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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digital divide” which is a gap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divide gradually spread not only 

from the usage and acc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to the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the new changes from the first 

level to the third level. However, it’s not just limited to this, but after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having been integrated into 

our social life, the digital divide has affected people’s learning habits and lifestyle, and even changed the individual hierarchical 

status in the society. Taiwan has promoted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reduce the gap i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we have achieved 

several goals, especially with the distance learning companions together with the more humanism concern approach.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new change in digital divide from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ical background,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digital divide and exploring how to care for the vulnerable. Besides, having 

recognized as “The project of distance learning companions” through caring for the weak and vulnerable in the society try to 

reduce the gap in digital divide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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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信息技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及个人之间的表现，出现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数字鸿沟逐步从信息技术接入和使用的差距发展到信息知识的差距，即第一道沟到第三道沟的新变化。但不仅止于此，

当“互联网+”这一概念思维被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后，数字鸿沟已经影响到人们学习习惯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

个人在社会中的层级结构。台湾推动了系列缩减数字落差的举措，取得了一定了成效，尤其是数位学伴计划更具人文

关怀色彩。本文试分析信息化背景下数字鸿沟的新变化，并从社会分层理论视角分析数字鸿沟，并通过“数位学伴计

划”在缩减数字落差的实际效用，探讨如何关怀数字弱势、缩减数字鸿沟的应对策略。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词词词词：：：：数字鸿沟，社会分层，数位学伴，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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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共同举办

的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通过成果文件《青岛宣言》，

站在信息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教育公平”，挖掘世界“教

育公平”的新内涵[1]。揭示了信息化时代造成教育不公

平的“新问题”—“技术和在线内容的不易获取正在增

大长期存在的学习鸿沟”。近年来，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

内推陈出新，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简称MOOC或慕课）在全球迅速升温，信息技术与

教育进入深度“融合”阶段，教育进入信息化时代。利用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发展成为各地区的社会议题。信

息化可以是教育公平的助推器，但“数字鸿沟”却有可能

使这些努力成为徒劳，甚至加剧“教育不公平”。从这个

角度说来，《青岛宣言》也意在缩小“数字鸿沟”，以“信

息公平”促进教育公平。 

然而，信息技术发展越快，数字鸿沟也会伴随着扩

大。从技术的接入到使用差异的不平衡，再到信息资源

和知识方面的差距，已经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

体之间及个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影响个人的学习方式和

社会资源的获得，从而对社会阶层流动产生影响。但缩

减数字鸿沟并非一蹴而就，甚至越来越难消除。因此只

有结合不同层级信息需求，逐步缩小差距，从而达到数

字鸿沟向数字机遇的转变，力求做到机会公平，而非均

衡发展。 

基于“缩减城乡数位落差”的政策，台湾行政院

2002年发布了《挑战2008：国际发展重点计划书（2002

—2008）》。其中第六项为《数位台湾(e-Taiwan)计划

书》，2004-2007年又提出“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在2008

—2011年间实施“创造偏乡数位机会”，2012—2015年

“提升数位人文关怀”[2]。在《新世纪第三期国家建设

计划（2009—2012）》之教科文建设之教育篇的规划策

略中，将“强化弱势扶助，缩短城乡差距，均衡资源分

配”，列为“公义关怀”执行要项。规划“招募大专校

院志工在线课后辅导，服务偏乡弱势学童”[3]。远距教

学早已有多年的历史，但在缩减数字落差方面收效甚微，

而数位学伴计划“用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导生活”

（吕慈涵，2014）[4]作为其核心理念，赋予了远距教学

新的内涵和发展。 

2222．．．．社会分层理论下的数字鸿沟社会分层理论下的数字鸿沟社会分层理论下的数字鸿沟社会分层理论下的数字鸿沟    

1989年英国《时代教育专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数字

鸿沟”的文章，这是首次使用数字鸿沟这一概念。但直到

1995年美国政府发布“Falling through the Net”的研

究报告使这一术语开始流行(Servon,2002; NTIA, 1995)，

研究也从其内涵扩展到信息公平和社会不平等等领域。数

字鸿沟的内涵变化同信息技术发展变化相一致，是一个动

态扩展的过程。 

 

2.12.12.12.1．．．．数字鸿沟的新变化数字鸿沟的新变化数字鸿沟的新变化数字鸿沟的新变化：：：：信息信息信息信息鸿沟鸿沟鸿沟鸿沟    

数字鸿沟的发展经历了三代：在最初阶段，数字鸿沟

主要关注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鸿

沟，接入主要是是否具备相应的硬设备、信息环境和接入

管道；“第二代”数字鸿沟，发展到包括ICT 素养和培训、

ICT 利用水平方面的鸿沟（Joel Cooper，2003）[5]。如

伊利诺大学情报学教授凯特·威廉姆斯( Kate Williams) 

把数字鸿沟定位在“社会鸿沟”，体现在接入和利用计算

机和计算机方面拥有者和缺乏者的社会差距 [6]；“第三

代”数字鸿沟的研究，即关于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和知识的

鸿沟。侧重于“信息与知识获取和利用能力的差距”（赖

茂生，2000）[7]，韦路等人认为“第三道数字鸿沟”是

“知识获取鸿沟”[8]，这一时期的数字鸿沟关注信息资

源的拥有和缺乏。 

上述“三代”数字鸿沟从信息的接入、使用逐步到信

息知识的扩展，丰富了数字鸿沟的内涵。但信息技术仍在

不断的发展变化，并与传统行业结合衍生发展，“互联网

+”思维将传统的课堂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MOOC的形成

就已经证明了数字鸿沟已经进一步扩展，进入了“信息鸿

沟”。在信息化社会里，当信息接入、使用和信息资源都

能够满足时，数字鸿沟就体现在学习能力的差距上，即如

何运用有效的学习方式去融合理解数字信息。信息素养关

注信息的意识、获取、评估及创造等方面，缩小信息鸿沟

就是要基于信息素养构建数字化时代的元素养[9]。 

2.22.22.22.2．．．．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分层结构的分层结构的分层结构的分层结构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

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

的现象和过程（刘祖云，2002）。随着 ICT 的快速发展，

人们逐渐发现互联网技术中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

①

并不完全适用于现实情况。用户的质量而非数量的

影响力逐渐扩大，数字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

例如，世界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分别拥有互联

网用户的 93%和 0.12%（刘芸，2007）。对于数字鸿沟有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需求，基于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理

解，将数字鸿沟的层级分为四个方面： 

（1）数字环境需求层―接入鸿沟：主要是偏远贫困

山区的居民、身心障碍者、弱势儿童等，处于经济弱势，

信息接入条件简陋，信息环境缺乏，客观环境条件及个人

生活处境不易使用数字资源，是信息化社会的边缘地区和

群体。 

（2）数字运用需求层―使用鸿沟：农村中年群体、

基层务工人员、偏远山区中小学生等，基本了信息技术的

使用条件，也有相应信息技术设备，如手机、计算机等，

基础数字环境完善。但是因缺乏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使用

知识，无法有效的利用数字资源，提升生活质量。 

                                                             

①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定律之一：网络价值等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它强

调了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边际效益规律的不同，从而突出网络的扩散性

与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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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整合需求层―知识鸿沟：城市地区居民、

中青年工薪阶层等，数字使用环境完善，并能够便捷的获

取数字资源，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需进一步将信息整合

分析、转化成知识，以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流畅使用。 

（4）数字创造需求层―信息鸿沟：高级知识分析、

社会精英阶层等，具备专业信息素养，有丰富的信息资源，

并能够创新的转化为数字成果，能够有效、负责任的利用

信息为提升自身生活质量服务，并能够对其他数字弱势阶

层进行关怀。 

3333．．．．台湾数台湾数台湾数台湾数位位位位学伴计划的理念及其运作学伴计划的理念及其运作学伴计划的理念及其运作学伴计划的理念及其运作    

2006年台湾地区开始推动《偏乡地区中小学网络课业

辅导服务计划》，运用网络教学方式，由大学生辅导偏乡

地区的国中、小学学生，提升偏乡学生学习成效，促成学

习机会均等。2007年进一步将网络课业辅导服务扩展至北

部及南部偏远地区之学校。2008-2009年更扩大结合东部

持续办理，并加入计算机受赠户学生及数位机会中心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简称DOC)[10]邻近学生，

共同协助提升偏远地区中小学学生的教育、文化及信息素

养，以缩减城乡学习差距，提升当地教育质量。2010年命

名为“数位学伴线上课业辅导服务计划”，实施迄2013

年1月底，已辅导学童人次7005，培养大学课辅老师10875

人次、累积上课时数340058小时[11]。往后两年依核定在

案的计划，每学期学童以1200人次、大学课辅老师以2000

人次的数量稳定运作。 

3.13.13.13.1．．．．数位数位数位数位学伴的运作模式学伴的运作模式学伴的运作模式学伴的运作模式    

计划以“用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导生活”为理念，

将信息技术与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计划运作机制，教学

端与学习端，都需要建置计算机、网络环境。召募大批大

学生担任课业辅导老师，以集体聚集教学及学习为执行核

心运作模式。教学端的大学生及学习端的中小学生，皆汇

集于各自校内计算机教室，采一对一上课方式，可避免双

方在家联机，缺乏后端管理，两人整晚都在闲聊的虚耗，

整个计划运作效能，因而大幅提升。教学平台采视频会议

系统，必须能够承载瞬间庞大流量为基本条件。此外，还

需要对负责教学辅导的大学生，进行严格的甄选、培训；

建立管理系统、伙伴关系经营等配套措施(林宏彦、杨志

田，2012)[12]。 

从数位环境需求来说，数位学伴计划需要计算机硬件、

软件、视讯设备（耳麦、Webcam）、系讯系统、网络等条

件。而从数位运用与创造来说，数位学伴计划中最重要的

是人员的素养部分，数位学伴计划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网

络课辅，就在于以一对一的关怀和陪伴。现在的网络课辅

已经变化多样，有以课程视频为主、也有以MOOC形式的，

但这些网络课辅需要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绝大数

中小学生尤其是弱势学业的学生来说，缺乏自主学习能力

是学业低成就的重要因素。而要想达到辅导效果，网络课

辅就需要即时的互动和回馈。数位学伴计划就是一对一的

即时教学模式。在这个计划中需要对课辅教师甄选，并进

行教育训练，同时借助教学平台和教学日志管理系统进行

监督、改善和提高。同时建立大学伴与大学伴之间、大小

学伴之间、大学合作伙伴学校之间、大学与社区或中小学

之间的合作关系，全方位的推动数位学伴计划，展现社会

对弱势孩童的关心。 

3.23.23.23.2．．．．数位数位数位数位学伴计划的多重效应学伴计划的多重效应学伴计划的多重效应学伴计划的多重效应    

计划的研究学者通过对大学生发放问卷分析，研究发

现大学生参与数位学伴计划在利他、服务方面有正向成长，

对大学生在人格、品德方面有显著成效（Lih-Juan 

ChanLin, Hong-Yen Lin, Tze-Han Lu,2012）[13]。林羿

瑄及刘旨峰教授等经由研究发现远距教学效果是有效的

（林羿瑄等，2014）[14]。可见，就实际成效来说，数位

学伴的推行具有多重效应。 

首先是大小学伴相互成长，大学生透过计划培育，提

升他们之认知、行动、反思能力，培养具社会关怀与服务

胸襟之社会青年（如表1）。在参与这个计划中去了解偏

乡地区弱势孩童的处境，关注台湾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在

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增进学习和教学经验，这对于大

学生涯和大学生人格特质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

小学学童在线课业辅导与陪伴，透过计划的执行，协助他

们建立在学科上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及自信与健全之人格。

大学伴是小学伴的典范，小学伴通过向大学伴学习，也能

够获得更多的外界文化刺激，了解外界的社会动态，还能

够对学业有所帮助，这对于引导好小学伴朝健康积极的方

向发展大有裨益。其次是大学参与，大学具有丰富的资源，

也应该承担社会服务的责任。企业属于社会主体的一部分，

也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参加该计划，企业与大学合

作，将资源与关怀传给偏乡弱势地区，能够缩减数位落差，

推动社会发展。最后是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整合，有助于

推动数位公益。数位公益是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精神，运用

信息技术，搭建公益平台，为教育资源不足之地区、家庭

学童，开创新的学习模式，弥补环境或先天条件之不足。

使之，有公平学习机会。（林宏彦，杨志田，2013） 

表表表表1111 大学生在数位学伴计划中的能力培养[15]。 

策策策策    略略略略    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    

六力：全球移动力、就业力、

创新力、跨域力、资讯力、公

民力 

1）团队由全校各系同学组成，各种领

域都有，计划进行过程有许多相互交流

机会 

2）资讯工程系负责，动员系上师资、

设备、环境，提供最新资讯知识、技能 

3）以资讯为基础，人文关怀为核心，

学习关怀弱势 

5C：沟通能力

（Communication）、团队合作

能力（Collaboration）、反思

能力（Critical thinking）、

解决复杂问题能力（Complex 

problem solving）、创造力

（Creativity） 

1）每位学童配置两位老师，语文（国

英）、自然（含数学），跨领域沟通 

2）小组讨论教学与辅导方法，训练团

队合作与沟通能力 

3）筹办活动，如教育训练、相见欢，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3.3.3.3.3333．．．．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层与数位数位数位数位学伴计划学伴计划学伴计划学伴计划    

从社会分层理论来看数位落差分层情况，数位学伴整

体运作，各环节恰如本文所撰述的四个典型需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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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环境需求层：偏远地区中小学学童的学习需

求。偏远地区教育环境与城市间有鸿沟，以致有补救教学

的需求；外界藉由数字科技，克服遥远距离―空间因素、

不能即时或随时施予援助―时间因素的藩篱，将教育资源

藉由信息技术，源源不断输入； 

(2)数字运用需求层：大学伴运用数字科技辅导偏乡

学童。设计教材，在线教学、陪伴，填补偏远地区学童的

学习需求； 

(3)数字整合需求层：大学与中小学师长整合双方资

源。争取校方支持，联合培训大学生辅导与在线教学技能，

善用计划所需之人力、物力，发挥高度效能； 

(4)数字创造需求层：教育部创造数位学伴计划。了

解偏远地区中小学学童学习上的困境和大学拥有之能量

资源，邀请各方相关单位参与，共同努力为偏远弱势族群

服务。 

将近十年的计划运作，数位学伴计划中数位环境需求

层已经得到基本的满足，在中华电信等企业的支持之下，

偏乡地区的信息技术设备得到了保障和补充。在数位运用

需求层中，设置的数位机会中心（DOC）能够帮助当地居

民学习，对当地的文化进行数位典藏。可以说，前面两个

层级的满足是台湾推行缩减数位落差举措的重要成果。数

位学伴计划的推出进一步实现了数位整合需求层的满足，

通过大学生与小学生的一对一辅导，一方面大学生在备课、

授课的过程中不断的运用信息技术设备达到满足，并对课

本知识内容加以创造，传递给小学伴；另一方面小学伴通

过大学伴的教导，也逐渐从基本信息技术的使用转移到运

用工具促进自己学习的目标上来，提高了学生的信息素养。

而当下数位学伴追求人文关怀、数位公义，就是对第四层

数位创造需求层的满足。在这一层级上，加入了“以人为

本”的教育理念，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论社会处于那一

阶层、不论贫穷与富贵、男女老弱，都有能够有使用数位

技术学习的机会，并能通过信息技术作为终身学习的延伸

工具，从而达到整个地区以及全球的数位包容。 

4444．．．．数字关怀数字关怀数字关怀数字关怀：：：：缩减数字鸿沟的分层策略缩减数字鸿沟的分层策略缩减数字鸿沟的分层策略缩减数字鸿沟的分层策略    

缩减数位落差，促进教育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全球议题。

台湾数位学伴计划将信息技术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对网

络课辅进行了实质性的革新，成为了数位公义的典范。缩

小数字鸿沟，不仅仅是数字环境的建立，更多的应该是人

文关怀的投入。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根据偏

乡弱势的实际需要，分层推进，逐层缩小。从数字鸿沟的

层级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四个层级来满足。 

4.14.14.14.1．．．．关怀初阶关怀初阶关怀初阶关怀初阶――――数字环境与运用的满足数字环境与运用的满足数字环境与运用的满足数字环境与运用的满足    

数字鸿沟的出现，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数字

环境的需求是数字关怀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数字环

境，才能够去进行培训和运用。 

对于数字环境需求层来说，首要条件是创建数字化环

境，包括网络、计算机、手机等设备的接入，政府要加大

财政投入，制定缩减数字鸿沟的政策，落实具体行动。如

使得偏远山区居民手机信号无死角、村村能够接通宽带或

者无线信号，在各数字弱势地区设立数字服务中心等等。

要升级更新已有的数字资源，建立活化的数字环境，针对

特殊弱势族群，要结合社会资源，提供个人化的数字环境。 

对于运用需求层来说，关键是要教会人们如何利用已

有的数字环境，现在中国大陆实施了“三通两平台”的项

目，即推动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

空间人人通，搭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

服务平台。但具备了这些数字化条件，如果不能够有效的

利用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在一些偏远山区，依靠社会力

量建立了多媒体教室或信息服务中心等，但因为不会使用

而未发挥作用。因此，要加强数字设备使用技能的培训，

提供线上线下的学习服务。 

4.24.24.24.2．．．．关怀进阶关怀进阶关怀进阶关怀进阶――――数字整合与创造的满足数字整合与创造的满足数字整合与创造的满足数字整合与创造的满足    

数字环境建置是关怀初阶的基础，数字流畅的运用是

数字公民的必备能力。在“大数据”时代，简单的运用已

经不能够满足对数据的分析需求。有效的数据提取和分析

需要对资源进行整合，进而才能够去发挥和创造出新的成

果，但这种成果是“以人为本”的，缺乏人文关怀的数字

创造只会是冰冷的产品。 

对数字整合需求层来说，要培养信息素养，包括信息

需求、获取、评价、组织与交流等能力，加强小区、学校

信息素养教育人才之培育，以稳定信息教育师资，提供公

平信息使用机会，持续关注偏远地区的信息素养，提升网

络使用普及率，主动向偏远地区、弱势团体、原住民与妇

孺、年老退休人员等提供所需要的数字信息，提供使用网

络及教育训练的机会。并整合多元化数字资源，确保全体

民众都能获得公平的信息与学习机会，进而提升全民的信

息素养。 

对数字创造需求层来说，要提升数字创新、创造使用

的能力，转向元素养的培养，提升数字生活内涵。在相关

政策基础上，由量的变化扩展到质的深化，达成促进族群

多元应用，迈入更为广泛和深化的数字关怀。继续提升中

国偏远地区网络建设和弱势族群信息环境，开设提升弱势

族群元素养与教育课程，推动数字资源和生活质量的发展，

积极发展数字公正，均衡不当使用数字资源的现象，落实

高等教育在数字研究计划和资源运用上的社会责任。 

5555．．．．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借助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已经成为一条既定政策

被大力推行，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探索一些机制和操作层面

的问题。但实际效果证明，数字鸿沟并没有缩减，反而继

续加大的趋势。即便是教育技术研究者也承认，“在教育

技术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教育技术研究者的承诺远大于实

际”[16]。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信息客

观环境的发展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缩减数字鸿沟政策

的不具体化。没有结合各层级数字鸿沟制定因地制宜的政

策，“一刀切”的方法只会导致数字鸿沟的扩大。因此要

承认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再结合不同层级逐步缩小，才

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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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学伴计划”以学习端需求为导向之在线即时互

动机制：充分与学习端师长、家长沟通、经验分享，共同

规划在线陪伴与学习教学计划；以计划资源与偏乡师长合

作，激励偏乡教育典范，创造社会价值；整合“教学、辅

导、品德”三合一在线陪伴与学习内涵，落实陪伴与学习

之服务内涵；实践大学社会参与，大学拥有高等知识力量、

丰沛人力、新颖信息科技设备等，藉由计划的运作，服务

偏远地区学童，补救过去未曾学会的学科知识、增加学习

能量、改善不良生活态度等。拉拔成功一名孩童，即为社

会累积一份正向力量。大学生为了做典范给学童学习，也

会主动调整个人不良习惯，人生态度因而改变[17]。数位

学伴计划正逐步从数位关怀初阶深入到数位关怀进阶，这

种模式为缩小数字鸿沟提供了新的思路。 

需要重申的是，数字鸿沟将长期存在，并难以消除，

数字关怀不是要达到教育公平，而是要促进教育公正，机

会均等。同时，数字鸿沟可以相对缩小，但行之有效的方

法不是一律的均衡数字资源，而是有步骤的、分层级的进

行发展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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