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理論介紹 
 

第一節 網路素養能力 

 

壹、素養的意義 

 

  在論述網路素養之前，筆者認為應先針對相關文獻上對素養一詞

的定義做整理，並提出筆者對「素養」一詞所做的界定。 

  素養一辭，原本的意思就是平素的修養。《辭海》中對

「素養」的解釋是：「謂平日之修養也。《漢書》李尋傳：

『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後

漢書》劉表傳：『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眾來。』」

(辭海續編，民 74；轉引自張一蕃，民 86)可見素養隱含了道

德和價值的觀念，是指「好」的修養。教育學者將英文 Literacy

一詞也譯作素養，原指的是一個人讀、寫的能力，但是隨著科技的

進步，素養的定義已不限於單指「讀」、「寫」的能力而言，舉凡對

一件事物有其使用、省思、批判或解讀、應用的能力，而對自身生活

能夠有所幫助，都可稱做「素養」 (謝瀛春，民 86，頁 13) 。 

  國際教育百科全書以基本技能的方式來闡明素養之層面如下（轉

引自劉淑娟，民 86）： 

一、素養是一種工具性的能力，人藉素養來學習印刷品之內容，

同時也用文字來表達思想，使用計算能力來解決量的問題等。因

此素養是各學科的基礎能力，亦是一種學習工具。 

二、素養之發展透過三個途徑進行：獲得（acquisition）、運用（use 

of the skill）、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 

三、素養有最低素養（minimum literacy）與高級素養（advanced 

literacy）之區分。最低素養透過（a）對這些技巧更高層次更直



 

接的指導；（b）經由教導並運用這些技巧於各學科以累積知識等

方式成為高級素養。 

  而美國國家素養法案對素養一詞之定義為「一個人有能力讀、

說、寫、英語，與熟練某種層次必備能力從事計算、與解決問題，以

達成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與潛能」。從這個定義可知已將素養之

定義加以擴充，考慮到個人的需求，這個需求可隨時間不同而異（轉

引自顏嘉億，民 89，頁 7）。 

     筆者將相關文獻對素養一詞所下的定義整理如下表２

－１：  

 

表２－１ 素養定義彙整表 

時間 作者 對素養的定義 

民國 76年 倪達仁 素養可視為一開放之系統，其功能可分為淺、深。

淺的素養主要是使人發揮其能力；深的素養在於貢

獻社會。素養可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途徑，並

且具有成長、升級之特性。素養的獲得是一連續之

過程，但過程中各階段的界限並不明顯。 

民國 79年 Lyma

n 

Literacy 一詞，可將其概分為兩類。第一類為

傳統的識能，即所謂 conventional literacy，包

括了讀、寫、算和辨識記號的基本能力。第二

類為功能性的識能，即所謂 functional 

literacy，意指個人為經營家庭和社會生活及

從事經濟活動所需的基本技能；也可以定義為

一個群體為其成員能達到其自我設定的目標

而所需的基本能力。  

民國 85年 邱貴發 素養應當是指一個人對某領域知識的了解程度，技

能的熟練程度及態度。因應資訊化社會化之來臨，



 

人們除了面臨知識爆炸的情況外，如何有效使用資

訊科技加以取得有效之資訊外，資訊素養亦是一個

現代人不可或缺之基本素養。 

民國 85年 a 吳美美 素養是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

力。 

民國 86年 張一蕃 素養（literacy）一詞的涵意，是個人為了適應社會

生活，必須與外界作有效的溝通與互動，為此所需

具備的基本能力。如果我們進一步希望這些溝通與

互動的過程是合理的，效果是正面的，亦即加入一

些價值的衡量，則由單純的識能，提昇到了素養。

他對素養一詞的定義如下：素養是個人與外界作合

理而有效的溝通或互動所需具備的條件。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由上述彙整資料可知，素養(Literacy)一詞狹義的意義只是指

讀和寫的能力，而廣義的意義則包含了一個人受教的狀況以

及一般的技能；但無論如何都沒有牽涉到道德或價值，無所

謂好壞或善惡，和中文的「素養」一辭，是有些差距的。 (張

一蕃，民 86) 

  因此，筆者綜合中西對素養(Literacy)一詞的定義，較傾

向廣義的說法，認為素養基本上包含有個人與外界溝通、互

動所需的技能，以及較「好」的道德層面的修養。  

 

貳、資訊素養的意涵 

 

     在探討網路素養的意涵之前，筆者蒐集相關文獻時發現，坊間

的期刊論文，著重在探討資訊素養的層面上，並以圖書館學及教育學



 

界為最主要研究的領域，因此，為深入瞭解網路素養的由來，必須先

探討資訊素養的意涵，茲將相關文獻中對於資訊素養意義的界定整理

如表２－２： 

 

表２－２  資訊素養定義彙整表 

時間 作者 對資訊素養的定義 

民國 66年 Bruchinal 有資訊素養的人是「擁有一些新技能(new set 

of skills)的人，包括有效的找到所需的資訊、

使用資訊以解決相關的問題」。(轉引自吳美

美，民 85b，頁 33) 

民國 74年 Breivik 所謂有「資訊素養」的人是「有能力獲取和判

斷資訊，以滿足資訊需求的人」。換句話說，「資

訊素養」是有效發現自己的資訊需要、尋找資

訊、判斷和呈現資訊，以及使用資訊的能力。

一般而言，「資訊素養」描述一個人在資訊社

會「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

力」。(轉引自吳美美，民 85b，頁 34) 

民國 78年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nn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inal 

Reoprt 

「美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素養委員會總結報告

書」對「資訊素養」的定義為：一個人具有能

力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且能有效尋得、評估與

使用所需要的資訊。最後成為一個學會如何學

習的人，也就是為終身學習做好準備。 

民國 79年 MacAdam,B.  資訊素養就是能有效的尋找、評估與使用資訊

的能力。 



 

民國 79年 Rader, H. B. 資訊素養為瞭解獲取及時性與回溯性資訊的

過程與系統，如資訊辨識與傳輸系統與服務；

針對不同的資訊需求，有能力評估不同資訊管

道與來源的效度及可靠性；以及熟悉許多徵集

與儲存自己所擁有資訊的基本技巧。 

民國 80年 Bjorner, S. N. 資訊素養就是要有：(轉引自林美和，民 85，

頁 10) 

1.認知資訊的需要。 

2.被激發去滿足資訊的需要。 

3.發展資訊搜尋之策略。 

4.完成找尋資訊的策略。 

5.組織、評估與利用資訊。 

民國 81年 L. B. Jones 資訊素養包括覺知需要資訊，知道需求內容，

以致能有效的尋求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

並使用資訊。 

民國 81年 Olsen, J. k. 資訊素養是除了傳統讀說聽寫能力外，還需要

了解資訊的角色、力量與使用，知道資訊不同

的內涵與種類，了解組織資訊的系統，具備檢

索資訊的能力，且能評估組織與操作資訊。 

民國 81年 Burnhein, R. 資訊素養就是對於所需要資訊要能加以組

織，並且要知道如何取得資訊，並對所獲之資

訊能加以評估。(轉引自顏嘉億，民 89) 

民國 83年 McClure, C. R. 資訊素養涵蓋了四方面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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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5年 a 吳美美 資訊素養可以分別從「內在」的能力和「外顯」

的能力兩方面來解釋；於內，能思考釐清問題

所在、能分析所需要的資訊是什麼、能正確解

讀資訊、能分析、合成、組織有用的資訊；而

表現於外的能力包括：知道資訊資源的所在、

知道如何獲取資訊、能夠用合適的方式將組織

及內化後的資訊呈現出來、能利用資訊解決相

關的問題。 

民國 85年 林美和 資訊素養為獲取資訊的知能、擬訂研究問題的

能力、利用各種媒體檢索資訊的能力，及尋

找、選擇、評量、組織、利用與創造資訊的能

力。並提出一個資訊素養者，至少應具備以下

五種能力： 

一、知道哪些是有幫助的資訊能力。 

二、知道哪些才能獲得資訊的能力。 

三、具備檢索資訊的能力。 

四、具備解釋、評估及組織資訊的能力。 

五、具備利用及傳播資訊的能力。 

民國 85年 李隆盛 就目前的狀況而言，「資訊素養」可就狹義觀

被定位為「電腦素養」。 

民國 86年 張一蕃 資訊素養是個人利用資訊及其載具與外界作

合理而有效溝通和互動所需具備的條件。 



 

一、在情意面：要能體認資訊的價值和力量，

並能判斷其正當性。 

二、在認知面：要了解資訊的本質以及其形式

的多樣性，熟悉尋求資訊的方法，並具備

評估、解釋、組織及綜合資訊的能力。 

三、在技能面：要具備操作資訊檢索、處理及

傳播的工具與系統，包括電腦、媒體系統

和網路的基本能力。 

民國 89年 李德竹 所謂「資訊素養」是培育國民具備瞭解資訊的

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率地查詢資訊、評

估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 

民國 90年 謝宜芳 資訊素養正是作為人與外界資訊最好的溝通

管道。在外在的資訊環境，包括對生活層面多

面化的追用、多元的投資管道及各種不同的政

治主張 ，由此顯示人民必須具備使用資訊、

評估資訊及解讀資訊的能力。而資訊素養則綜

合了這些能力，以幫助人們有效掌握各式各樣

的資訊。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其實，資訊、資料與知識三者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資料、資

訊及知識存在著階層性的關係。當原始的資料經過組織整理後形成有

意義的資料且為人所認知就形成了資訊，而資訊則是將知識的意念加

以傳達的媒介。在另一方面，素養是經過不斷地學習而非先天具有的 

(謝宜芳，民 90，頁 94) 。依前所述，包含有個人與外界溝通、

互動所需的技能，以及較「好」的道德層面的修養。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由「素養」(literacy)一詞依



 

時代需要演進而來。早在 1974年 Zurkouski首先提出「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的名詞。197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資

訊部」(Division of Science Information， NSF)的主任 Lee G. Bruchinal

進一步提出應該給予「素養」以時代的新意義，以「包括資訊收集的

能力，Bruchinal說「不論過去傳統的素養定義如何成功，我們需要往

前看，以達到一個新的國家素養，亦即資訊素養」 (吳美美，民 85b，

頁 34) 。 

     在探討「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一詞的學者中，以麥

克庫勞爾 (C.R. McCiure,1994)所闡述的「資訊素養」觀念最為完整，

麥氏認為資訊素養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所

提之資訊素養涵蓋了四方面的素養 (轉引自謝宜芳，民 90，頁 97-98) ： 

一、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 

傳統圖書館的利用教育，其涵蓋的項目與內容有認識圖書

館環境、圖書館的類型與功能、圖書資料的類型與功用、

圖書資料的分類與排架、圖書館的目錄組織、讀書或研究

報告的撰寫。 

二、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自從圖書館的館藏資料類型從紙本書籍資料擴大為非書

資料以後，對於一些不屬於文字印刷形式之館藏資料的利

用，就構成了媒體素養的本體，其涵蓋範圍有認識各種媒

體資料的特性、操作各種媒體工具的能力。 

三、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 

在資訊化時代裡，有許多事情是藉由電腦來完成，因此有

關電腦操作的素養與基本能力是現代人所必須的，其涵蓋

內容為資訊處理的演進、電腦的硬體與軟體、資料的表示

法、程式基本概念、基本資料處理、電腦的運用、中文資

訊處理等。 



 

四、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 

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之一，培養網路素養的能

力，除了具備基本的電腦素養之外，還應包括網路的基本

概念、網際網路與地區網路的緣起、發展與現況、網際網

路的功能、網路資源的類型、全球資訊網的介紹、檢索資

訊的步驟、檢索策略。 

 

參、網路素養的意義 

 

     由上述資訊素養的文獻探討中，可看出，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是資訊素養中的一個概念，依麥克庫勞爾(C. R. McCiure,1994)

的說法，網路素養意即利用網路之基本能力，具體而言，培養網路素

養的能力，除了具備基本的電腦素養之外，還應包括網路的基本概

念、網際網路與地區網路的緣起、發展與現況、網際網路的功能、網

路資源的類型、全球資訊網的介紹、檢索資訊的步驟、檢索策略 (謝

宜芳，民 90，頁 98) 。 

     除了麥克庫勞爾的說法外，筆者就相關文獻中所提到的網路素

養的意義，彙整成表２－３： 

 

表２－３ 網路素養意義彙整表 

時間 作者 網路素養的意義 

民國 85年 Chengren 

Hu 

圖書館使用者的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包含有

二個層面，亦即界定、選擇、評估及使用網路資訊

的知識與技能。 

民國 85年 陳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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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包括以下之項目與內容： 



 

1.網路之基本概念 

2.網際網路與臺灣地區網路之緣起、發展與現況 

3.網際網路的功能 

4.網路資源的類型 

5.全球資訊網之介紹 

6.檢索資訊之步驟 

7.檢索策略 

民國 85年 陳仲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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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6年 謝瀛春 網路素養的意含隨著網路科技的進展而有所不

同。以往網路素養大多單指認識網路，或使用網路

的能力而言，但是漸漸的網路素養所包含的面向也

越來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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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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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8年 王秋絨、

張稚凰 

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是了解網路資源的價

值，並能利用檢索工具在網路上尋取特定的資訊並

加以處理、利用的能力。 

民國 89年 李德竹 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 是指國民具備網路的知

識與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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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由表２－３可看出，現今學界對於網路素養意義的界定包涵兩個

層面，政大教授謝瀛春(民 86，頁 14)談及在網路時代，人們需要具

備「網路素養」。而且網路素養的意含隨著網路科技的進展而有所不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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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章第四節的界定，本研究係針對網路素養的

網路使用基本概念及能力為重點。 

 

肆、工作能力 

 

  在史地爾與波特(R. M. Steers & L. W. Porter)提出員工工作行為架

構中，指出影響員工工作行為有三個要素：個人屬性、工作性質、環

境特性(詹益統，民 85，頁 1-2)。本研究係以個人屬性為自變項，探

討個人屬性對於國立大專校院人事人員網路素養的影響，而網路素養

能力即是科技發達時代中，人事人員不可或缺的工作能力。有關工作

能力探討如下： 

 

一、傳統能力的認知 

     傳統能力是：「個人所擁有的知識、技巧及態度」，由

此係指個人對工作、生活上所擁有知能及投入情況是否有效

完成任務及工作，進一步而言就是工作上能力認知是取決於

是否具有符合工作職位上的工作能力(陳玉山，民 86，頁 10) 

二、能力概念的起源與發展 

  最早使用「能力」一詞係1970年代初期McClelland針對

高等教育普遍運用智力測驗來招募學生的現象的質疑，認為

應強調注重實際影響學習績效的能力，而非智商。之後，

McClelland更與McBer顧問公司的同事共同發展出來工作能



 

力評估方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之後，更有

以目標設定、個別差異及能力評鑑等方式的開發；對此，能

力的定義為：「勝任未來工作所需要的資格條件」(陳玉山，

民 86，頁 10-12)。 

    此種能力概念發展，從上述得知早期是著重在有能力及意

願的執行任務，即有能力運用知識、技術及具有意願去執行

任務，到今日能力必需與工作、生活及個人周遭一切相結合，

從早期的投入取向來看能力到現在著重在結果取向，個人的

能力是否能因應一切，所以可以歸為下項四個概念： 

1.全人觀點 

     能力的主體，除包含個人所擁有的知識、技巧、態度

等硬性能力外，更涵及情感、創造力、動機等後設能力，而

成為獨特的全人特質。 

2.系絡限制 

     不同的環境系絡需要不同的能力範疇與程度；且相同

的行為，在不同的環境系絡下，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與意義。

因此，評量個人能力或預測工作績效，必須在真實的工作系

絡下，理解他的動機和績效，才具有意義。 

3.結果取向 

     能力是個人特質的統合，以執行工作的要求，且可能

產生卓越的績效，因此特別要強調的是結果取向，而非投入

取向來看能力。 

4.行為組合 

     能力是一組可觀察行為組合，能為周遭的人所感受與

評量(陳玉山，民 86，頁 13)。 

三、運用能力詮釋的優點 



 

1.能力提供一系列的行為指標，以擺脫過去混淆和片斷的動

機與特質概念，成為統合所有動機與特質的行為面向。 

2.能力一詞不同於「性格」(characteristics)對一個人的完整描

述，而是對個人績效面向的強調描述。 

3.能力可以成為預測工作績效的依據，乃成為人力資源系統

的共同語言，以正確地評估組織成員所適合發展的能力與

工作(陳玉山，民 86，頁 14)。 



 

 

第二節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介紹 

 

壹、政策源起與基本理念 

 

     美國自一九九三年推動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畫促成 Internet的產生後，各國政府即將善用資

訊傳播科技，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務效能與國家競爭力，視為重要的政

策與任務。許多先進國家在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目標下，相繼推出政府

再造計畫，希望透過政府組織重整，提高政府施政品質與降低人事成

本。 

     在眾多政府政策中，以「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計畫最受矚

目。電子化政府指政府經由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之傳輸管道，將資

訊與服務直接傳送到民眾手上的過程。因此，如何建制一個完善的網

路資訊通道，使政府資訊全部數位化，並營造出虛擬、互動、安全、

及時、與個人化的網路服務介面，隨即成為各國電子化政府計畫的願

景 (莊道明，民 91) 。 

     我國發展「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是依據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

設所訂定的「三年三百萬人口上網」總目標，以網際網路為基礎，建

造一條政府的資訊骨幹網路，把所有的政府機關相連在一起，構成為

一個完整的政府服務網，讓政府機關之間，政府與民間企業及社會大

眾之間彼此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很方便地查詢資訊、通信及申

辦 (楊朝祥，民 87，頁 4) 。 

     事實上，「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並不是政府新興的資訊建設，

而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業務電腦化及便民服務自動化已經累積之基

礎，因應網際網路等資訊及通信技術之創新發展，進行各系統的整

合，進一步邁入電子化、數位化及網路化的新境界 (楊朝祥，民 87，



 

頁 4) 。 

 

 

 

貳、政策內容說明 

 

  我國的「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實施至今已歷經兩個階段 

(行政院研考會，民 90，頁 99-102) ： 

  第一階段：行政院於八十七年一月二日第二五六○次會議通過頒

訂「政府再造綱領」，期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建立一個創新、彈性、

有應變能力的政府，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依據「政府再造綱領」成立

「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下設「組織再造」、「人力及服務再造」及

「法制再造」三個工作小組。其中「人力及服務再造」小組由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主辦，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協辦，負責改善組織文

化、建立績效獎勵制度，推動行政作業程序合理化、便捷化及效率化、

建立電子化政府、提高服務品質及提供單一窗口服務等工作。而「人

力及服務再造」小組所推動的重要措施之一，即為「電子化／網路化

政府中程推動計畫」，該計畫期間自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度。 

  第二階段：繼「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府中程推動計畫」後，九

十年度賡續推動為期四年之「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至九十三年

度)，在既有之電子化／網路化基礎及成效上，強化運用資訊和通訊

科技，期能透過電子化政府綿密的網路及便捷的線上資訊及服務，政

府機關間與企業、民眾之間才能串連起來，利用網路互動、連繫及申

辦業務。 

  以下筆者將對於我國「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相關文獻資料提及

之政策內容與架構重點，彙整說明如下： 

 



 

一、具體推動策略：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具體推動策略為 (魏啟林，民 88，頁

5-6) ： 

 

 

（一）一處交件全程服務 

  讓不同的機關得以彼此分享、交換及查詢資料，免去民眾

要往返不同的機關，分別辦理的麻煩。 

（二）跨機關的創新服務 

  在相同或不同主管機關提供跨機關的服務。 

（三）不受時間限制的服務 

  邁向「全天候的服務」，例如民眾可以隨時上網申辦監理業

務，也可以上網繳納稅金及規費。 

（四）多據點及多管道的服務 

  結合民間資源，可以擴充服務據點，讓服務的觸角可以延

伸到任何民眾有需求的地方。 

（五）直接送到家的服務 

  由於「電子認證」技術的進展，民眾將可以透過網路，直

接進行申請辦理事項。 

（六）自助式的服務 

  民眾可選擇自己動手操作家中的個人電腦或是利用政府在

辦公場所、公共場所及網路上設置的電腦服務軟體，以自

助的方式完成服務的手續。 

（七）提供「量身訂製」的加值服務 

  政府的服務流程透過將相關機關的資訊串連起來，進行加

值處理，進一步提供高附加價值的服務。 

 



 

二、整體目標：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的整體目標如下 (魏啟林，民 88，頁

7-8) ： 

（一）充實網路設備 

  建構政府骨幹網路，加速各機關上網，提供各界便捷的資

訊、通信及線上申辦等各項服務。 

（二）普及網路運用 

  推廣網際網路的普及應用，推動政府人員上網並使用網路

處理公務及提供服務。 

（三）促進訊息交流 

  健全政府資料流通機制，充實網路上的政府資訊，便利各

界查詢利用；促進政府資料加值運用，帶動國內資料庫產

業發展。 

（四）提升行政效能 

  增進各機關公文處理效率，推動電子交換作業，提升政府

機關行政效能。 

（五）深化政府服務 

  整合政府資訊，延伸政府服務據點，延長服務時間，提供

「一處交件、全程服務」。 

（六）健全通訊環境 

  建立安全及可信賴的資訊及通信環境，確保資訊安全，保

障民眾權益。 

 

三、具體指標：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就「機關網路環境」、「公務人員運用網

路能力」及「機關資訊應用」等三方面，訂定可評量之十項具體指標 

(九十年度目標值) (行政院研考會，民 90，頁 103-104) ： 



 

（一）機關網路環境指標： 

        1.行政機關區域網路(LAN)建置普及率(80%) 

        2.行政機關連上網際網路普及率(85%) 

        3.行政機關全球資訊站(Web Site)設置普及率(70%) 

（二）公務人員運用網路能力指標： 

        4.公務人員使用電子郵遞普及率(60%) 

        5.公務人員使用瀏覽器普及率(60%) 

（三）機關資訊應用指標： 

        6.公文電子交換普及率(100%) 

        7.網路申辦服務(申辦表單上網 500項、網路申辦 10%) 

        8.戶籍謄本人工核發減量(60%) 

        9.地籍謄本人工想發減量(30%) 

        10.電子表單應用普及率(5%) 

 

四、預計效益： 

  政府利用資訊科技來改造政府組織，更新工作流程，加強與民眾

的溝通互動後，預計所帶來的效益敘述如下 (魏啟林，民 88，頁 4) ： 

（一）服務的組織更為精巧靈活 

       政府的決策，要轉而從民眾的角度來思考，積極回應

民眾的需求，使政府變得更精巧靈活，更快速的反映社會

的進步發展。 

（二）服務的速度更為加快 

       政府在為民服務的工作上，必須要向企業學習，改變

公務員的時間概念，來加速服務的速度，甚至提供「即時

性」的服務。 

（三）服務的時間更為延長 

       「朝九晚五」的傳統時間觀念已隨著社會生活型態而



 

有所調有，應構思如何延長服務時間，以滿足民眾的需求。 

（四）服務的據點更為普及  

       利用便捷的網路系統深入民間與社區，讓民眾到處都

可以得到政府的服務，甚至可將服務送到家，民眾在家即

可獲得各種資訊或申辦各種案件。 

（五）服務的選擇更為多樣 

  尊重民眾的選擇權，針對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務。 

（六）服務的成本更為降低 

       在政府財政日漸緊縮的情況下，應讓納稅人的每一分

錢都發揮最大效益，除了考慮降低政府的服務成本外，也

要考量降低民眾取得政府服務的交通及社會成本。 

 

參、與人事業務相關的政策 

 

     為落實我國「電子化／網路化政府」－電子人事計畫之既定政

策目標，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除了建構全球資訊網之外，在人事業務方

面，也做了不少的努力，茲以「公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及「人

事行政網」的建置兩方面來加以說明： 

一、公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一）發展與沿革 

  人事行政局於民國七十五年間訂定「行政院暨所屬各機

關人事資訊系統人事資料傳輸作業要點」，規定各機關以人事

行政局所訂之統一格式為準，每月定期提供人事異動資料於

人事行政局。並與與研考會共同發展「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於民國八十二年提供全國各級人事機構免費移轉使用，藉以

滿足各機關日常人事業務之需求，強化人事資料之正確新

穎。「視窗版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並自八十六年六月起推廣



 

至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 (劉靜如，民 88，頁 40) 。 

      （二）主要內容 

  人事管理資訊系統包括個人基本資料、組織編制、任免

遷調、升遷考核、考績獎懲、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差勤管

理、保險作業、系統管理及統計報表等十一個子系統 (劉靜

如，民 88，頁 41) 。 

      （三）實施情況 

  除提供全天候、雙向互動的資訊服務外，並已開發完成

「企業內網路」(Intranet)系統，其功能包括請假單、加班單、

公出單及開會通知單之線上簽報、核批、查詢、決策支援系

統、新人介紹、職員簡歷系統、職員電話系統、意見交流管

道及新訂法規及釋例查詢等功能，透過企業內網路的建置，

將逐漸朝向無紙化的目標邁進。此外，更積極開發「商業網

路」(Extranet)系統，透過商業網路系統與認證機制的建立，

使人事行政局與所屬各機關間經常更新相關業務之資料內

容，如職員錄、名錄、季報表、獎懲、服務獎章等資料可經

由網路直接登錄或修改，以簡化作業流程，提高行政效率。

未來電子人事體系建構完成後，可預期網際網路、企業內網

路與商業網路系統所結合形成密不可分的網狀系統，將更有

利於人事行政自動化作業之推動 (劉靜如，民 88，頁 2) 。 

 

二、人事行政局「人事行政網」 

     （一）發展與沿革 

     人事行政網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於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辦理公開發表，並於同年七月一日正式啟用。人事行政

網是一個具備電子公務及小型智庫的系統，同時再結合各項 e

化系統作為擴充。若是褪去公務色彩，人事行政網事實上就



 

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個人化網路工具 (張天維，民 91，頁 37) 。 

  在政府積極推動「電子化政府」的趨勢及開發人力資源

之際，人事行政局所開發的人事行政網，為各人事人員建置

一個網際網路信箱(webmail)，藉此提供各項電子公務服務，

諸如電子人事通報、公務信箱、人事網公告欄、意見調查區，

可處理人事行政局或人事機關間一般公務性質資訊傳遞及人

事局所開發各類人事資訊化系統將透過該網與各人事機構服

務 (張天維，民 91，頁 35) 。 

     （二）網站特色 

    人事行政網提供各項電子公務服務，諸如電子人事通

報、公務信箱、人事網公告欄、意見調查區可處理人事局或

人事機關間一般公務性質資訊傳遞。可作為機關內人力資源

管理運用。在人事行政網內提供個人化電子秘書各項功能，

個人化網頁及行事曆，群組化行程管理，個人每日工作事項

紀錄提示，以及提供主管人員可稽核部屬工作日誌，批閱或

交付待辦事項。未來配合績效管理制度施行，人事行政網已

提供一套組織管理功能，非常適合各層級人員使用，更是主

管、秘書人員不可或缺之工具。 

 (http://www.dgbas.gov.tw/eyimc/switch2/sw2_3/network18002.h

tml) 

     （三）主要內容 

       1.非公文書類公務資訊傳遞及簡化流程 

  配合政府推動公文六減運動，凡屬於通報性質之法規、要點或

章則或非公文書類之公務訊息，可利用人事行政網或電子郵件

方式告知。人事行政網內電子公務信件以「必需處理」、「通

告週知」區分，屬於「必需處理」類，得依內部公文流程處理；

屬於「通告週知」類，僅需傳閱知悉即可。人事行政網的公務



 

訊息傳遞主要以通告週知訊息，即以不需要掛文號處理為主，

有別於公文電子交換特性。 

       2.提供人力資源管理工具 

  人事行政網可作為機關內人力資源管理運用。在人事行政網內

提供個人化電子秘書功能，個人化網頁及行事曆，群組化行程

管理，個人每日工作事項紀錄提示，以及提供主管人員可稽核

部屬工作日誌、批閱或交付待辦事項。未來績效管理制度施

行，人事行政網已提供一套管理功能，非常適合各層級人員使

用，更是主管、秘書人員不可或缺之工具。 

       3.結合公務人力資料庫 

  配合各機關定期報送機關人員資料，人事行政網內各層級

人員資訊將同步提供最新及正確人員組織資訊，可預期人事 e

化工作圈，將藉由人事行政網建置，緊密地維繫人事一條鞭架

構，各項 e電子公務系統諸如 (張天維，民 91，頁 35) ： 

       （1）人事人員資料報送查詢系統 

協助人事人員查詢機關人事資料定期、異動各類入檔作

業明細查詢。 

       （2）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為建置公務人力資源資料庫，於九十一年七月上線之人

力資源管理系統，各人事機構應填報機關內各類編置員

額任用情形，彙整後，將供院會使用。 

       （3）人事人員請調服務 

為方便人事人員請調服務地區，人事人員若有意願請調

不同機關者，可以上網填報個人基本資料，而人事主管

亦可以透過此網選擇適合人員。 

       （4）高普特考職缺報送 

提供各用人機關(構)學校辦理職缺報送。人事人員應藉由



 

本系統填送機關缺額，以利各類考試分發使用。 

       （5）季報明細查詢 

為使院內公務人員各項人員統計資料快速反映機關人員

現狀，目前已結合公教人事資訊管理系統，定期產生各

機關季報明細，並藉由網路提供查詢，以確認各機關季

報資料之正確性。 

       （6）主管會報 

本系統可提供歷屆人事局主管會報會議各項紀錄。 

     （四）未來願景 

  政府部門透過資訊科技應用，進行政府再造，提供民眾

等諸多便利的創新服務時，同時也以建立公務機構內的學習

型組織為標竿，目的不外乎營造員工自我超越環境，以達成

與環境互動快速良好的萬能政府 (張天維，民 91，頁 36) 。 

      1.建立知識管理的機制，以集體智慧創造及分享 

  人事行政網交流園地、人事行政網公告目前已有初步

知識分享機制，然而提供業務性質類的知識論壇，累積相

關知識庫，包括承辦案件／簽單知識庫，線上討論及分

享，均需人事界同仁或業管人員，提供各類知識分享，人

事局各業務處室將率先擔負起此知識庫提供者角色。 

  人事行政網現具有個人記事等功能，有一小型個人資

料庫，在此輸入之資料，可自行歸類，亦可分享給人事同

仁們，為朝向專業知識庫建置，將人事局各處室有用資

訊、文件加以整理分類和紀錄，同時可以將個人內隱的經

驗、想法或見解以系統方式外顯化。 

      2.將電子商務、知識管理以網路從事企業管理精神，內化

成為公務部分可以運作實際作為 

  人事行政網以最簡單的系統登錄，優先處理通告週知



 

之非公文書類公務資訊由網路作傳遞，是電子商務應用在

公務系統內的典型例子，公務信件寄送包括簡易線上呈核

功能，這和正規的電子公文交換是不相同的，正式公文仍

依循公文電子交換，但屬於公務之通告消息，藉由人事網

傳，可簡化層級，且收件者可以依實際需要瀏覽或辦理。 

      3.知識管理轉化為決策分析 

  人事行政網可否提供人事人員成為決策支援分析之

工具，關鍵在於如何將儲存於知識庫之靜態資料，轉化成

有效之資訊，再將資訊活化成為決策所需的智慧。未來應

朝向使用者端直接輸入，再由主管業管人員審核後於網路

上提供需求者使用。常見 Q＆A為單的決策支援系統，而

複雜決策支援系統，除具備資料查詢統計基本功能外，各

領域知識提供來源，更為主要關鍵。 

 

 

第三節 人事人員應具備的網路素養能力內涵 

 

壹、個人屬性與網路素養的基本能力 

 

     網路素養可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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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包括以下項目與

內容 (陳仲彥，民 85，頁 21) ： 

 

      一、網路之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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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網際網路與臺灣地區網路之緣起、發展與現況 

        包括有 INTERNET、BITNET、臺灣學術網路(TANET)、電

信局的 HINET、資策會的 SEEDNET、國科會的 STICNET等。 

      三、網際網路的功能 

        包括有遠程載入 Telnet、電子郵件 E-mail、檔案傳輸 FTP、

公用軟體查詢系統 Archie、電子佈告欄 BBS、網路群體討論

NetNews、多人交談系統 IRC、地鼠資訊服務系統 Gopher、全

球資訊網WWW、群研伺服 Listserv等。 

      四、網路資源的類型 

    包括有各種形式的電子出版品，如電子書、電子期刊、電

子論壇、電子報、會議資料、各種軟體程式、圖書館公用目

錄、快速參考工具書、索引摘要資料庫、校園資訊、商業資

訊等，其檔案形式從純文字、圖形到聲音、動畫檔等。 

      五、全球資訊網之介紹 

    包括有全球資訊網之瀏覽器(如：Mosaic、Netscape、HotJava

的使用方法)、全球資訊網資訊檢索指南與工具等。 

      六、檢索資訊之步驟 

    包括：(1)瀏覽主題式資源指南，例如：Yahoo、The Whole 

Internet Catalog等；(2)檢索關鍵詞，如利用檢索工具：Lycos、

World Wide Web Worm、Web Crawler、Infoseek等；(3)網際網

路資源之引用(一致性資源定位，URL)；(4)查詢相關的電子佈

告欄或網路討論群以查詢即時性的資訊等。 

      七、檢索策略 

    包括：(1)檢索資料之前，知道如何敘述其問題、選擇資料

庫、控制字彙(選定關鍵字、同義字)、發展檢索策略、如運用

布林邏輯的觀念以及萬用字元等方式進行檢索；(2)檢索資料



 

之中，瞭解檢索點並熟悉檢索指令；(3)檢索資料之後，知道

如何收集資訊並獲取全文、評估資訊的適用性及管理所取得

的資訊等。 

    資訊與通信科技對於公務人員最大的影響，在於提供政府機關一

個嶄新的辦事方法、創新的方式及工具，讓公務人員可以用來處理以

往人工作業無法做到的事。例如，人工作業無法做到的資訊平行處理

及瞬間傳達，都可透過電腦網路系統達成。(楊朝祥，民 87，頁 5)因

此，現代的公務人員，都應以「網路公務員」的角色自居，透過網路

系統，以創新的方法來辦事。所以，為達成「網路公務員」的要求，

筆者認為除了需具備上述網路素養能力外，以下能力亦不容忽視： 

一、了解電腦和網路的基礎知識： 

     對電腦、網路及其使用有相應的管理能力。譬如，使用

哪種搜尋引擎更安全與經濟等以及收發 E-mail的能力。 

二、培養創造與傳播資訊的能力： 

     大眾媒介的接受者，只接受資訊而不發出訊息。網路使

用者卻不同，透過網路的互動，創造和傳播自己的資訊。例

如建置個人網頁或協助建構機關網站，使用網路查詢法規、

傳送公文、宣達政令、運用網路互通有無。 

三、培養保護自己安全的能力： 

     在網路上能夠處理不良資訊，保護自己不受侵害。例

如，隨時注意網站內容是否健康、是否注意嚴格保護受訪者

資料？並懂得網路禮儀，熟練處理網上人際關係，具有成熟

使用者的特色。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個人屬性分為性別、年齡、職位、職等、

教育程度與年資等六種，在研究中擬探討個人屬性的不同，所具備的

網路素養能力是否也會不同，因此對於網路使用基本概念及能力是否



 

會因個人屬性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差異。 

 

貳、「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對教育人事人員工作能力的要

求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的基本理念，即在於以民眾需求為

導向，透過政府骨幹網路及資源的整合，從工作流程中改造創新，力

行單一窗口、多元選擇來滿足民眾，期望做到「便民也便官」、文書

減量、服務普及延長、城鄉平衡發展及民間參與等目標 (賴世培等，

民 91) 。而「電子化／網路化政府」對教育人事人員的要求，究竟包

含那些能力，筆者分成四個層面來探討： 

 

一、從行政管理而言 

     為落實「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提昇行政效率，縮短文

書作業流程，政府大力推行「電子公文」、「電子郵件」的使用，

茲分別論述之： 

 

 

（一）電子公文 

  公文是政府機關賴以對內外互動溝通的重要工具，但

長久以來公文處理大都以人工的方式處理及交換傳送，而

公文的逐級層轉，在時效性及處理品質上，也一直成為提

升行政效率的核心議題。現代化的「網路公務員」將政府

機關的公文處理作業，實施文書製作電腦化，並進行稽催

管制自動化及電子公文交換。今後各機關將逐步運用網路

實施無紙化的公文電子交換，各機關直接透過網路來傳送

及接收公文，公文可以瞬息間相互傳送，公文處理效率也



 

會大幅提升 (電腦世界，民 87年，頁 57-58) 。 

（二）電子郵件 

  政府機關除了以電子公文來對內對外溝通外，對於一

般性的開會通知、訊息傳達、政令宣導、法規頒布、意見

調查等，將以電子郵件的方式來處理，以加速訊息的傳播，

提升政府機關對內及對外的溝通效率。每一位公務人員也

將分階段配發電子郵件的信箱，政府也會建立電子郵件的

目錄系統供各界查詢，以方便各界利用它來與政府機關或

相關人員通信 (電腦世界，民 87年，頁 58) 。 

二、從教育相關網站而言 

  教育部奉行「電子化／網路化政府」政策以來，積極從

事教育骨幹網路的架設，建置全球資訊網，並鼓勵所屬學校

館所，架設自己的網站，期透過網站做為對內外的溝通管道，

舉凡法規的公告、查詢、政令的宣導，新聞的發布⋯等，皆

可透過全球資訊網做最快速、便捷服務。 

  以電子新聞為例，政府對外發佈新聞作業，將逐漸把目

前的人工書面送達或是傳真送達的方式，改為以電子新聞方

式直接在網路上公佈週知，或是以電子郵件方式送達至各媒

體；同時，政府也將建立電子新聞單一窗口，讓媒體及各界

可以很方便地直接查詢各項新聞 (電腦世界，民 87年，頁 58) 。 

 

三、從人事管理資訊系統而言 

  人事行政局與研考會共同開發的「公務人員人事管理資

訊系統」，如前所述，共分十一項子系統。該系統期將各項人

事資料做一系統性的統整，若各單位人事人員能將各單位人

事資料建置完備，並隨時上網更新，不但能節省人事資料尋

找的困難，對於各單位間人事資料的互轉以及上級機關統計



 

資料的彙整，皆能節省不少的時間，可使行政效率的提昇迅

速達成。 

四、從人事行政網而言 

  人事行政局在去（九十一）年推出人事行政網，以該網

站做為全國人事人員溝通的管道，該網站為各人事人員建置

一個網際網路信箱(webmail)，藉此提供各項電子公務服務，

諸如電子人事通報、公務信箱、人事行政網公告欄、意見調

查區，可處理人事行政局或人事機關間一般公務性質資訊傳

遞及人事局所開發各類人事資訊化系統將透過該網與各人事

機構服務。並提供個人化電子秘書各項功能，個人化網頁及

行事曆，群組化行程管理，個人每日工作事項紀錄提示，以

及提供主管人員可稽核部屬工作日誌，批閱或交付待辦事

項，期望建立知識管理的機制，以集體智慧創造及分享，並

融入企業精神，將知識管理內化為實際作為及決策分析 (張天

維，民 91，頁 36-37) 。 

 

綜觀上述，本研究擬探討國立大專教育人事人員個人性別、年

齡、職位、職等、教育程度與年資等的不同，是否會導致在「人事管

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以及「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上也會有所

差異。 

 

 

參、國立大專院校人事人員網路素養能力探討 

 

綜合上述，目前各國立大專校院都已建置校園網路，網路設

備相當普及，在硬體設施相當完備的情況下，筆者擬對於國立大

專院校人事人員在使用網路之網路素養能力，做一番了解與探



 

討，就網路素養的網路使用基本概念與能力，以及政府所推動的

「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與「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

分為四個部分做為本研究問卷基本架構的依變項，茲就以下四個

部分，加以進行瞭解： 

     (一)網路使用基本概念 

     1.會上網操作，並使用瀏覽器。 

     2.知道網路上有資料庫，並會利用檢索方式查詢。 

     3.瞭解如何操作電腦來存取或下載網路上的資料。 

     4.瞭解如何使用電子公文傳輸。  

     5.會收、發、轉寄及管理電子郵件(E- mail)，並利用網路資源

與人溝通、交流。 

     (二)網路使用能力 

     1.能將各種型態的資訊加以儲存、建檔、分類管理。 

     2.會操作電腦、下載、編輯、管理網路上的資料，再加以上傳、

分享。 

     3.瞭解如何製作網頁。 

     (三)「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 

     1.瞭解「人事管理資訊系統」如何使用。 

     2.承辦業務需要使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3.需利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維護、更新及傳輸資料。 

   (四)「人事行政網」之應用情形 

     1.瞭解「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的內容。 

           2.瞭解人事行政局推廣的「人事行政網」之內涵。 

     3.業務上需經常使用「人事行政網」。 

     4.會利用「人事行政網」作交流、資訊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