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係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

的網路素養能力，在對問卷資料進行分析討論後，茲從兩方面舉

述重要的研究發現。 

 

壹、研究假設驗證的發現 

     

假設一：個人屬性與網路使用基本概念無關聯存在 

經統計分析後得出性別、職位、職等、教育程度、擔任人

事人員年資不同與網路使用基本概念間並無關聯存在；惟年齡

不同與網路使用基本概念間有顯著差異存在，故推翻假設

1-2，並歸納出以下的發現： 

1.在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人事人員不因男女不同，而對

網路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現在網路的

使用已相當普遍，受訪對象中女約為男之二倍之多，不分男

女都具備基本概念。 

2.在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人事人員會因年齡不同，而對

網路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普遍來說，學習相同的

教育訓練課程，年齡越大者其接受的程度就越低。 

3.在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位不同，而對

於網路的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主管負有綜理業務

之責，雖不須承辦業務，但仍有督導必要，是以不分主管或

非主管，都具備基本概念。 

4.在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等不同，而對

網路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由於人事業務依賴電腦



 

的程度相當高，因此各個職等的受訪者，都具備基本概念。 

5.在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人事人員不因教育程度不同，

而對網路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受訪對象中，具大

學學歷者佔八成以上，普遍來說其教育程度相當高，且國中

學歷以下僅一人，水準亦相當整齊，都具備基本概念。 

6.在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人事人員會因年資不同，而對

網路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普遍來說，年齡越大者

多具有較長的年資，是以其基本概念因年資而有差異。 

 

假設二：個人屬性與網路使用能力無關聯存在 

經統計分析後得出性別、職位、職等、教育程度、擔任人

事人員年資不同與網路使用能力間並無關聯存在；惟年齡不同

與網路使用能力間有顯著差異存在，故推翻假設 2-2，並歸納

出以下的發現： 

1.在網路使用的能力方面，人事人員不因男女不同，而對於網

路的使用、操作能力有所不同。一般來說，使用的能力與反

覆練習、熟悉程度有關，應不分男女都可以經由學習而具備。 

2.在網路使用能力方面，人事人員會因年齡不同，而對於網路

的使用、操作能力有所不同。這是由於在學習相同的教育訓

練課程時，年齡越大者對於學習新的課程，接受的程度會越

低，因此不同年齡者其網路使用能力便有差異存在。 

3.在網路使用的能力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位不同，而對於網

路的使用、操作能力有所不同。主管負有綜理業務之責，雖

不須承辦業務，但在目前資訊瞬息萬變的時代，新聞很快就

過時變成舊聞，主管有時必需親力親為，因此不分主管或非

主管，在網路使用能力方面皆需具備。 

4.在網路使用的能力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等不同，而對於網



 

路的使用、操作能力有所不同。由於人事業務依賴電腦的程

度相當高，除了應具備基本概念，大部分的業務都須利用電

腦來完成，因此各個職等的受訪者，都需具備使用的能力。 

5.在網路使用的能力方面，人事人員不因教育程度不同，而對

於網路的使用、操作能力有所不同，在受訪對象中，具大學

學歷以上者有百分之九十六之強，學習的能力應無疑問，因

此並無差異。 

6.在網路使用的能力方面，人事人員不因年資不同，而對於網

路的使用、操作能力有所不同。從本研究的統計結果發現，

年資的長短對於網路使用的能力並無不同，將此一結果對應

前項假設後可以看出，由於人事業務常需利用網路加以完

成，是以人事人員不論年資長短，都需具備使用網路的能力。 

 

假設三：個人屬性與「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無關聯

存在 

經統計分析後得出性別、年齡、職位、職等、教育程度、

擔任人事人員年資不同等個人屬性與「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

使用情形間並無關聯存在，由統計結果歸納出以下的發現： 

1.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男

女不同，而對於此一系統之使用情形有所不同，業務承辦人

不分男女都有使用的需要。 

2.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年

齡不同，而對於此一系統之使用情形有所不同，即便因年齡

之故學習上有所影響，然而因此一系統操作反覆性高，熟能

生巧，尚可彌補之。 

3.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

位不同，而對於此一系統之使用情形有所不同。一般來說，

對於偏重操性質的資訊系統，多由承辦人負責即可，本項統



 

計調查的結果顯示，不分主管或非主管，均瞭解如何使用此

一系統。 

4.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

等不同，而對於此一系統之使用情形有所不同。由於此一系

統包含所有人事業務的項目，舉凡任免遷調、訓練進修一直

到退休撫卹，因此涵括所有人事人員的業務。 

5.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教

育程度不同，而對於此一系統之使用情形有所不同。在受訪

對象中，幾乎都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其不但具備網路使用的

基本概念和能力，對於此一系統的應用，亦不會有障礙。 

6.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年

資不同，而對於此一系統之使用情形有所不同。復對照假設

二的推論，可推知年資長、年齡大者較少需使用網路，使用

此一系統情形亦較少。 

 

假設四：個人屬性與「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無關聯存在 

經統計分析後得出性別、年齡、職位、職等、擔任人事人

員年資不同與「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間並無關聯存在；惟

教育程度不同與「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間有顯著差異存

在，故推翻假設 4-5，並歸納出以下的發現： 

1.在「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男女不同，

而對於「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由前三項假設

結果得知，男女之差異在網路素養能力方面並無影響。 

2.在「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年齡不同，

而對於「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對應前三項假

設結果可推知，由於年齡高低會影響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與

能力，但由於人事行政網不若人事資訊管理系統較為機械



 

性，可推知此一不甚合理的結果或係因人事人員對於此一內

容並不甚清楚；或為人事行政網的另一溝通交流的功能得到

發揮利用之故。 

3.在「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位不同，

而對於「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由於人事行政

網兼具公私兩面向的功能，不論主管或非主管應皆得以利

用。 

4.在「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職等不同，

而對於「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由於人事行政

網的設計可供各個職等的人事人員利用，是以其應用情形不

因職等不同而有不同。 

5.在「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會因教育程度

不同，而對於「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此一情

形在研究所與大學(大專)此二學歷間有差異存在，由於人事

行政網係為新推展的系統，由此可推知具有較高學歷者對於

新的系統有較高的接受度。 

6.在「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方面，人事人員不因年資不同，

而對於「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此與假設三的

推論相似，推得年資長、年齡大者使用此一系統的情形較少。 

 

貳、問卷複選題分析的發現 

1.就複選題一而言，最常使用電腦做什麼的回答中，與工作較

相關的選項有：製作公文、看 E-mail、檢索法規、資料和資

訊傳輸，其中，又以製作公文、看 E-mail、檢索法規、資料

為最多，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利用電腦作資訊傳輸就

不到百分之七十了，由此可以推得，受訪之人事人員利用電

腦多僅止於例行性的操作和瀏覽上。在工作之餘，不到一半



 

的人會利用電腦逛網站和看新聞，因此電腦的應用還是侷限

於公務使用上。 

2.就複選題二而言，以人事人員的觀點來看，認為提昇其網路

素養，最好的方法以機關派訓、在職進修、請教別人與工作

經驗為多，而自己進修與參加演講、觀摩與主管機關抽測，

比較不得受訪者的青睞。此反映出網路素養能力的提昇，從

請教別人與工作經驗中獲得都比自己進修效果來得好。對照

第一題最常使用電腦多在公文製作上，因此一般亦較不易自

動自發去研習，是以如主管機關辦理抽測，可能是工作上的

一大壓力。 

3.就複選題三而言，人事人員選題工作上最需要的電腦課程以

Word、Excel、和 Outlook最多，而輸入法教學、繪圖製作

僅一成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復對照第一題的結論，由於使用

電腦多係製作公文，是以Word文書處理九成的人都沒有問

題，故輸入法教學的需求僅佔一成，且使用 E-mail愈來愈

普及，因此 Outlook的課程需求亦有八成之多。另外對於個

人電腦基礎維修課程僅佔不到四成的受訪者認為工作上有

需要，這與各大專校院置有資訊人員負責軟硬體的維護應有

相關。 

4.就複選題四而言，相關電腦課程是受訪者較有興趣的，但輸

入法教學和繪圖製作比例最低，其原因可能是大部分的受訪

者在打字部分沒有問題，對於輸入法並無需要，而繪圖製作

亦是工作上較用不到的，因此並不感興趣。而其他感興趣的

課程，最多也只佔六成，工作上需要的Word、Excel、和

Outlook，所佔的比例都降低，在 Powerpoint、Internet和個

人電腦基礎維修部分，所佔的比例反而較高，由此可看出，

除了工作上最需要用到的應用程式外，受訪者對於充實個人



 

的能力亦很感興趣。 

 

 

 

 

第二節  政策性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發現，筆者提出本研究的政策性建議如表５－１，

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表５－１ 政策性建議表 

壹、在網路使用的基

本概念方面 

1.問卷調查發現，國立大專校院人事人員普遍在

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程

度的認識與了解，因此筆者建議往後在安排

教育人事人員的訓練課程時，對於網路使用

的基本概念方面的課程，比例可以酌予減少。 

2.在個人屬性與網路使用的基本概念之假設驗

證方面，人事人員因年齡、年資不同，對於

網路的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會有不同。而

且，在學習相同的教育訓練課程時，年齡越

大，其接受的程度就越低。因此，筆者建議

在安排訓練課程時，對於年齡層可做區分，

年齡層越大者對於網路使用基本概念課程的

比重就越高，反之，年齡層越低者，對於網

路使用基本概念課程的比重就越低。 

貳、在網路使用的能

力方面 

1.問卷調查發現，在國立大專校院人事人員其實

務上網路使用能力、操作能力上恐有無法獨



 

立操作、獨立完成之虞，因此相較於前述網

路使用的基本概念之課程安排，筆者建議在

安排教育人事人員訓練課程時，可以著重在

網路使用能力的相關課程方面。 

2.在個人屬性與網路使用能力之假設驗證方

面，人事人員僅因年齡不同，而對網路的使

用、操作會有不同，就學習新的教育訓練課

程而言，年齡越大者，吸收的程度會越低。

因此，筆者建議在安排訓練課程時，對於年

齡層可做區分，年齡層越大者對於網路使用

能力課程的比重應越低，反之，年齡層越低

者，對於網路使用能力課程的比重應越高。 

參、在「人事管理資

訊系統」的使用

情形方面 

1.問卷調查發現，國立大專校院人事人員對電子

資料庫具有相當高的使用需求，此一資訊系

統提供了相當便利的各項服務，但是仍有不

瞭解如何使用與實際上不會使用者。因此，

筆者建議教育部人事處對所屬人事人員使用

「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的情形應加以要求，

並應安排「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的訓練課程。 

2.在個人屬性與「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使用情形

之假設驗證方面，人事人員並不因任何屬性

不同，而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

形方面有所不同。因此筆者建議在「人事管

理資訊系統」使用情形方面，於安排訓練課

程時，可以考慮增加對此一系統的教學與指

導。 

肆、在「人事行政網」1.問卷調查發現，瞭解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及瞭



 

的應用情形方

面 

解人事行政網內涵者，各約佔百分之五十

六，但是業務上需使用者僅佔百分之四十

七，而不需使用者佔百分之二十四，且會利

用人事行政網作資訊交流或分享僅佔百分之

三十，比不會利用者的百分之三十三更少，

此乃因「人事行政網」於九十一年才推出，

至目前為此，仍有許多人事人員對它不熟

悉、不會運用或者業務上不需使用；另一方

面，人事行政網所欲達到的情感交流部分，

亦未發揮設計的功能。因此筆者建議教育部

人事處對於教育人事人員應用「人事行政網」

的情形應加以要求，並安排使用「人事行政

網」的訓練課程。 

2.在個人屬性與「人事行政網」應用情形之假設

驗證方面，人事人員會因教育程度不同，而

對「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有所不同。由

於人事行政網係為新推展的系統，可推知具

有較高學歷者對於新的系統有較高的接受

度。因此筆者建議，在「人事行政網」之應

用情形方面，可以考慮在安排訓練課程時，

提供學習「人事行政網」的相關課程。 

伍、複選題分析方面 1.從複選題一，最常使用電腦做什麼的回答中，

受訪之人事人員利用電腦多僅止於例行性的

操作與瀏覽上，利用電腦作資訊傳輸未達百

分之七十。因此筆者建議，應規定公文或資

料的傳輸必須透過網路加以傳送，此不但可

以節省公文往返與資料傳送的時間，並可大



 

幅提高人事人員的行政績效，使工作業務做

得更快更好。 

2.從複選題二，認為提昇其網路素養最好的方法

是什麼的回答中，反映出網路素養能力的提

昇方式，以主張機關派訓、在職進修者最多，

另外，認為請教別人與從工作經驗中獲得提

昇都要比自己進修效果來得好。因此筆者建

議，為大幅提昇人事人員的網路素養能力，

應以機關派訓及在職進修的方式為主，請教

別人及從工作中累積經驗的方式為輔。 

3.從複選題三，最需要的電腦課程是什麼的回答

中，以Word、Excel、及 Outlook最多，而輸

入法教學、繪圖製作最不被需要。因此筆者

建議，在安排訓練課程時，應參考此問卷調

查結果，依受訪者認為需要課程的優先次

序，排定授課課程的優先順序。 

4.從複選題四，最有興趣的電腦課程是什麼的回

答中，以 Powerpoint、Internet及個人電腦基

礎維修部分，所佔的比例較多，而工作上需

要的Word、Excel、及 Outlook，所佔的比例

都降低，並以輸入法教學和繪圖製作比例最

低。由此可看出，除了工作上最需要用到的

應用程式外，受訪者對於充實個人的能力亦

很感興趣。因此筆者建議，在訓練課程的安

排上，除以工作上所需要的電腦課程為優先

外，並應一併考慮人事人員較有興趣的電腦

課程。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未來的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是資訊爆炸的時代，使用電腦已

經成為處理業務的必要條件。再者，為求資訊共享、知識累積與檔案

傳輸，減少公文往返時間，提昇行政績效，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將

工作業務透過網路的傳輸與聯結，是公務機關不斷努力的目標。因

此，公務人員的工作能力可說與其個人的網路素養能力息息相關。 

我國政府自民國八十七年推行「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以

來，對公務員各種網路素養能力，即不遺餘力地加以推廣與訓練，並

積極充實電腦及網路的軟硬體設備。 

  本研究以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為對象，調查個人屬

性與網路素養能力是否有關聯存在，經調查發現，人事人員由於業務

常需透過資料庫的存取並加以運用處理，因此普遍來說其資訊網路素

養的程度相當高。 

筆者認為既然公務員的網路素養能力，會嚴重影響公務員個人的工作

能力，因此對於其他各類公務人員的網路素養能力也有加以研究的必

要，然而此部分，受限於筆者個人之經費、時間、精力有限，未能如

願。爰藉本研究拋磚引玉，先就筆者在工作上所接觸的層面，與業務

相關的部分，速行調查研究。筆者期望未來研究者能針對其他公務人

員的網路素養能力繼續研究，累積全國公務人員網養素養能力的調查

研究相關資料，以為政府推行「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的參考數

據，並使我國能早日達成全民知識化、網路普及化的目標，成為「知

識化的台灣、網路化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