004；魏心怡，

2001；Attewell & Battle, 1999; Papanastasiou et al., 2003; Siegle & Foster, 2000; 
Tsikalas & Gross, 2002），但仍有例外。 

 
Wenglinsky（1998）將「反覆練習」定義為低層次的電腦使用，則使得學習

取向的使用有了高低之別。而這種低層次的使用被認為是無聊的，無法引起學生

興趣的（Giacquinta et al., 1993）。在Wenglinsky（1998）與Johnson（2000）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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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發現「反覆練習」和學習成就是負相關的，而這種使用方式通常在學校裡，

所以Huang和Du（2002）與Papanastasiou（2002）研究也發現，在學校使用電腦

和學習成就呈負相關。 
 
娛樂取向的使用型態，與學習成就呈負相關，尤其是網路遊戲的使用。魏心

怡（2001）的研究發現娛樂使用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是負面的；而黃嘉宏（2002）

和薛世杰（2002）則是發現網路遊戲對於學業的負面影響十分顯著。但值得注意

的是，遊戲的內涵與性質會影響其與學習成就的關係，Wenglinsky（1998）發現

如果是學習性的遊戲，則對學業的影響可能就不是負面的。 
 
（二）電腦使用時間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不同研究的電腦使用時間標準不一，但仍可發現大致的趨向。一般來說，電

腦使用時間和學習成就呈現負相關，使用時間適中或較少者，學習成就較高，而

使用時間過量或達成癮者，學習成就較低，但有例外的情況是，使用時間雖高，

但偏向學習取向的活動，學習成就不一定較低。 
 
明確列出電腦使用時間的例子，有王秀燕（2002）、Attewell 等人（2003）

和 Rocheleau（1995）的研究。有些研究並未列出明確的時間，而是使用「較常

使用電腦」或「電腦使用次數」等名詞，例如 Weaver（2000）和 Wenglinsky（1998）。

實際使用相關分析，明白指出使用時間和學習成就呈負相關的則是黃嘉宏（2002）

的研究；而提到使用時間雖高，但偏向學習取向的活動，學習成就不一定較低，

是陳冠名（2004）的研究。 
 

文獻的反省 

（一）電腦使用的意義見人見智 
在前文有關電腦使用意義的探討時，就已提到每位研究者的定義都不盡相

同。但在閱讀英文文獻時，研究者使用電腦使用（computer use）一詞，往往都

要在文章脈絡中去確認它的意義，因為同一個名詞，可能指在家裡的電腦使用、

在學校的電腦使用、在學習上的電腦使用、在科學課的電腦使用、在數學課的電

腦使用、電腦使用的頻率、電腦使用的次數…等等，但研究者大都不會明講，甚

致在研究結果中才赫然發現，原來研究所指的電腦使用是這個意思。 
 
不同意義的電腦使用，其實只要研究者在文獻中交待清楚，應該都是可以接

受的，但當需要從中歸納出與學習成就相關的發現時，就感到十分困擾。但或許

是電腦使用研究的特性，當我們要做越清楚的定義，反而就越顯得掛一漏萬，徒

增煩憂；也或許是使多研究都是採用資料庫分析，只能遷就資料庫的變項，而使

得在定義電腦使用時不能周全。不過隨著科技發達，電腦使用的意義越來越多

元，在電腦上聽音樂、看電影、看電視、講電話和做買賣在現在都已是常態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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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例，在未來的研究應該要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 
 

（二）學習成就的測量不夠精確 
相關的文獻中，許多研究者意圖探索電腦使用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但卻

過於疏忽對學習成就的測量。而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兩種情況，一種是由受試者

自我陳述對學業的影響，而使得結果的解釋過於樂觀；另一種則是採用非標準化

的測驗，使得學習成就的信效度不足。 
 
在由受試者自我陳述對學業影響的研究，以梁朝雲（2001）、王秀燕（2002）、

Anderson（1999）、Kuh 和 Vesper（2001）以及 Tsikalas 和 Gross（2002）為代表。

這些研究都是詢問受試者電腦使用對於學習是否有幫助，而大部份的受試者都傾

向正面回應。但受試者的感覺並不能代表實際的情形，回答是或不是都不能反應

學習所受到的影響。 
 
用非標準化的測驗來代表學習成就，以游森期（2001）、陳怡君（2005）、黃

嘉宏（2002）、薛世杰（2002）、魏心怡（2001）、Hunley 等人（2005）以及 Siegle
和 Foster（2000）為代表。這些研究多是使用「學期平均分數」代表學習成就，

好一點的會將學期平均化為 Z 分數，以增加比較的客觀性。這種方式在學習成

就在信度和效度上缺乏考驗，使得研究的結果打折，但這並非說這些研究不具參

考價值，只是如果能夠使用標準化的測驗，會使得研究結果的解釋更具說服力。 
 
（三）理論基礎的建立普遍薄弱 

在多數電腦使用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裡，文獻探討都未提出支撐研究的理

論架構為何，僅是幾篇探討變項間關係的研究就交待過去，也未說明使用這些變

項分析的原因，理論基礎普遍薄弱。 
 
但從少數研究的脈絡裡，依稀可以發現兩個主要的理論取向，如果研究者探

討網路使用和學習成就，多是採用網路成癮做為理論依據，關心是使用者的心理

狀態（王秀燕，2002；游森期，2001；謝龍卿，2004）；而研究者如果將性別、

社經地位、種族及居住地區做為控制變項，試圖找出電腦使用與學習成就之間的

淨相關，則多會提到數位落差（陳怡君，2005；Attewell & Battle, 1999; Attewell et 
al., 2003）。網路成癮很清楚是從心理學出發，而數位落差，研究者認為比較接近

社會學的觀點，也就是下一節試圖要勾勒出的本研究之立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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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技社會學與電腦使用的性別差異 
研究者在第一節裡，分析了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的關係，發現特定的使用型

態和使用時間，會對學習成就產生不同的影響。但研究者卻並未討論，究竟是什

麼影響了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 
 
我們當然可以對這個問題抱持著中性的看法，就像是「科技決定論」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支持者，認為科技是獨立社會存在的，科技雖是

引起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但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科技在社會之外對社會造成影

響，而製造新科技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也獨立於社會場域及超越區域利益

（Wajcman, 1991; Bromley, 1997）。因此電腦做為最重要的科技製品之一，如何

設計、製作、使用和使用後的影響，與性別、種族或社經地位一點關係也沒有。 
 
此外，我們也可以抱持批判的態度，就像是科技社會學（sociology of 

technology）研究者常常問的：「科技是如何發明的？人們如何得到科技？人們如

何使用科技？」透過這樣的思考，我們往往可以得到不一樣的答案。就拿電腦和

網路來說，它們的發明最初是由軍事機構贊助，並充滿著軍事目的；而現代電腦

和網路的分配，則和社經地位息息相關；至於如何使用電腦，不同性別則顯現極

大的差異。 
 
科技社會學的名詞，在國內比較少見，像林宇玲（2003；2005）將科技的研

究取向分為兩種：「科技心理學」與「科技社會學」。「科技心理學」認為科學知

識不受社會影響，是自然的反應，具有中性、普同性（universality）與工具理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特質；而「科技社會學」則認為科技強化了既存的

社會關係，隱藏著某種價值與利益偏好，甚致是為了達成某種社會與政治目的而

存在的，且科技本身並非是一個已完成之物，而是一種協商的社會過程，依賴不

同團體賦予意義。 
 
但國內更多的文獻，將這種研究稱為「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以下簡稱 STS），有學者認為 STS 不僅是少數曾深入研究實驗室與科

學實作的學科，它更致力於補捉「科技與社會」互相穿透的機制，而透過 STS
研究的洞察，科技不僅不再是隔離於社會之外的象牙塔，反而成為現代社會中形

塑性別、國族、階級、民主、日常生活、親密關係與自我認同的權力中心，而且

也經常反為這些社會力量所導引與形塑（雷祥麟，2004）。 
 
研究者認為，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僅是現象，而科技社會學則提

供現象如何被建構的可能解釋。在 1980 年代，科技社會學常使用「建構主義者

研究」（constructivist studies）或「科技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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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稱呼（Wajcman，2004），由此可知，「社會建構」的概念在科技社會學裡占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近來則發展出「行動者網絡理論」（actor-network theory）、

「社會建構者途徑」（social-constructivist approach）、「社會形塑」（social shaping）

以及「系統途徑的科技研究」（systems approaches to technology studies）等相關

概念，這些概念大多也是在討論社會因素如何建構科技和科技使用。 
 
科技社會學重視建構和 Giddens 談到「結構性」（structured）概念互相呼應。

持結構觀點的學者，不認為社會環境是由一連串隨機的事件或行動所構成的而

已，人類行為方式和彼此的關係當中，實際上都隱含著某些規則，而這些規則能

夠模式化，跨越時間的間隔與空間的距重複地發生，而社會再製的觀念與「結構」

之間又具有密切的關係（張家銘等譯，1997）。科技社會學著重社會建構科技的

概念，認為科技會順著社會結構加以再製原本的差異和不平等。 
 

所以當研究者對電腦科技發揮Mills所謂的「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導入科技社會學的觀點，就可以發現電腦科技從發明、製造、分

配到使用，不只是「情境中的個人煩惱」（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更是

「社會結構上的公共議題」（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6。就像數位落差

和網路成癮，都已經不是個人困擾，而是受重視的社會問題。 
 
本節的討論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初探科技社會學的理論，並剖析理論

如何看待電腦，試著詮釋電腦使用社會差異形成的可能原因；第二部分則將重點

放在性別，因為這是最多科技社會學切入的視角，而在多數研究中發現，這是影

響電腦使用差異最主要的因素；第三部分則簡單討論其他可能形成電腦使用差異

的因素，在本研究中，這些因素將成為控制變項；第四部分將回顧第一節和第二

節的重要結論和概念，並加以歸納和整理。 
 

壹、社會的力量：科技社會學的理論初探 

韋伯字典認為科技的意義是「知識的實際應用」（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而這知識需在特定的領域，例如工程、醫藥科學。因此科技和科學

知識實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而 MacKenzie 和 Wajcman 對科技一詞的解釋，包

括三層含意：1.最基本也最狹義的意涵是指物體和硬體本身。例如：汽車、電腦、

避孕藥；2.科技是指人們利用和使用物體和硬體的活動。例如：電腦沒有程式設

計師和軟體，就只是一堆鐵片；3.「科技」是指知識（know-how），這知識是關

於使用、設計、維修物體和硬體（轉引自成令方、吳嘉苓，2005）。 
                                                 
6 Mills認為「煩惱」發生於個人的性格中，以及他與別人直接相關的範圍之內，煩惱所關係到的，

乃是個人的自我，以及他身歷其境、親身體會到的有限社會生活；「議題」所關係到的，乃是整

體的歷史社會，包括個人情境組成的制度以及不同情境交錯形成的社會與歷史大結構。（張君玫、

劉鈐佑譯，1995：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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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的意義，可以知道科技、科學及知識有密不可分的關係，而科技社會

學的理論基礎，其實來自於科學社會學及知識社會學。像 Wajcman（1991）認為

科技社會學觀點源自 1970 年代的科學社會學，許多研究檢視科學家在何種環境

裡產生科學知識，以及社會利益如何形塑這種知識。到了 1980 年代，焦點才轉

移到科技上來，認為科技是科學的應用及延伸，西方科技亦內含社會偏見及價

值。Bijker、Hughes 和 Pinch（1994）則認為科技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主要來自於

知識社會學，許多歷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用知識社會學方法研究發明家、工程師、

管理者及科學家，或由這些專家所領導的組織。 
 
本段著重於兩個要點，首先要探究科技社會學的理論觀點，將從四個部分加

以敘述，分別是強調社會力量的「社會形塑論」、主張互動觀點的「行動者網絡

理論」、從性別角色出發的「女性主義觀點」以及從關懷勞動關係的「馬克思主

義觀點」；其次討論電腦在科技社會學下展現的面貌，研究者將從電腦設計和使

用的兩個面向，從科技社會學的理論觀點加以檢視。 
 

一、科技社會學的理論觀點 

社會形塑理論：科技（設計和使用）是由社會加以形塑的 
（一）Pinch 和 Bijker 的傳統觀點 

Pinch 和 Bijker 採用「社會建構學者的方法」（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提出「科技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觀點。他們

的看法受到科學知識社會學的啟發，該理論認為所有知識的解釋都受到物質輸

入、心理過程和社會過程的影響（MacKenzie & Wajcman, 1999a）。 
 
Pinch和Bijker認為科學和科技都是社會所建構出來的文化，而這中間的界線

是社會協商的結果，科學和科技沒有基本的差別。他們反對科技決定論，認為社

會環境會形塑科技製品的技術特徵，而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形塑」（social shaping）

（Bijker et al., 1994）。換言之，社會形塑論認為科技製品存在著「過往社會關係

的殘餘」（residue of past social relations），科技本質上存在社會偏見，而偏見來

自於科技的設計過程（Bromley, 1997）。 
 

像Moses所規劃的紐約市區域運輸網路，就是「社會形塑論」的實例，Moses在

設計公園大道（parkway）時，不自覺的以白人和中產階級利益出發。多數白人

和中產階級擁有私人汽車，但有色人種是低社會階級多乘坐公共巴士，但只有擁

有私人汽車的族群才得以使用公園大道，因此在公園大道在設計時已經將階級和

種族偏見隱藏進去，這些弱勢族群沒有機會可以接近使用（Bromley, 1997）。由

此可知，「形塑」並不總是直接且有意識的行動，有時是一種不經意的作為

（MacKenzie & Wajcman, 19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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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濫用模式」的修正觀點 
起初社會形塑論認為，科技製品一但被製造出來，其社會關係就被封閉在科

技製品裡面。但「使用/濫用模式」（use/abuse model）卻認為科技在實際上在運

作時仍存在很大的變異性，而這亦可能隱含各種社會偏見。例如今日常用的網際

網路，它雖是冷戰軍事計畫的產物，以確保軍隊在遭受蘇聯核子攻擊下能互相溝

通，但現在網路使用和軍事的連結已沒那麼深，使用者可以自己賦予網路價值，

使網路符合自己使用的目的，網路可以幫助學術研究者擴展言論自由，也可能是

孩童的遊戲機（Bromley, 1997）。 
 

「使用/濫用模式」將兩個重要的概念帶進社會形塑論：分別是「詮釋的彈性」

（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和「相關的社會團體」（relevant social group）。「詮釋

的彈性」是指不同團體使用科技的方式，帶有他們對科技的不同理解，包括科技

技術的特徵（MacKenzie & Wajcman, 1999a）；而「相關的社會團體」(relevant social 
group)在科技製品的詮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相同社會團體對科技製品的意義有

共同的看法，但不同的社會團體對同一個科技製品物則會賦予不同的意義。除了

前述的網路之外，腳踏車也是一例，它可能對青少年是運動工具，但對女性和老

年人可能就是交通工具（Kline & Pinch, 1999）。 
 
但Wajcman（1991）認為社會團體不只在使用時對科技產生影響，影響在科

技設計和生產時就已發生，因此修正觀點的社會形塑論，仍不能完全否定傳統觀

點；而成令方和吳嘉苓（2005）的看法則比較中性，她們則認為從詮釋的彈性角

度檢視，應該把工程師或投資者對於科技意義的界定，當成多樣界定的一種，並

避免這種界定會「自動」勝出，成為行動的指引。 
 

（三）Bromley的整合觀點

Bromley（1997）認為科技存在本質上的偏見（intrinsic bias），要真正瞭解

科技和社會的關係，不能像傳統「社會形塑論」專注於發展的脈絡（context of 
development），或像「使用/濫用模式」只關心使用的脈絡（context of use）。因此

他將這兩種觀點加以整合，認為這兩種脈絡都有兩個輸入（inputs）─科技和社

會的，以及一個產出（output）（如圖 2-1 所示）。 
 
在發展的脈絡裡，「科技的輸入」（A：先前的科學或科技）創造出新科技，

但「社會的輸入」（B：包括權力關係、組織結構、文化規範及人類決定等社會

決定因素）也同時植入新科技。發展的脈絡產出「新科技」（C），成為使用的脈

絡中的科技輸入，而與「社會決定因素」（D：與 B 相似的因素）共同產出「新

科技對社會的影響」（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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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mley（1997）進一步解釋各種不同理論的影響路線。「科技決定論」認為

科技是循著 A→C→E 的路徑對社會產生作用，忽略社會因素的影響力；「使用/
濫用模式」則是認為科技循著 D→E 的路徑對社會發生影響，科技製品本身仍是

中性，不會影響到人們如何使用新科技，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只來自社會因素的影

響；傳統「社會型塑途徑」則是循著 B→C→E 的路徑，強調社會因素影響新科

技的設計，但卻忽略使用時社會因素的作用。 
 

 

 

圖 2-1  Bromley 整合的社會形塑論之影響路徑 
資料來源：Bromley, H. (1997). The social chicken and the technological egg: 
Educational computing and the technology/society divide. Educational Theory, 47(1), 
58. 
 

從 Bromely 的觀點，可以發現整合的社會形塑論並不完全否定科技決定論，

科技決定論解釋了部份事實，科技的確影響了社會變遷，但科技決定論過度簡化

了因果關係。MacKenzie 和 Wajcman（1999a）認為我們不能忽略科技的本質仍

包含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因素，不論是有意識的無意識的，科技一旦被設計之後，

就會開啟或關閉了特定人的選擇自由，就像 Moses 設計紐約公園大道的例子一

樣。 
 

行動者網絡理論：互相形塑的科技與社會 
社會形塑論提醒我們，不能忽略社會結構裡的權力關係，也就是科技的社會

形塑過程中可能會有的「結構排斥」(structural exclusion)問題，在科技發展的過

程中，女性、少數族群和勞動階層等社會團體因缺乏實際接近的經驗，而無法對

科技發展產生影響。 
 
但社會形塑論的科技─社會關係是單向的，忽略「人造物和社會團體間的相

互關係」(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acts and social groups)，換言之，

科技除了被社會影響外，仍有可能對社會產生影響。也就是說，我們不能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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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視為兩個「分立」的領域，科技和社會之間是「統合」且「相互建構」的

（MacKenzie & Wajcman, 1999a），而「行動者網絡理論」就是依循著這樣的想法

發展而來。 
 
「行動者網絡理論」（actor-network theory）是由 Callon 所提出的，他認為誰

是科學家或科技人員是由環境協商出來的（negotiable），而社會系統裡的元素會

不斷互動、連結和測試。而這種互動、連結和測試是由發明這些元素的「行動者」

（actors）來執行。對 Callon 來說，所謂的「行動者」是一個高度抽象的名詞，

它們是不同形態的實體，會建構出社會互動的網絡（Bijker et al., 1994）。而 Garrety
則把行動者區分為「人」（human）和「非人」（non-human）兩種，這兩者在知

識的建構上，有同等的地位，而知識的建構則是透過協商與轉譯，因此行動者網

絡理論者偏好研究與行動者有關的言論與行為（方俊育譯，2004）。 
 
Wajcman（2004）進一步詮釋「行動者」的概念，她和 Garrety 都認為科技

與社會都是由人類與非人類實體所連結而成的網絡所形成的，但她稱非人類實體

為「行動體」（actant）。行動體會決定人們如何行為和互動，例如「自動門」，

它本身是科技製品，但會決定人們前進還是等待。行動體本身亦有可能造成無意

識的種族隔離，Richard Dyer 研究早期的照片和影片攝影技術，發現該項科技並

不利於黑人，當白人與黑人在同一個鏡頭裡，黑人的顏色會顯得不協調，而間接

使得黑人和白人無法一起演出。在 Wajcman 的觀點下，雖然行動者網絡理論認

為社會是實行出來的（doing），而非原來就存在的（being），但不甚樂觀的是，

行動者和行動體的互動仍反應出既有的社會權力結構。 
 
科技女性主義觀點：科技社會學的性別觀點 

科技女性主義的觀點隨著科技社會學的理論發展而改變，從早期的社會形塑

論，到近期則加入行動者網絡理論的元素。其中 Wajcman 長期關注科技和女性

之間的互動，並在 1991 和 2004 年分別出版了《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以及《TechnoFeminism》兩本書，並在 1999 年和 MacKenzie 合編了《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一書，這段落的探討將從 Wajcman 的著作出發，詮釋科技

社會學的女性主義觀點。 
 

（一）科技由男性形塑，並帶來女性的再製 
科技女性主義認為男性特質與科技之間的關聯，不只來自於性別本質上的差

異，更是性別歷史及文化結構的結果。雖然男性特質並非是單一相同的行為模

式，不同的階級、種族和世代間的情況不同，但「支配」（hegemonic）是男性特

質的主要特徵，而這是帶有侵犯和暴力的。早期女性主義的科技社會學著重於歷

史面的研究，認為女性的貢獻在科技發展史中被忽略了，女性雖然也有很多的發

明及著作權，但多以她們先生的名字登記，這是因為女性的財產權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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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jcman, 1991）。 
 
女性主義者認為科技系統並不只有技術層次，它還有經濟的、組織的、政治

的甚致是文化的元素。例如冰箱的概念，它不僅是技術層次的，行銷才是決定其

市場占有率的因素。廚房用品隨著二次大戰後小家庭的誕生而變成小而美的形

式，其中褐色家電（brown good）和白色家電（white good）更是從顏色中隱涵

性別概念，褐色家電指的是以男性為主要消費者的電視和電腦，白色家電則是女

性為主要消費者的冰箱和洗衣機（Wajcman, 2004）。 
 
Wajcman 這部份的觀點其實就是社會形塑論，只是從性別角度出發，她認為

必需分析特定的社會利益是如何建構特定的科技知識與實踐，而「社會形塑途徑」

提供觀察人類和政治如何干預科技的視野。但 Wajcman（2004）認為社會形塑論

並不足夠，她提到：「科技也許是社會形塑的，只是由男性形塑來排除女性」。 
 
不同的女性主義者，對於科技和性別關係切入的角度不同，但相同點是一樣

的悲觀。像是激進女性主義者（radical feminist）認為科技本質上是具有男性特

質的，是由男性主宰的；生態女性主義者（eco-feminists）認為軍事科技及現代

科技對生態的負面影響，是男性掠奪文化的產物；社會女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的核心焦點是科技和女性工作之間的關係，隨著科技的轉變，女性工

作從工廠女工、服務業侍者到辦公室秘書，雖然得到了經濟上的獨立，但分工的

特徵仍是一種性別等級制度（sexual hierarchy）；勞動過程理論者（labor process 
theorist）批評科技決定論，質疑科技並非自動決定工作的組織，是由生產的各種

敵對階級所影響的，而性別和階級是互相構成的，因此科技可以視為男性特質的

延伸和資本家的宰制（Wajcman, 2004）。 
 
但科技仍帶來解放女性的可能，例如生育科技（reproductive technology）的

進步給予女性希望，女性在生育的控制上，使性別平等產生可能（MacKenzie & 
Wajcman, 1999b）。但 Wajcman（1991）卻認為這些表面上可能解放女性的科技

（除了生育科技還有家事科技），實際上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深一層看仍是

再製的工具。例如生育科技可能在重男輕女的社會被濫用，而家事科技卻無法擺

脫家事是女性工作的現況。 
 

（二）在詮釋的彈性下，女性仍有機會扭轉男性形塑的科技 
隨著科技社會學理論的演變，女性主義也漸漸遠離個別發明家以及科技創新

是某些內部技術邏輯結果的概念，而轉向為探討「社會關係對科技產生的影響」

（Wajcman, 1991）。女性主義採用行動網絡理論重新定義科技，認為科技是一個

「社會技術的產物」（sociotechnical product）─社會關係製造和使用科技，同時

也形塑了科技，科技是由製造後的靜態樣貌與動態使用所形成的。而這過程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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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的，而是相互形塑的，像是性別刻板印象會形塑科技，但科技也會形塑性別

刻板印象（Wajcman, 2004）。但在相互形塑的過程中，女性或許有扭轉的機會。 
 
因為科技並非固定不變的，從其的發展和使用來看，科技具有可延展的特

質，使用者可以徹底的轉變科技的意義，而科技或機械是否有用，端視其是否為

相關的社會團體所接受。Wajcman 進一步詮釋，她認為科技的設計者和提倡者無

法完全控制科技最後如何被使用，例如我們原本為殘障者設計無障礙空間，但婦

女卻可以利用這些設施通行嬰兒車，人們有潛能改變和拓展原本科技的用途。所

以設計者和使用者的距離是可以被解構的，也就是說科技從生產、行銷到消費，

都是社會形塑的一環，到達使用者時會變成什麼樣，並無法完全預期（Wajcman, 
1991; 2004）。 

 
Wajcman（2004）認為自己的觀點是中庸的，她不是烏托邦樂觀主義者，認

為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是完全正面的，也不是科技女性主義的悲觀宿命論，認為性

別在科技中完全無翻身的機會。她認為女性在文化發展偶發論與社會決定主義中

間，仍可能開創出自己的一條路。 
 
馬克思主義觀點：勞工的去技術化（de-skilled）與控制 

Harry Braverman 提出科技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資本家和勞工之間的關

係是影響資本主義社會科技製品的主要因素。特定科技的發展及引介是為了將勞

工去技術化和消滅，科技的發展是無情的，機器是資本擁有者和管理者用來控制

生產的重要工具（轉引自王佳煌，2000；Wajcman, 1991）。換言之，生產科技的

進步反而「鞏固」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係（MacKenzie & Wajcman, 1999a）。 
 
資本家引進新科技「鞏固」勞資關係，在技術發展史上可以找到實例。一般

都以為使用新技術是為了增加工作效率，然而有些使用新技術的理由是為了支配

別人，因而增加成本支出並損及收益也在所不惜。19 世紀工業機械史曾記載一

個事件，當時位於芝加哥的一家採收機製造工廠，引進新生產機器的目的不是為

了提高效率，而是要透過生手也能使用的新機器來排除熟練技工的工會活動，最

後資方成功透過新科技的引進，瓦解了工會（方俊育、林崇熙譯，2004）。 
 
此外，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科技的進步導致自動化機器的大量產生，這除了

鞏固資方利益之外，也促發了兩性勞動關係的改變。在工業發展的早期，由於女

性缺乏資本的所有權及教育接近權，使得女性只能從事無技術的工作以獲得最低

的工資（Wajcman, 1991）。但知識經濟的崛起導致工作產生兩極化的趨勢，一邊

是不用腦筋的（mindless）、大量的、廉價的、女性的工作增加，例如收銀員、生

產線女工和客服中心人員；另一邊則是高報酬、少數的、男性的知識工作者，例

如程式設計師和工程師（MacKenzie & Wajcman, 19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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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科技的發展隱含資本家的利益，多數的勞工並

未從中獲益，新科技反成資本的一部分，是資本家壓迫勞工的工具。而科技的發

展也使得工作性質越來越極端，勞工（尤其是女性）在這樣的工作之中仍是被剝

削和壓迫的。 
 

二、科技社會學的電腦面貌 

電腦若被比喻為適用於任何應用的「中立工具」，則這種比喻就跟「槍不會

殺人，是人殺的」這種說法具有相同的邏輯。 
 

Bromley（白亦方、林宏達譯，2004：6） 
 
Bromley 拿電腦和槍枝做類比，或許有點危言聳聽，畢竟電腦的問題沒有那

麼具有爭議，但 Bromley 的目的，只是為了突顯電腦並非中立，為了強調電腦做

為一個科技製品，它和社會的關係密不可分。 
 

在科技決定論的觀點下，電腦的形成是偶然的，電腦對社會的影響也與既成

的社會建結構無關。在科技決定論裡有一種看法，稱做「技術轉變的途徑依賴」

（path-dependence），意指區域和短期的偶發事件會造成持續的影響。易言之，

科技的轉變有時僅是歷史的偶然，並非刻意人為的，例如電腦鍵盤的原型是打字

機，其字母的排列原則是避免打字時前端會粘在一起，由於使用的習慣，後來打

字機就成為鍵盤的雛型（MacKenzie & Wajcman, 1999a）。 
 
但中文輸入在鍵盤的分配就並非如此，注音符號是由左上到右下按照順序排

列而成的，可見鍵盤的英文字母排列是一種歷史的偶然，但中文注音符號排列卻

是社會形塑的結果。然而鍵盤僅是電腦組成的一部分而已，科技畢竟是「系統」

（system）的，科技本身並非分離或獨立的裝置，裝置只是整體和系統的一部份。

就像洗衣機必需要有電力供應、水力供應和脫水槽，飛彈必需要有彈頭、指引裝

置、控制裝置和推進器（Wajcman, 2004）。因此電腦必需要有硬體（CPU、螢幕、

硬碟、滑鼠、鍵盤等）和軟體（Windows、Office、SPSS 等）才可稱之為電腦。 
 
科技決定論在解釋電腦上是很貧弱的，科技社會學的觀點更能看清電腦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接著將從「社會形塑論」、「行動者網絡理論」、「科技女性主義觀

點」和「馬克思主義觀點」整體來探討電腦起源及電腦使用，有少數學者提出的

微觀看法7則不在討論之列。 
                                                 
7微觀社會學理論中有一派稱為符號互動論，該理論認為人類對外在世界的各種刺激賦予意義，

再根據這些意義加以反應，而非直接對刺激反應（陳光中、秦文力、周愫嫻譯，1990）。在電腦

方面，亦有從符號互動論來研究虛擬社群，探討網路使用者會用「表情符號」來縮短交談者的距

離，克服文字的限制，而這會影響到自我認同，以及性別在網路上自由的轉換（王佳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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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計的軍事起源與商業應用 
科技能影響社會，但科技同時也是由權力關係、社會目標和社會結構所組成

的社會產物。就像電腦的快速發展與軍事息息相關，是為滿足軍事計算上的需

要。在二次大戰期間，人工計算飛彈彈道十分麻煩，當時有一批稱為「計算師」

（computer）的數學家負責計算，這些人大多數為女性，在電腦發明後，這些女

性數學家也成了第一批程式設計師，這也就是電腦之所以稱為電腦的原因

（Edwards, 1995）。 
 
電腦的重要伙伴─網路（Internet），其起源也和軍事有關。它是由早期的電

腦網絡 ARPANET 發展而來，ARPANET 是以它的贊助者命名─美國國防部高級

研究計畫局（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網

路和 ARPANET 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它的拓撲學（topology），它並沒有一個核心的

交叉點（central node），而是分散但綿密的連結。這樣的設計原本是為了防止核

子武器攻擊後可能導致溝通的喪失，但沒想到卻使得網路以一種無政府方式的發

展茁壯（MacKenzie & Wajcman, 1999d）。 
 
二次大戰之後進入美蘇冷戰時期，這時不論是在工業或大學研究室，軍方仍

是電腦研究最大的贊助者。到後來由於電腦技術一再進步，發展出「飛行模擬器」

（flight simulator），反而影響到軍方訓練飛行員的方式。所以軍方和電腦的影響

並不是單向的，而是互相適應（mutual orientation）的過程（Edwards, 1995）。 
 
而最早將電腦應用在非軍事的領域是銀行業，但電腦化的過程則反映了科技

決定論的思維，管理者相信電腦化之後，生產力會自動提升，組織變革也會自然

發生，但隨著資本支出的增加，收益並未提升，而形成一種高投資低成長的情況。

Edwards（1995）認為管理者忽略了電腦只是影響組織效能和文化的因素之一，

組織有其慣性（inertia），冒然將電腦引進組織之中，只會形成使效率變差和組織

混亂而已。 
 
但從「馬克思主義」的角度來看，電腦的商業化反使電腦從軍事工具成為一

種勞力剝削的工具，電腦雖然可以提高生產力與剩餘價值，但反而造成失業問

題，產生工作的異化，促進女性的廉價勞力與深化男女不平等，而電腦成為監控

的工具，也威脅到個人的工作自由、尊嚴與人格（王佳煌，2003）。 
 
綜合言之，電腦科技的興起並非源自教育現場，它是軍方和工業界合作研發

的工具，最後由企業和政府的積極努力商業化，得以為人類服務（蕭昭君、邱秀

貴譯，2004）。因此科技社會學反應在電腦科技上，也就認為電腦的設計與發展

是基於國防與商業的考量，反映物質社會生產的安排與男性的利益（林宇玲，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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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使用的社會形塑 
科技的社會形塑並非只有單一力量，電腦和電腦使用也不例外。在 1960 到

70 年代，曾有一群反傳統文化（counterculture）者，將電腦從軍事和企業中釋放

出來，包括超連結和 WWW，但同時，則另有一派男性電腦愛好者（hobbyist），

則希望將電腦據為己有（MacKenzie & Wajcman, 1999a）。 
 
在各種社會形塑的力量之中，性別跟電腦的關係密切。在學校裡面，年級越

高選修電腦課的比例就越少，到了博士班的層級，研究電腦的女性博士生只剩

12%，比數學 17%還少，更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博士班連一名女性都沒有。Edwards
（1995）認為這是因為教育環境中充滿性別控制，高年級的男學生會刻意打壓女

性使用電腦，使得女學生修電腦課的意願減少，而電腦教科書也充滿性別差異，

裡面所使用的圖片男女比約是十比一，而電腦廣告也都是以男性取向為主，教育

體系成為造成性別不平等的重要機制。 
 
而在電腦的工作領域，性別也有顯著的差異。女性隨著技術層次的提高，所

占比例越來越小，例如電腦操作員有 65%是女性，但程式設計師只有 30-40%，

系統分析師更只有 25-30%。其中文化因素可能是造成差異的原因，男性使用電

腦通常具有階層性（hierarchy），女性則傾向平等；男性的程式設計風格是獨立

的、有計畫的及有結構的，女性則是無組織的、漸進的、互動的及直覺跳躍的，

因此 Turkle 稱男性使用電腦風格為「硬性控制」（hard masters），女性則為「軟

性控制」（soft masters）。這種男性電腦文化同時反應在駭客文化及學校電腦課，

進而促成男女在電腦工作上的差異（Edwards, 1995）。 
 

Sofia 則認為男性是電腦使用者的主體，女性排斥認同電腦為「第二個自

我」，對機器抱持冰冷和不帶情感的理性，這使得男女對電腦的態度有別，學習

電腦的方式也不同。Sofia 認為女孩不喜歡電腦，主要並不是因為電腦邏輯過度

理性或抽象的關係，尤其現在電腦已網路化，介面也很友善。最大的原因是，電

腦科技四周存在一種深植和彰顯的男性主義的不理性，讓女孩或女性覺得與電腦

文化疏離。而 Sofia 所謂的男性主義的不理性，是指電腦主流文化所標榜的學習

和遊戲方式，都是某些常態化的男性英雄幻想（蕭昭君、邱秀貴譯，2004）。 
 
Giacquinta 等人（1993）的研究，生動地描述了家庭電腦使用性別差異的實

況。首先，通常父親和兒子在使用電腦時，母親則忙於家事，家事把母親困住而

沒有辦法使用電腦；其次，母親對於電腦是害怕的，而她們把害怕歸因於負面經

驗與缺乏使用經驗。母親對於自己沒有自信，認為自己學不會電腦，學習時必須

透過兒子和丈夫，而這樣的經驗是不愉快的，尤其當父親認為母親駑鈍，其不耐

煩與責罵令母親覺得自己像個小孩。 
 

 48



但這樣的情況卻沒有發生在離婚的女性身上，一位離婚女性對於電腦使用產

生「獨立的感覺」，且對於這樣可以獨立使用電腦感到自豪。這位女性說到：「我

不需要 Stan，我不需要像他一樣使用電腦，我可以用我的方式使用它，而且沒什

麼問題」（Giacquinta et al., 1993: 94）。可見得電腦使用，性別的社會形塑力量很

大，女性得脫離男性主宰的環境才能得以自在的使用電腦。 
 
而這種差異不斷的出現在學校、遊戲和家中，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已經認為

電腦是屬於男性的機器，男性較能適應機械和具有科技能力。Wajcman（1991）

認為這就像是 Paul Willis 在《Learning to Labor》一書中，提到勞動階層再製是

透過文化途徑發生，而電腦使用的性別再製也是透過社會文化的途徑。 
 
電腦使用與社會的網絡互動 

電腦設計和使用的社會形塑或許悲觀，但從行動者網絡理論，弱勢者仍可以

重新定義所謂的電腦與電腦使用，並反過來改變電腦。像 Wajcman（1991）就認

為電腦使用是一種全新的科技形式，它有潛能打破性別之間的藩籬。電腦使用並

沒有性別上的基本差異，甚致是較適合女性的，例如電腦使用是需要久坐的，需

要精細和靈敏的手指活動。而 1990 年以來的女性主義，對數位科技及其應用更

是採取一種樂觀的取向（Wajcman, 2004）。 
 

從文書處理軟體的演變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樣的網絡互動。由於秘書工

作主要由女性擔任，在電腦文書處理軟體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反應出設計者對使

用者性別特徵、理解能力和學習能力的假定。但 Hofmann 卻認為使用者的性別

概念並非固定的，而是流動的（fluid），她比較早期三種不同的文書處理軟體之

後，認為文書軟體的設計與女性概念完全相反，它們是設計給已經具備電腦專業

的人使用。而後來蘋果電腦和微軟改變了這樣的思維，它們設計出來的文書處理

軟體是給不是很懂電腦的一般人使用，因此文書處理軟體在演變的過程中，其實

已經將長期以來的性別特徵淡化掉了（轉引自 MacKenzie & Wajcman, 1999c）。 
 
MacKenzie 和 Wajcman（1999c）更進一步擴張 Hofmann 的看法，她們認為

並不是程式設計者將使用者擺在核心的位置，以此來設計文書處理軟體，而是科

技和潛在使用者互相形塑的結果。換言之，這並不是電腦公司良心發現，而是使

用者的經驗促使電腦公司改變。因此電腦使用雖然是社會形塑的，但沒有單一使

用者可以決定電腦使用的樣貌，而電腦使用反映的也並非是簡單的權力分配，並

不是 IBM 或 Microsoft 之類的電腦公司就可以完全主宰和壟斷（MacKenzie & 
Wajcman, 1999a）。 

 
電腦遊戲也是一個網絡互動的實例。早期的遊戲軟體在軟體方面，多是充滿

男性特質的，像是要用槍射中（shoots）正確答案以完成任務，或是含有運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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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等意涵，故電腦遊戲被學者稱做「男性偏見的軟體」，這是傳統男性較有興

趣的原因（劉芳蓉、白亦方譯，2004；Sutton, 1991）。但隨著電腦的普及，遊戲

軟體也漸漸的發展出非暴力主題及以女性為主人翁的遊戲，像是一款叫做 Barbie 
Fashion Designer 的遊戲（Subrahmanyam et al., 2001）。這樣的發展，雖尚未完全

達到性別平衡，但可以發現性別並非在遊戲中是完全被動形塑的，女性也可以反

過來形塑他們要想的電腦遊戲。 
 

三、小結：從創新者到使用者 

「社會形塑論」讓我們不能忽略社會對科技的形塑力量，「行動者網絡理論」

則認為科技也可能反過來形塑社會，而「女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讓我們不

能忽略「性別角色」和「階級壓迫」就在這種互動形塑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若只從「社會形塑論」來看電腦和電腦使用，無疑是悲觀的。從軍事的起源、

商業的應用到性別的形塑，反映出所謂的資訊社會，只是將新的電腦系統嵌入舊

有的網絡和社會關係裡而已（Edwards, 1995）。換言之，不只在電腦接近上是依

循原有的社會結構加以分配，電腦使用的知識風格上可能產生社會再製。而從「行

動者網絡理論」來看，固然使用者有扭轉悲觀的「可能性」，但研究者認為，不

代表原本電腦接近和使用的社會結構性差異已不存在。電腦中的權力運作，包括

性別、種族和社會階級，都賦予優勢者更高接近電腦及更好使用電腦的機會（白

亦方、林宏達譯，2004；王海譯，2004；林宇玲，2003）。 
 

但認真審視電腦科技在社會進步中的轉變，可以發現電腦發展不再侷現於國

防的應用，雖然電腦仍在軍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但真正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則

來自於非軍事的一般使用。就像技術史學者 Edgerton 認為技術影響社會的關鍵

在「使用」，而非「創新」。由於現代的創新者多為中上層階級的男性白人，若把

研究焦點放在創新上面，必然會忽略婦女、黑人與窮人的技術經驗（方俊育、李

尚仁譯，2004）。 
 
這樣重視「使用」的觀點，和第一節談到的許多關心電腦和學習成就的研究，

把研究重心放在「如何使用電腦」上，產生了關聯。換言之，研究者探討的重點

不在男性或社會階級如何將自身利益形塑進電腦軟硬體（事實上在研究者的研究

方法上也不容易，因為這是屬於技術史學的範疇），應把研究焦點放在使用者（行

動者）如何使用電腦，使用上有什麼差異，這些差異產生了什麼結果，但差異產

生的原因，就必須借助理論觀點加以推論。 
 

 50



貳、切入的視角：當性別遇上電腦 

若不提及性別，我們就不能完全了解科技。 
 

Cynthia Cockburn（轉引自成令方、吳嘉苓，2005：55） 
 
就像我們不會視奶瓶為科技，技術物與相關知識要是與女性連結，就不容易

被視為科技，科技一般被視為男性的領域。但這樣的氛圍並不能阻止 1970 年代

以降，性別研究的目光投向了科技議題，英語世界女性主義論述已經在 STS 累

積相當的文獻（成令方、吳嘉苓，2005）。 
 
性別與科技的討論可以粗略分為兩類：1.以科技對性別的影響，男女如何使

用科技，使用者的性別與科技的關係為何；2.討論性別與科技「相互生成」

（coproduction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相互形塑的關係。其中前者脫離了以發

明為主的菁英觀點，而後者則注意性別鑲嵌在科技設計中，科技帶有性別聯想（楊

佳羚譯，2004）。 
 
本小節大致依照上述的分類，將性別與電腦的討論區分成兩個：「電腦使用

的性別差異」以及「電腦使用性別差異的成因」。前者著重性別與電腦科技使用

的關係，而後者，雖然性別與電腦的確是在相互形塑，但是研究者認為男性主導

著電腦使用的形塑，而女性力量則是較弱勢，。 
 

一、電腦使用的性別差異 

電腦使用的性別差異將從三個層面加以歸納分析：「性別與電腦使用型態」、

「性別與電腦使用時間」以及「性別、電腦使用型態與電腦使用時間」。從下述

的分析，我們可以了解在不同性別脈絡下，所呈現的電腦使用差異。 
 
研究對象在 90 年代之前的文獻，都顯示男性在接近電腦的機會都來得比女

性高，不論在校內或是校外（Attewell & Battle, 1999; Rocheleau, 1995; Sutton, 
1991）。但新近的調查，則顯示男女在電腦接近的機會上，差異已經很小，甚致

是沒有差異了（蕃薯藤，2005; Sharon et al., 2004）。 
 
即使性別在電腦接近的差異已經不大，但性別的電腦使用型態差異，在研究

者可及的文獻裡，都呈現相同的結果：男性比女性常用電腦玩電腦遊戲（離線與

連線遊戲皆然），而女性比男性常用電腦做文書處理、家庭作業、瀏覽網路及溝

通（Email、即時通等）。這樣的差異十分顯著，且性別比起其他社會因素，在電

腦使用型態上具有最高的解釋力（朱麗麗，2004；林宇玲，2005；陳冠名，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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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1999; Ho & Lee, 2001; Hunley et al., 2005; Subrahmanyam et al., 2001; 
Sutton, 1991; Tsikalas & Gross, 2002）。 

 
但性別在不同年齡層表現出來的影響不太一樣。Ho 和 Lee（2001）發現男

性隨著年級越高，用電腦做作業的比例下降，溝通的比例上升，但女性不同年級

的使用型態沒有差異，而全部的樣本中，發現年級越高，使用電腦來溝通的比例

有越來越高的趨勢。而我國的研究則發現到大學之後，性別在網路使用行為上亦

有所差異，但男性在休閒娛樂及虛擬情感使用上甚致高於女性（吳雅玲，2003；

魏心怡，2001）。 
 
在「電腦使用頻率」的研究方面，性別的差異較為一致：男性電腦使用頻率

高於女性（朱錦鳳，1997；Harris, 1999; Li & Atkins, 2004）；但性別「電腦使用

時間」的差異，呈現的研究結果有些許差異：較多研究顯示男性電腦使用總時間

高於女性（朱麗麗，2004；陳冠名，2004；游森期，2001；Subrahmanyam et al., 
2001; Yang, 2001）；但也有研究顯示不同性別的電腦使用總時間沒有差異（Ho & 
Lee, 2001; Hunley et al., 2005）。 

 
研究者認為，造成不同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來自於不同的研究樣本（上述

研究樣本包含臺灣、香港、韓國和美國，且全國和地區調查皆有）；此外，也可

能和測量使用時間的方式有關，多數研究都是自我陳述，受試者在回想上可能導

致誤差。但這些研究仍可歸納出：女性在電腦使用時間上，最多和男性差不多，

但沒有任何一個研究顯示，女性的電腦總使用時間高於男性。 
 
雖然電腦使用時間的研究結果不太一致，但若同時把性別、電腦使用型態和

使用時間放在一起，不同研究的結果卻又相似。女性不但較常使用電腦從事學習

取向（做作業或找資料）和人際取向（聊天或 Email）的活動，比起同樣使用電

腦學習和人際溝通的男性，女性使用時間也較男性長；而男性不但較常使用電腦

從事娛樂取向（尤其是遊戲）的活動，比起同樣使用電腦娛樂的女性，男性使用

時間也較女性長（陳冠名，2004；Ho & Lee, 2001; Hunley et al., 2005）。 
 
簡單地說，兩性在電腦使用型態比例上的差異，同時伴隨著使用時間的差

異，像男性在電腦遊戲的使用型態比例上較高，使用時間也較長。所以，雖然電

腦接近機會平等導致兩性電腦使用總時間差異不大，但個別使用型態的時間差異

仍使得電腦使用對兩性的影響產生不同，而這種情況的形成原因，就值得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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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腦使用性別差異的可能成因 

我們當然可以說，電腦使用的性別差異，來自於男性和女性天生的不同。男

性理性、充滿邏輯以及視覺空間能力較好，因此適合使用電腦；而女性則是情緒

化、不理性、缺乏邏輯和空間能力，電腦本來就不屬於她們。但這樣的說法從電

腦的發展史來看，顯然是禁不起考驗，電腦史中承認的第一位程式設計師是女

性，她是英國詩人拜倫的女兒Ada Augusta Lovelace，而優秀的程式設計師也不乏

女性8。研究者在前述文獻也提過，現代電腦出現之後，第一批因軍事需要培育

的程式設計師，大多也是女性，而各式軟體也因為電腦的普及，性別特徵也漸趨

淡化。這樣看起來，女性並非不適合使用電腦，電腦使用性別差異的成因，顯然

有社會的影響在裡面。 
 
在「科技社會學的電腦面貌」小節裡，研究者其實已經提及兩個影響電腦使

用性別差異的主要因素：（一）電腦形塑設計反映男性利益：從硬體設計、文書

處理軟體到遊戲軟體，都反映出電腦起初是專為男性而設計的，使得男性容易親

近和使用。而女性雖有重新詮釋和反轉的能力，但從電腦使用型態的性別差異，

仍顯示相當的性別分化，例如遊戲依舊不是女性的領域；（二）電腦使用文化造

成女性疏離：如果形塑設計是有形的，那麼使用風格便是無形的，由於電腦使用

文化反映男性陽剛特質和權力安排，使得女性不易接近。從電腦使用時間的性別

差異，我們可以看到女性仍稍遜於男性。 
 
但究竟是什麼形成女性疏離的電腦使用文化？許多文獻都提及學校和家庭

環境中隱藏性別壓抑。而這種壓抑 Bryson 和 Castell 認為來自教育科技的運用中

隱藏著潛在課程，他們指出現代主義透過分類及後續的階層化過程，隱約地確立

不同型態的軟體或學習，而這些正反映出現存的社會規範和權力關係（周珮儀

譯，2004）。研究者認為性別壓抑的潛在課程，不只指涉學校層面的，也包含家

庭層面。 
 

學校環境如何壓抑性別？研究者從兩個層面加以論述：「教學與教材的潛在

課程」以及「男同學的獨占近用」。在教學與教材的潛在課程方面，是一種刻板

印象的傳遞。Wajcman（1991）認為由於電腦被認為與科學和數學有關，這些學

                                                 
8電腦史承認的第一位程式設計師是英國詩人拜倫（Lord Byron）的女兒Ada Augusta Lovelace

（1861-1852），她發明了使用打洞的卡片，來引導Babbage的機器作某些重複的計算動作；而另

一位知名的女程式設計師則是Grace Murray Hopper（1907-1992）博士，她推展COBOL程式語言

自硬體獨立出來，成為世界最熱門的程式語言之一，還發現了第一隻的電腦臭蟲（bug），它真的

是一隻蟲，誤飛進Hopper的電腦，造成電腦的錯誤，從那時起到現在，每個程式設計師都稱程式

錯誤為bug！（陳玄玲編譯，2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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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傳統上被視為專屬男性的，因此學校文化本身即具有性別結構，透過潛在課程

的潛移默化和社會化，電腦在不知不覺之間就被男性占有使用。 
 
從教學來看，Huber 和 Schofield 針對哥斯大黎加一所小學的田野調查提供了

例子。該研究發現，師生皆把電腦與男性作連結，即使是女老師，也認為男生對

電腦較有興趣，是因為男生比較有創意及科學能力。而男生在電腦使用發生問題

時，獲得電腦教師的協助多於女生（劉芳蓉、白亦方譯，2004）；從教材來看，

校外的電腦雜誌和校內的電腦教科書上的圖片，使用電腦的多是男性（多為白

人），只有一到三成左右是女性，而且處於都是被動的（passive）形象（Edwards, 
1995; Sutton, 1991）。 

 
在男同學的近用獨占方面，可以從課程上的電腦使用和課外電腦活動的參與

可以看出來。在電腦教室裡，當需要多人一起使用電腦時，多是男學生霸占，並

從口語及行動上表現出侵犯女學生的樣子，這會打消女學生在使用電腦上的興趣

（Sutton, 1991）；而 Huber 和 Schofield 的質化研究也發現，當男女生共用一台電

腦時，女性雖會嘗試掌控鍵盤，但男生通常會成功的排斥女生的參與（劉芳蓉、

白亦方譯，2004）。除此之外，女學生也不被鼓勵參與電腦相關的課外活動，而

教師對於這種情況，通常是視而不見或無能為力（Wajcman, 1991）。而國內針對

偏遠地區國小六年級學生網路使用的研究，也發現男同學偏好線上遊戲，女同學

則傾向利用網路來傳播或建立關係，而一旦男同學喜歡上網聊天，則會被其他男

同學認為「很娘」而被排擠（林宇玲，2005）。 
 
那麼家庭又是如何壓抑性別的呢？前文提過母親在有無父親的兩種情境

下，呈現不同的電腦使用信心和情況，可見家庭中也存在著和學校類似的性別文

化。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從下述幾個研究窺見一二：Giacquinta 等人（1993）

發現家中是否購買電腦多是由父親做決定的；Wajcman（1991）則發現家中購買

電腦多是為了「兒子」；孫曼蘋（2001）的研究也發現我國家用電腦的主要擁有

者幾乎都是男學生（尤其是長子），女學生在家中需向其兄弟「借用」電腦。由

此可知，家庭中性別權力的安排不只存在於父親及母親之間，還存在於兄弟及姐

妹之間。 
 

三、小結：不利女性的電腦使用 

我們可以從不同的研究發現，學校和家庭建立了有利於男性的電腦使用文

化，再加上電腦軟硬體的設計形塑仍殘留男性的痕跡，因此女性在資訊社會仍處

於相對不利的地位。而這也使得不同性別在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產生差異，

但這種差異很容易被誤認為是男女天性的差異，或許男性比較不喜愛溝通，但女

性並沒有比較不喜歡遊戲，只是她們喜歡的不是男性的遊戲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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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教育方面，女性主義教育學者把「低效率女孩」的解釋模型轉變成「低

效率科學教育」模型。就像 Harding 認為女孩並非能力不足，無法勝任科學與數

學的學習，而是科學教育的文本與實務，包括老師的教法，對男孩子適用，而對

女孩子並不親近（蔡麗玲譯，2004）。Harding 的看法也有助於我們反思性別與電

腦使用的關係，我們可以這樣說，並不是女孩不喜歡電腦，而是電腦科技的設計

與使用，以及老師及家長的態度，對男孩子有利，而對女孩子並不親近。 
 

參、干擾的因素：影響電腦使用的其他變項 

除了性別之外，也有相當數量的研究探討族群、地理區域和社經地位對電腦

使用的影響，這些研究結果雖然有顯著，但解釋力大多較小。這部分將簡單討論

這些變項對電腦使用的影響，在本研究中，這些變項僅做為控制變項，避免因這

些變項的干擾而影響研究結果的解釋。 
 
大體上而言，研究者認為可以將這些變項的族群分為「弱勢」與「優勢」兩

群，越弱勢的族群，在接近與使用的情況上都越差（接近機會少，使用型態偏向

反覆不具創造力的活動，使用時間較少），越優勢的族群則反之。但值得注意的

是，這些變項彼此之間多具有一定程度的相關，就像 Becker（2000）認為，居住

區域反應了居民的家庭社經地位，低社經地位的會居住在一起。 
 

一、族群與區域 

族群 
普遍來說，黑人及西班牙裔的學生比起白人和亞裔的學生，接近電腦的機會

較少（Attewell & Battle, 1999;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98; Rocheleau, 1995; 
Sutton, 1991），而且種族變項同時也決定了電腦的品質（例如擁有光碟機、印表

機和網路）（Becker, 2000）。但隨著美國政府注意到數位落差的問題，加強弱勢

學校的輔助，有些不同研究調查顯現，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學生在學校反而較常接

近電腦，但在家裡，白人和亞裔的接近機會仍然較多，尤其是在家使用電腦做功

課，族群的差異更是顯著（Hedges et al., 2000; Wenglinsky, 1998）。 
 
而造成族群電腦使用差異的原因，除了與社經地位有關之外，還可能與語言

及價值觀有關。像林宇玲（2005）研究國內偏遠地區電腦使用，發現原住民的學

生由於口音不同，在學習電腦多了一個拼音障礙；而 Becker（2000）則發現即使

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度相近，在接近家用電腦和網路的比例上，非裔和西班牙

裔的孩子仍較白人和亞裔的孩子少 10%。因此 Castells 認為資訊科技對於不同族

群而言，不只是近用或內容的問題，更有可能是一個文化差異的問題。由於不同

族群先天在經濟、政治、文化或社會資本上的掌握度不同，因而造就在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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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擁有數與使用量之歧異（轉引自陳儒晰，2004）。 
 
區域 

不同區域造成的電腦使用差異也是存在的。Wenglinsky（1998）研究發現住

在美國東北方的四年級學生，高層次電腦使用（有創造力的，不是反覆練習的）

的比例較高，而住在郊區的八年級學生，高層次電腦使用的比例較高；而 Jung
等人（2005）研究也發現青少年的居住地對網路使用有影響。 
 

此外，Wenglinsky（1998）也發現地理區域也與電腦使用頻率有關，住在郊

區的學生，比住在城鎮和鄉村的學生，在家較常使用電腦。而梁朝雲（2001）的

發現和 Wenglinsky 有異曲同工之妙，他發現我國不同地區的青少年在電腦連線

使用時間上有所差異，使用時間較長的多為都市或工商業地區。由於美國是住郊

區的社經地位較高，而我國是居住在都市的社經地位較高，這反應出來的可能是

社經地位高的學生通常電腦使用時間較高。 
 
由於社區文化是由眾多的家庭文化所形塑，Facer 和 Furlong（2001）認為，

不同區域電腦使用的不同，不一定是社經地位的關係，也可能是「社區文化」的

影響。例如居住在鄉村的孩子不喜歡電腦，原因並非家中沒有電腦，而是他們更

愛戶外活動，像是在農田裡幫忙使用牽引機（tractor）耕作；而有些社區的男孩

文化熱衷於足球，使用電腦的男孩則會受到排擠，也影響小孩使用電腦的意願。 
 

二、社會經濟地位 

本研究所指的社會經濟地位，包含家庭收入、家長教育程度及職業類別，大

致上也是越優勢的族群，電腦使用的情況越好。 
 
在採用綜合社經地位變項的研究方面，Rocheleau（1995）使用 logistic 

regression 的統計分析，發現社經地位對於預測學生是否會成為常用電腦者，是

有效的指標；而林宇玲（2005）則是認為社經地位透過電腦素養產生影響，在學

校電腦課裡，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電腦素養較佳，在課堂上游刃有餘，但缺乏電

腦素養者，卻只能呆坐在位置，尋求其他同學的幫助；而 Hedges 等人（2000）

則是發現社經地位對電腦使用型態有影響，例如在家使用電腦做功課，在社經地

位上有顯著差異，接受免費營養午餐的學生比例較低。 
 

家庭收入 

Sutton（1991）分析在四個全國性且包含不同年級的調查研究，貧窮的學生

在學校或家裡都比較沒有機會接近電腦；而美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98）則是發現最富有和教育程度最高的家庭，其擁有家用電腦的比例，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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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及教育程度最低家庭的十倍。Attewell 和 Battle（1999）的研究結果也是雷

同，年收入少於 10000 美金的家庭，只有 8.6%擁有家用電腦，年收入大於 75000
美金的家庭，則有 60.7%擁有家用電腦。在電腦使用頻率方面，Wenglinsky（1998）

發現家庭收入較高的，在家裡也比較常使用電腦。 
 

家長教育程度 

美國商務部人口調查局的調查，發現家長教育程度和是否擁有電腦有關

（Rocheleau, 1995）；這和 Becker（2000）的研究結果相同，但 Becker 更進一步

發現，家長教育程度也會影響家用電腦的品質。 
 

家長職業類別 

家長職業對於孩子的電腦使用情況影響，來自於家長的職業是否有使用電

腦，這比家長職業高低更具有影響力。Becker（2000）發現低社經地位的家庭，

若父母工作上有電腦使用經驗，會大大提升孩子在家接近電腦的機會。若父母的

工作皆需使用電腦，即使家庭處於低社經地位，其孩子接觸電腦的比例會提高近

50%，大幅拉近與其他社經地位家庭的差距。而 Becker 也發現，在電腦設備相

同，父母有電腦經驗的情形下，社經地位的作用就會變小。林奕如（2004）也提

出同樣看法，她認為如果父母缺乏使用電腦經驗（因而覺得電腦不重要），即使

家中經濟能力許可，也不見得會購買電腦，父母的態度不只反應在購買行為上，

父母的支持態度與使用行為也有關。 
 
在我國的政府單位和民間機構，像是行政院主計處（2005）和資訊工業策進

會（轉引自詹文男等人，2001）的調查都顯示，職業確實和電腦使用經驗相關，

且具有一定階層性。在這些調查裡面，最有機會接觸電腦的職業依序是各級政府

部門和學校教職員（80-90%）、服務業（70-80%）、水電燃氣業及運輸倉儲通信

業（63-68%）、商業（44-60%）、農林漁牧礦業（45-48%）、製造和營造業（43-47%）。

雖然國內並沒有更進一步的調查在這些職業的子女電腦使用的情況，但我們從

Becker 的研究可以推測，不同職業家長的子女接近電腦的機會應該大致符合這個

次序。 
 

三、小結：有關但間接的影響 

多數文獻對於種族、區域和社經地位對電腦使用的影響都放在接近機會上，

僅有少數文獻（梁朝雲，2001；Hedges et al., 2000; Wenglinsky, 1998）觸及使用

型態和使用時間。這種情況或許和這些變項對於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的影響是間

接的有關，不像性別的關係較為直接。像 Bozionelos（2004）研究就發現，社經

地位是先影響電腦使用經驗，然後使用經驗才去影響電腦焦慮和電腦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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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學校裡的電腦使用，並不像美國在各個科目裡面都有

可能使用，大多是電腦課學生才有使用的機會，而電腦課以外的課程，教師則把

電腦當做教學媒體，學生並不直接使用電腦。因此電腦使用時間和型態，大多是

在家庭裡面的使用，而這樣的使用，就不容易出現國外那種越弱勢在學校用越多

的矛盾情況。 
 

肆、回顧與反思：性別、電腦使用與學習成就 

本段的重點，在於為文獻探討做統整的回顧，並說明研究架構是如何浮現

的。本段思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回溯「現象」，看看電腦使用是如何影

響學習成就；第二個層次導入「理論」，從科技社會學理論探討性別及其他因素

對電腦使用的影響；第三個層次則將前兩者統合思考，研究者認為，導入科技社

會學的觀點，會使得現象的詮釋有所不同。 
 

一、電腦使用型態、使用時間與學習成就 

在本章的第一節前半，研究者回顧了電腦使用的相關文獻，定義了本研究的

電腦使用型態與使用時間。發現國中生的電腦使用型態前三名多是玩遊戲、瀏覽

網路和交友聊天，只是順序有些不同；而電腦使用時間約在 2 小時上下，而使用

網路的時間約在 1 小時到 2 小時之間，但個別差異很大；而特定的電腦使用型態，

事實上伴隨著較長的使用時間，要視使用型態互動性而定。 
 
而在第一節後半，國內外文獻大都指出，「沒有機會接觸電腦」、「人際取向

的電腦使用型態」、「娛樂取向的電腦使用型態」以及「電腦使用時間較長」的學

生，其學習成就較低；而「有機會接觸電腦」、「學習取向的電腦使用型態」以及

「電腦使用時間較短」的學生，其學習成就較高。但有例外的是，電腦使用時間

雖長，但偏向學習取向的活動，學習成就不一定較低；而學習取向的電腦使用型

態，若是「反覆練習」（drill /practice）或者「在學校/課堂使用電腦」，其學習成

就反而較低，但這是在美國的情況，和我國校內的電腦使用情況並不相同。 
 

二、性別、電腦使用型態與電腦使用時間 

研究者認為，電腦使用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只是表面的現象，電腦設計和使用

可能會受到社會經濟力量的建構。在本章第二節裡，研究者引入科技社會學的理

論，從「社會形塑論」、「行動者網絡理論」、「女性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觀

點」，析論電腦設計、電腦接近和電腦使用，並非是中立不受影響的。相反的，

它們會受到性別和其他社經因素（族群、區域和社經地位）力量影響，而這其中

不只是經濟面的，更有文化和價值觀的層面。從科技社會學的角度切入審視，電

 58



腦使用和學習成就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單純。 
 
而性別在電腦使用的差異是顯著的，男性多愛玩電腦遊戲，女性則多用電腦

做文書處理、家庭作業和人際溝通，且女性在電腦使用總時間上則不高於男性，

最多只有相近而已，而性別在電腦使用型態比例上的差異，通常伴隨著該型態使

用時間上的差異。而造成性別差異電腦使用差異的原因，有可能是電腦軟硬體形

塑已然反映男性利益或電腦使用文化造成女性的疏離。 
 

三、性別、電腦使用型態、電腦使用時間與學習成就 

科技社會學者認為：「人一旦創造了工具，工具就具有一些先天的特質，也

就是人們以某些特定方式使用某些工具，以達成特定目的。」（林文川、楊淑晴

譯，2004）但許多教育者、研究者、政策提倡者和政府官員卻盲目主張電腦、教

育軟體及網路提供了大量的教育好處，但如果我們忽略了其背後的社會決定因

素，或許就像 Apple（2003）擔心一樣，電腦知識將成為一種「科技管理的文化

資本」（technical-administrative cultural capital）。由於特定族群的孩童會擁有較好

的電腦使用機會，使得他們將來有更多升學和就業的機會，而相對弱勢族群的孩

童則沒有從電腦中得到好處，這就像電子業為男性主導的領域一樣。 
 
回到本研究所關心的焦點，我們可以把電腦使用對學習成就的影響，視為一

種科技影響社會的結果。但從科技社會學的觀點，這種影響並不是中性的，而是

與特定族群的利益有關，這個特定族群可能是不同的性別、種族、區域和社經地

位的人。但多數研究發現性別影響最大，因此本研究特別關心性別，僅把種族、

區域和社經地位做為控制變項。 
 
但將性別、電腦使用和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的，在研究者可及的文

獻中僅有 Attewell 和 Battle（1999），他們的研究將性別和家庭電腦學習使用做

交互作用，再分析其對學習成就的影響，發現學習使用型態對女學生的影響雖是

正向的，但比起男學生，女性從中獲益比男性少了 43%，而且這是在控制了社經

地位及其他變項之後的結果。所以看起來好像女性在學習取向的使用比例高過男

性，但男性卻從中獲益更多。所以研究者認為，在電腦使用型態和使用時間對學

習成就的影響中，以性別做為分析的脈絡，或許能夠發現電腦使用對學習成就影

響的不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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