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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益，電腦應用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的普及使用，在

短短數十年間，使人類的日常生活乃至工作場域產生前所未有的改變。電腦

的高效率，無論在私人企業以及公家機關，均使各項工作能更有效率的執

行，也解決許多工作上的困難。 

    為面對此一趨勢，政府已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行政院第 2512次院會

審議通過實施「建立電子化政府、創造競爭優勢」，隨後行政院研考會於行

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第 33次委員會議，正式提出「電子化／網路化政府

中程推動計畫（草案）」，自此正式展開數位化政府之相關推動建設 (賴世

培等，民 91，頁 3) 。因此，我國政府的規劃除了大舉進行行政電腦化外，

更督促各級政府加速資訊建設的工作，以達到行政績效的提昇。從歷年來，

行政院推行精簡人事、國家縮編省府組織層級、縮短工作時數看來，運用網

際網路這項資訊科技，不但可以彌補人員之不足，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更

可以提昇服務品質 (顏嘉億，民 89，頁 2) 。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網際網路已逐漸成為政府提供民眾資訊、申

辦處理及相互溝通的重要管道，是以「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最重要的內涵

及精髓是建構一個「無所不在、無時無刻」的機關，使得民眾及各界可以很

快地取用整合性的資訊及服務 (賴世培等，民 91，頁 3) 。而且透過全球資訊

網（WWW）的使用，電腦已不再只是單純處理資料的機器，取而代之的是

全球的人們彼此傳遞資訊，人們只要在家中，便可以收到各方面的資訊，達

到所謂「資訊爆炸」的時代 (顏嘉億，民 8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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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內企業界為例，網際網路的使用除了加快資訊化的腳步外，也使組

織結構較具有彈性，更有甚者透過資訊的快速流通，使企業更能因應外在市

場之變化而快速應對。而且，在企業的人事教育訓練上，無不以教育員工善

用資訊科技，並透過資訊科技來加以傳遞教育訓練的內容。因此網際網路可

以說改變了企業界的工作方式、內容以及型態等，對於企業經營的成敗有著

關鍵性的作用。 

  當然，在政府方面亦不能自外於此潮流，政府必須透過網際網路的應

用，提供政府機關一個嶄新的辦事方法、創新的工作方式以及強大而有用的

應用工具，不但可對「政府再造」發揮最大的效用，更可讓行政人員用來處

理以往人工作業無法做到的事。例如，人工作業無法做到的公文瞬間傳達，

可以透過電腦網際網路系統加以達成。 

  在「政府再造」以及提倡高效率的「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要求之

下，使用網際網路的素養能力，受到普遍的重視。以筆者服務的教育部人事

處而言，除國民中小學人事業務因地方自治權責係屬各地縣市政府，人事業

務係一條鞭，負責全國各級學校之人事業務之服務，所服務的對象包括學

校、機關的教師、職員等，人數龐大、種類複雜，人事法規多如牛毛，許多

業務已無法以過去人工操作的方式可完成，因此使用電腦辦公已是相當普遍

的情形，舉凡公文書的製作、文字、數據檔案資料的管理，更是加深對於電

腦使用的依賴。鑒於 E時代資訊更新的速度瞬息萬變，尤其是網際網路的發

達，透過網路的傳輸，更加縮短了文書往返、資訊聯繫的時間，對於人事人

員的網路素養能力、使用的熟悉度、運用的現況、及其所欠缺的部分，實有

加以研究了解的必要。 

  為求澈底瞭解並解決上述問題，筆者以為可以從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

的網路素養能力進行研究，如此不但可以瞭解在「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

政策下，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的網路素養能力是否足以符合政府在推行網

路化政府的要求，欠缺的能力為何？更可以使教育部在利用網際網路宣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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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推行政策以及公文承轉等業務，產生更大的效率與效果。因此，興起研

究本文的動機。 

 

  貳、研究目的 

 

  教育部人事處所轄的機關學校人事室眾多，以調查身心障礙者之進用情

形為例，從訊息的下達、轉知到回覆的過程，若以過去的公文書往返，再加

以彙整，全國各機關的資料很難在短時間內統計出來，常常使具有時效性的

重要議題，從新聞而變成了「舊聞」。倘若以傳真的方式來傳遞訊息，雖然

可以爭取傳遞的時間，但是回收的資料龐大，書面的文字及數字資料又多，

若以承辦人一人之力，整理起來仍相當耗費時間。相對而言，如果能透過網

際網路的應用，從檔案的上傳、下載到回覆，皆以格式化的檔案資料來傳

遞，不但可以縮短聯繫的時間，資料的彙整也更加容易。 

  以現今人事資料的處理來看，各項業務工作皆十分仰賴電腦來作業，若

能透過網際網路的應用，建立完善的機制，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對於工作

業務能力及效率的提昇，有相當大的效果。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能對國立大專

院校人事人員的網路素養能力加以瞭解，不但可以做為教育部人事處將來在

利用網際網路推行業務的參考資料，也能做為未來教育部人事處在安排人事

人員訓練課程上的參考。進而能瞭解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對於網路的素養

能力是否能符合政府推行「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要求，以及需要改進的

地方為何？ 

  基於研究動機及以上所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網路素養能力之現況。 

二、探討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網路素養能力與個人背景之關係。 

三、提供實務上應用情形做為教育部人事處將來在利用網際網路推行業

務的參考數據。 

四、提出建議做為未來教育部人事處在安排人事人員訓練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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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瞭解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對於網路的使用情形及其能力是否符合

政府推行「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要求？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流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針對網路素養能力之探討，網路素養包含網路基本概念及使用

的能力，以及網路道德規範三個層面，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網路素養的網路

基本概念及使用能力上，至於網路道德規範方面因與實務工作能力之提昇較

不相涉，故不予探討。 

  在研究對象方面，筆者所服務的機關為教育部人事處，以各級學校之人

事業務主管行政機關來劃分，國民中小學，係屬地方縣市政府人事室之權

責；直轄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主管市立大學校院、高中職校、國民中、小

學；國立高中職校係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人事科主管；至於國立大專校院部

分，則係屬於教育部人事處職掌，其分工如表１－１。 

 

表１－１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事業務分工表 

 

各級學校人事業務 主管行政機關 

國立大專院校 教育部人事處 

國立高中職以下學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人事科 

市立大學院校、高中職校、國民

中、小學 

北、高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 

國民中、小學 縣、市政府人事室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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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教育部所轄的學校遍及全國，限於人力與時間的關係，筆者將研究

對象的範圍限縮在與本身業務相關聯的國立大專院校的人事人員上，而學校

人事人員服務的對象包括教師與職員，以及研究人員等其他約聘人員，適用

不同的人事法規，其生態與一般行政機關不同，故實際上在推行政策、處理

人事問題時，更顯複雜，也更需要藉網路素養提昇工作績效。 

  本研究希冀與實務工作相結合，以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為研究對象，

期透過對渠等人員之網路素養能力作全面性的普查，來瞭解目前人事人員對

於網路使用的熟悉度，運用的現況，以及所欠缺的能力，俾做為以後教育部

人事處運用網路推行政務及人員訓練時的參考數據。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探討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網路素養的使用能力，

其研究流程如圖１－１，茲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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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１：研究流程圖(筆者自繪)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清楚界定本研究所欲研究的主題，包含有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流程、研究的方法與限制，並將相關文獻作整理。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相關理論介紹 

第三章 
問卷設計與調查 

第四章 
問卷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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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介紹   

  本章針對相關文獻資料，整理探究網路素養的意涵。再者，就目前政府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現況加以介紹。最後，建構現今人事人員所應

具備的網路素養能力，並以此做為本研究問卷內容設計的理論基礎。 

 

第三章 問卷設計與調查 

  本章係依據上一章所探討的教育人事人員所應具備的網路素養能力內

涵，提出本文的研究架構與假設，並據此編製與設計問卷內容。此外，為求

問卷具備信度與效度，將先以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人事室人事人員

進行前測，針對前測結果修改問卷內容。最後，並針對問卷調查過程及問卷

對象的基本資料加以分析。 

 

第四章 問卷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係以次數分配情形、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或相關

係數分析以及複選題分析等五種統計分析方法，針對回收的問卷資料，進行

系統性的討論與分析。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係根據上述各章節的討論分析結果，以及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現

的問題與困難，歸納出本文的研究發現，並提出政策性建議與未來研究的建

議。亦即筆者提出可供提昇人事人員網路素養能力的具體建議及可供未來繼

續進行研究的面向，以供有興趣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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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指資料蒐集方法)主要是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

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在相關文獻及理論探討方面，經由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分

析，先行瞭解相關研究的進展情形，並針對網路素養的意涵界定清楚，

再介紹政府在「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進程，最後並

探討教育人事人員所需要具備的網路素養能力，以做為本研究實證研究

的參考基礎。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國立大專院校的人事人員為對象，針對其網路素養的使用

能力，作一全面性的普查，經由問卷設計與編擬，及問卷調查過程，透

過標準化的問卷形式，以同樣的問卷詢問不同的受測者，並進行後續資

料的整理分析及結果的解釋。問卷調查除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人事人員進行前測外，更針對所有國立大專院校的人事人員進行普

查，以確保統計資料的可靠性。調查對象包括五十三個學校，整體樣本

計三百三十八人。 

 

貳、研究限制 

 

  筆者在研究的過程中，難免會碰到一些問題與限制，就本研究而言，其

主要限制如下： 

一、網路素養內涵之界定非常困難，一方面隨著科技資訊的快速發展

而有所變異，另一方面由於相關探討文獻有限，且因名詞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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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而異，故本研究僅針對網路素養的網路基本概念及使用能力

加以研究。 

二、本研究主要係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受試者資料，本研究假定受試

者填答時均能誠實回答，惟受試者的實際填答意願，會影響問卷

的回收率、統計的結果，更可能造成統計的誤差，此皆係研究的

限制。 

三、由於國立大專校院遍及全國，受限於筆者的時間及能力，問卷施

測的分發及回收工作主要係透過各國立大專校院的人事室主任，

是以無法完全充分掌握受測者之填答情形。 

四、本研究係以國立大專校院之人事人員為施測對象，惟施測期間因

人事異動，或因請假、離職而可能由職務代理人代答，此皆係無

法完全控制的不確定性因素。 

 

 

第四節 相關文獻檢視 

 

  筆者檢視國內外相關文獻，茲將相關文獻整理如表１－２： 

 

表１－２ 重要文獻彙整表 

作者 年份 

(民

國) 

主題 研究內容 

倪達仁 76 國民中學教師電腦

素養之研究 

探討國民中學教師應具備的電

腦素養，並針對提昇國中教師

電腦素養提出具體的建議。 

McClure, 

C. R. 

83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 

認為資訊素養涵蓋了四方面的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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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意即使用傳統方

式如圖書館等之素養。 

二、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意即使用一些非平面、紙

本的媒體，如錄音影帶、

微縮片等。 

三、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意即使用電腦及

其週邊設備之素養。 

四、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意即利用網路之

基本能力。 

王秋絨、

張稚凰 

83 台北市成人之資訊

素養現況及其影響

因素分析 

探究成人資訊素養的主要內

涵，了解不同背景的成人資訊

素養的水準及其影響因素，作

為提昇我國國民資訊素養的參

考。 

吳正己、

邱貴發 

85 資訊社會國民的電

腦素養教育 

由於電腦及通訊科技的發達，

使我們步入了資訊社會，每個

國民須具備怎樣的電腦知識、

技能、或態度，才能發揮資訊

社會所帶來的益處。 

吳美美 85 課程改革和資訊素

養教育 

由資訊社會的特質、資訊素養

的概念，介紹資訊素養教育的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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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和 85 資訊素養與終身學

習的關係 

資訊素養並非個人與生具有的

能力，須給予適當的教育訓練

後，才能獲得的一種能力，說

明有關資訊素養的培育與終身

學習目標。 

陳仲彥 85 資訊素養與圖書館

利用教育 

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意

即利用網路之基本能力。而欲

使用網路，還必須擁有一定程

度之電腦素養能力。 

陳雪華 85 網路資源與圖書館

利用教育 

認為網路素養是現代人必須具

備的基本能力之一，除了要具

備基本的電腦素養之外，還應

包括七項內容。 

謝瀛春 86 淺談素養—網路素

養 

介紹網路素養的內涵，除了具

備網路使用能力，也應具備有

網路倫理的觀念，包括網路交

友、網路禮節、法律常識、能

分辨網路內容的好壞。 

王曉璿 87 從 NII對社會的影響

談現代教師的基本

電腦素養 

介紹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NII對

社會的影響，及資訊社會對教

育的衝擊，進而探討因應未來

改變，現代教師應具備的基本

資訊素養—了解基本電腦知

識、基本網路使用能力。 

高鵬 88 公共圖書館新角色

之研究—培育民眾

網路素養之必要性 

透過大安分館讀者資訊素養抽

樣調查，分析活動的規劃與實

施，達到民眾網路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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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竹 89 資訊素養的意義、

內涵與轉變 

介紹國內外重要資訊素養教育

活動之發展現況，期能協助國

人對資訊素養觀念上有基本正

確的認識。 

顏嘉億 89 高雄市國民小學行

政人員資訊素養能

力之研究 

探討現階段國民小學行政人員

資訊素養能力概況，研究現階

段國民小學行政人員之個人背

景與資訊素養能力之關係，並

調查瞭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對

提昇資訊素養期望之方式。 

王裕德、

王淑如 

90 e世代國中教師的資

訊素養 

資訊科技突飛猛進，教師唯有

具備相當的資訊素養，才能勝

任未來瞬息萬變的工作，探討

國中教師應具備的資訊素養，

並針對提昇國中教師資訊素養

提出具體的建議。 

林麗娟 90 由資訊素養提昇

「知」的能力 

透過資訊素養的重視，提昇學

生「知」的能力，指出資訊素

養在教改活動中所扮演的角

色，並強調結合教師教學、課

程的規劃、圖書館的專業，以

及政策的配合，共同推展。 

陳佳君 90 提升資訊素養、消

弭數位落差，資訊

社會與數位落差研

討會活動紀實 

透過在弱勢團體、社會公平、

經濟發展、資訊素養、政府服

務等五個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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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宜芳 90 資訊素養的相關概

念 

說明資訊素養的重要性，唯有

透過資訊素養的培養，才可在

資訊社會中作最有效的溝通，

且藉由判斷思考來獲得及了解

資訊，以解決問題。 

吳美美 91 e時代國家現代化指

標：資訊素養與資

訊政策 

個人及組織都要擴展資訊行

為，才能從容應付快速變遷的

網路社會，並建議現代化政府

穩定資訊政策，普遍建設充足

的、專業的、易於取得的知識

系統。 

林麗娟 91 大學生資訊素養學

習模式與影響因素

分析 

透過資訊素養與學生學習之相

互影響機制，分析學生所使用

的學習模式。 

盧建旭、

李懷寧 

92 公務人員運用網路

能力之研究—以金

門縣為例 

探討公務人員之運用網路能

力，同時探討不同的人口屬性

對於使用網路能力的關聯性。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綜觀表１－２相關文獻整理，可以藉此瞭解作者們的研究角度與所獲得

的研究結果，經由分析整理與歸納，可做為本研究理論探討與建構的基礎與

依據。有關網路素養能力，國內外文獻方面探討的不多，主要的文獻大多在

討論資訊素養方面，而且探討的領域大多在圖書館學與教育學方面。但歸結

文獻共同的重點，有幾點初步的發現： 

第一、網路素養的概念是由資訊素養衍生而來，以麥克庫勞爾 (C.R. 

McClure,1994)所闡述的「資訊素養」觀念為網路素養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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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運用網路能力之意義，廣義的定義即為網路素養，包含網路知

識、網路技能、網路態度等面向。較狹義的定義則包含網路知識、網路技

能。本研究對運用網路能力之定義，採後者見解，即指具備網路的知識與技

能，而能在網路化環境下，順利操作網路系統與檢索網路上各種資訊資源，

以解決問題，其內涵包括知識與技能二個層面(盧建旭、李懷寧，民 92，頁

92) 

  對於網路素養的意涵可看出其包涵三個層面，茲分別加以說明如下： 

一、網路使用基本概念方面（網路知識）： 

     包括區域網路、廣域網路、網路技術、網路的連接方式、使用的軟體種

類、通信協定與標準(TCP/IP)、Domain Name與 IP Address的意義、網路使

用的規範與倫理、電子資訊著作權問題等。陳雪華(民 85)、陳仲彥(民 85)認

為網路素養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之一，培養網路素養的能力，除了

要具備基本的電腦素養之外，還與包括網路的概念等。     

 

二、網路使用能力方面（網路技能）： 

  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是指國民具備網路的知識與技巧，了解網路資

源的價值，而能在網路化環境下，利用檢索工具在網路上尋取特定的資訊並

加以處理、利用，以解決問題的能力。(王秋絨、張稚凰，民 88，頁 167；李

德竹，民 89，頁 3)另外，參照麥克庫勞爾(C. R. McClure,1994，p.116)的說

法，亦將「網路素養」界定為網路使用能力。 

 

三、網路使用道德規範方面（網路態度）： 

     政大教授謝瀛春(民 86)在「淺談素養－網路素養」，特別談及在網路時

代，人們需要具備「網路素養」。以往網路素養單指認識網路或使用網路的

能力而言，如今除了指對電腦網路具有基本認識、會使用網路搜尋正確的資

訊外，也應具備有網路倫理的觀念。此部分包括網路交友、網路禮節、法律

常識、能分辨網路內容的好壞，以及認知到網路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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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網路交友」、「網路禮節」、「網路沈迷」以及「網咖文化」等現

象。 

  而本研究係為了解國立大專校院人事人員的網路素養能力，由於著重在

公務上的處理，因此其所具備的概念與其應用網路的操作情形，應以針對其

網路素養的網路使用基本概念及能力才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 

    第三、從文獻中亦可發現，網路素養的概念係由圖書館學與教育學發展而

來，並逐漸受到重視，惟探討公務人員的網路能力僅有盧建旭、李懷寧以金

門縣為例，研究不同的人口屬性對於使用網路能力的關聯性，係著重於實務

面，有關網路基本概念與使用能力方面的探討。由於目前相關研究篇數較

少，網路素養的概念尚未臻成熟，並未形成普遍的概念與認知。而在目前知

識經濟的時代，網路素養能力已成為個人的重要工作能力，故對於國立大專

院校人事人員的網路素養能力方面，有必要加以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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