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我國的國民教育向來受到各方重視，數位學習弱勢更是備受各方關注，本章

以收集相關文獻作為研擬調查工具和具體建議之依據，共有五節：第一節為教育

機會均等的變遷；第二節為城鄉差距與教育資源分配；第三節為數位落差；第四

節為資訊素養與資訊教育；第五節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子女受教機會差異，茲將

上述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教育機會均等的變遷 

傳統社會中，受教機會與財富及社會地位成正相關，可說是貴族子女才享有

學校教育的機會，這也使得位於社會底層的子女在學校教育中，就被標籤為較貴

族子女低劣的陰影。柯爾曼（Coleman）也曾指出，如果人類社會是完全靜止的

職業分配結構，而不具有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現象，則兒童在中等教育

之後，無論選擇就業或升學，都將不存在機會不均等的問題（Coleman，1968）。 

然而，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中，社會流動可說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因為不

論是教育結果的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如學歷文憑），或實用價值（如專

長技能），往往都是人們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之一，故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

往往是政府與社會大眾關心與矚目的焦點。因此本節先討論學習的弱勢，其次針

對教育機會均等概念的演變進一步地探究，並分述如下： 

壹、「學習弱勢」的重新定義 

臺灣地區的教育，歷經多次的結構擴張，國民教育階段已呈現穩定普及的趨

勢。教育的發展，應該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協助較低社會階層的人，獲得

均等的教育機會，然後憑著個人的努力與貢獻，力爭上游。然而，不可諱言的，

學習弱勢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主要來源有三，一為身心障礙者，二為家庭貧困者，

三為偏遠（原住民與離島）地區者。不論是哪一類，都隨著科技發達、經濟情勢

與人口變遷，已呈現出多元的樣態，政府必須從中審慎認定學習弱勢的程度與類



別（薛承泰，2003）。隨著資訊科技的風潮，不同社群、階級之資訊、知識獲取

能力，開始有顯著的差異，造成了資訊富人和資訊窮人，形成新的學習弱勢。 

誠如張忠謀（2001）指出，知識經濟固然產生了不少富人，但多數人並未因

知識經濟而增加其薪資。換言之，知識經濟產生了「贏者圈」，但政府也應為「非

贏者」建立社會安全網。就教育而言，必須以人為主體，重視關懷教育上弱勢族

群或團體的問題，避免其在社會轉型時，因知識落後而顯得更為弱勢；換言之，

所謂「知識鴻溝」的問題值得重視，也就是多數學校或個人能夠容易地進入知識

創新的殿堂，共同分享知識成長的歷程與附加價值，但不容諱言地，也有部分學

校或個人處於知識不足的劣勢，無形中形成「知識貴族」與「知識貧民」的階級，

這種現象是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以及學校必須加以關切與注意的（楊振昇，2001）。 

貳、「教育機會均等」概念的演變 

在傳統社會中，教育成就是較高社會階層用以代表其地位的象徵性事物。在

此種社會結構下，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是其教育成就的決定因素，教育的象徵性

價值大於功能性價值。但是教育日漸普及後，教育的象徵性價值逐漸式微。隨著

社會分工的日趨精細與就業結構的改變，教育的功能性價值漸增。在現代開放社

會中，教育成就不但是個人就業的重要憑證，也是個人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及社

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因此，「教育機會均等」概念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不但是民

主國家為保障基本人權而競相達成之目標，同時也是各社會為開發人力資源而亟

力以赴的理想（楊瑩，1994）。根據「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在 1965

年的主張，教育機會均等至少具有下述三種意義： 

一、能力相同的青年不論其性別、種族、地區、社會階級等，皆具有相等機會，

接受非強迫性教育。  

二、社會各階層的成員，對於非強迫性教育，具有相等的參與比率。  

三、社會各階層的青年，具有相等的機會以獲取學術能力。  

教育機會均等主張每一個人都有相同機會，獲得經濟或政治的價值技能，

而不依賴種族、家庭背景和其他無關的特質。當人類面臨未來多變的挑戰與衝擊



時，教育將成為人類追求自由和平、與維持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最珍貴的

工具；同時，教育也將協助每一個人展其天賦與潛力，以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而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的理念，即是本於公平、正

義的原則，以追求「社會正義」目標的達成。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以後，普遍受到各國的重視，咸認是達成社會公平與經濟均富的途徑。 

教育機會均等的涵義常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大體說來，教育

機會均等概念的演變，包括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重視就學機會的平等與保障。此階段主要在消除因家庭社經背景、性

別、種族、身心特質、宗教等等因素而存在的不平等，希望使學生皆

擁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權利，以達到「有教無類」的理想。 

第二階段：強調適性教育。由於學校環境、課程與師資大多是為一般的學生所設

計，因此，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的學生往往無法得到應有的指導與協

助。基於此，此一階段強調學生的適性教育，以發揮「因材施教」的

功能。 

第三階段：實施補償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相關研究指出，學習成績

低劣或學習失敗的學生，多數來自下層社會，且多肇因於早期生活經

驗的不足，形成文化不利（culturally disadvantaged）以及文化剝奪

（cultural deprivation）的現象；故本階段乃著眼於補償的角度，對於

不同需求的團體，在基於正義與公平的原則下，教育資源的投入應有

所不等，這也就是所謂「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因此，教育機會均等，不只是著重公平開放的「入學」（access to school）

機會而已，也逐漸重視入學後教育「過程」（process）與「內容」（content）的

均等，以及教育資源「投入」（input）與產出（output）之間的關係（楊瑩，1994）。 

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最為人關心的，就是「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因為

社會條件的差異（家庭背景、族群、階級等）所形成的不平等是無法被接受的，



因此必須（只要）消除人與人之間因為社會條件所造成的不平等，至於自然因素

的差異（譬如智力的差異）而形成的不平等，則是可以接受的。 

Warnock (1975) 在「教育均等的概念」一文中指出，教育機會均等，是指每

個人均有平等的權利，以獲得某種程度的教育，同時也能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沒

有人有權利剝奪他人受教育的機會。對教育機會均等概念界定地最為清楚的，要

屬美國的 Coleman 。Coleman 調查美國種族和其它團體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狀

況，1966年將研究結果出版了「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一書，也就是著名的柯爾曼報告書(Coleman Report)。 Coleman 根據歷來不同的

觀點，將教育機會均等的概念，界定成五種不同的定義，前三種是根據學校教育

的「輸入」(inputs)界定的﹔後二種則是根據學校教育的效果(effects)所界定的，

這五個定義的方式分別是：  

一、以學校整體輸入的特徵(global input characteristics)來看教育機會的均等，例

如：平均對每個學生的投資、學校硬體設備、圖書館資源等。  

二、以學生組成(student composition)來看教育機會是否均等，如是否有種族、社 

會階級的差異等。  

三、以學校無形的特徵(intangible characteristics)來看教育機會是否均等，例如教 

師對學生的期望、教師的士氣(morale)，以及學生的興趣水準等。  

四、給予相同的個別輸入，然後看看結果是否均等。  

五、給予不同的個別輸入，然後看看結果是否均等。  

McMahon(1982)則針對有關教育機會均等及資源分配的重要文獻加以整

理，結果指出教育資源的分配至少有三種類型的均等(equity)：一、橫向均等

(horizonal equity)，表示對相同的人的同等對待：二、縱向均等(vertical equity)，

指的是對不同的人的不同對待（而且提出了如何判別均等和不均等的問題）；三、

代間均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它介乎上二類公平之間，涉及到確保一代

人身上的不平等現象不致全然地延續下去。 



從 1960年代以來，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成為各方共同關切的焦點，但始終

脫離不了教育資源如何公平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說，大家共同關切教育資源如何

透過公平的機會，在不同的種族﹑階級﹑性別團體或區域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

才能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然而教育機會均等未必保證能符合「社會正義」

原則，必須配合「公平」的概念來加以平衡，並積極實施補償教育，甚至社會福

利政策，促進地區的均衡發展，才能在「追求卓越」、「照顧弱勢」和「機會均

等」之間有所調和，因而值此科技時代，數位化帶來社會劇烈的變遷，教育機會

均等應再做重新審視，繼續從「輸入」、「過程」及「輸出」的觀點，看待城鄉

教育機會均等及學生社經地位不同的問題，藉此走出一條人文關懷的路，進而尋

求弭平數位落差教育政策的改進以及教育研究的加強，將新世紀的學習弱勢問題

「數位落差」轉化為「數位機會」。 

在社會變遷中，教育機會均等的觀念與時俱進，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城鄉差

距與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影響，因此先瞭解變遷中的教育機會均等是

重要的，唯有形式與實質的公平與正義，才能實現教育的善意，讓每一個所在區

域不同的學校，有能力將每一個孩子帶上來。 

第二節  城鄉差距與教育資源分配 

這幾十年來，公平正義是台灣教育政策的主流，教育弱勢更是道德上無法拒

絕照顧的族群。無庸置疑的，教育在量的擴充與質的提升方面，均有顯著的進展，

惟城鄉教育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一些位處偏遠、地理環境特殊、交通不便、

人口逐漸流失、班級數較少等文化不利地區的學校，解決特殊問題所需的資源無

法充分獲得，致使偏遠地區的教育水準難以迎頭趕上，而形成所謂「國民教育的

暗角」。因此，本節擬就「城鄉差距」形成教育失衡及「城鄉差距」造成教育資

源分配不均等二方面加以探討，並分述如下： 

壹、「城鄉差距」形成教育失衡 

「城鄉差距」無論在教育、社會、經濟、人文上，都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所造就出來的結果。城鄉在國家政治體系中，不論是就資源的取得或利用皆存在

極大的落差，城鄉差距若過於失衡，對於國家整體的發展將有不利的影響。近幾

年來，隨著政府產業政策的轉變，空間內涵也隨之改變，進而造成國內城鄉形貌

的變化（馬久惠，2001）。 

隨著都市化的擴展和土地利用的變更，臺灣城鄉發展的差距也愈趨顯著；特

別是，同時具有經濟、法律、文化、社會和政治聚集功能的大都會區的出現，如

台北，這讓臺灣的國土空間結構逐漸形成都會發展單極化的現象（費驊，1975）。

其實，以金融、資訊、高等教育及文化等指標來看，臺灣除台北外，連高雄都算

是鄉下（馬久惠，2001）。 

有關不同地區之教育機會均等問題，討論的不僅是城鄉的差距而已，有時

更反映不同階層及族群在居住區域上的分布情形。就學業成就而言，都市地區的

學生比鄉鎮地區的同儕為優。再者，就教育經費及資源分配而言，城鄉的差距相

當分明，北部地區或院轄市的教育資源，顯然較其他地區豐厚。資源的不公也可

能就是影響不同地區(蘊涵階層及族群)教育機會質量的主要原因。 

貳、「城鄉差距」造成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教育機會均等問題，一直是大家所關注的焦點，而區域的差異往往是造成教

育機會不均的主要原因，也因此造成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之現象，導致學童學

業成就有所差異。國內學者張淑美(1994)的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旨在探討

不同地區教育機會差異的層面與現象，大致可以發現不同地區的教育機會確實有

失衡的現象。而學者郭明堂和羅瑞玉(1995)也特別針對國民小學的教育機會均等

與城鄉差異問題來做探討，故主要目的即在比較城鄉國民小學教育資源分配之差

異情形，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在軟硬體方面，都市地區均優於鄉下地區，因此城

鄉差距會有顯著的影響。學者黃毅志(1990)對於「臺灣地區教育機會之不平等性」

之研究中也有相同的發現，他運用了 1984-1985年「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所蒐集之資料，以 20~75歲的臺灣地區人口為樣本，最後的結果分析發現，各族

群的升學率仍然以都市化地區較高。 



有關不同地區之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其問題不僅來自「城鄉差距」，有時更

反映不同階層及族群在居住區域上的分布情形。據國內的研究指出幾種因地區而

形成的教育失衡現象。就學業成就而言，都市地區的學生亦比鄉鎮地區的同儕為

優。另就教育經費及資源分配而言，城鄉的差距相當分明，北部地區或院轄市的

教育資源，顯然較其他地區豐厚。 

一些直接探討城鄉教育資源分配的研究發現，區域差異是造成教育機會及資

源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Benson(1974)的研究發現，美國富庶地區，

中小學學生所享有的教育實質，比貧瘠地區多，學生單位成本相差約 3倍。

Monchar (1981)的研究指出，區域教育發展不均等的話，容易產生相對性的貧瘠

感（relative deprivation），可能導致集體抗爭﹑內戰，及潛在的分離主義。因為

教育低發展地區的居民會把高發展區的居民當作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

例如南非黑人區的居民把南非白人當作參照團體，相對之下，顯得自己地區的教

育貧瘠。Behrman 與 Birdsall (1983) 對巴西的研究發現：城鄉學校教育的品質有

很顯著的差異。Maas 與 Criel (1982)在對東非 15國小學的研究也發現：城市與

鄉村之間教育資源分配的差異。 

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於臺灣地區城鄉教育發展的均衡性也愈來愈重視。學者

王以仁（1982）研究臺灣地區 220 所國小發現：在設備﹑教師﹑經費﹑行政﹑

領導﹑學生及社區家庭上，均因國小所在地區﹑規模大小及學校行政類別之不同，

而有部分差異存在。學者陳秀才（1985）以台北市 24 所國小為對象，探討國小

規模與教學環境的關係中發現，教學的社會情境與國小規模呈負相關；教師的社

會互動方式在不同規模學校的學生中有顯著差異；物質教學環境上，各型規模學

校間存在顯著差異。以上 2項研究雖分別以臺灣省﹑台北市國小為對象，但卻發

現影響學校整體教學資源分配的因素為：所在區域﹑規模大小﹑及學校行政類別

等。從影響學校整體教學資源分配的因素中的學校「所在區域」，可發現不同城

鄉別之間教育資源分配的差距。 



所謂教育機會，以現代的觀點來看，就是教育資源，而所謂教育機會均等，

就是教育資源分配的均等。影響教育機會均等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從教育投資

或教育輸入的觀點考慮，在不同的學校或學生之間，教育資源是否能夠公平合理

的分配，是一項重要的關鍵因素。對政府教育部門的施政而言，也是一項非常值

得關切的課題。尤其在我國，大部分的教育資源均掌控在政府手中，如何使教育

資源有效利用，固然是教育施政上的重要目標，但是如何使這些資源公平合理地

分配給需要的地區﹑學校或學生，也是教育決策上的一項重要考量。 

第三節  數位落差 

在全球化與數位化這兩股巨大驅力作用之下，使得電腦與網際網路等資訊

科技，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使用可能因性別、種族、

階級或城鄉別理區域等而有所差異，使得人們在接近、使用資訊的機會上產生

差異，亦即形成所謂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在資訊時代裡，資訊本

身即成為一種資本，資訊的運用成為一種必需的技術。擁有資訊與否也就了決

定人們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曾淑芬、吳齊殷，2002）。若因社會的結構讓原

本即是經濟貧困的階層，由於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取得資訊知識及技術，而造成

失去接近使用資訊的機會，因此，公平的資訊近用機會（equal access）也就成

為進入資訊社會時首先會遭遇到的重要的衝擊。基於數位落差已呈不容漠視的

新興議題，本節就「數位落差」形成的背景、「數位落差」的意涵、資訊不平

等的隱憂及國民教育內數位落差等四方面做探討，並分述如下： 

 

壹、「數位落差」形成的背景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並未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資訊菁英與其他人間的

差距仍然存在，「數位落差」不僅是數位資源不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數位

落差」造成社會流動的困難度變高，社會階層之間難以相互流動，最後導致社

會階層僵化，階層與階層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社會被區隔成一個一個的



區塊而互不流動。資本主義所衍生的社會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對立，同

樣的，數位資本主義也為數位社會潛伏了階層的不公平性。 

“digital divide”一詞於 19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於美國，指的是在現今及未來

網路時代中，擁有電腦、網路等數位科技者，正快速拉大與未擁有者在知識取得、

財富以及社會地位的距離，形成新的社會不公平現象。柯林頓政府於 1994 年推

動 Netday計畫，希望藉由教育的目的推展全面資訊化。並從 1995年起，總共完

成了四次〝Falling Through the Net〞的全國性調查，該調查指出對於資訊的近用

和使用情況，會隨著不同的地理區位、所得、種族、性別、年齡、教育和家庭結

構等因素而有所差異，簡單的說是資訊近用會因個人既有社經地位與居住的區域

條件而有所差異。 

「數位落差」的問題，也因此由美國商務部在 1999 年發表的「從網路中跌

落－界定數位差距」(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專題研究報

告中提出。該報告指出：在資訊社會中，個人電腦以及網際網路等資訊工具對於

個人的經濟成就以及生涯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有無電腦以及運用電腦能力

的高低，將成為主宰貧富差距的力量。數位落差所造成社會資源利用機會的不平

等性，將會帶來更大的階級鴻溝。「數位落差」將人們區隔為資訊擁有者(have)

與資訊欠缺者(have-not)兩大資訊社會的社會階級，而連線與否則決定了人們所

處的社會階級。 

在國內，由於「城鄉差距」的因素存在，居住在不同城鄉的民眾，對於資訊

科技的使用，也會有所差異。根據經濟部資訊處委託資策會進行的「我國網際網

路用戶數調查統計」，截至 2002年 9月底為止，國內上網人口達 835萬人，連網

普及率為 37%，較上一季增加 27 萬人，成長率為 3%，呈現小幅穩定成長的格

局。然而，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民國 90年「台灣地區落差問題之研究」結果顯示，

台灣地區家戶電腦擁有率以及網路連結率雖然高達 72.9%及 58.8%，不過若以人

口社經變項分析，收入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年長者，在電腦及網路家戶使用上比例

偏低，若從地理區位分析，電腦擁有和網路近用率較高地區更集中在北部及西



部，顯然台灣內部已存在數位近用落差（轉引自曾淑芬，2002）。 

貳、「數位落差」的意涵 

依據 OECD 的定義，數位落差是指存在於個人、家戶、企業在不同社經背

景或和城鄉別理區位上，其接近使用資訊科技及運用網際網路所參與的各項活動

的機會差距（OECD，2001）。雖然 OECD的數位落差研究報告在實際測量數位

落差時，仍大多採接近使用的「量能」思考，但該報告也指出數位落差「質能」，

也就是對於資訊素養的重要性，並指出資訊社會的良好運作並非單靠完善的資訊

環境及服務就可以完成。 

數位科技的革命已將社會區隔為資訊豐富和資訊貧乏、知道及不知道、做與

不做的族群，此即所謂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數位落差，指的是不

能有效運用網路資訊與資源的地區或族群，將成為社會的弱勢者，與相對強勢者

之間產生的區別或分隔。這種現象不僅是接近新媒體的問題，更涉及服務的提

供、技術的便利、使用的動機和學習的機會等方面的落差。這些問題，所帶來的

便是一個兩極化的世界：「有─沒有」、「知道─不知道」、「做─不做」。這

種在「網路盲」（network illiterate）與「網路通」（network literate）之間的差

異，可能愈演愈烈成為資訊貧富的分隔（McClure，1994）。網路盲與網路通之

間的差別，在於是否能掌握數位素養，一如過去 illiterate 與 literate 之間的差異，

在於是否能識字。 

學者劉燕青(2002)指出：「數位落差」一般被認為存在擁有電腦與使用網路

者，以及無法使用網路與最新科技者之間的差異，將人們區隔為資訊擁有者(Have)

與資訊欠缺者(have-not)兩大資訊社會的社會階級，而連線與否則決定了人們所

處的社會階級。而單就字面上的解釋，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才是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真正的問題核心。「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簡單來說，就是存在於

能否接近並有效使用新科技的兩群人之間的差異。「數位落差」的真正內涵可解

讀為由於資訊通信科技的資源分配不均，及其所造成對於資訊通信科技的運用不

平等，導致國與國之間、族群與族群、甚至個人與個人間產生「擁有（Have）」



與「未擁有（Have-Not）」資訊通信科技資源之情形逐漸增加，而其對於社會的

影響，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都將因資訊通信科技的進步而加劇。 

學者劉文文定義「數位差距（digital divide）」為：在高低知識階層，以及

高低所得階級間接近網路（Access to the Internet）的人數有著相當嚴重落差的情

況。陳敬如則將「數位落差」解譯為「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並給予定

義：「在數位化資訊社會中，個人因其社會屬性因素，而在資訊科技的接近使用、

資訊內容的接近使用、資訊素養等方面，有程度上的表出差異。」另，學者黃瓊

儀在「從數位差距到數位複製」一文中，引述 digital divide Network上的定義：

digital divide被用來指一群可以有效的運用新資訊和新傳播溝通工具，如網際網

路的人，與另一些無法有效的使用這些新資訊和新傳播溝通工具的人們之間的差

別和隔閡。 

國內學者曾淑芬與吳齊殷認為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使用，可能因性別、種族、

階級或城鄉別理區域等而有所差異，使得人們在接近、使用資訊的機會上產生差

異，形成所謂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其研究並將數位落差分就「量能」問題

和「質能」問題二部分，量能問題主要為「資訊接近使用」上的落差，其中包括

「電腦擁有」和「網路近用」、「網路使用行為」三項。另外，由於資訊技能進

修機會的有無，對於個人來說也會影響到個人在資訊技能素養上的養成，因此就

質能問題而言，則主要為「資訊素養」和「資訊進修機會」上的落差，其中在資

訊素養部分包括：傳統之「問題解決能力」、「語文數理能力」、「媒體素養」、

「網路素養」以及「資訊技術素養」等五項（曾淑芬，2002）。 

參、資訊不平等的隱憂 

學者吳齊殷表示：「在資訊時代裡，資訊富人（information-rich）與資訊窮

人（information-poor）的鴻溝會持續擴張。」資訊本身成為一種資本，擁有資訊

與否也決定人們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舉例來說，現在有很多訊息比電視、報紙

還快，透過手機、網路、電子信快速發佈，對於不會使用這些工具的人，自然就

會慢了半拍。



社會地位與知識能力處於弱勢者，將因為無法接近電腦或網路，而在這一波

數位化的過程中遙遙落後；而擅於使用網路者，前進的步伐將會更快更大，兩者

之間的差距也將越來越大，貧窮者、居下階層者似乎永遠沒有趕上的可能。科技

與資訊工業的發展正在改變所有的社會與生產關係，在這樣的數位科技時代，誰

能快速掌握資訊，誰就具有競爭力，而處在資訊邊緣者也將因此被淘汰，這種因

為資訊的擁有與否所造成的競爭力有無，就形成了數位差距(digital divide)。 

數位落差是關於對「資訊」的接觸程度，也可從此處看出社會上的不平等關

係，其造成的原因也跟資訊的接觸程度有關。電腦硬體、軟體的好壞決定了數位

資訊的接收速度；甚至有無電腦、能否使用電腦都能決定人與人之間在數位的落

差有多大。數位落差也就是所謂的資訊通信方面的資源分佈不均，導致於眾人對

於資訊通信的資源無法平等的運用。城鄉差距、經濟資源及文化資本都是導致「數

位落差」的可能因素之一：因為城市與鄉村的發展不均衡，致使該地區的資訊設

備不足；因為所擁有的經濟及文化資本不一，導致個人在使用資訊通訊方面的機

會不平等，尤其現在的社會是強調所謂的網路通訊的「數位世代」，更會強化、

突顯所謂的貧富不均的落差現象，為社會階層畫下更深、更明顯的鴻溝，而這種

現象是令人憂心而值得深入探討的。 

 

肆、國民教育內數位落差 

為了瞭解國民教育內數位落差，本研究就國內文獻的觀點，分別探討如下： 

一、學者劉文文（2000）的研究發現台灣地區中等學校學生間的「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差距有因襲社會結構不平等的傾向。 

二、學者陳敬如（2000）以台灣地區中等學校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 

（一）中學校學生的電腦網路使用狀況與一般社會人士的使用狀況不盡然相

同。中等學校學生在資訊科技接近使用狀況上，與一般社會人士的使

用趨勢大致相同；在資訊內容接近使用型態上，則與一般社會人士之

使用型態相異；在資訊素養的程度上則普遍不高。 

（二）數位鴻溝的差距現象存在於台灣地區中等學校學生間。家庭收入、城



鄉別區都市化程度的差異，影響及資訊科技接近使用狀況、資訊內容

接近使用型態，以及資訊素養的程度。 

（三）台灣地區中等學校學生間的「數位鴻溝」差距，有因襲社會結構不平

等的傾向。 

三、學者申望毅（2003）以大高雄地區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 

（一）國民中學學生之間存在數位落差現象。 

（二）資訊科技近用、資訊內容近用之程度，在資訊素養培養上佔重要地位。 

（三）教育體系與資訊社會間，數位落差現象不盡相同，但有因襲社會結構

不平等的傾向。 

（四）資訊教育發揮減少因社會結構不平等，所造成數位落差現象之功能。 

四、學者鄭欽文（2003）以高屏地區國小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 

（一）高屏地區國小學生使用電腦與網路的現象與一般民眾使用情形有部分 

的差異。 

（二）學校因素是造成高屏地區國小學生數位落差的影響因素。 

（三）家庭因素是造成高屏地區國小學生數位落差的重要因素。 

五、學者蕭佑梅（2003）以全國 1,280位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 

（一）不同地區國民小學學生之間並無數位差距存在。 

（二）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國民小學學生在資訊科技接近使用機會、資訊素養

方面有明顯的差距存在。 

（三）不同家庭資訊科技資源之國民小學學生間有數位差距存在。 

（四）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國民小學學生在資訊素養方面有明顯差距存在。 

綜觀國內文獻對國民教育內數位落差的看法，研究者發現其中有相同之處，

也有相異之處，教育內有無數位落差存在，實證結果竟然有正反之歧異，由於本

研究旨在探究教育內數位落差弭平之策略，國民中學居於前期中等教育，基於歷

時性研究之觀點，因而值此 2005 年之時，拓展研究對象之範圍為國內國民中學

學校及學生，再次驗證教育內數位落差之存在與否，藉以充實有關國民中學領域

「數位落差」構念內涵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希能更新研究發現，以期對教育主

管機關、學校與及未來研究三方面分別提出具體的建議。 

第四節  資訊素養與資訊教育 



從教育的觀點，推估解決數位落差的關鍵在於人員、教育與學習，人員、教

育及學習是居於這些問題及其解決對策之核心。如果人員沒有利用這些設備的能

力，機器與精密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設備是沒有用的。培養人員具備這種能力是學

校的職責，在這些教育場所必須奠定個人終身學習和「應用科技能力

（technological literacy）」之根基。因此，本節從國際間消弭「數位落差」的共

識、「資訊教育」成為全球化的趨勢、資訊素養教育的意涵及我國「資訊教育」

之沿革與展望等四方面論證資訊素養教育之重要性，資分述如下： 

壹、國際間消弭「數位落差」的共識 

2000 年 4月八大工業國家（the Group of Eight；簡稱 G8）教育部長、歐洲

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 EC）教育代表、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Development；簡稱 OECD）及聯合國教

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 Education Sience 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觀察員，在日本東京召開部長高峰會議，在教育革新與資訊通信科技

上，一致同意分享減少教育科技取得障礙的有效策略，進而消弭國內及國家之間

數位落差。 

2000 年 11 月在汶萊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部長會議中，我國倡議「轉化數位落差為數位機會」，

2001 年 7月應各會員體請求於我國台北召開會議研商 APEC 縮短數位落差、創

造數位機會的未來合作方向。由以上國際間對於消弭數位落差的共識，大致可了

解它對國家社會所帶來的潛在威脅。 

英國首相 Tony Blair 提倡：「在 2002 年以前所有學校將以免費或付費的方

式，與資訊高速公路連接，數以百萬教師將受培訓，所有兒童將具備資訊科技素

養（IT-literacy），能探索科技之益處何在。」英國教育傳播與科技局（ British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agency；簡稱 BECTa）根據 Blair 政

策主導各種網路教學、師生網上學習，配合歐盟統合「歐洲學校網」（European 



Schoolnet），致力於將網路科技運用在英國各級學校教育之中（引自吳美娟，

2002）。 

歐盟更進一步將科技學習與終身知能學習加以連結，配合「歐洲資訊科技技

能証書」（European Diploma for Bas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的授予，以

提高就業率，另外，新加坡「資訊科技教育卓越計劃」（Masterplan for IT in 

education），以課程、教學、師資培育之改革為要務。 

貳、「資訊教育」成為全球化的趨勢 

科技在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漸形舉足輕重，從各國的政策中，不難看出全球

化的趨勢。美國「國家教育科技計劃」（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

和布希政府 2002 年國家教育科技計劃，重申以尖端科技提昇教育品質之決心

（引自吳美娟，2002）。新加坡的「資訊科技教育總計畫」（IT Master Plan in 

Education）、香港政府宣布「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日本文

部省 1997 年以「資訊化教育立國」為「日本千禧年大計劃」打基礎。各國因應

資訊科技潮流等相關教育政策的同時，我國也在 1998 年開始積極地推動「資訊

教育擴大內需方案計畫」、及 2001年我國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教育部，

2001)。 

我國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勾勒出未來資訊教育的願景，新世紀教育

的理想是希望學生能了解資訊與資訊科技的特色、結構及其對人類的影響；能具

備運用資訊進行判斷、組織、決策與處理的能力，並能創造新資訊，有效傳遞資

訊；能養成愛好學習、獨立學習的習慣，並能主動尋求資訊進行學習活動；能孕

育獨立學習的能力，並能在全球化的網路學習社群中與他人進行合作學習，培養

健全的社會價值觀與開闊的世界觀(教育部，2001)。 

關於資訊方面的資源，學校教育所能提供的有「資訊教育」課程、師資與設

備，對於尚未分流的中小學，則只以「通識的」資訊教育課程、師資與設備為主。

依照市場上商品交易之原則，在學校之外，這些「資訊教育」課程、師資與設備

大多就必須透過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以交換獲得。或許有人認為學校教育學費的交



換等同於使用者付費，但一般學校教育除了有教科文預算的編列支持外，相較於

一般社會上資訊教育課程、師資與設備的取得算是比較物美價廉的。因此，學校

不失為一項廉價的「親近網路」或「獲取資訊能力」，甚至是「消弭數位差距」

的主要途徑。 

在資訊化發展過程中，電腦硬體上的有無、是否上網、上網管道是否方便、

上網傳輸速度快慢等資訊化基本條件，都會造成資訊化程度上的差異。簡言之，

資訊接近使用是構成數位落差的基本要素，能在影響資訊接近使用的客觀條件上

著力，就能改善數位落差的現象。「數位落差」通常指的是網路接近使用的不平

等。教育和長時間的學習造成資訊使用的增加之社會結果，成為工作成就和個人

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當學習的比受教育的意義更廣闊時，學校還是最重要的學

習機構，在進步的社會，學校迅速地與網路連結。 

美國公立學校連線上網從 1994年的 35%到 1999年增至 95%，在 2001年達

到近乎 100%，網路被視為教育系統的重要教育工具，在先進社會，教室中有電

腦成為普遍。但在教育硬體、網路連線的投資與教師和學校職員的科技使用訓練

上存在相當大的落差。此外，網路使用的學習基礎不僅在於精通熟練，教育必須

兼顧如何在網路經濟與社會中工作與發展學習能力，最重要的關鍵是從學習轉變

成學習如何學，如何迅速地尋找、擷取、處理和使用資訊的能力。 

以教育的領域觀之，例如美國已未雨綢繆的將社會高度網路化後，使用電腦

機會多寡所造成的「數位差距」（Digital divide）的問題，視為能否遂行社會正

義的重要課題，且在 200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廣泛受到討論，數位差距影響教

育機會均等的現象尤受重視（林天佑，2001）。而我國目前正在全力推動「校校

有電腦、班班可上網」的資訊教育與終身學習策略，除強調全面普及電腦及網路

設施之外，也鼓勵民間企業的參與，避免再度拉大城鄉教育差距。數位落差議題

的討論似乎讓我們再一次面臨社會不均等的難題、另一種形成階級制度機制的憂

鬱，以及網路權力時時進逼所造成的焦慮。 



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會（NII），在國內首度進行「數位臺灣計畫

於生活素質（QoL）提升的成效評估計畫」調查，該調查發現，家中有上網設備、

能夠使用網路者，在工作成就或社會適應能力上，都有較高的滿意度；也就是說，

民眾數位化程度越高，生活素質也越好（劉偉瑩，國語日報，2004）。而數位機

會並未能如人類所願，讓每個人均能站在平等的基礎上享受網際網路或數位科技

所帶來的好處，反而成為數位落差的溫床，其肇因可能是現存社會經濟地位不平

等現象的反映或再製，台灣近年來努力推動以「多元化、自由化」為主軸的教育

改革，但低社經在教育上仍處於弱勢的位置，其間雖有扶助教育相對弱勢之規

劃，但因資源分配不易，使弱勢團體較不易享受到政府的扶助。 

「數位落差」所帶來的效應，使得數位貧者貧，數位富者富，資訊科技將會

強化社會的分裂而非結束分裂。容易接近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的人們會成為富

者，因而更有能力來支付購買更新的科技。再者，已經受過良好教育者掌握了更

多的終身受教機會，通常他們也因此而取得較佳之服務。簡言之，受過教育的資

訊富者變得更富；相對地，受較少教育的資訊貧者，則變得更為貧窮。 

另外帶來的衝擊是數位文盲（digitally illiterate）的成形，如同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需要所有人具備某種程度的識字與算數能力般，當代社

會的電子革命（electronic revolution）亦會造成數位能力是必備的能力。缺乏進

入使用有關硬體和軟體之機會，以及缺乏對資訊與通訊科技有基本瞭解之人們，

將也會缺乏自信，而不相信自己能夠如同科技演進般地繼續學習。他們將停留而

成為數位文盲（digitally illiterate）。當科技變得愈趨融入於日常生活之中，而且

愈來愈被擁有相關設備、技能與理解者視為理所當然時，未具備此種新能力者的

排斥現象會變得更為尖銳。 

由於城鄉差距，在國民教育階段，不同校間存有的數位落差，形成了新世紀

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有違民主社會追求的公平與正義。數位落差造成資訊、知識

的吸收與科技利用的不平等，教育上的應為，必須對於弱勢族群提供資源與協

助，以降低其差距。未來的建設是要用網路和知識來建構，才能因應 10 倍數的



時代變革，而身為地球村一員，更有需要去駕馭這個趨勢，與世界接軌。2002

年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專案計劃」中，就以「數位台灣」（e-Taiwan）6

年計劃為出發點，描繪了公元 2008 年時，台灣成為亞洲最數位化國家的願景。

在全球化與 e 化競爭下，建構數位化台灣，是未來在競爭環境中取得優勢的重

要國家發展政策。數位化不僅是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道路，同時數位化程度高低已

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新指摽。 

參、資訊素養教育的意涵 

面對數位「階層極化」現象日益加遽，其差距不僅表現於科技近用，更反映

於科技使用上。面對雙層發展的數位差距，如欲縮減落差，不能只達到接近通道

上的普及，更應將焦點及早轉移至第二層數位落差，亦即電腦使用或資訊素養能

力。數位差距如何消弭，一般而言，各國的做法主要是在資訊普及暨資訊素養兩

方面。資訊普及包括各類硬體提供與資金援助，資訊素養方面包含正規學校教育

的資訊素養與資訊技能的培養、教學與學習過程的資訊化等。因此各先進國家或

國內，無不積極投入學校資訊教育，一方面做為進入資訊社會的準備，一方面期

望藉由教育政策的制定、學校資訊教育的推廣與普及，縮短數位落差。 

在學校教育領域，數位化學校是提高學校競爭力的關鍵，由於電腦具有不斷

汰換更新，以提昇設備層級的特性，Wilhelm（2000）反對以「有」或「沒有」

的簡單二分法，作為評斷數位落差存在的標準。數位落差不僅表現於科技近用，

更反映於科技使用上。面對雙層發展的數位差距，已有學者提出建言：如欲縮減

落差，不能只能達到接近通道上的普及，更應將焦點及早轉移至第二層數位落

差，亦即電腦使用或資訊素養能力。Murdock（2002）更指出，除了比較「設備

有無」，尚需考量「技術層級」，宜以「複合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s）取代「單

一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才比較貼切現狀。 

「資訊素養」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學會主席 Zurkowski於

1974 年提出，主要是指個人具有找出、評估與利用各種不同能力來源資訊，應

包含五項能力：（1）能知道哪些資訊是有幫助的。（2）能知道哪裡可以獲取資



訊。（3）能知道如何檢索資訊。（4）能解釋評估及組織資訊。（5）能立即傳

播資訊（轉引自賴苑玲，2000）。網際網路蓬勃發展，資訊上網數位化情形日益

普遍，有能力檢索並利用網路資訊者與沒有能力應用者間已然存在落差分隔。 

數位落差的內涵不僅包括了資訊近用程度，亦即「量能」上的差異；它同時

也包括如資訊素養和使用技能及應用等「質能」上所可能產生的差距（曾淑芬，

2001）。數位落差應可分就「量能」問題和「質能」問題二部分進行研究。量能

問題主要為「資訊接近使用」上的落差，其中包括「電腦擁有」、「網路近用」、

「網路使用行為」三項。另外，由於資訊技能進修機會的有無，對於個人來說也

會影響到個人在資訊技能素養上的養成，因此就質能問題而言，則主要為「資訊

素養」和「資訊進修機會」上的落差，其中在資訊素養部分包括：傳統之「問題

解決能力」、「語文數理能力」、「媒體素養」、「網路素養」以及「資訊技術

素養」等五項（曾淑芬，2001）。 

在 20世紀末乃至於 21世紀，因網際網路之普及全球，新素養的需求不再像

是 70年代和 80年代所談的資訊素養那樣聽起來如此曲高和寡，數位素養（digital 

liteacy）必須是一種有如身份證一樣普遍擁有的新素養。Paul Gilster 在 1998 年

發表的《digital literacy》（數位素養）一書中，就論及網際網路時代所需具備的

數位素養時，將「數位素養」界定為取得電腦網路資源並加以應用的能力，由於

網際網路已從最初是科學家的工具演變成全球性資訊上網與研究的媒介，並開放

給每一個擁有電腦及數據機者，所以今天它像駕照一樣，成為人人必備的知識。

至於使用網路的數位素養包含三種主要能力（Glister, 1998）： 

一、思考判斷線上的資訊 

二、整合各種來源的可靠資訊 

三、發展資訊蒐尋能力 

McClure（1994）於其研究中指出在網路化的資訊社會中，個人若要能取得、

評估並應用資訊，除了必須擁有語文數理能力之外，更必須要能對於各種不同的



傳播媒體有所了解認識，方能從媒介中獲取所承載的資訊。質言之，資訊素養應

該包含四個不同的層面（ Mcclure，1994）： 

一、傳統素養（ traditional literacy），亦即個人的聽說讀寫等語文能力以及數

理計算的能力。 

二、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意指運用、解讀、評估、分析甚或是製作不

同形式的傳播媒體及內容素材的能力。 

三、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意指電腦及各項資訊科技設備的使用能力。 

四、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意指運用網路搜尋資訊的能力、對於網路

的資源價值及運作規範的理解等。 

除了上述資訊素養文獻的引述，相關國外文獻對於資訊素養的意義與內

涵，並另有許多討論，以下將一些重要的結果予以引述：  

一、美國圖書館學會【ALA,1989】：  

資訊素養係指個人能感覺到對於資訊之需要，並能有效地尋取、評估

及使用所需資訊的能力。  

二、C. Curran【Curran,1990】：  

資訊素養包括下列使用資訊能力的綜合：  

(1)了解資訊價值的能力，  

(2)知道何處可獲得資訊的能力，  

(3)檢索資訊的能力，  

(4)解釋、組織、綜合資訊的能力，  

(5)利用與傳播資訊的能力。  

三、K.E. McHenry, I.T. Stewart, J.L. Wu【McHenry,1992】：  

資訊素養包括  

(1)對於資訊價值及能力的體認，  

(2)對於資訊形式及種類多樣化的體認，  

(3)對於資訊的本質與知識體系關係的認知，  



(4)有效而具批判性檢索資訊的能力。  

四、J.K. Olsen【Olsen,1992】：  

資訊素養係在傳統的讀、寫、算等基本素養之上，更能：  

(1)體認資訊的角色與功能，  

(2)體認資訊內容與形式的多樣性，  

(3)了解資訊的組織系統，  

(4)具備檢索、評估、組織與處理資訊的能力。  

五、H.B. Rader【Rader,1990】：  

資訊素養包括：  

(1)對於獲取資訊的過程及系統的了解，  

(2)評估不同資訊來源及管道的有效性及可靠性的能力，  

(3)收集及處理收集所得資訊的基本技巧。  

至於國內研究方面，學者劉文文以「上網時間」及「上網機會」定義「接

近網路」的操作型定義，做為其「數位落差」計量模型的依變項，發現「數位

落差」現象確實存在。學者陳敬如進一步擴大依變項的定義，除了延續「資訊

科技接近使用」與「資訊內容接近使用」的傳統「數位落差」呈現方式之外，

又加入了能適切處理資訊的能力，亦即「資訊素養」；其中資訊科技接近使用包

括「資訊科技設備／服務普及率」、「電腦與網路接觸時間」、「連網地點」，資訊

內容接近使用則有「網路使用目的」、「資訊瀏覽內容類型」、「資訊搜尋來源與

策略」等，資訊素養則包含了「文字素養(text-based literacy)」、「表徵素養

(representational literacy)」、「工具素養(tool literacy)」。 

國內學者曾淑芬針對「資訊素養」的界定上，更加以擴充而包括二個意涵：

第一個面向是狹義的傳統「資訊素養」，也就是個人在傳統工業社會中所具備的

各項素養：包括了個人層面的「取得、評估分析並應用資訊的問題解決能力」

（problem solving skill），功能性應用理解層面的「語文數理應用能力」

（traditional literacy）、「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等共四項指標。第二個面向則是資訊技術素養，涵蓋資訊硬體設備和

軟體工具使用的技能，如電腦基本操作、文字處理軟體、網路瀏覽器等應用工



具之使用等資訊技能。 

肆、我國「資訊教育」之沿革與展望 

資訊設備及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已成為世界共同的浪潮，觀看全球資訊

化的趨勢，資訊教育已成打造資訊社會的基礎教育，也是提昇國家競爭力的原動

力。國中部分在民國 87年時，教育部已經將資訊課程(電腦)列入正式課程(何榮

桂，1996)。由此可見，資訊教育在國民中學課程結構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 

回溯我國「資訊教育」之推展，民國 71年行政院成立「資訊教育推動小組」，

開始有計畫地推展資訊教育(何榮桂，1998)。民國 79 年，教育部推動建立臺灣

學術網路(TANET)，82 年起規劃執行「改善各級學校資訊教育計畫」及「電腦

輔助教學發展及推廣計畫」，並從課程、設備、師資、教材等方面著手，初步奠

定資訊教育發展的根基。86 年七月起實施「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遠距

教學中程發展計畫」、「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人才培訓計畫」及「社會教

育資訊網計畫」等各項重大政策，以塑造整體資訊化社會教育的改革環境(陳立

祥，1999)。 

教育部於民國 83年修訂公布，在 86學年度開始實施的「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將電腦列入必修，資訊教育正式紮根余國中階段。民國 87年修訂公布，並

於 90學年度實施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更將「運用科技與

資訊」列為課程中需培養的十項基本能力之一，資訊教育再往下延伸至國小學童。 

教育部電算中心於民國 86年 7月策訂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整合資訊教

育相關計畫，重要目標在於充實資訊教學資源、加強人才培訓、提升設備、延伸

台灣學術網路、普及資訊素養等。首先，在師資、教育方面，希望加強國中小、

高中職在職教師資訊應用訓練，使 70%教師具備資訊素養。其次，在硬體設備建

置方面，讓全國每間小學成立電腦教室，並推動 80%國中小學連上台灣學術網

路，達到資訊教育向下扎根，以普及全民資訊教育，使全體國民具備基本資訊素

養。至於在資訊基礎環境建置方面，希望使各校共享教育資源，縮短城鄉教育差

距。最終，在教學上則讓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促成教學多元化，建立啟發式、

互動式的學習環境。 



民國 87年 10月起教育部執行「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於

隔年 6月完成全國國中小學皆有一人一機的電腦教室並可連上 Internet的目標。

同時在加速培訓計劃下，所有中小學教師資訊素養均獲提升，具體落實資訊教育

向下紮根的目標(陳立祥，1999)。 

教育部在民國 89年 9月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其基本理念希望所有學

生有機會學習基本資訊知識與技能，作為各領域應用資訊的基礎與資訊教育，相

關的課程目標乃培養學生資訊擷取、應用與分析、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合

作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並訂出分段能力指標，作為教師設計教學時的參考

標準。 

教育部於民國 90年提出「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明確指出我國資訊教育

發展之願景、推動策略和評估指標，希望培養出愛好學習、具備學習技巧、合作

學習、自我主動、終身學習、創新思考及具備溝通能力的健全國民，對全民資訊

素養提升及各產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何榮桂，2001)。 

在推動普及中小學資訊教育的同時，政府也特別注意城鄉差距所產生的數位

落差問題，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中的「加強偏遠地區中小學資訊教育計畫」，

特別對偏遠地區學校加強補助，希望落實偏遠地區資訊教育推廣工作，以具體縮

減城鄉差距。由此看來，學校師生能普遍應用電腦於教學或學習，以提升教學品

質及學習成果，才是資訊教育基礎建設的終極目標(杜愛葆、林秀慧，1998)。 

綜觀政府早期推動資訊教育計劃，著重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和網路建置，近來

則將資訊人才的培育列入計畫重點，重視教師與學生的資訊素養層面。例如教育

部電算中心提出的「資訊融入教學」計畫，以貫徹未來九年一貫新課程之精神，

培養學生具備運用科技與資訊的基本能力，不僅在全省各縣市設立資訊種子學校 

，在硬體方面改善資訊教育環境，也重視在職教師資訊應用培訓，配合充實數位

化課程教材和資訊教育推廣活動，以具體提升資訊素養。雖然政府相關單位已經

警覺資訊教育在國中小學教育的重要性，然而限於發展方向尚未明朗，仍然有努

力空間，以使資訊教育朝更理想的方向前進(邱貴發，1998)。 



教育部於民國 90 年提出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明確指出我國資訊

教育發展之願景、推動策略和評估指標，希望培養出愛好學習、具備學習技巧、

合作學習、自我主動、終身學習、創新思考及具備溝通能力的健全國民，對全民

資訊素養提升及各產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何榮桂，2001)。學校師生能普遍應用

電腦於教學或學習，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果，才是資訊教育基礎建設的終極

目標(杜愛葆、林秀慧，1998)。 

資訊科技能提升人類的主體性與行動能力，進而強化人類的資訊素養與資訊

賦權能力。學校教育的教學實踐核心為社會成員的參與及努力，師生在資訊科技

所打造的數位化學習空間裡，必須對數位學習過程能有充分的理解，並積極參與

教學活動以為教育實踐之開端。數位學習能讓學生在學校的制式或既定環境之教

學外，提升其在心理與生理上的幸福狀態，並增進校內外與同儕團體的互動機會。 

網際網路興起時，曾經讓許多人懷抱憧憬，以為這將是一個沒有邊界、人人

平等的美麗新世界，因為數位科技標榜的，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平等共享所有網上

資料，原意是要促進階層流動的，但隨著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與網際網路無遠弗

屆的特性，網路似巨獸般對社會產生了莫大的衝擊，如今鄉鎮型社區，不像城市

型社區有那麼豐沛的資訊網路資源，而資訊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城鄉問題：偏遠地

區的「資訊不平等」（或稱為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所造成的知識貧窮惡性循

環問題，也日趨嚴重。 

學校教育似乎扮演著一項相當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必須肩負起傳遞學習成

就，以促進公平社會流動機制的重責大任，另一方面卻又無力平衡學校環境以外

的學童原生家庭環境因素，甚至被指責為其作嫁而成為階級複製之幫兇。然而由

於數位化的蓬勃發展，有能力檢索並利用網路資訊者與沒有能力應用者間已然存

在落差分隔，學生資訊素養與網路素養教育是否能有效提昇，進而縮減先天社經

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數位差距，是本研究重要的旨趣之一。 

第五節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子女受教機會差異 



希望促進社會流動的人認為，只要教育機會均等，那麼教育便可被用來設計

一個更公正、更有效率的社會，因為教育資格能決定個人在社會階層制度裡的收

入、地位與職位，而得以打破世襲的階級地位。教育其實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

因素，現在我們又進入另一個時代，或稱做數位時代，如何讓原本在社會較弱勢

的群眾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這是一個非常良善的議題。因此，本節從家庭環境對

個體的影響、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與學業成就及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與數位

受教機會差異等三方面進行探討，並分別說明如下： 

 

壹、家庭環境對個體的影響 

對個體而言，家庭環境的影響非常大，各界學者專家因其研究或論著需要，

對於「家庭」一詞定義各異。學者龍冠海（1976）認為家庭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人，因為婚姻、血統或收養的關係構成的一個團體，亦即是居住在一起的親族團

體。學者黃迺毓（1988）對家庭的定義是一些人經由血緣，婚姻或其他關係居住

在一起，分享共同的利益和目標。 

學者林生傳（1993）認為，家庭是人類創立的社會制度中最基本的一種制度，

也是吾人生活中最直接接觸的一個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在學校教育制度

未建立以前，家庭社會化幾乎可以說與教育屬同一概念；學校教育制度建立以

後，家庭教育仍是教育主要的一環。學生在未入學以前的一段時間中，完全在家

庭接受其所給予的社會化或教育，個人受家庭的影響之大不言而喻。學者陳奎憙

（1991）也曾經提出：家庭是人類生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種組織，負有生物

的、心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娛樂的及宗教的功能等等；而家庭對個

體的影響很大，不論是人格發展方面、語言發展方面、價值觀念方面或是個人學

校經驗方面，都有很深遠的影響。 

從社會學的觀點，個體自一出生開始，第一個接觸的環境就是家庭。家庭普

遍存在於每個社會和文化中，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學者蔡文輝（1989）將家庭的

功能分為生育的功能、社會化的功能、經濟的功能和感情的功能。而在學者張華



葆（1989）的研究中進一步發現，家庭不論對個人或是社會，家庭依然是最重要

的社會組織。家庭的功能約可劃分為七項：（1）性慾之滿足及管制；（2）生育

的功能；（3）社會化功能；（4）滿足人類感情上的需要；（5）賦予社會地位

之功能；（6）保護子女之功能；（7）經濟性的功能。而其中賦予社會地位之功

能則給了個體社會所屬的社經地位。 

 

 

貳、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與學業成就 

教育的發展，應該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協助較低社會階層的人，獲得

均等的教育機會，然後憑著個人的努力與貢獻，力爭上游。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是一項重要的家庭因素，此一家庭因素亦稱社經水準

（socio-economic level）、社經背景（socio-economic background）、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或社會階層（social class）（楊國樞，1986）。國內教育學者與社會學者

從事有關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的研究，其中大多數的研究均指出，家庭社經地位

越高，越有能力提供各種教育相關資源，進而有利於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家庭

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較高，對子女的學業較重視，職業階層亦較

高，家庭經濟情況較穩定，家庭文化水準較高，親子之間較接近，子女自小接受

較多的刺激，語言運用純熟，所以說家庭社經地位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雖非

是必要的條件，但絕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之一。 

不同的家庭社經地位使得父母採取不同的教導方式，父母教育水準愈高者，

較能指導兒童正確的學習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職位較高者，可提供較好的社會

交流機會，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則可為子女提供較佳的學習環境。家庭教育資源

愈多，子女學業成就就愈高。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其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

均呈現正相關，即社經地位較高之家庭，其子女的學業成就相對地就會提高，反

之亦然。所以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父母教育程度較高，提供的教育資源增加，對

子女的學業較重視，相對地子女的學業表現較佳。所以就整個大環境來講，小孩



子從小在舒適溫暖的家庭裡面成長，相對地比一般家庭小孩容易有發展，學業成

就方面也比普通家庭來得高。 

有關家庭環境可能影響學習結果的理論，多數支持「家庭環境可能直接或間

接影響學習結果」的說法。在一片「教育機會均等」的呼聲中，了解這些非教育

因素對學習結果造成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諸多因素中，首

推家庭社經背景。出生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孩子，在學校學業的表現似乎因其家庭

社經背景的相對不利地位而與出生於較好社經地位家庭的孩子相比，有相對較差

的表現，究竟「家庭社經地位不利」是如何對其子女產生影響而使學業成就產生

不利的結果？學校教育要能擔負起這眾人寄予厚望的角色，首要者，便是將「家

庭社經不利」這影響學業成就的重大因素加以弭平，如此，學校教育在平衡階層

差異上，才具有重要的價值。 

關於教育與學業成就差異現象的描述，過去的文獻也有分別從家庭背景(如

父、母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地位等)、城鄉別區等角度來探討差異形成之原因。

通常從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家庭背景的確能反映出學生教育與學業成就

的差別，家庭背景較好的往往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教育與學業成就(楊瑩，1994；

章英華、薛承泰和黃毅志，1995；王天佑，2000；Gang & Klaus,2000；劉明松和

張韶霞，2001；黃毅志，2002；謝孟穎，2003)。而學者謝孟穎(2003)也針對家長

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關聯性研究做出說明，此研究乃是採用「學生學業成

就調查表」及「學生家長社經背景問卷調查表」，對學生及家長進行深度訪談，

該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家長之社經背景對於學生各科(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等)

學業成就的表現存有明顯的差異性。 

家庭環境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將針對學者的看法與相關研

究加以說明如次： 

學者陳奎憙（1991）歸納出三點家庭物質條件與教育成就的關係： 

（一）家庭物質條件可能透過其他因素教育成就。例如：貧窮家庭影響兒童健

康與學習環境，間接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 

（二）生活的困苦迫使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與青年提早離校，影響其教育機會。 



（三）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影響下一代的態度、價值觀念、成就

動機等等，這些因素轉而影響學校教育的成敗。 

學者王玉屏（1981）指出，低收入學生之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水準較低落，

故對其子女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成就造成不良的影響。學者吳裕益（1993）針對台

灣地區國民小學學生學業成就調查分析之研究報告顯示，家庭環境各變項與國小

高年級及國中的學業成就有關，平均而言，所研究的家庭環境變項約可解釋學業

成就變異量的15﹪。所有家庭環境變項中，以「曾否參加過才藝班」的貢獻最大。

由此可知，家庭環境的優渥與舒適，以及能夠提供孩童學習的最佳後盾，深深影

響學生的學業成就。 

學者王秀槐（1984）的研究則指出，高成就的國中生，其家庭文化設施及文

化環境優於低成就的國中生。學者鄭淵全（1998）的研究發現，社經地位與學業

成就成正相關，家庭的資助和增強與學生學業成就成正相關。學者潘美倫（1998）

以閩、客學童族群意識與學業成就差異之調查研究發現：閩、客學童學業成就並

無顯著差異，影響成績的背景因素主要是家長的社經地位，如父親職業和父母親

教育，以及家庭結構，如家庭的完整性和家中兄弟姊妹人數。而這些家庭背景因

素係透過財務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學童教育抱負等中介變項影響學業

成就。 

學者林松齡（1999）的研究結果認為教育資源與學業成就二者呈正相關，家

庭有較佳的教育資源，則子女的學業成就會相對的提高。學者巫有鎰(1999)的研

究結果亦支持家庭財務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力。學者孫清山、黃毅志（1996）

研究教育資源與教育成就的關係，發現結果背景越佳者，能從家裡得到越多的人

文及物質資源，能接受越多補習教育，越能免除為家裡賺錢或工作的機會，有越

良好的家庭讀書環境，而得到越高的教育成就，其中家庭讀書環境扮演著父母對

子女教育激勵的功能的確對教育成就有影響。學者陳建志（1998）的研究也證實

父母親在家庭財務狀況較好，能提供子女參加的補習教育項目愈多，愈有利於升

學的競爭。從而可知家中父母給予子女教育設施多寡以及良好與否對子女的學業



成就，有正面的的影響。亦可知父母使用物質和非物質資源製造家庭氣氛進而形

成子女的學業技巧，能影響子女的學校教育成就，亦即越多的家庭教育資源越能

提高學童在學業上的成就。 

社經地位與任何一個教育階段教育成就的關聯性在國內過去的研究中也獲

得支持，在較新的研究取向，學者陳志彬(2001)根據 1997 年所進行的「台灣社

會變遷基本調查三期三次」所做的分析，他發現父親職業、父母教育程度愈高者，

本人取得高等教育機會(包括大專以上、大學、研究所的教育年數、就學率與升

學率)愈高。在質性研究方面，學者謝孟穎(2002)對小學生的研究也發現家庭社經

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具有密切的關聯性。 

國內外的研究結果大致一致，階級從過去到現在對教育取得或者學業表現的

影響力一直相當穩定。據國外的研究結果證實家庭財務資本對子女教育造成影

響，文獻中最先探討教育資源對教育成就影響的是 Teachman（1987）。Teachman

（1987）對教育資源（educational  resources）的概念做了解釋：「父母所提供

能幫助子女發展學術技能和取向的人文和物質資源」，而父母的教育及收入愈

高，則愈有能力和動機提供教育資源。Teachman 測量家庭教育資源的指標是：

家裡是否有固定的讀書地方，是否有參考書、日報及字典或百科全書。而

Teachman 的研究也證實，在控制家庭社經背景後，教育資源仍對教育取得有正

向的影響（陳順利，1999）。Coleman（1988）在分析家庭資本，提出了財務資

本的觀念，簡單的說，就是以家庭財富或收入為測量指標。透過收入、財富的運

用，家庭能提供學童固定的讀書場所，如個人所擁有的書桌、書房，以改善學童

的讀書環境；財務資本往往表現於可看得到、觸摸得到的實體中，而非存於關係

結構之中，例如：學童是否擁有書桌、書房等有助於學習的設備及物資。當家庭

能提供愈充裕的物質資源，則愈有助提升學生學業學習成效。 

參、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與數位受教機會差異 

文化資本是象徵資本的一種，文化資本累積愈多，在社會上的階級就愈高，

也因此擁有更多的權力與資本，故父母本身的社經條件對子女的學業成就影響甚



大，造成階級的代間流動緩慢，而形成文化再製。沒有任何社會是完全平等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出身背景都不同。但是，站在民主的觀點，一個所謂公平的社會

應該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給予每一個人平等的機會。但是僅有公平正義的思想

並不足，還必須有行動才能成事。社會流動主要憑藉的力量，一部來自教育的普

及，因為，教育普及是機會均等的必要條件。 

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社會階層指涉社會資源的分配型態與機會結構，即反

映個人擁有社會資源與機會的多寡。社會資源含有形的職業地位、財產、收入、

教育及無形的聲望、關係網絡、文化等，其蘊含的認知架構及個人所在的位置，

會影響個人的生活風格及生命機會，因而社會資源分配的過程便會對個人行為產

生影響。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之不同亦蘊含出學生社會階層所在位置的不同，因此

造成學生受教機會的差異。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與收入所得皆與子女的學

業成就、升學、教育選擇有相當的影響力。父母的教育程度愈高、家庭社經地位

愈高，愈有助於子女獲得良好的教育成就。 

印證於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子女「數位受教機會差異」，因資訊科技發展的神

速，高社經地位學生擁有多元的資訊近用管道，低社經地位學生的近用管道則相

對有限，造成不同社經地位學生間落差擴張的速度。根據提契納（Tichenor）等

人所發展的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 Theory），論及資訊在不同社會階層中散

佈的情形：「當大眾媒體注入到社會系統中之資訊增加時，人口當中高社經地位

者傾向比低社經地位者較快取得資訊，所以在這兩種人間的知溝傾向於擴大而非

縮小」。但資訊貧者（information poor）可透過教育的提升或動機的強度（在無

近用限制下）以努力追趕或縮小和資訊富者（information rich）間的差距，也就

是希望透過教育，不停的將社會中的制度、利益分配關係，一代一代合法的傳承

下去。 

本研究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係依照學生父親教育程度分為 5個級距，學生家

庭年收入分為 5個級距，進而參考 Hollingshed的二因素社經指數探求法做為分

類架構，將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分類為低社經、中社經、高社經三組。有鑒於低家



庭社經背景的學生位於社會階層的底層，為了不讓學校之內再有未受充分照顧的

數位弱勢者，是故，寄望提升資訊技能與素養教育，以消弭學校與學生之數位落

差，達成數位教育機會均等之實質面，惟目前仍少見有關「不同家庭社經地位」

影響學生「數位受教機會差異」的專論，因而本研究藉此論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