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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信息通信技术（ICT）发挥着促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的能力的助推器作用。此外，2020年初发生的全球COVID-19卫生危机突显了有

意义的连接对于人们的生活、就业、卫生以及幸福感、教育和社会参与的无与伦比的重

大意义。然而，国际电联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仍然未能用上互联网。

造成互联网未能获得更多使用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使用数字产品、服务和内容所

需的技能，尤其是对于贫困国家的人口和边缘化群体来说。我们在疾病大流行期间对于

数字网络的依赖，以及大量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的相应快速增长，强调了

迅速改善数字技能培训获取的至关重要性，对于脆弱的国家和社区来说尤为如此。

利用ICT提供的大量机遇，同时应对高度数字化的经济，要求不同类型的数字技能。

包括ICT支持的教育，数字化通信和媒体工具，家庭和工作场所自动化，通过社交媒体来

增强的协作，以及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在内的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要求技能基础不断进

步。

数字技能正迅速成为人们日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技能，例如使用手机通过数字金融

服务为家人转账、使用互联网参加远程教育课程并研究、准备和提供课程作业，以及获

得安全上网的基本技能。在工作场所，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数字技能，即使在传统的手

工行业，如农业，数字应用也开始渗透，相应地需要一定程度的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技

能人口需要不同机构的参与：大学需要承担研究和确定需求的责任；政府机构需要制定

适当政策；培训机构需要提供相关的数字技能培训，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则需要

支持数字采用和使用。

随着必要的数字技能在数量和复杂性方面持续增长，各国需要结构完善的方法来确

定当前的数字技能水平并管理未来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向成员国提供帮助，国际电联制定了数字技能评估指南，作为

一个全面、实用、循序渐进的国家数字技能评估工具。指南可用于确定现有的国家层面

数字技能队伍供应，评估业界和其他部门的技能需求，确定技能差距，并制定满足未来

数字技能需求的政策，旨在供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如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学

术界的合作伙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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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借鉴并补充了2018年出版的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具包。工具包设计用于帮助

决策者开发国家数字技能战略和路线图，而本指南重点帮助他们确定国家技能差距和要

求，从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数字技能发展政策和战略来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数字技

能评估工作的结果可用作国家决策过程的具体和必要的输入。

本指南也是对国际电联-劳工组织（ILO）数字技能活动的贡献，该活动是ILO2016年
发起的青年体面工作举措的一部分。活动旨在通过数字技能促进青年就业，激励和鼓励

合作伙伴致力于为青年提供数字技能培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截至目前，活动已经

承诺为超过1500万人提供培训。本指南是国际电联对支持该活动的知识产品的贡献，帮

助利益攸关方设计和提供有效的培训政策和项目，以确保青年具备在数字经济中从事其

工作的适当技能。

我相信，国际电联成员将对这一指南表示欢迎，并将本指南作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以助力他们的工作，并鼓励他们承担评估各自国家数字技能就绪程度，从而改进决策能

力的重要任务。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 
多琳·伯格丹-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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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能评估指南简介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数量、成熟度和复杂性继续增长。这些技术进步推动了劳动

力市场变革，创造并增加了各国发展数字技术人口，从而扩大经济参与，推动经济发展

并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必要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决策者需要确定各自国家当前的数字

技能水平，决定和预测当前以及未来数字技能需要。

正如通过全权代表大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决议所表达的，国际电信联盟

（ITU）致力于增强ICT和数字技术开发方面的能力。WTDC（布宜诺斯艾利斯，2017年）

通过的目标3（输出结果3.3）授权国际电联为其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电信/信
息通信技术方面的人员技能开发政策和指导原则，以帮助它们提高和加强人员和机构能

力和建立国家数字战略。有鉴于此，国际电联开发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可使用作

为其国家数字技能战略输入的数字技能工具包（国际电联，2018a）。在实施一个数字技

能评估方法之前先制定国家数字技能战略可以为本指南中概述的工作提供一个有用的基

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p.74）。其他组织已经开发和讨论了可被用

于进行国家数字技能评估的框架，但缺乏一个提供循序渐进方法的实用文件或指南，作

为各国评估其国家数字技能的参照。

每个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都会对其数字技能水平和需求产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数

字技能水平和需求，以及评估或评价这些技能的流程，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

国际电联建立支持这些努力和举措的机制十分重要。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件提供了一份实用指南，该指南将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开展国家数字技能评估，以确定其当前的数字技能水平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数字技能

要求。路线图被设计供可能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技能评估的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如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合作伙伴使用。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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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包括以下五章：

• 第1章审视了国家数字技能评估的现有工作，讨论了可用作国家层面评估组成部分

的数字技能评估工具的优缺点。

• 第2章提供了循序渐进评估当前数字技能提供的方法。

• 第3章提供了一种用来确定一个国家当前对数字技能的需求水平以及任何技能不匹

配情况的循序渐进的方式。

• 第4章阐述了未来的技术趋势以及如何进行数字技能预测工作。

• 第5章包含总结和结论。

• 在附录中，读者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和工具，政策制定者和利益攸关方可以使用这

些资源和工具根据其特定国家或背景情况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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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审视国家数字技能评估的现有工作

引言

第1章审视了数字技能框架的现有工作和相应的数字技能评估工具，讨论了作为国家

层面评估组成部分的每个工具的优缺点。对各类评估进行考虑的讨论涵盖了数字技能评

估如何与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具包》中规定的数字技能类型和水平相结合。数字技能

评估分为三个类别，即自我评估、基于知识的评估和基于运用的评估。对每个评估类别

的作用和目的都进行了讨论。此外，本章审视了国家层面的数字技能评估，考察了国家

评估的优缺点，并提供了已开展数字技能评估的国家的示例。最后，考虑了各国对其当

前的数字技能需求进行评估并评估其当前技能不匹配的各种方法。在接下来的几章中，

报告以这一知识为基础，支持一国对于其未来数字技能需要的理解。

数字技能类型

在思考如何评价数字技能之前，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数字技能，以及如何对数

字技能进行分类。数字技能有时也被称为数字能力，包含“能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在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活中实现目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

会，2018  ，p.4  ）  。考虑到技术变革的脚步和数字工作机遇，数字技能指称的技能范围

越来越广，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数字技能包含一个“行为、专业知识、技术、工作

习惯、性格特征、气质和批判性理解的组合（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2017，p.4
）”。因此，数字技能不仅包括技术技能，还包括认知技能以及非认知性软技能，例如

交际技能和沟通技能。

人们使用数字技能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和

其他基于互联网的或“智能”设备。这些技能中的一些可能针对特定设备，例如使用键

盘或鼠标，而其他技能则更加普遍，例如使用有效的网络搜索词。

数字技能水平

通过将数字技能分成不同的熟练程度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技能。国际电联的《数

字技能工具包》将数字技能分成三个水平：基础、中级和高级（国际电联，2018a，p. 
5  ）  。将数字技能放在一个连续体中，为学习提供了一条途径。例如，一个人通常要先

学会基础技能，之后才继续学会中级和高级技能。

基本技能

基本数字技能是使用ICT的基础。在一些社区，这些技能全部应用于移动设备。在其

他社区，掌握基本技能意味着与多种设备类型互动。基本技能包括：

• 使用键盘或触屏来操作设备

• 使用软件来下载应用和创建文件

• 完成基本的在线交易，例如进行在线搜索，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填表。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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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能可通过正式培训、自学或同伴教学来获得。基本技能使人们可以更容易与

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以及获取和使用公共和私人服务。（国际电联，2018a，p. 6）。

中级技能

中级技能是人们能够以“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宽带促进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2017，p. 27）。对比更普遍的基本技能，一个人需要的中级技能根据个人的

目标和需要，以及职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取决于从事的工作类型，除了文字处理技

能之外，有的人可能还需要数字平面设计技能（国际电联，2018a，p. 6）。随着技术

的变革和发展，“中级技能”的数量不断发展和扩大。就在不久之前，同事之间还几乎

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来回传递文本以开展协作；现在，工作团队可以在各类平台上使用视

频、文本和语音来协作。人们通常通过正规教育、同伴学习或自学（例如在线教程）的

形式来学习中级技能。

高级技能

信息通信技术专家在专业领域（例如电脑编程、软件开发、数据科学和网络管理）

使用高度专业化的高级技能。同中级技能一样，高级技能和需要高级技能的工作的数量

和范围不断扩展。一些较新的技能组合包括：

• 人工智能（AI）

• 大数据

• 网络安全

• 数字创业

• 物联网（IoT）

• 虚拟现实（VR）。

人们通常通过高等正规教育来获取高级技能，但也存在其他途径，例如编码训练营

或在线培训。（国际电联，2018a，p.6）。

虽然本报告是基于基本、中级和高级技能的概念，但意识到一些数字技能框架也将

技能划分为不同的熟练程度集合亦非常重要。

数字技能框架

在讨论评估数字技能水平的方法之前，我们需要谈谈数字技能框架的重要性。对

数字技能框架本身进行评估不在本指南的范围之内，但理解主要的数字技能框架十分重

要，因为许多（尽管并非所有）评估方法都是围绕一个特定框架构建的。数字技能框架

提供了一种对数字技能组合的复杂性和范围进行分类和组织的方法。框架创建了一种通

用语言，有些对熟练程度或学习成果做出规定（Vuorikari & Punie，2019，p. 1）。数字技

能框架用于为政策、教学计划和评估工具提供信息（国际电联，2018a，p. 7）。本节对

当前用于政策和测量的四个主要框架提供了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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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于2013年首次发布了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

并在2017年进行了更新。该框架包括五个能力领域：(1) 信息与数据素养；(2) 沟通与协

作；(3) 创建数字内容；(4) 安全；和(5)问题解决。框架还规定了每项能力所要求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分成八个熟练程度（Carretero, Vuorikari & Punie，2017）。DigComp是为

欧盟（EU）成员国制定的，主要为欧盟成员国采纳，已被欧洲和全世界的20余个国家/
地区用作制定战略、教育方案和评估工具的基础（Kluzer & Pujol Priego，2018，p. 8）。

数字素养全球框架（DLGF）

为了使DigComp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开发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DLGF）使用经济情况不同的各个国家

的实证研究成果，目标是打造一个可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的指标4.4.2：“已

达到至少最低水平的数字素养技能水平的青年和成年人的百分比”的基础的框架。该

框架的开发包括对40多个全球数字素养框架的技术审查，之后再映射到DigComp上。最

后，DLGF在现有的DigComp框架上补充了两个附加能力领域，即“设备和软件操作”

与“职业相关能力”，并在“解决问题”能力领域下附加了一个能力，即“计算思维”

（Law, Woo, de la Torre & Wong，2018，pp. 23-25）。

通过数字技能实现有形成果（DiSTO）

另一个用于理解数字技能的主要框架是由以Alexander van Deursen和Jan van Dijk为首

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团队开发的、已被纳入“制定和改善人们的数字技能、

数字参与和……ICT使用成果的措施和模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日期未标明-a）的通

过数字技能实现有形成果（DiSTO）项目。Van Deursen和van Dijk已经以“互联网技能”的

名义，开展了多年广泛的研究。他们的模型使用了“数字媒体”一词来描述“计算机、

移动电话、数字电视和互联网”（van Deursen & van Dijk，2015）。该框架将技能分成

四个领域：

• 操作技能 – 操作数字媒体的技能

• 形式技能 – 处理数字媒体的特殊结构（例如菜单和超链接）的技能

• 信息技能 – 搜索、选择和评估数字媒体中的信息的技能

• 战略技能 – 采用数字媒体中包含的信息来实现个人或专业目标的技能。

最初的2009年成果已被多次更新和拓展，现在已纳入一个在澳大利亚、巴西、智

利、荷兰、英国、美国和乌拉圭进行调整和测试的调查工具。该方法使用基于运用的工

具测试自我评估，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实际运用来代理项目。因此，该工具可以在技能水

平方面生成有效结果（van Deursen, van Dijk & Peters，2012）。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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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关键数字技能框架

英国教育部的新关键数字技能框架设计用于支持成年人增强他们的数字技能。该

框架将重点放在“安全受益于和参与当今和未来的数字世界并为之做出贡献所需的技

能  ”  ，包含五个技能类别：沟通、处理信息和内容、交易、解决问题和安全、合法上

网（关键数字技能框架，2018）。根据一篇博客文章介绍，该框架最初于2015年由一

个非营利性数字技能组织Go ON UK创建，在2018年经过与一个由技术公司、银行、商

业联盟、民间团体成员构成的指导小组协商，与400多个跨部门组织协作进行了更新

（Ryder，2018 ） 。框架中的技能为“英国消费者数字指数”提供信息。该指数是对9 000
名英国居民进行基本数字和财务技能进行调查后得出，上次调查于2019年开展（Lloyds 
Bank，日期未标明）。

讨论

各国采取不同方法应用评估框架。一些国家建立自己的技能评估框架，而另一些

国家则依赖于为更广泛使用而开发的框架，例如超过20个国家正在使用DigComp。还有

一些国家依靠本指南未审视的其他框架，例如思递波国际和数字素养证书（IC3）项目

或国际计算机使用执照(ICDL)（Law等，2018，pp.30-33）。所有已被采用的各类方法都

为本指南提供了信息，因为不同的数字技能分类方法带来不同的衡量数字技能的方法。

评估数字技能水平的方法

本节关注对现有的数字技能评估方式的审视和评价。这些工具从上述数字技能框

架、学术文章和国际组织从事的研究中选出。这些数字技能评估因其可被部署或调整以

供组织或国家级别使用的潜力而中选。我们定义和探讨了三类评估：自我评估，基于知

识的评估和基于运用的评估。附录提供了完整的评估工具表。第2章将论述这些评估如何

被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当前数字技能水平的问题。

自我评估

自我评估通过要求参与者给自己的知识、能力、信心或使用水平评分，以衡量参与

者的数字技能。问题倾向于使用预先定义的量表，例如利克特（Likert）量表（例如按

1 - 5打分）、选择题或者是非判断题。对于国家技能的测量工作，自我评估通常采用问

卷调查形式进行。由于自我评估相对来说通常很快就能完成，于是经常与其他类型的评

估配合使用。此类评估的长度和包含的技能总数可能大相径庭。

自我评估的主要优点是创建、部署和评分最简单，成本最低（国际电

联，2018c，p. 41）。自我评估可覆盖的技能类型范围几乎不受限制，从基本到高级。

此外，自我评估使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弱项（Kluzer & Pujol Priego，2018
，p.35 ） 。然而，这类评估也有显著缺点，其中一个问题是人们通常很难对自己的技能

和能力进行精确评估（Li�，2013，p. 620）。人口因素（例如性别、收入和占优势的社

会团体）亦会使个人对自身技能的评价方式产生偏离（国际电联，2018c，p. 42）。不

过，虽然存在这些缺陷，自我评估仍然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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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估调查示例

自我评估调查可以被很容易地添加进现有的评估或其他大型抽样方式中。将自我

报告调查问卷纳入大型数据收集过程的组织包括国际电联和欧盟的统计机构，欧盟统

计局（Eurostat）。技能特定问题的总数少于其他方式，因为调查还要覆盖其他话题。

国际电联的信息通信技术家庭调查问卷中的问题HH15询问了九项信息通信技术技能，

大部分是计算机方面，涵盖基本和中级技能，以及一个计算机编程方面的问题（国际

电联，2018b）。调查的剩余部分涵盖其他信息通信技术接入和使用的问题。Eurostat
已根据DigComp制定了数字技能指标。个人要报告他们是否执行了四个能力领域项下

的不同活动：信息技能、沟通技能、解决问题技能和软件技能。对一个人的评级可

分为“无技能”“低技能”“基本技能”或“基本以上技能”（Eurostat，日期未标

明，-a ） 。Eurostat数字技能测量的使用仅限于欧洲国家。

其他评估以独立调查的形式开展。通过数字技能实现有形成果（DiSTO）最初在英

国和荷兰创建并获得认可（van Deursen, Helsper & Eynon，2014）。最近，通过合作伙

伴关系，澳大利亚、智利、巴西、乌拉圭和美国也使用了该调查，作为针对性研究项目

的组成部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日期未标明-b）。DiSTO采用利克特（Likert）量表，涵

盖上网和移动技能。另一项被开发作为研究项目组成部分的调查是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指

标（ISI）。这一在线调查使用利克特（Likert）量表，探寻小岛屿发展中国家16 – 35岁人

口的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Redeker & Sturm，2019）。

由巴斯克政府创建的Ikanos为本地信息通信技术培训机会提供建议，还提供可确

定不同职业的专业人士需要的数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数字资料，包括对相关职业和

部门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以及必要的横向数字技能。这些资料以世界经

济论坛（WEF）的行业4.0和DigComp为基础，应对当前数字技能需要（Kluzer & Pujol 
Priego，2018，p. 80）。

基于知识的评估

基于知识的评估采用提问事实性或程序性知识的方式来测试技能（Kluzer & Pujol 
Priego， 2018，p.35）。评估结果通常以对一组选择题的回答来呈现，能够比自我评估更

准确地描述能力（Kluzer & Pujol Priego，2018，p.35）。基于知识的评估的优点在于以较

其他测试方法成本更低，并且更加省力。然而，该方法有时过于关注技术本身的特征，

而不是如何使用数字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Sparks, Katz & Beile，2016，p.12）。例如，

此类评估测试会测试“电子邮件的标识是什么样子的”这类知识而不是“如何发送带有

附件的电子邮件”。大部分测试将重点放在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技能上，不过这些

技能中的一些可转移至移动设备上，需要在受控环境中进行测试，以获得最高准确度。

基于运用的评估

基于运用的评估使用浏览器和文字处理软件等工具，在现实场景中测量数字技能的

实际绩效（Kluzer & Pujol Priego，2018，p. 35）。这些评估中的一些是在实验室或软件模

拟环境中进行的，其他则使用计算机已有的软件。运用评估是测量数字技能最有效的方

法（国际电联，2018c，p.42）。但是，这类测试对用户来说是实施成本最高的，也是最

费时的，因此这种方式难以大规模开展（Kluzer & Pujol Priego，2018，p.35）。此类测试

经常在已经存在国家测试流程的学校环境中部署。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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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的测试中的三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参与国家可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

比较其数据（表1）。这些评估开展的频率周期不同，并且针对不同年龄组。

表1：国际数字技能评估

国家层面数字技能评估

本节提供了在国家层面开展数字技能评估的若干国家示例。这些示例显示了根据各

国独特目标和活动开展国家数字技能评估的不同方法。

乌拉圭：通过数字技能实现有形成果（DiSTO）

2017年，乌拉圭天主教大学传播系的乌拉圭社会和互联网研究小组（GIUSI）开展

了一项调查，以了解乌拉圭人的互联网访问和使用情况。调查的一部分是基于DiSTO
框架的数字技能问题自我评估调查。全国代表性调查随机拨打18岁以上居民的移动电

话。应答者被要求针对其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13项任务的能力（包括“我知道如

何从联系人列表中删除好友”和“我知道如何用网上找到的图片、歌曲和视频创作新

作品  ”  ）  ，按1-5分量表给自己打分。研究显示，虽然大部分乌拉圭人可以上网，但不

同年龄和教育水平的人口在报告的完成某些在线任务的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Dodel 
& Aguirre  ， 20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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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IAAC）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IAAC）是专门对成功参

与21世纪社会和全球经济所需的认知和工作场所能力进行的评估，所开展的最重要的

调查是成人技能调查。该调查衡量在技术密集环境中处理信息的技能（例如阅读能力、

数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熟练程度（定义为“在数字环境中访问、解释和分析发现

的、转换的和传播的信息的能力”），并研究成年人如何在家庭、工作和社区活动中使

用这些技能（教育与技能司，日期未标明）。熟练程度根据500分制量表测量，并分成不

同等级。该调查在约40个国家开展，使国家间的对比成为可能（OECD，日期未标明）。

成人技能调查（16-65岁）的早期实例是2011-2012年在OECD国家开展的调查，但之

后范围就扩展到其他国家。2017-2018年，OECD在秘鲁开展了评估调查。调查包括基于

运用的评估和自我评估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来看，秘鲁成年人在三个领域的熟练

程度要低于OECD国家的成人水平。此外，在低信息处理熟练程度上，分数仍呈现较大差

距，显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的巨大差异。调查还显示，秘鲁的技能不匹配情况是参

与调查的所有国家中最严重的（教育与技能司，日期未标明）。参与该调查为秘鲁提供

了关于本国数字和其他技能的详细信息，并与OECD和非OECD国家进行比较。

法国：Pix

由法国教育部运营的Pix是2016年开发的一个在线平台，以DigComp为基础，对数字

能力进行评估和认证（Pix – Cul�vez vos compétences numériques，日期未标明）。任何

会法语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一基于运用的评估来测试其技能。在测试结束时，测试者会收

到一份数字技能文件，提供针对性建议，供未来学习。可以通过参加“严格测试条件”

下的测试获得数字技能官方认证（Kluzer & Pujol Priego，2018，p.99）。雇主和学校也可

以创建账户来协调员工和学生的数字能力评估。到2020年，Pix将取代当前使用的中等学

校互联网认证（Vuorikari & Punie，2019，p.7）。虽然Pix目前只有法语版，但它是在开

源平台上创建的，可被修改为不同语言、框架或技能组合（Laanpere，2019，p.13）。

肯尼亚：基本教育课程框架（BECF）

肯尼亚教育部创建了一个国家级的教育框架，即基本课程教育框架（BECF），部分

映射至DigComp框架。BECF是“广泛利益攸关方参与、国家需要评估研究、国家课程改

革会议的讨论和多项基准研究的成果”（肯尼亚课程发展研究所，2017，p.3）。BECF
关注数字素养核心能力，以K-12级学生为对象。课程包括在线数字素养平台和支持教

师职业发展的素材，使用采用形成性和总结性方法的以能力为基础的技能评估（Law
等，2018  ，  p.43）。本方法的优点包括涉及广泛利益攸关方参与、创建国家层面框架

和使该框架与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以及针对一个组别（K-12）进行评估和培

训。主要缺点是没有单独的数字技能测量工具。

讨论

引用的示例着重介绍了开展国家数字技能评估的不同方法，提醒各国要根据其目标

和活动选择不同方法。例如，乌拉圭实施的方法作为唯一国家层面的自我评估调查脱颖

而出，与其他国家示例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之前提到的，这一评估方式不如基于运用的

评估有效，但作为一项更大规模的全国互联网使用调查的组成部分，利用这个机会提问

数字技能的问题是合理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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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评估方式本身的不同之外，讨论的示例亦揭示了针对成人或青年开展的评估

的不同。秘鲁的PIAAC和乌拉圭的DiSTO评估测试的是成人能力，而法国的Pix和肯尼亚的

BECF则关注青年。在这方面，更广泛地关注成年人具有优势，因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人

们目前在工作和社会中使用的技能。不过，评估中学毕业生的技能是有用的，因为他们

很快将成为劳动力。测试可以在完备的教育系统中进行。

了解当前和未来的数字技能需求

本节回顾了可帮助各国在国家层面判定其当前数字技能需要和技能差距的各类方

法。这些获得认可的方法使各国能够利用各自政府、学术界和行业专长来确定各自的

实际需要。同样的方法可用于确定当前的技能需求以及评估眼下和短期内的技能差距。

在之后的第4章中将讨论预测未来的技能需求。当前技能需求评估可每年开展一次，而

未来技能预测工作通常不那么频繁地进行，一次预测覆盖的时间跨度可达10年或以上

（OECD，2016，p.42）。

评估当前数字技能需求的方法

国际劳工组织（ILO）和OECD为了解二十国集团（G20）就业工作组的技能需求制定

了一个潜在方法概述。这些方法适用于所有国家，并且可调整为仅关注数字技能，相反

于/而非所有就业技能（ILO & OECD，2018）。这些方法可被用于评估整个经济体或一个

特定部门内的当前数字技能需求。在本节中，我们改编了ILO和OECD的概述，以了解当

前技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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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评估当前技能需求的方法

本指南的第3章将更详细地介绍如何在不同方法中做出选择，以及要纳入哪些利益

攸关方。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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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调查

除了上文概述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公开可用的量化了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技能要求

和技能不匹配情况的调查数据。Eurostat就发布了一个此类数据集。Eurostat最近出版了

关于技能不匹配情况的新的实验性数据，报告了不同部门和教育领域的过度胜任率和工

作不匹配情况。在其部门分析中没有专门纳入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但在教育领域中明确

包含了计算。这些数据是实验性的，仅用于欧盟国家，但数据和方法均可公开获得，并

可以被调整用于其他国家（Eurostat，日期未标明-b）。

此外，PIAAC-TRE也生成了调查数据。该项目对人们的工作和工作中使用的技能开展

调查，询问受访者他们是否具备工作所需技能，以及是否需要更多培训。这些问题包含

关于数字技能的问题，例如“你当前/上一份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机使用水平？”和“

你认为你具备当前/上一份工作需要的计算机水平吗？”这些数据可以公开访问；不过，

这些数据大部分局限于OECD国家（OECD，日期未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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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章探讨了以往对于数字技能分类以及评估当前数字技能水平和要求的研究。数字

技能被分为三个熟练度水平：基本、中级和高级。我们将在整个指南中使用这些分类来

确定一个国家想要评估的技能。接下来的章节回顾了数字技能评估的类型，并着重介绍

了不同国家评估当前技能水平的方法。最后，我们对评价一个国家当前技能需要的各类

方法进行了审查。正如我们将在稍后章节中更详细介绍的那样，各国可以根据可用的数

据和专家意见选择结合使用多种方法。一些国家已经对数字需求开展了基线评估，而另

一些国家则是首次着手了解数字技能供求情况。本指南被设计用于为各国采取各自做法

提供协助，无论出发点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指定性地提倡任何一种方法。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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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当前数字技能水平评估
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存在多种评价一个国家当前数字技能水平或供应的方式。每个

国家的独特能力、现有流程和需要将决定采取哪种最佳方式。本章概述了为贵国选择适

当的数字技能评价方法的步骤（见图1）。首先解决如何管理评估流程的问题，包括选择

治理模式和选择利益攸关方。之后继续审视如何确定贵国现有的数据和资源，考虑人口

统计重点，并选择一种方法。最后两步是数据收集、分析和分发。这一循序渐进的指南

并不是严格僵化的。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具体需要进行调整。

图1：评估方式概述

第1步：组建团队

开展国家数字技能评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创建一个架构来管理该流程将有

助于指导工作完成每个步骤–衡量技能供应、理解技能需求（第3章）和预测未来的技能

需求（第4章）。

选择治理模式

尽早创建强大的治理结构将有助于收集理解贵国数字技能水平所需的数据。有多种

方法对国家数字技能评估进行治理。三种主要的技能评估治理模式为“政策模式”“独

立模式”和“混合模式”（OECD，2016，p. 77）。无论选择哪种模式，牵头机构或小组

在管理大型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项目方面应具备广泛经验。

• 政策模式：治理由那些将在特定目的的决策中使用信息的机构，例如劳工部、教育

部，或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术或电信部来进行管理。然而，该模式的风险是精心

设计的评估可能会过于狭隘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项政策上，对其他利益攸关方来说

毫无用处。

• 独立模式：治理由独立于信息使用者的机构，例如大学或国家统计局来牵头。虽然

没有预先定义政策技能评估的使用，但评估可被视为“通用决策工具”。该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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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险是最终输出成果可能无法充分处理应对用于决策的所有必要特征，因此应

谨慎界定工作范围。

• 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结合了两种方式进行治理。在该模式中，技能评估工作可由政

府部门牵头，但与公共就业服务或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

选择可以使贵国的资源和现有的治理方法发挥最大作用的方法。若资源非常有限，

政策模式可帮助使评估围绕重点开展。然而，数字技能本质是跨领域的，并与几乎每个

国家部委的工作都相关。独立模式或混合模式可使评估结果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利益攸关方参与

在选择治理模式之后，确定和召集利益攸关方小组。考虑到数字技能对工作和生

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影响，我们建议在思考开展何种数字技能评估的过程中纳入广泛且

具有代表性的利益攸关方小组。必须始终使这些利益攸关方参与到工作中，以了解当前

技能需要（第3章）并预测未来数字技能需要（第4章）。本节改编自国际电联《数字技

能工具包》，针对一些可以被考虑到的利益攸关方，但该清单并不详尽，并且各国各不

相同。如果您之前在国家数字技能战略中与利益攸关方合作过，可考虑重新召集同一小

组。

政府机构和监管部门

许多政府机构或部门可能已经参与到一些类型的技能开发或评估工作中（英国文化

协会& ILO，2014，p.20）。即便并非与数字技能特别相关，在评估现有数据和机构以用

于数字技能评估时，这些可能会有用。考虑以下部门：

• 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术/电信

• 劳工/劳动力/工业发展，包括中小企业（SME）

• 教育，包括教育委员会

• 统计局

• 人力资源开发

• 农村发展

• 区域/次国家政府

• 其他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部门（例如农业、金融、贸易、交通等。）

教育机构

在大部分国家，各级学校教育都支持数字技能学习。将各级（例如小学、职业培训

机构和大学）教育机构以及非传统教育机构的代表汇集一堂，将对当前的教育环境给出

一个更完整的描述。技术教育项目对不同类型数字技能的供求可能有独到见解。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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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

私营部门的广泛参与可为劳动力当前在工作中使用的数字技能带来重要视角。在确

定技能需求和未来需求（第3章和第4章）时，这些利益攸关方变得更加重要。向贵国主

要行业的参与者，从跨国公司到小商家，发出邀请。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和信息通信技

术生态系统也将为新兴的高级技能提供重要观点。商会和工会不仅能够带来其成员的更

广泛的理解，还可成为推动工作发展的重要联盟。

民间团体

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和社区性组织（CBO）在内的民间团体组织（CSO）为以下

两个主要方面提供了重要视角：连接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以及非正式数字技能培训体

验。社会中的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在数字技能获取方面常常同样或甚至更加处于不利地

位。CSO还可以经常接触到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人员，这些部门占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很

大一部分（世界银行，2019a，p.94）。在评估国家范围的技能水平时，思考如何联系到

这些群体以获得准确情况将非常重要。

此外，CSO和公共图书馆经常为成人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和其他类型的继续教育，从

而获得在正式学校教育或劳动力之外的人口的通用技能能力的第一手经验。要确保纳入

那些与非正规经济工作者有联系的CSO。这些群体很可能在国家劳动力统计或基于工作

场所的技能举措中被忽略。

讨论

在确定利益攸关方之后，牵头机构将决定是通过正式协作还是通过非正式的临时流

程来使这些群体参与进来（OECD，2016，p.91）。正式协作可通过机构咨询委员会或根

据先前制定的《数字技能宪章》1开展。非正式流程可采取工作组或圆桌会议的形式，在

具备清晰目标和现实可行的时间表的情况下可实现最好效果2。建立这些结构将有助于在

下一步确定现有能力和流程，并最终选择出评估方法。

第2步：决定评估内容

盘点现有数据和资源

在决定收集什么数据之前，需要先找出已经存在哪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是如何被

收集的。例如，贵国的国家统计局或教育部可能已经通过全国性的调查或学校测试收集

了数字技能数据。了解这些来源的情况有助于确定是仅需根据新的国家优先项目对现有

方法进行调整，还是创建全新方法。首先，对贵国现有的数据和资源进行案头审查。广

撒网。现有的全国调查或测试可能没有包括数字技能部分，不过现有流程中增加或扩充

这一部分可极大减少时间和所需资源。各国可用的数字来源数量存在差异。一些可能的

数据来源可以是大型教育测试或人口调查。

潜在来源包括：

• 教育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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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入学率和毕业率

– 信息通信技术学徒项目成果

– 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教授和拥有博士学位的讲师的数量

– 开设信息通信技术课程的学校数量

• 其他教育数据

– 中学和大学毕业考试

– 中学教育测试

– 成人技能测试

– 职业学校的认证考试

• 调查

– 国家人口调查

– 劳动力调查

– 学生（中学到大学）、信息技术学徒、应届毕业生调查。

并非每个国家都拥有每个类型的数据。一些国家会表现出巨大的数据差距并且缺乏

资源，可能没有建立可靠的统计机构（Adinde，2019，p. 37）。与利益攸关方合作，使

用以下工具来帮助确定可能存在的数据资源和流程。这一工具改编自OECD《技能战略

诊断报告：意大利》（Skills Strategy Diagnos�c Report: Italy）（OECD，2017，p. 233）。

表3：确定现有数据资源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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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评估的“对象、内容和方式”

根据现有资源和利益攸关方输入，思考评估对象和内容以及收集数据的频率。例

如，如果参与方包括每年会对中学生进行全国测试的教育部，那么可以决定对中学生进

行测试。但是，如果根据利益攸关方输入，测试处于劳动力年龄的成人更有价值，那么

就可能需要创建新的评估工具。无论决定对哪个群体进行测试，都应与利益攸关方合作

来收集未被充分代表群体的具体数据。

使用以下工具来定义所用的评估方法的必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对象（待评估的目

标群体）、内容（将要评估的技能）和方式（评估将要采用的方式，包括频率、行政后

勤和实施时间表）。

表4：对象、内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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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您和您的利益攸关方已经了解了贵国现有的数据情况和想要获得的评估特征，

现在可以进行下一步：收集和分析数据。

第3步：收集和分析数据

编译现有数据

在知晓想要评估的对象和技能水平之后，回到第 2章的数据来源表格，寻找两个信

息：在评估范围内，贵国已经收集了哪些支持数据，以及可以使用哪些现有的数据收集

方法。例如，我们假设，您的利益攸关方小组决定评测所有中学生的基本和中级数字技

能以及大学毕业生的高级数字技能。贵国已经有一个全国性考试，所有中学生在毕业之

前都必须参加。虽然该考试不包含关于数字技能的问题，但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

考试中添加一个专注于数字技能的追加评估。对于大学毕业生，可以使用贵国关于学位

授予的现有数据，了解技术和工程学位的授予占比。现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的需求的

评估方法。（更多关于评估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的方法见下一节。）

选择数据收集方法

对评估的预期重点的决定将直接影响收集数据的方法的选择。下表比较了两种主要

的收集数字技能评估数据的方法：人口调查和全国测试。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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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数据收集方法比较

您选择的方法将影响开展的评估类型：自我评估、基于知识的评估或基于运用的评

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内的《监测数字素养评估工具建议书》

建议结合二或三种数字技能评估类型。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于运用的评估不可行，

则可以将全国范围的技能自我评估与范围更小的基于运用的测试相结合。如果有更广泛

的资源，使自我评估与基于运用的评估结合，将可以对人口的感知技能和实际技能进行

比较（Laanpere，2019，p.13）。

在确定哪种方式符合您的需求和能力之后，决定是否使用或调整附录中介绍的

现有评估工具。您还可以看到哪些工具提供国际可比较数据。如果需要国际可比较数

据，则工具选择和资源调整的余地都更加受限。在做出选择之后，回顾由利益攸关方

决定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收集的数据是否明确符合需要？如有必要，对计划进

行修改，以弥合数据差距，并确保重要考虑因素不被忽略（Mackay, Gallo, Husch & Rak-
sakulthai，2015，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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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不同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水平

如果决定对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进行评估，可能需要收集额外数据。如第1章所

述，与更加普遍适用的基本和中级技能相比，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是高度专业化的。

一些自我评估调查也许可能有一两个问题涉及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例如编码，但这

些问题通常不会深入到需要评估这些技能在就业中的适用性的细节的程度。

基于知识和基于运用的测试也主要涵盖基本和中级技能。不过，相比之下，芬兰信

息通信技术技能测试提供了一个如何将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整合进基于知识的测试中

的范例。该测试由关于信息安全、编程、数据库操作、信息网络和服务器环境等的选择

题构成（Kaarakainen, Kivinen &Vainio，2018，p.359）

作为经过正规培训的高级信息通信技术专家的主要提供方，大学是评估高级技能水

平最可能需要的附加数据的主要来源地。最有用的数据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工

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与其他非技术类专业相比的毕业率。还可以研究诸如技术

类大学博士学位研究员和讲师的数量等数据。为了培训未来的技术人员，教师也需要具

备高技能（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2017，p. 29）。采用雇主调查或圆桌会议可帮助识

别在大学以外环境受训的人员。识别雇用或需要具备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的员工的雇

主，之后询问他们是否有未满足的技能要求，以及是哪些专业。随着对贵国对于高级信

息通信技术技能的需求的加深，可以针对这些具体技能创建更具体的评估。

数据分析

在数据收集之后，现在可以进行到分析数据。在第2步中确定了将从事分析的实体。

负责实体应为有技能娴熟、经验丰富的统计人员的实体，例如政府统计局或大学。分析

的输出应可为其他研究人员获得，以进行非官方分析。在分析期间，要注意早前确定的

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将这些群体的技能水平与人口整体的技能水平进行比较可揭示技

能不平等。可以将收集到的数据立即应用于分发工作（第4步）、了解当前需要（第3
章）和预测未来需求（第4章）。

第4步：数据分发

鉴于收集数据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数据的人共享数据是值得

的。相应地，应确定您将与谁共享数据。当然，首先要与利益攸关方小组分享成果。接

下来的目标是在教育和培训、就业机构和决策者和社区组织之间广泛分发。可考虑在网

上公开共享数据，以方便他人访问，并利用他人发现和使用这些数据的潜力。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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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如何共享数据。例如，如果想要共享原始数据，需要知道贵国专业人员和业

余统计人员最广泛使用的文件格式。取决于受众，可能还需要报告、介绍演示、网络研

讨会和网站。在分发工作期间，收集反应和反馈，从而为未来数据收集提供信息。

结论

各国的数字技能水平各异，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技术发展、现有的基础设施、私

营部门投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第2章已经介绍了评估一个国家当前数字技能提供水平

的必要步骤。首先，选择管理评估流程的治理模型和利益攸关方。之后，利益攸关方小

组根据贵国现有的资源和需求决定要评估的技能。所有这些准备都为可靠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奠定基础。之前围绕评估的预期重点做出的决定对数据收集方法产生直接影响。最

后，可以与利益攸关方小组和其他更大范围受众共享数据。利用该方法获得的对贵国技

能供应的理解为之后两章描述的工作（确定当前技能需要和预测未来需求）打下基础。



31

尾注

1 更多关于制定《数字技能宪章》的信息，见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具包》，p.24（国际
电联，2018a ） 。

2 更多关于为开发技能评估建立利益攸关方共识的信息，见OECD“获得正确技能
（Ge�ng Skills Right ） ” ，pp.86-91 （OEC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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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了解当前数字技能需要和差距
在完成对一个国家现有数字技能的评估之后，可对本国的数字技能提供有更好

的了解，就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确定当前的技能供应水平上。评估当前数字技能提供

的流程也暴露了一个国家的国家技能不匹配情况。技能不匹配被定义为个人的工作技

能和工作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差距，包括对于当前市场机会来说的技能过度或技能不足

（OECD，2016，p.12）。对当前技能供应和需求的了解将对一国旨在减少技能不匹配

的政策产生影响。

本章概述了一国可采取的开展需求评估的实际步骤。此处的重点放在由行业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在各国揭示出的当前数字技能需求上。下一章将思考如何根据各国就参与全

球趋势的方式做出的决定来预测更长时期的数字技能需要。

图2：评估方法概述

我们建议采用以下方式来评估一个国家的技能需求。首先，鉴于此项工作是供给

侧评估（第2章）的后续，建议采用同样的治理系统和利益攸关者联盟来牵头和指导这

一评估阶段。应从牵头机构或组织，或者委托的咨询机构中遴选出一组研究人员来开展

评估。研究团队就位之后，应对可用的国际和国家数据资源进行案头审查，以汇总关于

技能要求和技能不匹配的现有信息。在这一阶段，研究团队还可以选择确认该国的重要

部门作为进一步关注的对象。下一步，需要根据具体目标、基础设施和资源选择适当的

数据收集方法。最后，研究团队需要进行数据收集，然后进行分析，并广泛报告结果。

方法以解决以下关键问题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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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进行案头审查

使用各类资源进行集中的案头审查对可用的统计数据以及关于该国对数字技能需求

的当前文献和讨论进行概述。虽然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此处所提到的所有来源的可用数

据，以下还是提供了一些可构成案头审查组成部分的潜在的国际和国家级别定量和定性

数据的来源。

国际数据集和研究

多个国际组织可以以定性和定量数据的形式提供关于当前区域和国家层面技能需

要的资源。例如，国际电联和ILO出版了大量关于当前劳动力需求和解决技能不匹配问

题的研究。虽然并没有覆盖所有国家，不过报告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世界银行和领

英（LinkedIn）已合作提供了一个关于行业就业转变、人才流动、行业技能需要和技能

渗透的数据集，覆盖140个国家（世界银行，2019b）。此外，ILO的统计数据库ILOSTAT
提供了大部分国家行业就业份额的数据。按行业划分的就业份额可作为一种有用的衡量

标准，为决定哪些行业应作为高度优先级列入技能需求评估提供信息（ILO，日期未标

明）。最后，一些组织按部门编制了当前数字技能要求的研究报告。例如，世界经济论

坛（WEF）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关的工作确定了不同行业对特定技能的需求（世界经济

论坛，2016，p.22）。

国家数据集和研究

如第2章所述，应在这一阶段查阅国家数据集和研究。现有流程和机构可能已经收

集到的一些领域的数据包括以下信息：

• 技能需求的区域特定或本地评估

• 劳动力市场趋势，例如按职业和部门划分的就业岗位的流入和流出

• 职位空缺调查

• 商会、行会和工会现有的行业研究。

学术研究

最后，全国的大学或学院，以及国家研究机构或智库，可能已完成对技能需求或技

能不匹配的研究。这些报告可被纳入初始案头审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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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选择方法

完成第1步之后，研究小组应选择适当的方法对在案头审查中发现的数据差距做出响

应。本指南的第1章概述了一些用于确定当前技能需求的潜在方法。本节在此背景的基础

上进行扩充，提供了关于如何根据一个国家独特的资源和限制条件来选择适当方法的更

多详细信息。建议采用结合一种以上方法的综合方式来确定数字技能需要，因为每种做

法都有其优缺点。采用综合方式，方法中还可包括定量和定性数据的结合。

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可提供整体审查，并使直接用户能够参与评估。可与战略利益攸关方（例

如重要行业领导者、部门技能委员会、部门机构、政策利益攸关方和大学以及技术学校

的领导）举行行业圆桌会议、焦点组或主题专家访谈。

这些焦点组和访谈对讨论不同部门要求的数字技能的类型和水平以及存在的技能差

距十分有用。在实际操作层面，可包括询问以下问题：

定性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对手头上的问题产生更深的理解，并使讨论遵循全国范围

内选出的数字技能评估框架；缺点在于，这一方法可能缺乏系统性或代表性，也许要花

费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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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

可采用多种定量方法，例如问卷调查和预测模型。定量方法的复杂性和成本各异，

在此我们讨论不同方法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调查可在许多不同层面开展：全行业、企业内部、研究职位空缺或人口子集（例如

应届毕业生）。对雇主或员工进行的调查可以直接反映他们所感知的技能需求。这使得

包括对于能力、竞争力和要求的技能的详细信息在内的部门需要得以被识别出。员工调

查可以通过询问员工是否感到自己能力对于目前工作来说是过高还是不足来发现技能不

匹配的情况。然而，雇主或员工调查的回复率通常很低，而要获得可靠数据必须要有大

量样本，这就意味着这一方法成本会很高昂。在就业层面可用的另一项调查是职位空缺

调查，重点放在为何已发布职位空缺无人填补上。此外，可使用毕业生调查来提供改善

培训项目质量的信息。这些调查相对来说成本较低，执行简单，但缺点在于仅限于员工

的早期市场经验。这些调查可以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的供给侧数字技能评估框架中确定

的技能为基础。

讨论

虽然利益攸关方可采用多种不同方法的解决方案，不过最适当的方法是为揭示在案

头审查中并非现成可用的、并可与在数字技能评估中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的数据而规划

的。本节中概述的许多方法不仅可用于考虑当前的数字技能需要，还可以用来研究已知

的数字技能不匹配的情况。例如，职位空缺研究重点是当前数字技能需要，但也对人们

具备的技能和所需的用于满足特定工作要求的技能之间的不匹配进行了标记。

第3步：关注关键部门

更进一步的方法是深入探索关键部门的数字技能需求，作为国家技能需求评估的

组成部分。该方法的第一步是确定本国重要的关键部门，包括该国的传统关键部门和

新兴高增长部门。有几个标准可能有助于确定关键部门，包括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或就业比重，以及该部门的增长潜力。所选择的重要部门可作为深入探

索的对象。接下来，采用相同的数据集或通过与部门专家协商来确定这些部门内的主要

职业。在确定感兴趣的部门之后，将重点放在收集相关部门的更多详细数据上，使用本

章之前讨论过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本阶段，将部门内的小公司和大企业均纳

入考虑十分重要。下表可支持这一工作。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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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确定关键部门和技能

第4步：进行差距分析

在完成数据汇总之后，使用第2章和第3章所列步骤中收集到的信息来进行差距分

析，以了解国家当前的数字技能供应与其数字技能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情况。一些技能不

匹配信息在案头审查时编制的数据中已现成可用，例如职位空缺研究，以及从雇主处收

集的关于技能不匹配的信息，而其他收集到的数据需要进行分析，以判断技能不匹配情

况。

以下是检测数据以确定数字技能差距的一些可能方法：

• 对于基本和中级技能，将技能提供的结果与合作伙伴确定的所需技能水平进行比

较。取决于选择的评估框架，可能需要对不同竞争力等级或组合分数进行比较。技

能不匹配的情况由合作伙伴所需的等级或分数之间的差异以及供给侧评估的结果来

定义。

• 将职位空缺调查中提到的、解释了职位空缺无人填补的原因的技能与供给侧技能评

估的结果进行比较。

• 编制从部门研究中搜集到的关于招到合适的应聘者的难度的资料，包括问卷调查和

定性研究。

• 审视每个员工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感到自己能力对于目前工作来说过高或不足，以

及这种感觉存在于哪些数字技能领域。

• 评估在一段时间内，专业化的数字技能领域的毕业率，以及特定研究领域的平均增

长率，与专业化数字技能领域的就业率相比较，确保教育对技能的供求做出积极反

应（OECD，2016，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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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了解一个国家的数字技能不匹配情况是朝知情决策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可通过多

种不同方式来了解一个国家的数字技能不匹配水平，但我们还是建议采用广泛做法，在

遵守任何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纳入更多不同方法和数据点。亦建议对当前技能的讨论

和调查需要根据第2章选出的数字技能评估来定制，以方便进行比较。

第5步：与更大范围受众交流数字技能提供、需求和差距

一旦完成评估，即可制定交流和报告战略。制定分发战略的第一步是确定交流评

估结果的对象。这些信息在就业、教育和培训领域，以及决策中都可被大量应用，因

此，我们建议将结果向决策者、利益攸关方小组、教育者、雇主和个人广泛分发（ILO 
& OECD，2018，p.19）。除了作为联盟成员的利益攸关方以外，还将成果分发给参与

数据收集过程的行业、组织和教育机构。还应纳入政府机构。虽然评估关注国家层面需

求，但还是要考虑向区域或本地政府和机构分发。此外，数据不仅对政府实体有用，对

与民间团体和社会伙伴亦有用。

接下来要确定信息如何在评估团队和利益攸关方之间流通，虑及与不同利益攸关方

交流调查结果的最佳方式（Mackay等，2015，p.36）。不同受众感兴趣的信息不同，很

可能通过不同形式来接触这些数据，包括：书面报告、网站、会议/活动/讲习班、社交

媒体和传统媒体渠道，例如报纸、杂志、视频和电视等（ILO & OECD，2018，p.19）。

最后，作为交流计划的组成部分，收集反馈以便为未来评估工作提供信息。

结论

技能不匹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代价高昂，因为这会增加劳动力成本，降低生产力

和减缓对重要技术创新的采用。虽然技术不匹配在某些方面无法避免，但还是有方法来

了解这些不匹配发生在哪些地方，从而为未来的政策和决策提供信息。本章描述了了解

技能需要和差距的方法：进行案头审查、选择方法、持续关注重点部门，以及对差距进

行分析。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可用性将影响一个国家的方法选择。本章提供的许多方法也

可被用于预测未来数字技能需求。最后更加深入地谈到了如何与更广泛受众交流调查结

果。下一章将谈论如何进行数字技能预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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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预测未来技能需求
全球来看，由于技术变革、全球化以及世界范围的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正

在发生快速变化。这些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农业到教育再到卫生，都产生影

响，在与不断变化的国家数字技能需求相关时关系尤为密切。每个国家都会以不同方式

受到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但寻求了解未来技能需求的国家应知晓一些最重要的技术

发展，例如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IoT）和机器人学。这些

新的数字技术具有通过数字创业、自由职业和离岸服务等方式改变未来工作的潜力。

此外，未来数字技能需求将受到诸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系统和“智能”建

筑等“绿色工作”1趋势的影响，以改善环境绩效。

本章描绘了如何理解工作和职业的未来趋势，以及如何开展技能预测工作。之后讨

论各国如何根据各国的发展规划、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在本国的作用，以及各国的独特需

要和竞争优势，思考如何顺应这些趋势做出艰难选择。本章还包括关于各国如何完成确

定未来数字技能需求的任务的案例研究。

图3：预测未来数字技能需求的方式概述

第1步：了解未来技术趋势

多个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电联、ILO、WEF、世界银行和OECD都对未来的工作和职

业开展了频繁的研究，经常关注理解数字转型空间的需要。2以下审视的各类报告可作

为获取对可能影响未来数字技能需要的全球技术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起点。使用这些来

源加上本地或区域资源开展的重点案头审查，可以使利益攸关方了解将对所在国经济造

成影响的预期全球技术趋势。利益攸关方之后可探讨这些趋势可能对他们所在国家和部

门造成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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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未来工作和非正规经济

ILO的全球未来工作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为更光明的

未来而工作》（Work for a Brighter Future）广泛关注新技术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社会保障

的方式（ILO，2019）。该委员会包括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他们关注人们

已经和将要以何种方式进入非标准形式就业和技术带来的机遇，以及对技术平台员工的

关心。虽然“工作的未来”举措并没有对技术或行业趋势进行综合预测，但它论及许多

全球技术趋势，例如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如何继续增长、新的远程办公和基于信息通信

技术的移动办公形式，以及绿色工作。委员会研究和趋势报告的更新正在进行中，涵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全世界超过60%的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绝大多数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ILO
的《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和男性》（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报告描绘

了关于非正规经济最普遍存在的领域和覆盖人群的统计表征（ILO，2018）。了解非正

规经济内部的规模和趋势将支持制定助力劳动者过渡到正规经济中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国际电联

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具包》通过为开发数字技能战略提供指导来帮助各国。该工

具包为决策者以及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合作伙伴准备，总体目标是助力在

国家层面开发全面的数字技能战略，并提供不同数字技能水平的初始分类。工具包注意

到，在21世纪，为了迎接大量机会，掌握数字技能至关重要。实施全面数字技能战略的

国家确保其人口更加具备就业、劳动力、创造力和走向成功所需的技能，同时确保人们

享有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关键在于，我们须对数字技能战略进行定期更新，以适应

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对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影响。（国际电联，2018a）。

国际电联还发布了《数字技能洞察》（Digital Skills Insights）。这是一份在线出版

物，汇总了关注数字转型对能力和技能发展的影响的学术文章（国际电联学院，日期未

标明）。该出版物寻求提供一套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创新的知识体系，探讨新兴技术和能

力开发之间的关系。它以有助于决策者和监管机构之间的知情的政策辩论和决策的当代

思维和新思考为特征，以及帮助私营部门预测和规划人力资本需求和技能开发，从而在

快速变革的信息通信技术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WEF：未来就业

2016年，WEF编制了首个《未来就业报告》（Future of Jobs Report），其中纳入了

从《未来就业调查》（Future of Jobs Survey）（世界经济论坛，2018）中获得的数据。

该报告确认了9个经济部门和15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新兴职业技能需要。该报告并

非技能评估框架，也未专门关注数字趋势，但能够就全球趋势如何影响当前和未来数字

技能需求为一个国家的决策提供信息。最新的《未来就业报告》涵盖对占全球GDP达75%
的20个国家的企业进行的调查，以及以跨经济部门和区域的劳动力市场趋势为重点的区

域层面的分析。区域层面分析中涵盖了80多个国家。该报告预测了企业在近期可能采用

的技术，提供所需的新职能以及在未来可能变成冗余的职能的示例，并强调了在未来五

年可能需要的数字技能。报告还预测了行业、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需要。WEF每年对报告

进行更新。WEF的另一个项目“重塑技能革命”(Reskilling Revolu�on)旨在帮助私营和公

共部门的领导人创建和试点重塑技能倡议（世界经济论坛，日期未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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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

世界银行自1978年起开始发布《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  。2019年报告使用人力资本指数（HCI）预测：人力资本投资较少的国家，与

具备健康和受过教育的人口的国家相比，未来的劳动力生产率将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至

二分之一。报告尤其建议增加对早期儿童教育的投入，以便为不断变化的未来劳动力市

场做出最好准备。报告反复强调，各国需要对其公民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以增加他们

在全球市场的成功机会（世界银行，2019a）。提供157个国家的HCI分数（人力资本项

目，未标明日期）。

报告注意到，技术以三种方式改变了劳动力：通过改变全球价值链来改变职业的地

理分布；人们工作的方式（特别是零工经济）和可转移的技术技能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关于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章节强调了推动人们向正规私营就业转移的需要。对于未来工作

的分析强调，预测未来趋势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是政府应将努力重点放在

创造就业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同时仍鼓励就业”上（世界银行，2019a，p. 31）。

OECD：走向数字化工具包和衡量数字变革

OECD的走向数字化工具包（Going Digital Toolkit）帮助各国评估它们当前的数字发展

状态和理解数字化的大趋势（OECD，2019b）。工具包为OECD国家和八个其他国家（包

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对应接入、使用、创新、就业、社会、信任、市场开放、增

长和幸福感的数据。该工具包的目的不是作为一项指数，而是为决策者提供关键指标，

以监测其数字转型及其影响。

在工具包的基础上，OECD的报告《衡量数字变革：未来的路线图》（Meas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on: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提供了关于技术趋势以及（虽然并不直

接与衡量数字技能相关）如何衡量数字变革对经济部门、卫生系统、劳动力生产率和劳

动者的影响的详细信息的广阔图景。报告还详细介绍了如何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通

信技术接入的详细信息（OECD，2019c）。OECD于2019年初发布了这一工具包，计划在

2020年开发相应资源。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

这一麦肯锡的内部智库关注对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的理解。MGI已经完成并将

持续开展应对自动化对劳动力的影响的研究。一个示例是MGI的研究报告《工作失与

得：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ons in a �me 
of automa�on）。该报告考察了到2030年，技术创新和自动化（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学）将如何减少对某些职业的需求，改变其他职业的技能组合需求和为就业增长创造新

机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该报告对遴选出的国家的未来工作进行考虑。

记录预测趋势

上述研究广泛覆盖了多个部门和国家，并在不断更新。以下资源关注的范围较为狭

窄，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也许有用。您也可以从本地大学和智库中找到更具针对性的资

源。您的利益攸关方小组也可能拥有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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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表来记录从上文列出的来源中获得的、与贵国最相关的资源。理解这些趋势

可为本章第2步和第3步进行的预测工作提供信息。

表7：预测的趋势及其影响

讨论

全球技术趋势评估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技能需

要也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并非每个国家都将参与到每个新兴趋势中。各国需要了解变革

如何对他们的关键经济部门产生影响。有了这些知识，决策者就可以预测这些变化会带

来哪些数字技能需要，并防止未来出现代价巨大的技能需求供给不平衡。

第2步：开展预测工作

对于如何参与新兴趋势，各国将根据各自国家的发展规划、人口统计和其他变化、

重要经济部门和竞争优势做出不同选择。第2步陈述了各国可以如何基于其现有的战略和

重要经济部门进行预测工作，将第1步中讨论的趋势考虑在内。在第3步，我们将更多谈

及哪些因素可用于指导战略决策。

考虑到预测工作是第2章和第3章描述的技能评估工作的延续，我们建议使用同一组

利益攸关方来牵头和指导这一阶段工作，包括：

• 对国家发展规划和其他可指导预测工作的内部因素进行案头审查。

• 收集数据，以确定国家重要经济部门和行业的未来数字技能需求。

虽然可以对任何时间周期进行预测，但各国最为普遍采用的方法是考虑对未来的5
至10年进行展望。

预测工作围绕解决以下关键问题进行：



43

对发展规划进行案头审查

许多国家制定了阐明国家未来发展的愿景和目标的国家发展计划，应对宏观环境的

主要趋势和变化。不同机构可能制定了多个国家发展规划。

利益攸关方应审查所有现有的国家发展规划，并思考提到了哪些经济部门和满足未

来发展规划目标所需要的技能。各国还可以参考国家数字技能战略，以确保它们针对并

纳入相同的战略数字技能需求3。

以下是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具包》中的一张表格，可在确定未来数字技能要求目

标的过程中提供协助。

表8：审视发展规划

收集数据以了解现有的重要经济部门

与第3章所述流程大体类似，建议对当前需求评估中确定的关键部门进行预测工作。

预测工作可与当前需求评估同时或分开进行。如第2章所记录，我们建议召集一个广泛、

有代表性的小组以获取数字技能对个人和社区当前和未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小组可包

括以下成员：

• 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

• 教育机构

• 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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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团体。

欲了解更多关于可纳入的潜在利益攸关方详细信息，参考第2章第1步：组建小组。

接下来，针对预测的技术变革产生的对数字技能的需求，列出可能向关键部门利益

攸关方提出的问题。正如先前所述，将本部门的小公司和大企业均考虑在内十分重要。

以下这些问题和表格可支持预测工作。在分析过程中，得出的信息可与从第1步得出的

全球趋势相结合。

以下提供了协助进行数据收集的表格。

表9：数据收集指南

现在，您的利益攸关方可以编制和比较两个预期数字技能需求清单。这两个清单应

有一定程度重合，取决于贵国最新的发展规划。可以在下一步使用这一清单，以做出战

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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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做出战略决定

各国不仅可以通过对其当前关键部门进行评估来思考未来数字技能需求，也可以根

据国家当前数字技能优势、基础设施能力（电气化、互联网普及率等）和竞争优势对在

未来创建、拓展或进入哪些部门做出战略决定。一些国家可能已经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或

数字战略规划（见本章第2步）创建和分配了未来战略目标，而另一些国家可能需要首次

思考战略目标，或在开展技能评估和预测工作之后重新审视这些目标。

每个国家将以不同方式参与战略决策，但利益攸关方在审视第 1步和第2步收集到的

数据时，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从战略上考虑如何参与的一种方法是对可能影响未来数字技能需求的不同因素，如

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变化或人口趋势变化进行盘点。以下是一张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

具包》中的表格，对审视部分因素可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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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影响需求的因素

完成这一工作之后，确定哪些因素可能受到影响，哪些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为未来

的政策选择提供信息。例如，包含出生率或人口总体老龄化的人口统计趋势很可能在这

一特定利益攸关方小组研究范围之外。不过，利益攸关方小组可能会认为有必要转变教

育政策或行业投资，以满足未来数字技能需要。

结论

新的数字技术将对未来工作产生影响。但是，未来具体如何各国情况各不相同。本

章对决策者可如何预测各自国家的未来数字技能需求进行了概述。利益攸关方仍然十分

重要。第2章建立的治理模式使您能够更容易地利用利益攸关方在了解全球技术趋势将如

何对当地产生影响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国际和本地资源获得的数据使决策者能够就投

资领域做出战略决策，从而使国家在未来具备竞争力。这些战略决策将对未来所需的数

字技能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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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ILO将绿色工作定义为“有助于保持或恢复环境的体面工作，无论是传统部门例如制造
业和建筑业，或者新兴的绿色部门，例如可再生能源或节能”。见：h�p:// www .ilo .org/ 
global/ topics/ green -jobs/ news/ WCMS _220248/ lang - -en/ index .htm。

2 欲了解更多关于全球趋势以及它们将如何对技能需求造成影响，见
OECD（OECD，2012 ；OECD，2019a），WEF（世界经济论坛，2018）和
ILO（ILO，2019 ）的相关出版物。

3 国际电联《数字技能工具包》为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数字技能战略提供详细指
导，如果该国尚未制定数字技能战略，该指导将会十分有用（国际电联，2018a）。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news/WCMS_220248/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green-jobs/news/WCMS_22024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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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结论
数字转型正在迅速推动几乎所有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包括农业、教育、环

境、金融、卫生、贸易、交通、旅游与环境等各类行业，使各国日益需要培养具备数字

技能的人口，从而在全球社会和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和就业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决

策者必须确定当前的数字技能水平，并了解要满足自己国家当前和未来需求所需的数字

技能。每个国家将选择各自参与数字转型的方式，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决策者需要了

解自己国家的技术资产、挑战和机遇。

本指南设计用于为各国选择适合其资源限制和独特目标的方式提供尽可能多的灵活

性。每个国家存在不同的数字技能需要和要求（根据其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部门）。此

外，评估方法取决于一国的资源和利益攸关方参与。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

决策者应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合作伙伴接触，以制定适合本国需要和目标

的评估方法。

评估对数字技能的需求和供应亦可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数字技术是SDG的关键推动力，因此更多具备数字素养的人

口可增强各国有效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用于发展的能力。

特别是SDG 17具体目标17.9，旨在“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

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以支持落实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包括

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联合国，2015，p,27）。该SDG强调需要各

国全面实施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机制，并增强使能技术的使用。如果各国已对其数字技

能水平进行评估，并且完全知晓本国可使用哪些技术和需要发展哪些技术以利用使能技

术，就可以有意义地实现这一目标。

本指南概述的行动也可通过所有国家在国家青年就业和创业战略中优先考虑数字技

能开发来帮助实现SDG 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

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此外，如果一国采用基于运用的测试来衡量当前数字技能水

平，则可以对SDG 4的主题指标1 4.4.2“已达到至少最低水平的数字素养技能水平的青年

和成年人的百分比”进行测量（UNESCO-UIS，2019，p.57）。

与发展必要数字基础设施（电气化、互联网普及等），应对教育部门技能不匹配

和推动专业数字技能发展的能力相关的政策响应是为满足未来数字技能需要所做准备的

必要组成部分。这需要决策者、学术界、私营部门和广大公众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

系，以将技能需求与技能提供相匹配，预测未来技能需求，并评估技能发展干预措施的

相关性。通过高级别代表（例如机构负责人、部长、首席执行官和主管等）的参与，政

治参与可为承诺提供助力，并提高数字技能评估工作的成功概率。了解了当前差距和未

来需求之后，决策者可以开始制定其政策响应。

数字技能评估并非一次性活动，各国必须定期重复开展评估。产生重复评估需要的

原因可以是对数字技能战略的重新审查，或其他政府干预措施需要该国来追踪技术发展

以及技能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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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为各国评估数字技能供求、明确对预期的未来数字技能的需要的工作提

供协助。这是对数字技能框架和其他产品进行重新审查、综合信息并将其整合进各国可

以遵循的简单的循序渐进流程的产物。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开展数字技能评估工作，都鼓

励各国参考这一指南，以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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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主题指标衡量全球指标未涵盖的SDG4的各个方面（UNESCO-UIS，2019，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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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数字技能评估资源和工具

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罗盘，1数

字技能罗

盘，2018

法国、爱尔
兰、意大利、
罗马尼亚

免费注册后，
用户可按提示
进行技能评
估，其答案可
表示在以下三
个类别的评级
是新手或高
级：沟通与协
作、创建数字
内容、安全。
用户之后可按
提示选择职业
路径

基本；中级 基于知识的
评估

青壮年 不适用
（NA）：自
主培训

在开始培训之
前在线评估

证书课程 与培训相联
系，关注
就业

职业路径在这
些国家以外可
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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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数字能力转

盘，2数字

教养中心， 
2018

丹麦 该工具以
DigComp为基
础，覆盖数字
能力的4个能
力领域的16项
能力和54个可
测量方面。人
们可以在7分
制能力量表上
为自己的知识
评分。本工具
对所有使用者
免费。各组织
可登记成为付
费用户，以订
制转盘和追踪
员工能力

中级；高级 自我评估 成人 不适用：测
试和绘制自
身熟练程度

15分钟测试，
个人进行或由
组织协调

个人能力转
盘、对如何
增强数字能力
的建议、示例
和每个能力的
练习

提供16项能
力的每项能
力的个性化
报告。提供
如何增强每
项能力的建
议。为不同
专业领域开
发转盘

没有基于知
识的项目；
只有自我报
告。.练习建
议需要个人
努力。例如，
建议“我能
够学到如何
将Word文件
转换为PDF文
件”，但没有
链接提供演
示。对于一般
用户来说，图
表十分详细且
有挑战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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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数字技能评

测器，3安
大略理工大
学教育信
息学实验
室，2015

加拿大、格
鲁吉亚、乌
克兰

为特定设备
的使用频率
和使用信心评
分。涵盖计算
机、手机和
其他智能设
备。以通用
技术能力和使
用（GTCU）
框架为基础，
分解成“数字
技术的四个使
用顺序”：技
术、信息、社
交和认知

基本；中级 自我评估 成人；大学生 不适用：测
试自身数字
能力

在线评估 结果报告 关注不同类
型设备：移
动和“智
能”设备

输出文件有限

数字经济和
社会指数

（DESI）4欧
盟委员会，
进行中

欧盟成员国、
冰岛、挪威、
瑞士、欧盟候
选国和潜在候
选国

人力资本指数
在DigComp上
创建。根据
一个人的反应
来判定其具备
从“基本”
到“高于基
本”的技能

基本；中
级；高级

自我评估 成人 每两年 每两年由各国
的国家统计机
构或相关部委
收集

DESI组成部
分，是一个连
通性、人力资
本（数字技
能）、公民互
联网使用、技
术和数字公共
服务整合的综
合指数

自2014年起
采用当前表
格来测量。
可在收集数
据的各国之
间进行比较

仅限于具备更
高级数据收集
的国家

数字技能

加速器，5 
Erasmus+ 
（欧盟）
，2019 （进
行中）

比利时、爱尔
兰、波兰、西
班牙、英国

使用6分制熟
练程度量表，
在DigComp的
5个能力领域
内自我评分

基本；中
级；高级

自我评估 成人 不适用 在线测试 个性化雷达
图、培训建议

收到显示强
项和弱项的
个性化图
表。提供培
训建议

由学生负责
评估自己的
表现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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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通过数字
技能实现
有形成果 
（DiSTO）
，6伦敦政
治经济学
院， 2015（
进行中）

澳大利亚、英
国、荷兰、智
利、巴西、乌
拉圭、美国

数字技能、互
联网用户和互
联网使用成果
调查

基本；中级 个人评估 青年；成人 可按需要频
率进行；通
常开展一次

纸质或在线
调查

学术出版物和
报告，使用热
点图对一些国
家的数字排斥
进行研究

以理论为基
础，一开始
在英国和荷
兰两国开展
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
测试。通
过研究伙伴
拓展至其他
国家。继续
对工具进行
测试

仅在英国和荷
兰测试和使
用。仅关注在
线技能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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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在线教育和

技能，7经
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
， 日期未
注明

10种语言版本 在线版本可供
个人或机构使
用。结果映射
到PIAAC结果
中。还对其
他领域进行测
试：阅读、数
学、在技术密
集环境解决问
题、阅读基础
（可选）。可
选非认知评估
（技能使用、
行为、职业兴
趣、主观幸福
感）

基本；中
级；高级

运用评估；自
我评估

成人 不适用：个
人评估

在线评估

eLene-
4work,8 
Erasmus+ （
欧盟）， 
2017

比利时、芬
兰、法国、
德国、希腊、
意大利、波
兰、西班牙、
英国

在基于
DigComp对软
技能和数字技
能评分之后，
制定一个关于
要改进之处的
学习议程。讲
习指南提供
了在线课程
（MOOC）或
其他学习选项
的建议，以提
高就业能力

基本、中级 自我评估 学生；成人 不适用：自
我评估

免费获取在线
问卷

培训指南提
供继续学习
途径

关注软技能
和数字技
能。可免费
获得

当前无法收集
集总分数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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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ICT家庭短篇

调查表，9

国际电信联
盟（ITU）
，2018 （进
行中）

全球约80个
国家

关于家庭ICT
接入和个人互
联网使用、
移动电话所有
权和ICT技能
的样本问卷。
当前正在修订
中，以添加更
多技能和移动
技术

基本；中
级；高级

自我评估 年龄在15岁以
上，但设置不
同年龄截点

每年开展 问卷可公开
获得供使
用，并可在
国际间进行
比较。该方
法已被用于
测试近十年

ICT技能方面
问题有限。大
部分问题关注
计算机技能，
未关注其他
类型的数字
素养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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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ICT技能测

试,10图尔库
大学（芬
兰）， 2017

芬兰 42个基于运
用的项目被分
成17项ICT技
能领域。这
17项领域以
芬兰国家核心
课程、芬兰信
息社会发展中
心的电子技能
（eSkills）证
书项目内容和
芬兰应用科学
类大学的信息
和通信研究要
求为基础

基本；中
级；高级

基于知识的
评估

高级综合中学
师生

不适用 在线选择题
问卷

询问高级ICT
技能

仅用于在芬兰
开展的研究

（续） 



65

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ICT技能指

标11不莱梅
大学和太
平洋研究
所，2019

斐济、密克罗
尼西亚、帕
劳、萨摩亚、
汤加

用于5个岛屿
国家。在线调
查来衡量青年
（18-35岁）
的高级数字技
能，从而制
定“ICT技能
指标”（ISI）
，并参与ICT
能力建设讲
习班。采用
Likert量表来
让受试者自我
报告三个领域
的技能：“
管理网站内
容”“设计网
站”和“使用
专门的编程语
言编写计算
机程序”的
能力

高级 自我评估 青年（16-35
岁）

不适用：自
我评估

使用谷歌表
单（Google 
Forms）的在
线问卷

无 重点关注较
高级技能的
短调查

高级技能范围
有限。不过如
果仅用于寻求
有能力被雇用
从事高级ICT
工作的个人，
则只查问高级
技能的方法是
合理的

（续） 



66

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Ikanos Com-
petencia 
Digital，12

巴斯克政
府，2012

西班牙 与DigComp一
致，认证普通
人群和专业
的本地工作的
数字能力。包
括自我评估测
试、为本地行
业定制的职业
数字文件

基本；中
级；高级

自我评估 成人 不适用：自
我评估

自我引导的基
于计算机的评
估，由30个
问题构成，在
15分钟之内
完成，也可在
移动设备上
进行

个性化分数
报告；针对
参与者参与本
地ICT培训机
会；系统证
书；为帮助中
介机构比较用
户的测试结果
和职业概况提
供指导

通过纳入关
于家庭ICT设
备、互联网
连接和获取
或认证技能
的方法的问
题，将参与
者的背景考
虑在内

分数报告类似
于基于测试的
评估，但仅对
参与者自身能
力评定附上
标签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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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国际计算
机和信息
素养调查
（ICILS）
，13国际教
育成就评价
协会（IEA）
，2018

智利、丹麦、
芬兰、法国、
德国、意大
利、哈萨克斯
坦、大韩民
国、卢森堡、
葡萄牙、俄罗
斯联邦（莫斯
科）、乌拉圭
和美国（2018
年周期）

.基于测试的
评估衡量学
生使用计算机
进行调查、创
作和沟通，从
而有效融入家
庭、学校、工
作场所和社区
的能力。已
在21个国家
开展

基本；中
级；高级

自我评估；基
于运用的评
估；基于知识
的评估

8年级学生（
平均年龄13.5
岁）

每5年一次 基于计算机的
评估

国际报告和数
据库

.国际比较。
包含基于评
估和自我
报告的ICT
技能。各国
可参与ICILS 
2023年周期

不够频繁（每
5年一次）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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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作
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国际计算
机使用执
照（ICDL）
，14 ICDL基
金会，日期
未标明

超过100个
国家

国际认可的计
算机技能证
书。对计算机
基础、上网基
础、文字处理
和电子制表，
以及软件特
定技能进行
评估

基本；中级 基于知识的评
估；基于运用
的评估

成人 不适用 在ICDL测试中
心实施

是否参加ICDL
培训课程不影
响考试完成

考场设有监
考人员，是
否参加ICDL
培训课程不
影响考试

关注工作场所
使用的计算机
和软件（无移
动设备，有限
的互联网）。
无高级技能。
仅关注使用技
术的技术方面
问题，而不是
如何在现实生
活场景中应用
这些技能来解
决问题

互联网和
计算核心
认证（IC3
），15思递
波（Cer�-
port），日
期未标明

78个国家 IC3全球标准5
覆盖了“在线
生活”、“计
算基础知识”
和“关键应用
程序”。“计
算基础知识”
包括“移动
设备”领域。
考试映射至
DigComp。

基本；中级 基于知识的评
估；基于运用
的评估

成人 不适用 在授权测试中
心进行50分钟
测试

培训、认证 “计算基础
知识”包
括“移动设
备”领域。

仅关注使用技
术的技术方面
问题，而不是
如何在现实生
活场景中应用
这些技能来解
决问题。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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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国家教育
进步评价”
（NAEP） 
- 国家报告
卡：技术与
工程素养
（TEL）评

估，16美国
教育部国家
教育统计中
心，2018

美国 使用“基于
反映现实解
决方案的互动
场景的问题解
决任务”。测
量三个内容领
域：“技术和
社会”“设计
和系统”和“
信息和通信技
术”。在每个
内容领域，学
生需要展示对
一个TEL“实
践”的应用。
实践分成三个
类别：“理解
技术原理” 
“开发解决方
案和实现目
标”以及“交
流和协作”。
学校还要报告
课程中涉及哪
些TEL相关的
科目以及学校
人口情况

基本；中
级；高级

配合自我评估
的运用评估

8年级 每年在8年
级进行

通过笔记本电
脑进行。包括
15项基于场景
的任务和77个
分立问题。测
试时间为60分
钟。“基于反
映现实解决方
案的互动场景
的问题解决任
务”。2018年
有600所学校
参加

按不同人群分
类的区域、州
和国家报告

任务模拟真
实生活场
景。网站上
提供任务
样本

仅在美国使
用。始于2014
年，2018年修
订和实施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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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布

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全国评估计
划（NAP）  
- ICT素养17

澳大利亚政
府，2014（
进行中）

澳大利亚 衡量学生在获
取、管理、评
估和开发对信
息的新理解，
以及与他人交
流和妥善使用
ICT的能力

基本；中
级；高级

基于知识的
评估

6年级和10年
级的学生

每年一
次。6年
级测试一
次，10年级
再测试一次

针对6年级
和10年级的
学生，查看
随着时间推
移年龄群体
在知识方面
如何变化

当前仅用于澳
大利亚

Northstar 
评估，18明
尼苏达州
扫盲委员
会，2010（
进行中）

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
西兰、尼日利
亚、南非、
美国

设计用于支持
为仅具备基本
ICT技能的成
年人提供的社
区教育和劳动
力目标。提供
免费的在线评
估工具，并与
授权的测试中
心合作，在美
国的31个州
以及加拿大和
南非提供有人
监考的评估和
证书

基本；中级 基于知识的
评估

成人 不适用 任何人都可以
免费参加在线
测试。各组织
也可以付费成
为官方认证的
测试中心

认证（如果在
官方测试中心
进行测试的
话）

支持专业工
作通常所
需的基本
计算机技
能，例如
基本的计算
机使用、互
联网、Win-
dows操作系
统、Mac操
作系统、电
子邮件、社
交媒体、信
息素养、微
软Word、
微软Excel
和微软
PowerPoint

任何人均可参
加测试，名单
认证项目依赖
于设在世界各
地的有限的测
试中心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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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使用工具的
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Pix，19法
国教育
部，2016

法国 在线数字技
能评估和认
证平台，根据
DigComp评估
和认证数字能
力。基于对“
问题陈述”的
回答来判断熟
练程度。每个
人运用其数字
技能来提供正
确答案

基本；中
级；高级

基于知识的评
估；基于运用
的评估

成人；学生 不适用 在线测试 为教师制定教
学工具，免费
的学校账户，
其他实体的付
费账户

所有会法语
的人都可以
免费访问。
开源平台（
在GitHub上
可获得源代
码）。提供
有针对性的
评估后学习
资源建议。
技能展示与
设备无关

当前仅有法
语版

国际学生
评估计划
（PISA）
，20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
织（OECD）
，2000（进
行中）

80个国家，82
种语言（2018
）

对阅读、科学
和数学能力进
行评估。2021
年，PISA将提
供单独的ICT
测试。在之前
的周期中，数
字技能被嵌入
其他学科中

基本；中级 基于知识的
评估

15岁 每3年一次 基于计算机，
每3年一次

国际可比较
数据

成本较高。测
试次数不多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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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概述 评估的技能 形式 目标群体 使用频次 实施 支持材料 优点 缺点

国际成人
能力评估
方案 - 在技
术密集环
境中解决问
题（PIAAC-
TRE），21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
，2011 （进
行中）

超过40个国家
（经合组织国
家和非经合组
织国家）

调查分成两部
分：背景调查
问卷和认知技
能直接评估（
包括在技术密
集环境中解决
问题）。第1
轮于2018年完
成，有38个国
家参与。第2
轮将在2021-
2022年开展，
数据将于2023
年公布

基本；中
级；高级

配合自我评估
的运用评估

成人 一次两轮 90分钟的家
庭评估，包括
面试和计算机
测试

可进行国际
比较。适应
性设计。自
我评估查问
受试者具备
的技能是否
匹配工作
需要

成本较高。测
试次数不多

TASK项
目，22 Eras-
mus+ （欧
盟）， 2017

比利时、西班
牙、法国、
意大利、土
耳其

测试母语沟
通、外语沟
通和数字
能力（基于
DigComp）。
给学生一个真
实生活场景（
五个能力领
域，4个不同
掌握水平之
一）。学生执
行任务，之后
根据TASK调查
问卷评估他们
的表现

基本；中级 配合自我评估
的运用评估

初中和高中 不适用 由教师管理的
网络工具

实际生活场
景。提供英
语、意大利
语、法语、
西班牙语和
土耳其语
版本

学生负责测试
自己的表现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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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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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ps:// dcp .eilab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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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ps:// www .oii .ox .ac .uk/ research/ projects/ measures -and -models -of -internet -use

7 h�ps:// www .oecd .org/ skills/ piaac/ onlineassessmment/ 

8 h�p:// elene4work .eu/ 

9 h�ps:// www .itu .int/ en/ ITU -D/ Sta�s�cs/ Documents/ datacollec�on/ ITU _HH _SQ _2018 .pdf

10 h�ps:// dl .acm .org/ cita�on .cfm ?id = 3237231

11 h�ps:// drive .google .com/ file/ d/ 1cG7UmhkMAm fEul5c9lfwxwxgxeVr6A2N/ view

12 h�ps:// www .ikanos .eus/ en/ 

13 h�ps:// www .iea .nl/ icils

14 h�ps:// icdl .org/ 

15 h�ps:// cer�port .pearsonvue .com/ Cer�fica�ons/ IC3/ Digital -Literacy -Cer�fica�on/ Overview 
.aspx

16 h�ps:// www .na�onsreportcard .gov/ tel _2018 _highlights/ 

17 h�ps:// www .nap .edu .au/ nap -sample -assessments/ ict -literacy

18 h�ps:// www .digitalliteracyassessment .org/ 

19 h�ps:// pix .fr/ 

20 h�ps:// www .oecd .org/ pisa/ 

21 h�ps:// www .oecd .org/ skills/ piaac/ about/ 

22 h�p:// www .taskeuprojec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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