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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由国际电信联盟（ITU）编制及出版，是ITU及电信中心基金会合作进行的青年就业及创

业举措的研究成果。该伙伴关系致力于通过解决青年进入就业市场时遭遇的挑战、重视创新方式及

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以及为提升青年自我发展、丰富知识及增强技能开辟道路，以期增强青年

就业、创业及社会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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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青年在寻求就业及争取理想收入时需面对重重挑战。放眼全球，相比于成年人，青年往往

更容易面临无业窘境或从事低收入、非正规工作。青年在事业初期苦苦挣扎，其影响可能持续其一

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采取可靠措施，确保青年享有很有意义的工作机会，让其过上充实且有价

值的生活。 

本报告旨在着重讨论一个能够提供前景广阔的解决方案数字化相关工作以及创业机会的领域。

如火如荼的信息技术革命正让从农业到医疗卫生等现有行业发生变革，并且正建立从微工作到应用

开发等新兴行业。这要求技术人员同时使用及开发电脑、移动电话及网络应用以推动上述变革。这

对技能的广泛性做出要求，即从 基本技能到高精尖技术不等，为不具备能力的人提供了发展机遇。 

信息技术革命还推动了新业务的创建。技术专家正不断点燃其创新动力，以空前的人数投入创

业大军。多国政府在意识到创业是一项可行的职业选择后，正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更多毕业生参与

创业，而非苦苦求职。 

ITU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年轻人参与创业以及从事 ICT行业。正因如此，本人为成为国际电

信联盟世界电信展青年创新者项目的赞助人而感到自豪，并且，本报告响应 ITU 及电信中心基金会

合作进行的青年就业及创业计划之要求而成功编制，本人对此十分欣喜。作为 ITU 电信发展局

（BDT）局长，本人通过落实包括王牌项目：移动促发展举措（该举措致力于利用移动电话功能，

以促进教育、商业、医疗、体育等各项事业）在内的若干计划，全身心投入到青年发展工作中来。

同样，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四举办的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旨在保证年轻女性加入不断扩大的

ICT行业中来。 

当下的新环境可让人们利用各类学习系统进行学习、享有各种职业匹配服务、参与大量创业课

程及竞赛，以及获得创业基金，上述种种让青年人享有若干优势。上述资源不少来自于私营部门，

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域，每月都有新资源问世，其中大部

分是免费或低价使用的。BDT新创建的青年就业及创业资源数据库（请点击www.itu.int/ITU‐D/youth）

已经将上述资源收录其中，以供全世界青年使用，我对此深感欣喜。 

要想让更多青年与这个充满机遇的新世界建立联系，需要做些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包括：树

立对不断构成及重塑就业及创业途径的力量与创新进行认识及理解。在这样一个动态环境中，政府

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更加善于实时制定及启动举措。该任务具有挑战性，但有时候该任务能够且

务必予以完成。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够发现成功，这要求我们加快脚步，改善下一代人的工作前景。

我希望该报告能够激励人们采取行动。 

 
电信发展局局长 

布哈伊马•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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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青年占世界人口的 17%及世界失业人口的 40%。这一危机影响许

多方面。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不仅妨碍经济发展，还会让青年备受打击，让其失去欲念，无力追求

充实且有价值的生活。随着青年不断涌入全球适龄工作人口大军，我们迫切需要对其加以关注，以

解决青年困境，为其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这个背景下，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正在变革旧有行业及开辟新型行业。从农业到制造业

再到服务业的各行各业均受到波及。该变革实际上让“数字素养”成为就业及创业的先决条件。

ICT 素养不仅让人们能够胜任传统行业的工作，还能够让人参与快速发生变革的市场中来（如业务

流程外包及微工作）。具备更高级 ICT 技能的人士能够利用“应用经济”“移动电话”、社交媒体

及游戏产业的发展带来的更大范围的机遇。 

对当今青年而言，若采取正确举措，这无疑是一次良机。沐浴在科技中的青年不断进入成人阶

段，成为数字原生代，他们很早就开始使用信息通讯技术，且与其父母相比能够更好地以富有创造

力的新方式驾驭信息通讯技术。本报告做出如下假设：为实现这些机会，更多工作有待落实。与发

达国家的同龄人相比，发展中国家青年的 ICT1使用经验远远不足。此外，即便有些青年能够使用 ICT，

但他们不具备获得事业成功所必须的 ICT 技能。市场需求及学校教育（正规及非正规）的教育内容

之间存在整体脱节。学校及其他学习中心难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许多学校还在使用老旧的教育

方式，与 ICT 技能的正确习得方式难以相容。更甚者，教学课程中更鲜有教授创业所需的知识与技

能。 

这种情况虽不甚乐观，但新学习机会呈爆发式涌现，能够让人们使用通常为免费或低价的新方

式习得所需技能。创建大量新就业选择的助推力同样带来了新的学习形式。开放式课程、翻转课堂、

移动学习及其他创新形式正重新界定教育方式方法，推动学习革命，能够让全世界更多青年获得学

习机会。 

为习得 ICT 及创业技能，以及把握新型 ICT 驱动下的职业前景，青年需要做些什么？当市场为

具备 ICT 技能的人士创造新机遇且人们能够上网学习该等技能时，还需要采取行动吗？当然需要。

许多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挖掘，且政策与课程项目出现脱节，这些潜在机遇无法得到利用。

新应用及服务的不断涌现让人愈发难以通过一致努力的方式使青年具备所需技能。因此，本报告的

首要目的是凸显新兴趋势，关注新的工作机遇、新技能及新的技能习得方式。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

了解可帮助青年实现美好未来的创新型新方式。 

在报告研究过程中，报告作者曾参与大量职位匹配服务、就业能力课程、竞赛及其他企业家课

程、在线学习平台，以及使用其他有用资源。很显然，将上述各项充分体现在合理篇幅的报告中近

乎不可能。因此，该项目开发了一份数据库，收录相关资源，且能够在有新资源可用后不断进行数

据更新。希望这份数据库能够为青年以供宝贵的财富，帮助其把握关键的就业及创业机遇。数据库

请见：www.itu.int/ITU‐D/youth。 

关注新兴趋势本身就存在风险。一些新兴市场及学习项目将成为重塑整个行业的巨大力量；而

其他的则可能难起波澜。即便如此，ICT 无疑会持续驱动变革，不去制定新战略将更有风险性。幸

运的是，与先前相比，本报告中列入的许多构想在实施时将消耗更少成本。技术与教育领域（包括

私人及非营利性）正推动着大量变革，创造新的机遇、服务及产品。例如可以试行而非创建一套新

课程。这样做需要公私合作、发挥想象力，以及不怕风险。新计划还需要进程追踪体系，能够进行

课程中期修正，放弃不适用的策略，以及明确及纳入新机遇。教育机构的敏捷性是制定成功计划的

关键所在，且这将在未来数年变得愈发重要。 

                                                              

1  参见第 4 章，ITU 的“衡量世界上的数字原生代”，《2013 年衡量信息社会》（日内瓦：ITU，2013），

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mis2013.aspx。 



数字机遇：针对青年就业的创新型 ICT 解决方案 

 

2 

1.1  报告结构 

本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背景信息。第 2 章列出了涉及青年失业及未充分就业情况的相关数据，

凸显了挑战的难度之大以及指出了促成当前局面的某些因素。第 3 章审查了三个行业  –  农业、医

疗卫生以及离岸服务，展示了信息通信技术在传统及新兴行业变革及开创新工作机会的方式。 

接着就是本报告的主要焦点，涵盖了新就业领域、新技能，以及新学习方式。第 4 章指明及讨

论了从微工作到应用开发等一系列新兴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是 ICT 进步及全球网络扩散的直接

结果）。其中许多领域正经历指数式增长。第 5 章及第 6 章讨论了利用新机遇所需的相关技能，第

5 章审查了就业技能，第 6 章主要探讨了创业技能以及创业技能培训项目。第 7 章审查了学习者习

得 ICT 及创业技能的各种方式，而且还专门讨论了新学习模式。第 8 章讨论了政府在支持青年就业

及创业中所起到的作用。第 9 章提出了一些总结性思考。 

1.2  注释及局限 

每一章节可能参考若干著作，参考文献委实卷帙浩繁。本报告无法对 ICT 与农业的融合方式作

深入探讨，也无法提供不同学习模式的教育学利弊，这都是超出本合同讨论范围的事项。更确切地

说，本报告旨在从宏观角度看问题，专注于进行高级别总结及讨论。因此这需要多次运用简洁轻快

的方式撰写报告。 

其中一项是对就业及创业的工作定义。本报告为实现其目的而采用了世界银行分类法。受雇型、

自雇型及务农。根据这一分类法，创业是一种自雇形式，包含于自雇。然而自雇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企业主创业不是为了开拓商机，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满意的工作。”2事实

上，“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微型及小型企业仅仅能勉强生存，发展机会有限。”3该定义并非意图

削减自雇型的重要性。它对创业而言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创业精神体现了熊彼特对企业家的看法，即认为企业家是充满活力、愿意铤而走险

开拓现有商机以及开辟新商机的人士。当前全球 大的创业动态研究项目  –  全球创业观察4衡量了

创业的多个阶段。首先需要潜在的创业者，该等创业者能在其领域内发现机遇，并相信其有能力创

业，并逐步成为新兴创业者。其他定义包括个人在寻求机遇时对恐惧及失败的忍耐程度。此外，大

社会通过将创业视为一种职业选择、提高创业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媒体中对创业者予以正面评价，

从而影响创业精神的传播。5本报告关注创业精神的早期阶段。 

2  青年与失业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青年失业形势严峻。该问题辐射规模巨大，阻碍了经济发展，让刚刚步入职场、

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青年失去了理想抱负。这一局面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在各区域有着不同表

现。本章提供了青年失业问题的相关数据及背景，并探讨了导致这一严峻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 

                                                              

2  Mohammad Amin，非正规部门创业者：必要性对机会 http://works.bepress.com/mohammad_amin/15。 

3  世界银行。《2013世界发展报告：工作》（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2年）， 

DOI: 10.1596/978‐0‐8213‐9575‐2。 

4  全球创业观察，《GEM2011 全球报告》，（巴布森公园出版：巴布森大学，2011）。

www.gemconsortium.org/docs/cat/1/global‐reports。GEM是当前全球 大的创业动态研究项目，由美国巴布森大

学、智力发展大学以及马来西亚敦阿都拉萨大学赞助，负责衡量创业的多重阶段。该研究项目始于 1999年，旨

在分析诸多国家的创业等级。该研究项目的创业衡量方式如下：通过各国研究小组实施调查及采访有关领域专

家的方式予以完成。 

5  世界银行，《2013世界发展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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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球危机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当前全球有 7300 万青年没有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工作

难求。6虽然全球青年失业率已经从 2002 年的 13.1%下降到 2007 年的 11.6%，但这一数字却出现反

弹并在 2013 年升至 12.6%。7此外，即便在失业率很低的国家，青年失业率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

倍或更高。青年失业可能性比其父母多三倍。8然而，如以下两点所示，官方失业数据背后却存在

更为严峻的挑战。 

未充分就业青年让失业率增加三倍。9这类人群主要为青年，他们在非正规部门就职，收入低，

无福利，且在遭到解雇后更可能无法享受任何补偿。其中不少属于仅供维持生计的工作，在亚洲、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拉丁美洲十分常见。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着接近 11%的青年失业率，但

是每四名就职者中就有三名从事非正规部门。这些工作虽可算作人员就职，但它们没有为个人生活

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此外，6.21 亿青年处于“闲赋”状态，即尼特族（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尼特族为 15

至 24 岁青年，闲赋比率依国家及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从 10%（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及乌克兰

之男性）到 50%（印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之女性）不等。10持续恶化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让青年完

全放弃求职或进修。 

图1：1991‐2013年全球青年失业量及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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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11 

 

                                                              

6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13），1。 

7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3。 

8  Jenny Marlar，《2011年全球失业率为 8%：青年失业可能性比其父母辈多三倍》，（Gallup.com，2012年 4月 17

日），www.gallup.com/poll/153884/Global‐Unemployment‐2011.aspx。 

9  Mona Mourshed 等，《从教育到就业：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体系》（华盛顿特区：麦肯锡政府研究中心，2012

年），www.improvingthestudentexperience.com/library/general/EducationToEmployment.pdf。 

10  世界银行，《2013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2），6，DOI: 10.1596/978‐0‐8213‐9575‐

2. 

11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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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各年龄段人群失业率 

在劳动力人群中，青年更易于遭遇失业及未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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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能不匹配 

许多国家仍努力设法走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除此之外，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出现了，专家

们称该趋势为技能不匹配。技能不匹配的含义如下：“受教育程度过高及技能过高者与受教育程度

低及低技能者共存，相关技能因长期失业而逐渐荒废。”12该状况对青年造成多重影响，增加了寻

找解决方案解决就业危机的难度，且就高素质青年而言，社会正“让他们失去宝贵的技能，制约生

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若高素质人才能够在合宜的岗位人尽其才，生产力的发展本可实现。”13 

据麦肯锡政府中心于 2012 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九个受调查国家中（巴西、德国、印度、

墨西哥、摩洛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英国以及美国），只有 43%的雇主表示他们能够找到具备

所需技能的雇员。14就理论及实践训练、问题解决能力及计算机素养而言，雇主希望新员工具备的

技能与青年实际具备的技能之间存在尤为明显的差距。15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地区间及地区内的失业状况迥然相异。通常，发达国家的青年长期

失业问题正变得十分严峻，让人们的不满情绪高涨，失去了对社会经济及政治体系的信任。在发展

中世界，“三分之二的青年人未得到充分使用，这表示他们处于失业状态，或间断性就业（更可能

从事非正规部门），或者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教育与培训。”16 

                                                              

12  同上，1。 

13  同上，1。 

14  Mourshed等人，《教育到就业》，10。 

15  同上，36。 

16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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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各地区青年失业率 

2000 2007 2016 %年及 至 年各地区青年失业率（ ）

来源： ：趋势计量经济模型， 年 月ILO 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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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 

2.3  地区趋势：发达国家 

据估测，2012年的青年失业率为 18.1%。17从 2008年到 2012年，青年失业人数上升了超过 200

万人，近年来这一局面仍未改善。到2012年第二季度，三分之二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超过15%。
18 

图4：2008年及2012年青年失业率（第二季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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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19 

 
   

                                                              

17  同上，3。 

18  同上，4。 

19  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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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青年群体（尼特族）是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2010 年日本与美国的尼特族比率分别为 9.7%及 15.6%，而当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尼特族比率平均为

12.8。20尽管尼特族青年存在高度多样性，但他们更可能生活在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低、属移民

或少数民族身份，或身体残疾。21此外，他们可能缺乏正规就业需要的生活技能以及欲获取新机遇

所需的社交网络。这致使尼特青年在步入成年后处于被边缘化的窘境。 

若青年既不上学学习也不参加工作，则社会不论当前与未来均需付出巨大代价。在欧洲，尼特

青年不参与就业需消耗大量费用：仅吸纳 20%的尼特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欧盟国家每年就能节省

总数超过 210 亿欧元的资金。22在美国，据估计每名失业青年每年需消耗的社会成本达 37 450 美元。
23这些成本包括收益丧失、医疗卫生、犯罪及受害成本消耗的公共费用，以及其他费用。24 

青年就业质量已经下滑。越来越多的青年发现他们的工作并不规范，例如临时就业或兼职工作。

根据西班牙与爱尔兰等国统计，青年兼职就业率在 2008 年第二季度与 2011 年第二季度间分别增长

了 11.8%和 20.7%。25三分之一的青年称其因无法找到稳定工作而从事临时工作，该比例自经济危机

开始后不断提升。26 

2.4  地区趋势：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高度多样性，从自雇及务农盛行的劳动力市场到传统与现代生产

模式共存的劳动力市场不等。27在发展中世界，约有半数工作属于非正规部门，虽然在 15 到 24 岁

的青年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花大部分时间接受教育及参与培训，在包括南非（自 2008 年初

超过 40%）在内的许多国家，青年失业率仍然令人担忧。28 

2.4.1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青年失业率 近出现下滑，但预计重新呈上升态势。29据 ILO 统

计，自 2003年起，青年失业率一直剧烈起伏，从 2010年到 2012年这 近两年，青年失业率从 15.4%

下降到 12.9%。然而，就中期而言青年失业率预计再次回升。各国间的青年失业率存在差异，但青

年失业率始终高于成人失业率。事实上，青年与成人失业率之比逐步从 2000年的 2.5上升到近年来

的 2.8。该值在越来越多国家超过 3.0，阿根廷与巴西既是如此。30 

                                                              

20  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日内瓦：国际劳工办公室，2012年），31。 

21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 世纪谋生》（巴尔的摩，国际青年基金会，2012 年），8，

hwww.microsoft.com/en‐us/news/presskits/citizenship/docs/ finalopp_for_action_paper.pdf。 

22  欧洲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基金会，《欧洲年轻人及尼特族：首批发现》，（欧洲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基金会，

2011年），5。 

23  Clive R. Belfield, Henry M. Levin, Rachel Rosen，《机会青年的经济价值》，（华盛顿特区：国家及社区服务组织及

白宫社区解决方案理事会，2012年），2。 

24  同上，15。 

25  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21。 

26  同上，23。 

27  世界银行，《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 

28  同上。 

29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8。 

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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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女性青年的失业率尤其居高不下。待业青年女性（17%）比待业青年男性（11%）

高出 6 个百分点，在南锥体国家这一差异 为巨大。31该差异反应了许多雇主继续仅向男性提供特

定工作，他们认为，女性休产假会增加劳工成本。 

低质量的学校教育及高辍学率妨碍了青年就业率的提升。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

会，完成高质量的中学教育是增加优质工作机会的必经之路。32虽然这一地区进入中等教育的青年

占比约为 89%，但完成中等教育的人数不足一半。33此外，教育成果率表明，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

计划（PISA）评估的全部三项科目中，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排倒数第三，且 30%到 80%的

学生全科成绩 差。34 

就业机会并不必然随着教育水平上升而增加。在阿根廷、智利及秘鲁等国家，受过中等教育青

年的失业率高于受过初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青年。35该情况反应出了技能不匹配现象，受过大学教

育者比仅受中学教育者更加抢手。 

2.4.2  阿拉伯国家 

中东地区的青年失业率仍旧为世界 高。据估计，2012 年中东青年失业率为 28.3%，北非为

23.7%。36尽管过去 20 年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对青年而言，劳动力市场条件仍不容乐观。
37性别不平等在这一区域十分普遍，青年女性的失业率为 42.6%，而青年男性则为 24.5%。38 

青年面临发展不完善的私营部门及不断扩大的非正规部门。中东的 15 至 24 岁青年占总人口的

21%，居世界首位。39尽管这是经济发展的一大机遇，但私营部门并未创造足够的工作来满足地区

需要。因此，获得大学学位的青年与学历较低的同辈人而言更易于出现失业，或受雇于非正规部门。
40中东地区的非正规就业者约占劳动人口 67%，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地区。41因而中东的年轻人更易

于先通过非正规部门进入劳动力市场，随后再转向公共或私营岗位。42 

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就业岗位与公共部门岗位密切相关。青年人更可能寻找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

原因在于公共部门岗位的薪酬更高、福利更好、工作时间更短以及工作完全有保障。然而，公共部

门的岗位正不断缩减。同时，青年仍旧寻求公共部门的工作机会，私营部门未有足够的新岗位填补

空缺。该区域亟需科学、技术及工程方面的技术培训。43 

                                                              

31  国际劳工组织，《拉美的体面工作及青年》（日内瓦：ILO，2010），18。 

32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世纪谋生》，6。 

33  UNESCO 圣地亚哥，《教育、青年及发展，UNESCO 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圣地亚哥：UNESCO, 2010），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91/189108e.pdf。 

34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世纪谋生》，2。 

35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8。 

36  同上，4。 

37  国际劳工组织，《2012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7。 

38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9。 

39  世界银行，《未经之路：中东及北非的教育改革》，执行摘要，（华盛顿特区，2007），11。 

40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 世纪谋生》，3。 

41  世界银行，《寻求更好的工作：中东及北非地区的非正规工作挑战》（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1）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1/12/15572235/striving‐better‐jobs‐challenge‐informality‐middle‐

east‐north‐africa‐region。 

42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世纪谋生》，5。 

43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世纪谋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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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中南欧及独联体 

该区域的青年失业率总体上出现下降，但是在总体下降背后，各国间及国家内存在诸多差异。

2009 年该区域的青年失业率达 20.4%，随后于 2012 年下降至 17.9%。44在一些国家，青年失业率居

高不下（如亚美尼亚，达 39.1%）。在其他国家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例如在阿塞拜疆，青年失业率

已经从 1999年的 18.4%下降到 2010年的 11.0%；在土耳其该数字从 2009年的 25.3%下降到 2012年

的 17.5%。地区差异十分明显，在俄罗斯联邦，莫斯科的青年失业率为 5%，而车臣为 51.3%，印古

什为 86.7%。45 

该青年劳动力市场与拉美及阿拉伯国家存在多方面差异。该地区的青年及为受教育人群并未增

长，相反，由于人口外流及落后的医疗条件，中东欧的适龄工作人口正在减少。 

在许多国家技能不匹配现象难以消除。“一方面，并没有足够的工作供青年大学毕业生从事，

另一方面，对各层次技术工人及蓝领技工的需求量十分大，且其供不应求。”46这一区域有数量庞

大的科学、技术及数学等专业的毕业生，这些都是当今雇主高度青睐的专业。47在 2008年的一次调

查中，40%的雇主因无足够的技工可用而表示不满，这一高比率凸显了技能不匹配问题。48经国际

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对教育程度进行评估，该地区的教育体系能够提供充分的基础技能教育，

但无法培养问题解决能力或批判性思维等高阶技能，而后者正是各大企业不断要求具备的技能。49 

2.4.4  亚洲 

相比之下，亚洲的青年失业率比其他区域低。南亚（9.3%）与东亚（9.5%）地区有着 低的青

年失业率，而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青年失业率要略高一些（13.1%）。50 

亚洲青年面临更高的贫困水平及庞大的非正规部门。约有 24%的青年劳动者生活贫困，ILO 估

计，70%的贫困青年劳动者属务农人员。51农业部门的工作通常没有福利、保障，且劳动者会遭受

压迫，属非正规工作。 

在中国，存在着农村/城镇居民受教育不平等现象。中国 15 到 24 岁的有 2.25 亿人，其中生活

在农村地区的约占 61%。52在中国农村地区，半数青年完成初中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城镇青年

少完成高中教育。这导致 17%的城镇青年进入大学学习，相比之下农村青年仅有 5%。53 
   

                                                              

44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7。 

45  同上，17。 

46  同上，17。 

47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 世纪谋生》，5。 

48  Lars Sondergaard 和 Mamta Murthi《技能而不仅仅是毕业证书支配着东欧及中亚的教育结果》（华盛顿特区：世

界银行，2012），4。 

49  同上，5。 

50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13‐15。 

51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 世纪谋生》，10。 

52  同上，11。 

53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青年就业报告》（日内瓦：ILO，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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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青年人群正接受低水平的教育。印度青年平均仅接受七年教育。此外，不同种姓、阶

级及性别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 富有的 20%青年接受十一年教育，而 贫困的五分之一人

平均仅接受 4 年教育。54技术/职业教育及培训无法弥补该教育缺陷，原因在于仅有 6%的城市青年

与 3%的农村青年进入能够提供上述教育的中等学校学习。55 

2.4.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青年失业率为 11.8%，该区域各地的差异十分显著。56青年失业率 高

的国家包括南非（超过半数青年处于失业状态）、纳米比亚（2008 年青年失业率为 58.9%）、留尼

旺（2011年青年失业率为 58.6%）及莱索托（2008 年青年失业率为 34.4%）。57 

2012 年非洲低薪劳动者占比为 40.1%，属全球 高。58超过四分之三的劳动者从事于非正规部

门。59这远高于所有其他地区（南亚除外）。这导致非洲青年通常处于不利的就业条件下。ILO估计，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每年平均有 210 万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凸显了增加除传统部门外的新

工作机遇的要求。 

图5：各地区非正规部门就业占比（2009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北非

中东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南亚

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

东亚

中欧、东南欧（非欧盟国家）及独联体

发达经济体及欧盟

全世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来源：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 

青年受教育程度长期得不到提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仅有 77%的学生接受初等教育，属全

球 低。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青年占比就越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仅有 41%的男孩与 32%的

女孩接受中等教育。60从短期来看，青年人仍可能继续靠非正规部门谋生。 

                                                              

54  UNNESCO，《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巴黎：UNESCO，2010）。

www.unesco.org/new/en/education/themes/leading‐the‐international‐agenda/efareport/reports/2010‐

arginalization/。 

55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 世纪谋生》，12。 

56  国际劳工组织，《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20。 

57  同上，20。 

58  同上，20。 

59  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26。 

6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1 年全球教育文摘》，（蒙特利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1

年），www.uis.unesco.org/Education/Pages/ged‐20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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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就业机会  –  宏观部门 

信息通信技术（ICT）正在向各个经济部门及各类工作扩散。在当今就业市场，信息通信技术

被认为是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找到理想工作前必须具备的重要技能。ICT 技能不仅仅是信息技

术（IT）部门要求的工作技能。对 ICT 技能的要求遍及从农业与建筑施工到教育与服务行业的各个

部门。61人们预计，就欧洲而言，五年内各行业 90%的工作将需要技术技能。62虽然该比率在发展

中国家无疑较低，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工作将需要 ICT技能。 

本章探究了 ICT 如何对下述三大产业带来变革：农业、医疗卫生及离岸服务。本文选用这三大

产业来说明 ICT 带来的大范围变革，从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体力劳动密集型产

业）到医疗卫生（因 ICT 进步而出现了一些 深远变革的产业）再到离岸服务（其存在与 ICT 息息

相关的产业）。正如下文所述，与 ICT 相关的应用及创新常常对效率和效果带来长足进展，以及让

人们步入全新机遇。 

ICT 主导了所有劳动力部门的变革，这会让具备 ICT 技能的青年拥有良好的就业形势及创业前

景。在本文考察的几大产业中，离岸服务产业的雇员大部分是青年，因此对其所带来的机遇进行量

化 为容易。 

3.1  农业 

农业是一个正变得愈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随着这一趋势不断增强，ICT 相关就业机遇也在不

断增多。改进劳动技能正成为农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农业价值链正变得愈发复杂、严格的公

共及私营产业标准正予以执行，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这都凸显了投资劳动力

发展的必要性。63 

及时获取信息及通信让务农人员能够处理甚至获益于如下挑战：人口增长、持续性价格波动、

气候变化或者食品市场整合。ICT甚至能在小佃农农场及其农业活动中站稳脚跟。64 

农业生产力正通过对各类 ICT 技术的应用而得到持续发展，包括地理信息系统（GIS）、无线传

感网络、数据仲裁软件以及短信（SMS）。同时，电信网络正向农村地区扩展，这是农业面临的一

大主要挑战。 

帮助采集农业数据的各类工具能够帮助发展增产技术，如改良种子、通过生物技术开发的作物、

拖拉机、农药、化肥及灌溉系统。65由于农业创新系统的数据化程度不断加深，采用 ICT 对该等系

统进行监控、对多个流程中众多利益攸关方的干预进行追踪，以及提高系统性能评估效率的机会越

来越多。66 
   

                                                              

61  Maria Garrido,  Joe Sullivan，以及 Andrew Gordon，《理解 ICT技能培训和就业能力之间的联系：一个分析框架》

信息技术&国际发展，8，2号，2011年。 

62  欧洲委员会，《2012年 e技能周：这有一份工作等着你》，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

259_en.htm?locale=en。 

63  Tina George 等，《劳动力技能升级：发展中国家的员工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杜克大学：全球化中心、治理

和竞争力（杜克 CGGC），RTI国际，2011），16。 

64  Tina George等，《农业中的 ICT：把小农与知识、网络和机构连接起来》，（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2011年），24，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1/11/16569539/ict‐agriculture‐connecting‐

smallholders‐knowledge‐networks‐institutions。 

65  同上，109。 

66  George等，《农业中的 ICT：把小农与知识、网络和机构连接起来》，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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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知识工作者（CKW）项目由乌干达格莱珉基金会提出实施，即构建一个信息中
介网络，使用移动技术向小佃农提供农业信息及服务。该等服务包括提供农业情报及建
议、天气预报、市场平台、供应商名录及其他事项。格莱珉基金会与当地农业研究组织
及其他专家开展合作，对相关内容与服务进行组织管理。当前有 98 名社区知识工作者
在东乌干达提供服务，按计划，该人数在未来三年将予以扩充。 

网站：www.ckw.applab.org 

3.2  医疗卫生 

医疗保健是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ICT 带来的创新正让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

中低收入国家仍面临看病不平等、看病贵、医疗条件差等严重问题。“稀缺资源分配无效，且关键

利益攸关方之间缺少合作，这重复劳动、责任重叠及资源浪费变得十分普遍，使之成为棘手的问

题”。67鉴于此，决策者们正寻求创新型解决方案，来消除医疗保健的地理及财政障碍。这激起了

人们使用 ICT（特别是移动电话）解决全球医疗卫生挑战的兴趣。 

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使用卫生市场创新中心（CHMI）的数据，分析了使用全球医疗卫

生创新型解决方案的 176 个项目。通过分析，发现了医疗卫生产业通过下述六个关键方面对 ICT 进

行使用：68 

1.  扩大地理获取范围：与传统的科室问诊不同，技术可用来设置视频会议，从而为农村患者

提供远程服务，和/或向医生发送即时信息询问医嘱。 

2.  促进患者沟通：技术可方便医生和患者在科室问诊外进行沟通。 

3.  改进诊断与治疗：技术增进了临床医疗成果，为进行临床决策与诊断的医生提供 

实施帮助。 

4.  改进数据管理：通过使用能够电子采集信息的个人数字助手等设备，让特别是在偏远地区

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容易。 

5.  简化金融交易：通过使用移动电话应用，加快了医生和病患之间的金融交易速度。 

6.  减少欺诈与滥用：技术可用来验证医药产品、患者身份和/或金融交易。 

                                                              

67  infoDev，《改善健康,连接人类：发展中国家 ICT 在卫生部门的作用》infoDev 工作文件#  7，2006 年，9，

www.infodev.org/articles/improving‐health‐connecting‐people‐role‐ict‐health‐sector‐developing‐countries。 

68  世界卫生组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E‐health：发现于健康市场创新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告，

2012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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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不同目的指导下的技术辅助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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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12 

该 WHO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 CHMI 研究的项目中，27%的项目以 ICT 为主导技术。医疗卫生的

各个领域均涌现出技术解决方案，其中又以 HIV/AIDS、一般初级保健及妇幼保健为主导。此外，大

部分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依赖于移动电话（63%）、电脑（39%）或二者。69文本短信似乎并未得到

广泛应用。项目实施者似乎更愿意选择语音留言而非文本短信，在与文盲群体合作时尤其如此。70 

图7：不同年份启动的使用ICT的项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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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 

该WHO研究还显示，许多项目正遭遇重大阻碍。71 终用户在接受技术时出现问题，其原因可

能在于对该技术不熟悉、缺乏文化适合性或缺少采用新工具的动力。电气及网络基础设施时有缺乏，

这解释了为何有些项目选择移动电话而非电脑。诸如初始及维持成本等问题同样妨碍了项目实施。 
   

                                                              

69  同上。 

70  同上，5。 

71  同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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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SMS 是由诺华公司领导、由坦桑尼亚卫生和社会福利部、IBM、疟疾药物事业
会（MMV）、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沃达康及沃达丰赞助实施的公私合作项目。
该项目隶属于全球“防治疟疾伙伴关系”。 

生命 SMS 仅用简单的移动电话，就能方便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获得必要的疟疾药
物。该项目综合使用移动电话、SMS 信息及电子地图技术来追踪公共医疗机构每周的药
品存货量。该项目通过上述措施旨在减少药品枯竭现象、解决用药难问题以及降低疟疾
致死率。试点研究表明，药品枯竭现象显著下降。在坦桑尼亚，超过 5000 家医疗机构
采用了生命 SMS 项目，新试点与计划已于喀麦隆、加纳及肯尼亚开始实施。 

网站：www.smsforlife.com 

3.3  离岸服务 

在过去二十年，离岸服务业已经成为 具活力的行业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雇佣人数约为

410万人。ICT革命让服务生产及消费出现分离，以及可能会让新型经济体首次为世界服务行业做出

贡献，改变各大企业的经营方式。技术密集型工作一度由发达世界包揽，现在已扩散到任何地区。

这些服务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处理外包（KPO）以及行业特

定服务。7273 

离岸服务是中低收入国家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的潜在媒介。74该行业薪资优厚、为毕业生及专业

人士提供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向农村女性或失业青年等边缘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离岸服务也能够通

过微工作与众包渠道（如下一章节所述）予以履行。该行业的发展还可带来继发效应，如增加相关

产学对接教育需求。因此，除创造大量直接就业机会外，据估计每增加一个离岸服务就业机会，就

能额外增加四个间接就业机会。75 

各大企业与国家在明确该行业的利基市场时，通常会遵循下述五大轨迹：76 

1.  进入价值链：公司在进入离岸服务价值链的一个普遍方式是建立呼叫中心业务。这让低收

入国家有机会参与知识经济。 

2.  更新业务流程部分：已经建立基本 BPO业务（如呼叫中心）的公司可以开发新的高价值服

务。例如，公司可以让其呼叫中心从事 CRM 管理业务。 

3.  提供完整服务：从事 ITO 及 KPO 服务的公司可以选择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包括 BPO 服

务）。 

4.  将 IT 公司扩展为 KPO 服务公司：IT 公司可以让客户寻找解决方案解决悬而未决的业务问

题。 

5.  行业专门化：为各类行业提供某些 ITO、BPO 及 KPO 服务的公司能够开始向专门化方向发

展，以及专门应对主要的高价值或低价值行业来培养专长。 

                                                              

72  Gereffi等，《技能升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发展和全球价值链》，276。 

73  ITO 是离岸服务价值链的基本构建块，并集中在软件的生产和使用。BPO 是一种不同类别，包含和企业资源管理

（ERM）、人力资源（HRM）和客户关系（CRM）相关的活动。KPO 指的是专业和高附加值活动，往往需要专业

的许可，如法律服务。 

74  Gereffi等，《技能升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发展和全球价值链》，140。 

75  同上，141。 

76  同上，150。 



数字机遇：针对青年就业的创新型 ICT 解决方案 

 

14 

一个国家若想进入离岸服务全球价值链，则其劳动力不应仅具备基本技能而已。大部分劳动者

可能需要专业化培训，以弥补当地教育体系与服务全球市场所需的高品质标准之间的差距。77这包

括英语培训以及新技术与新工艺培训，后者需经 ITO 行业的全球认证获取。78 

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 

虽然印度与菲律宾等国是离岸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许多其他国家也发现了巨大机
遇。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已经成功实施了主要针对美国西班牙
市场的“近岸”概念。这一概念利用了这些国家的时区优势、文化及语言相容性以及低
费用。多米尼加共和国于 21 世纪初进入这一产业，截至 2010 年，该国已拥有 65 个服
务中心及 25 000 名雇员，其离岸服务产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相比之下，萨尔瓦多及危地
马拉各有 9 000 名雇员从事这一行业。79由于这些国家主要服务西班牙市场，客户使用
西英混合语，这需要呼叫中心工作人员懂得英语。因此上述三国均提供相关项目来提升
客户的英语能力。 

4  新就业与创业机遇  –  新兴行业 

ICT 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愈发常见，数字产品服务市场在不断扩大，这可为青年创造超越传

统范式的新就业机遇。青年找工作及进行工作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世界各地的青年不再从当地报

纸上寻觅工作机会，相反，他们通过浏览招聘网站的招聘信息表来发现就业机会。网络使用受限的

青年则在电信中心、图书馆、网吧等公共场所寻找工作，许多青年甚至通过其移动设备找到并开展

工作。“工作地点”这一概念现已不仅仅局限于当地，这对于难以在当地社区找到就业机会的青年

而言意义重大。众包及微工作等新型外包方式正向全世界青年提供基于任务及项目的工作机会，其

中许多机会并不限于高技能开发人员拥有，而可留给能使用相对简单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半熟练及低

技能工人。80 

全球范围内，对移动技术的使用在扩大青年就业机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就业增长的巨大潜力

源自于对移动电话辅助式服务的需求。81青年可以通过其手机找到及开展工作、开始创业、甚至获

得报酬。青年正从事移动微工作，同时还经签约在其社区从事市场调研工作。对青年而言，M‐

PESA82等移动金融服务正让获取服务报酬及实施创业变得更加容易。 

考虑到移动手机的发展，人们开始十分关注移动应用以及新兴“应用经济”83会如何为全世界

青年带来新工作机遇。许多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直接在软件开发公司找到了工作。此外，拥有创业

抱负的开发人员还有机会启动属于其自己的基于应用的业务。 
   

                                                              

77  同上，277。 

78  同上，278。 

79  同上，169。 

80  Vili Lehdonvirta Mirko Ernkvist。《虚拟经济的知识地图：将虚拟经济转入发展潜力中》（华盛顿特区：infoDev，

2011年），28，www.infodev.org/en/Publication.1076.html。 

81  世界银行，《信息和通信的发展 2012 年最大化移动》，（华盛顿特区，2012年：世界银行，2012 年），

http://go.worldbank.org/0J2CTQTYP0。 

82  M‐PESA（M 代表移动，pesa 是斯瓦希里语）是一个创新的移动传输解决方案,能够让客户转账的方案。它是针对

没有银行账户的移动客户，或通过选择，因为他们无权使用银行或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证明一个银行账

户。肯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M‐PESA的国家，以 Safaricom和沃达丰之间伙伴关系的名义制定的。 

83  应用经济是指围绕手机应用的经济活动的范围。应用经济包含了应用程序的开发和销售，免费应用程序产生的

广告收入或公共关系和设计应用程序运行的硬件装置。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8141/app‐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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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察了涉及 ICT 及青年就业创业的一系列新机遇。首先探讨了青年通过数字化就业选配服

务找到工作的相关方法，其次探讨了 ICT 辅助型就业的新机遇。本章随后考察了不断增长的应用产

业、其带来的就业潜力，以及与成为应用创业者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需要技术人员开发易于残障

人士使用的软件及网站。 

由于 ICT 修理、维护及销售仍是全世界青年的一个就业渠道，本章也对其进行了考察。 后还

考察了绿色工作可能为青年带来的就业机会。 

4.1  网络工作服务与工作匹配 

虽然对有技能、受过教育的工作者而言，使用现有网络工作匹配服务寻找工作机会乃司空见惯

之事，但许多工作者可能无法查看网络上的招聘广告，并且可能没有必要交际圈，无法发现工作机

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信息往往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开的，这就将人们限制于身边社交圈子。

由于许多工作匹配服务的目标用户是高素质应聘者，因此雇主可能会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难以找到低

技能工作者来从事入门级别的工作。 

移动手机正变成求职者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发展中世界，许多工作匹配服务能够简化求职过程。

这些服务将为具备基本读写素养但不能制作简历或搜索网络资源的人群带来福利。84 

SoukTel 工作匹配项目让雇主（该等雇主正通过易于使用的 SMS 及移动语音技术寻
找员工）与数千名阿拉伯国家求职者实现对接。雇主将空缺职位录入 SoukTel 数据库。
青年求职者使用移动电话在 SoukTel 系统中创建及更新个人信息。当空缺职位与求职者
的资质相匹配时，这些求职者就会收到短信通知。SoukTel 的移动式求职功能在中东及
非洲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此等地区的青年女性可能无法同男性一样自由地通过传统方
式来求职，且网吧里主要是男性顾客。 

网站：www.souktel.org 

4.2  微工作与众包 

如第三章所述，离岸服务已经成为 具活力的行业之一，从事该行业的人员遍布世界各地。

2000 年印度出现了首批 BPO 呼叫中心及数据处理设施，自那时起，外包任务的类型、粒度及合作

均有发展。除了声音及传统数据录入外，编码、标注及基于文本的任务可分为能够向全球分布的小

型单元。这些新的外包方式被称为众包及微工作。 

众包指的是将任务或大型项目外包给分布式人群的做法。众包可以在线上及线下发生。众包与

普通外包之间的差异是：众包将一个任务或问题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而非员工等特定群体。85 

                                                              
84  世界银行，《2012 年发展信息和通信：将移动最大化》，75。 

85  “众包”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dsourcing，2012 年 10 月 3 日通过。参考 Jeff Howe，众包

的崛起（《连线》杂志，2006年）www.wired.com/wired/archive/14.06/crow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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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众包对微工作 

表 众包与微工作之间的差异8.

       众 包
（ ）Howe 2008

微工作    小型任务
2 30（ 至 秒）

   从 小型任务
  （2至3 0秒）
   到 大型项目
（数日或数周）

公开征集、
职员、分包商、

供应商、BPO
网络游戏

公开征集

所有工具及信
息均植入工作者
的用户界面（ ）UI

 工作者可能
需要外部工具

从基本的计
算机技能到
语言技能

  从基本的计算
  机技能到语言
技能及专业技能

任务量 工作者来源 工作者的工具 技能

 

来源：作者阐述与Howe（2008） 

众包 

众包商业模式能够让高水平技术人员获益。众多工作者通过某些模式，共同完成细分为众多小

单元的单一任务（类似于微工作，详情请见下文）。其他模式基于用特定项目匹配合格工作者；则

工作者可单独或与团队一道完成项目。大部分工作者通过 PayPal 等电子支付系统获得报酬。尽管批

评家指出，众包还能让公司避免向这些工作者提供医疗等社会福利，但作为能让雇主即刻扩大劳动

力的一种方式（同时无需承担雇佣全职雇员时消耗的投资及投入），众包正变得愈发受人欢迎。维

基百科是众包的一个范例，其通过众包的方式维护方方面面的业务、网站及论坛。86 

CrowdFlower 

CrowdFlower 是最大的众包平台之一，提供从亚马逊、易趣及淘宝等主要零售及拍
卖网站的产品分类及产品标注服务，到客户数据库管理服务再到内容拓展服务的一系列
服务。人工标注产品及搜索结果耗费时间，但对其需求居高不下，且该工作需要快速完
成才能提高销售量。CrowdFlower 通过使用众包，其劳动力遍及 70 多个国家，使用多种
语言，实现 24 小时连续工作，并且可使用多达 50 万人的工作者来分配不同任务及提供
近 实 时 答 复 。 通 过 校 对 及 检 查 ， 确 保 任 务 的 精 确 度 ， 检 查 结 果 反 馈 给 客 户 。
CrowdFlower 于 2007 年启动，目前其总部位于旧金山。87 

网站：http：//crowdflower.com 

   

                                                              

86  Anjali Ramachandran，“众包的例子”，http://crowdsourcingexamples.pbworks.com和

http://crowdsourcingexamples.pbworks.com/w/page/16668424/Individual businesses% 2C网站或论坛来引导在线群

众的力量。 

87  Lehdonvirta及 Ernkvist，虚拟经济的知识地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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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工作 

微工作是由某大型业务流程或项目分化出来的一系列小型任务，能够通过网络或移动设备予以

完成。微工作被视为是虚拟流水作业线中 小（ 粒化）的工作单元。88需要的技能水平也是 低。 

微工作与众包相互配合。通过使用网络或移动设备，粒化任务可以借助“聚合器”跨越地理边

界，向各地区的工作者进行分配。每完成一项工作，工作者就可获得少量报酬。微工作适用于无法

自动完成且可以由不具备特定技能或未经培训的工作者于数秒内完成的任务，例如为某电商网站上

的产品贴标签。 

微工作被称为是一种数字化蓝领工作，无需培训就可上手，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许多微工作从

业者。微工作让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者获益，女性及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及未充分就业率往往更高，但

他们可从弹性创收机会中获益，因此微工作对他们而言尤其大有裨益。89 

微工作市场发展迅速。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微工作市场每年能创收 4.5亿到 9亿美元，解决 145

万到 290 万人的就业问题。在过去 10 年，超过 100 万名工作者共获得 10亿到 20 亿美元收益。90 

许多组织对微工作采取“双重底线”办法，即让难以找到稳定工作的人员在业务流程外包中心

成为主要工作者，负责向国内及国际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基于信息的服务。该构想通常被称为影响

力外包，旨在为金字塔底层的工作者同时创造业务及工作价值。91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一项

研究表明，截至 2020 年，影响力外包每年可创收 554 亿美元，以及解决 290 万人的就业问题，或

者说，占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人员的 25%。 

同时还有其他类型的微工作举措，如世界银行 infoDev 项目的 m2Work 挑战（以手机微工作命

名）。该挑战旨在鼓励人们提出关于微工作项目的创意，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数字化就业岗位。

m2Work 挑战号召参赛者发现现实世界中可由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通过联网手机予以解决的问题。

m2Work 挑战的座右铭是：“从百万任务到上千就业”首届 m2Work 挑战的获胜者是印度技术开发

者 Aadhar Bhalinge 的智能人力车网络（SRN）。该工具可用于发展中国家，借助人力车夫实时向订

阅服务发送路况更新，从而以非常低的成本实现地图众包。第二名是亚美尼亚的 Alexander 

Shakaryan，其MicroForester应用能够为人工造林项目提供帮助。 

Samasource 公 司 是 一 家 为 全 世 界 工 作 者 提 供 线 上 工 作 机 会 的 非 盈 利 组 织 。
Samasource 获得与谷歌、财捷及思科等公司的合约；向领英及美国国务院提供过服务，
曾提供过数据输入、数字化、内容审核以及其他服务。与海地、巴基斯坦及乌干达等国
的伙伴组织开展合作，向包括 1 600 名女性及青年的劳动力群体进行分配子任务（“微
工作”）。提升工作者能力，包括培训计算机及英语技能。 

网站：www.samasource.org 

   

                                                              
88  “微工作”，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rowork，2012 年 12月 3日通过。 

89  世界银行，“新领域和工作的机会。ICT戏剧性地重塑全球就业市场”（ICT政策指出，世界银行， 

2012年 6月）。 

90  同上。 

91  摩立特集团，“通过建立影响力采购的领域来创造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2011 年），

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blog/job‐creation‐through‐building‐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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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用开发 

人们猜测指出，应用开发产业的不断发展将如何为世界青年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社交媒体及相关应用的快速发展乃是当今世界 大的经济及技术现象。自 iPhone 手机于

2007年问世以来，截至 2013年 7月，应用经济仅在美国就创造了大约 752 000个应用相关岗位。92

在 28 个欧盟国家中应用经济创造了 530 000 个应用相关岗位。93 

应用启发了新一类创业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孕育出价值数十万亿美元的产业。2013 年 10 月

苹果应用商店有超过 1 000 000 个上架应用，该数字较两年前翻了一番。安卓应用的数量以近乎相

同的速度快速上升。 

游戏应用仍被视为 赚钱的一类应用。全世界的青年渴望通过开发下一个《愤怒的小鸟》来赚

钱。有趣的是， 近举办的 Pivot East（东非移动开发界应用竞赛）竞赛的两款优胜应用均为游戏产

品  –  一款小巴车竞技游戏（在 200多个国家有 150 000余次的下载量），以及一款以非洲丛林为背

景的动作游戏应用《丛林求生（Tough Jungle）》。 

然而，人们仍未确定应用经济可持续性如何，以及应用经济能否为新型市场带来足够的收益来

支撑该新一代创业者。Vision Mobile 研究报告显示，在更加成熟的市场中，只有少数几家应用开发

商能够靠开发应用维持生计。94 

要想让某款应用在市场上保持常青，不能仅在开发、发布应用后就坐等利润入库。还需要投资

进行长期研发、更新及增加新功能。应用商店竞争激烈，为应用增加新功能对保持应用排名和评论

数量而言十分重要。 

应用经济创造的工作数量难以测定。任何一个特定应用均可能由某位青少年程序员或大公司的

大型团队予以开发。 

应用经济的工作可分为下述几类： 

•  运用应用经济技能的 IT相关工作，即开发、维护或支持移动应用的能力。 

•  在同一公司为应用开发者提供支持的非 IT工作（如人力资源或市场营销）。 

•  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由应由开发者支持的工作。 

应用经济的雇主类型列举如下95 

•  可为其自身或客户开发应用的大中小型应用开发商。 

•  开发应用供用户以其名义使用的媒体及软件公司。 

•  使用应用接触客户的金融及零售公司。 

•  其他开发应用供内部及客户使用的大型非技术性公司。 

•  需要少数应用开发者的较小型非技术性企业。 

•  需要应用开发者履行职能的非盈利组织及政府机构（包括军队）。 

•  帮助管理所有新技术的支持型公司。 

•  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及 RIM等开发及维护移动应用生态系统/平台的大型公司。 

                                                              

92  Michael Mandel，“应用软件商店五周年上的 752000 应用经济工作”（进步政策研究所，2013 年 7 月），

www.progressivepolicy.org/2013/07/752000‐app‐economy‐jobs‐on‐the‐5th‐anniversary‐of‐the‐app‐store/。 

93  Andreas Pappas，“欧盟应用经济：530,000 个就业岗位，并且继续上升”，（Vision Mobile，2013 年 9 月），

www.visionmobile.com/blog/2013/09/report‐the‐eu‐app‐economy‐530000‐jobs‐and‐rising/。 

94  视觉移动，《2012 年开发经济：新的应用程序》，（2012 年 6月）4，

www.visionmobile.com/blog/2012/06/report‐developer‐economics‐2012‐the‐new‐app‐economy/。 

95  Mandel和 Scherer，“应用经济的地理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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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用经济开发基础设施及配套技术的大型技术公司。 

•  将应用开发纳入起庞大服务范畴内的会计及 IT咨询公司。 

4.3.1  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需求 

虽然截至目前关注点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青年开发英文应用的潜力，但人们认为行将面世的

1000万款应用并非面向当前的主导市场，而是旨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对本土应用的需求。欧洲是北美

应用开发商的首要出口区域（占北美开发商的 22%），但比亚洲高不了太多（17%），在北美开发

商看来，其他区域的需求量相对较小。96在拉丁美洲及亚洲，大量应用开发商（分别为 44%及 38%）

认为本土需求量不大，这些地区的开发商大部分向目前应用（特别是付费应用）需求量更大的北美

及欧洲出口应用。例如，图 9 显示了只有 56%的拉美应用可在当地下载，向北美、欧洲及亚洲出口

的应用占比分别为 40%、22%及 7%。然而，人们估计，在几年之内，随着手机普及率及这些地区的

用户参与度率不断提升，上述市场的本土应用需求会达到欧洲与北美相同水平。 

图9：全球应用贸易路线示意图 

全球应用贸易路线示意图
认为应用在本土或国际市场的下载量最多的开发商占比( = , )n 1 504

北美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北美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非洲拉丁美洲
区域内部需求

区域外部需求

 

来源：2012年开发者经济学报告 

   

                                                              

96  视觉移动，《2012年开发经济:新的应用程序经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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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专注于区域内发展或为区域发展而服务的开发者而言，可通过填补本国市场的某类应用空

白来获得商机。开发者有机会推出本土语言版且内容切合当地情况的应用产品。新兴应用经济体的

市场潜力大，其市场规模比英语国家与欧洲大得多。全世界的开发商必须加快推出本土语言应用，

解决语言问题。这些机会在市场巨大、用户参与度及智能手机普及率快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亚洲国

家、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及非洲国家）尤为强势。 

4.3.2  应用开发的技术中心 

当前，技术中心正在发展中世界各地遍布开来，这对技术创业者而言是 令人振奋的发展现状

之一。这些孵化空间通过实现互联互通、提供支持平台、辅导及促进合作，以解决青年数字创业者

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它们对对新兴数字经济体而言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为了实现应用经济下的经济增长，开发者要能够不断地更新其专业技能以及提高其业务及创业

技能。过去五年内，为响应本土移动创业者的需要，许多专门针对创业者的孵化基地（或“实验

室”）在新兴市场应运而生，包括乌干达、印度尼西亚、加纳及哥伦比亚的格莱珉基金会移动应用

实验室，以及 infoDev区域移动应用实验室，或称“mLabs”实验室。 

infoDev 项目由世界银行与芬兰政府及诺基亚合作实施，已在亚美尼亚、肯尼亚、南非、巴基

斯坦及越南建立了五处 mLab 实验室，构成实验室网络。mLab 实验室旨在帮助本土创业者开发低成

本、以需求为导向的移动应用。每处 mLab 实验室均配备试验设备，可用来培养专业技能及提出移

动解决方案所需的商业意识，从而解决日渐繁荣的业务中可能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除提供一流设

备外，实验室还提供技术培训及研讨会，以及帮助开发商及创业者与潜在投资者、专家及公共部门

领导者取得联系。 

mLab 实验室由八个 mHub 中心进行补充，能够在移动产业内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加快构筑关

系网；提供建议、辅导、构想及开展产品开发竞赛；通过定期的非正式事件及会议与投资者取得联

系。mLab 实验室与 mHub 中心为地方社区所管理及使用，致力于提高各企业在移动内容及应用等

方面的竞争力，且从属于更大的移动创新项目，致力于人才开发及创建具有强大增长潜力的成功企

业。 

除本地孵化基地外，当前新型市场的应用开发商还会面临许多区域性竞赛（其中许多带有社会

议程），该等竞赛为开发者提供财政支持及培训，让其能够使用移动平台。例如，在Apps4Africa竞

赛中，初创公司需要在六分钟之内展示其应用的功用、公司的经营模式以及他们的投资案例。该竞

通过进行竞争性拨款、提供风险投资、辅导及其他形式的支持，专门为初创公司及企业提供帮助。

2012 年度竞赛的目标是促进非洲新兴初创企业的发展以解决全非洲的青年就业问题。 

移动电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供人在线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在这些国家中，能够提高人们健

康、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应用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在按当地社区要求定

制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某些移动服务本身并非“应用”，而是聚集式服务或技术

含量较低的解决方案（如 SMS或即时通讯）。 

4.4  无障碍获取 

全球残障人士数量超过 10 亿，占世界人口的 15%。在联合国残疾人人权大会及多国法律（该

等法律提高了残疾人的需要）的支持下，97对于具备专业技能能够开发无障碍使用软件、网站及其

他 ICT 技术的人士的需求越来越多。然而，当前具备技能的人士仍缺额严重。数家技术公司创建联

盟，试图通过建立国际无障碍获取专家协会来解决这一问题。该协会将为企业领导、设计者及软件

开发者提供教育材料；实施专业资格认证；增强对本地活动及区域性活动的认识；以及营造交流社

群，为无障碍获取专家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98 

                                                              

97  在美国，例如，508 条款要求 ICTs 所有政府采购提供给残疾人使用。这导致发布在美国的所有新的 ICT 产品得有

内置的可亲近性功能。 

98  国际协会的可访问性专业人士，www.accessibility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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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能够促进有关无障碍获取的 ICT 技术的发展。例如，埃及通信

及信息技术部举办竞赛来推动无障碍获取移动手机应用及其他软件应用的发展， 近一批竞赛优胜

者获得了孵化、财政及其他形式的支持。99竞赛作为刺激 ICT 创新的一种方式正变得十分受人欢迎，

因此许多其他国家均可对这一模式进行改良使用（见第 6.3节）。 

这些尝试将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其意义极为重大。“有关无障

碍获取的 ICT 技术有可能为残障人士提供前所未有的教育、技能培训及就业机会，以及让其享有参

与社区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机会。”100关于残障人士使用 ICT 技术享受满意工作的例子不胜枚

举，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在残疾人协助计划及组织的推动下实现的。 

受该交流社群关注的信息通讯技术也许是移动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原因在于智能手机具

有下述功能：助听相容性、带可开关字幕的多媒体内容、视频聊天应用、屏幕阅读应用、个性化预

警设置、声控功能、大小可调节的字体、预测文本，以及一系列其他创新功能、配件及第三方应用。
101 

4.5  游戏 

网络游戏是娱乐产业中极受欢迎的一个分支，是青年的另一大数字就业渠道。游戏平台同样依

赖于通过 Crowdflower 等第三方游戏服务平台实施的小型任务外包。2009 年，第三方游戏服务产业

的收入总额将近 30 亿美元。 

第三方游戏服务平台动员了数千名背景平庸的青年，让他们成为数字创业者，实现就业。据估

计，在中国与越南，有 100 000 余名年轻但低技能的工作者通过将其服务外包给游戏平台而赚取第

一桶金。102第三方网络游戏服务细分主要由据称为游戏“打金”103及“代练”104的两类活动组成。

从本质上来讲，这两类服务是指网络游戏玩家雇他人代其玩游戏。105更发达国家的玩家不希望花太

多时间玩游戏，他们也许愿意出钱给打金代练员代其玩游戏。 

某位行业分析员估计，随着东亚发展中国家网络游戏市场的进一步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短期

机遇主要惠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越南。 

4.6  移动手机维修及电脑组装 

在世界许多地区，移动手机维修及电脑的维护与组装仍继续是青年工作培训及就业的重要方面。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中，ICT 与电子市场（包括移动手机销售与维修）能让许多人与技术进行首次互

动，同时其中还蕴含着巨大的就业及创业机遇。关于向青年提供手机维修技能培训、当地就业机会

以及向本地微小企业提供经营培训的举措数不胜数。 
   

                                                              

99  见新闻稿于 www.mcit.gov.eg/Media_Center/Press_Room/Press_Releases/2585。 

100 国际电信联盟。《残疾包容性发展框架的 ICT 机遇》；电联，2013年，3 

101 同上，11，国际电信联盟。《制造手机和接受服务》，2012年 

102  Lehdonvirta和 Ernkvist。《虚拟经济的知识地图》，p51。 

103  Gold Farming 是指当一个人玩多人在线游戏时取得其他玩家用真实的钱购买的游戏货币。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人有将黄金农民作为专业来玩的。 

104 代练靠的是其他人的帮助,比起单独玩，靠强大的玩家在视频游戏中的一个角色可以使这个角色快速升级。玩家

可以向公司来玩或向个人支付来升级他们的角色。客户提供给公司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公司会分配一个员

工来为客户玩这个角色,直到达到预期的水平。 

105  Lehdonvirta和 Ernkvist。《虚拟经济的知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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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行动共同体 

技术发展共同体（ATEDEC）旨在向卢旺达的孤儿及弱势儿童提供与电脑应用、维
护、维修及技术工具的使用有关的教育，以期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及提高生活水平。
ATEDEC 致力于帮助生活在基加利（卢旺达首都）特定街区的青年（这些街区的青年失
业率、犯罪率及吸毒率非常高）。青年通过参与名为 AKAZI KANOZE 的青年生计项目，
可获得电脑维护及维修，以及摄影和设计相关培训。该项目还提供创业及融资财技培
训。每年有 100 名青年参与该项目。 

网站：atedec.wordpress.com 

4.7  绿色工作 

开发界不断增强如下共识：ICT 可以为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发挥重大作用，因此这是一次就业机

遇。人们估计，在未来 20 年，绿色经济转型会创造 1500 到 6000 万工作岗位，让数千万工作者摆

脱贫困。106OECD 近发表报告称，推动发展绿色及智慧经济方面的 ICT技能能带来双重红利：促进

就业以及加快向绿色增长转变。107ITU 作为 Rio+20 会议的与会者，呼吁人们明确关于使用 ICT 的具

体目标及途径，并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及动员必要的财政与人力资源来实施 ICT

战略，提高国际社会、国家及地方社会的绿色程度及发展弹性。108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绿色经济报告》称：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可以携手并进，绿色

经济将带来绿色工作以及降低失业率。该报告声称，重点行业将是创造就业的 大受益者，包括林

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行政部门及可再生能源行业。109 

人们预测，在未来数十年，仅发生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增长就将十分可观。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一份报告指出，到 2030 年，考虑到人们对替代能源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世界范围内的新

增岗位将多达 2000万个：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生物能相关农业与工业将分别创造 210万、

630 万及 1200 万个新岗位。110 

虽然绿色工作并无统一定义，但 OECD 将其称为“有助于保护环境及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有

害影响的（减轻），或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当前气候条件的（适应）工作”。111 

4.7.1  绿色工作与 ICT 

数据中心及其他 ICT 基础设施对各经济部门而言正变得日益重要，且绿色增长战略要求人们既

能实现绿色 ICT，还要帮助 ICT 来提高其他活动的绿色程度。ICT 行业将出现一些新工作，例如编写

软件或开发及制造具有环保效益的半导体与其他产品。其他绿色工作将与实现绿色经济有关，如就

                                                              

106 国际劳工组织，《为了绿色经济中的体面工作和社会包容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日内瓦：国际劳工办

公室，2012年）。 
107 经合组织“ICT 技能和就业：新能力和为了更环保和更智能经济的工作，”经合组织的数字经济文件，198 号，

（2012年 OECD发布），http://dx.doi.org/10.1787/5k994f3prlr5‐en。 

108  Angelica Valeria Ospina，《里约+ 20 的结果：“我们想要的未来”上的 ICT 视角》，在信息通信技术、气候变化

和发展的解释，http://niccd.wordpress.com/2012/06/27/the‐outcome‐of‐rio20‐an‐ict‐perspective‐on‐the‐future‐we‐

want/。 

10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途径》，（肯尼亚内罗毕：2011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11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投资于能源和资源效率，”（联合国环境署，2011年）。 

111  经合组织“ICT技能和就业：新能力和为了更绿色，更智能经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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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于风力发电厂运行系统、安装及维修用于控制智能建筑照明及温度的设备、通过”智能’应用减

排（如智能物流、智能建筑及智能电网）。 

在绿色经济中，涉及从地理信息系统到卫星图像及地理空间工具等一系列 ICT 的其他就业领域

包括： 

•  自然灾害管理； 

•  精准农业； 

•  可持续农业； 

•  自然资源管理； 

•  废物管理； 

•  能源效率； 

•  林业； 

•  渔业； 

•  运输业； 

•  建筑施工； 

•  城市规划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从绿色工作中获得的收益可能高于工业化国家，原因在于前者可以直

接越级采用绿色科技，而非替换落后的资源密集型基础设施。巴西已经创造了将近 300 万个绿色就

业岗位，占正式就业总量的 7%左右。112 

4.7.2  青年绿色工作 

对 ICT 及绿色经济的讨论主要围绕食品安全、可持续农业和能源效率。有趣的是，人们并未对

青年在绿色经济中的参与程度给予重视，不过，在 2012 年举办的 Rio+20 可持续发展大会召开期间，

青年宣传组织呼吁称，青年应视为绿色经济的一笔宝贵财富，绿色经济反过来也会创造青年就业。
113 

青年在地区性、区域性及国际性的青年气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表现出对可在省能源的

强烈兴趣以及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诉求。114诸多调查显示，青年今后意欲创造更多绿色工作机会。 

“巴西发现了海岸盐下油田，需要绿色技术（进行开采），同时避免引发环境问
题。我们（还）拥有全世界最广袤的森林，青年与大学学子正准备投身（扩大）绿色工
作，来增加就业，提高青年就业率。”115 

基督教青年会（YMCA）志愿者保罗 

                                                              

11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过渡到绿色经济可以产生 6000 万个工作岗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新闻中心，2012 年 5 月

31日，www.unep.org/newscentre/default.aspx?DocumentID=2683&ArticleID=9145。 

113  Youthpolicy.org，www.youthpolicy.org/blog/category/rio‐2012/。 

114 Michael Davidson和 Kyle Gracey。2011年“青年的绿色就业机会，” 

http://switchboard.nrdc.org/blogs/mdavidson/YouthGreenJobs%20‐%20Gracey,%20Davidson.pdf。 

115 联合国青年焦点，“青年就业者的有前途的区域在你的国家吗？“联合国世界青年报告网站，2011年 12月 9日

后修改，www.unworldyouthreport.org/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layout=item&id=23&Itemid=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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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通过提升 ICT 技能，就能够参与绿色经济并从中受益。除需要工程设计等高等教育的工作

外，门户网站、短信（SMS）、移动手机监控系统、社区地图绘制和社交媒体相关应用的普及，为

青年提供参与“智能”节能型经济增长及环境保护的新途径。 

5  ICT 就业能力 

拥有什么技能才能充分把握住本报告提到的机会？如上文所示，ICT 可通过多种方式变革各经

济部门及开辟创业途径。互联网 2.0、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 ICT 的发展已经让市场发生了剧烈变

革。据此，为了在当今世界获得成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改进 ICT 的类型以及 ICT 相关技能。过

去，拥有“电脑知识”（即基本电脑操作能力）足以应对大部分需要使用电脑的岗位。虽然在某些

情况下该观点仍然成立，但仅具备基本的电脑知识是难以把握上文提到的工作机遇的。为应对这些

变化，专家制定了新的扫盲框架来介绍及阐述其他种类的 ICT 技能。这些扫盲框架涉及的知识普及

项目包括：数位素养、信息素养、ICT 知识素养、媒体（或多媒体）知识素养以及网络知识素养等。

人们开发了新课程及培训项目来教授上述新框架涵盖的众多技能。 

本章首先考察的从计算机到电子扫盲的发展历程，ICT 相关技能可帮助人们在事业和生活上取

得成功，且人们普遍认为，电子扫盲可为人们提供更为全面及有针对性的 ICT 技能培训服务。本章

随后探讨了网络知识扫盲概念，列举了围绕一系列对某些职业愈发重要的 ICT 技能的新构想。本章

后阐述了就业可能需要的 ICT补充技能。 

5.1  电脑素养 

电脑素养指“从终端用户到 ICT 专家等人士使用计算机和相关技能的能力。人们通常将其解释

为有效使用硬件及软件元件的知识和技能。”116 

基本电脑技能包括（举例说明）： 

•  会开关电脑； 

•  使用鼠标和键盘； 

•  懂得简单的电脑术语和概念； 

•  了解操作系统、程序和数据 

•  管理文件。 

中级电脑技能（举例说明）： 

•  能够对常见生产程序进行基本操作（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制作、演示功能）； 

•  使用电子邮件及网络浏览器； 

•  安装软件和硬件。 

高级电脑技能（举例说明）： 

•  能够编程； 

•  使用生产程序的高级功能； 

•  修理简单的电脑故障 
   

                                                              

116 欧洲委员会，《实践中的数字能力：对框架的分析》（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IPT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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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项工作都需要中级电脑技能。以第 3 章探讨的医疗卫生业为例，医务工作者必须能够使

用电子病案系统，进行电子购货、电子预约管理以及用电脑代替纸笔完成其他常规任务。即便是无

电脑使用要求的工作，也以简单的电脑操作技能作为应聘者的 低录用标准。117越来越多的非 IT岗

位也要求应聘者具备更高级的技能，如简单的故障检修能力及生产程序高级功能的使用能力，但是

更高端的功能仍需求助 IT专家。 

5.2  数字素养 

当今人们对于 ICT 技能的讨论主要围绕数字素养这一概念。数字素养是指利用相关数字技能有

效地、批判性地寻找、评价及创建信息的能力。欧盟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  –  前瞻性技术研究学

会（IPTS）已围绕数字素养开展了大量工作。该学会在 201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一项数字素养

框架，列举了多名专家阐述的数字素养必备能力。118 

图10：数字素养概要 

表1
素养域

1.信息域

2.交流域

3.内容创建域

4.安全意识域

5.问题解决域

表2
具体素养

1.1 浏览、检索以及过滤信息
评价信息1.2 
储存和检索信息1.3 

2.1 通过技术进行互动
信息与内容共享2.2 
网民身份2.3 
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协作2.4 
网上行为规范2.5 
数字身份的管理2.6 

3.1 创建内容
整合与重新阐述3.2 
版权和许可3.3 
编程3.4 

4.1保护设备
保护个人数据4.2 

保护健康4.3
保护环境4.4

5.1 解决技术问题
确定需求和技术对策5.2 
创新和创造性地使用技术5.3
数字素养缺陷的识别5.4 

 
来源：前瞻性技术研究学会119 

如上所示，该框架分为五种能力范畴，每一项包括三到六种能力。本框架与其他数位素养框架

及计算机素养框架之间存在若干重要差异：首先，数位素养框架更能体现出因具备数位素养而扩大

的人生目标。例如，IPTS 框架强调了下述人生活动：休闲、社交、买卖、学习、政治生活、健康生

活和就业能力。上表描述了一种趋势，即数字素养包括网上行为规范、网民身份、保护个人数据等。

数字素养框架采用了整体分析法，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117 在越南南部的几个灯生产设施里，作者 Chris Coward的采访显示，雇主要求应聘者有计算机技能，尽管在他们的

任务不会用到电脑。 

118 欧盟委员会，“DIGCOMP：一个让欧洲理解和养成数字素养的框架”（JRC  IPTS，欧盟委员会，2013 年），22‐

23。 

119 同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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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具备数字素养，除了要具备技术技能，还须具备多种能力。在 IPTS框架中，每项素养除

了包含必备技能，还包括所需的知识和态度。图 11 用“2.4 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协作”对必备素养

进行了说明。 

图11：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协作 

知识举例

技能举例

态度举例

了解合作过程能够促进内容创建

了解何时内容创建能够从合作过程中受益，何时不能

知道合作工作、给予反馈和接受反馈动态

能够使用软件包的协同特征和基于网络的协作服务（例
如追踪修订、对文件或资料予以评价、标签、对维基的
贡献等）

能够给予反馈和接受反馈

能够针对不同合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
愿意同他人展开合作共享

准备好为团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寻找新的合作形式，这种新的合作形式没有必要像以前
一样基于面对面交流

 

来源：改编自欧洲委员会，2013年120 

后，至于该研究报告的目的，唤起人们对就业能力的关注至关重要。21种必备数字素养中，

每种都举例说明了该素养与日常工作的相关性。剩下的内容以“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协作”为例，

阐述了一个具备良好技能的人应具备以下能力： 

“我已完成金融方面的项目文件起草，并将其用于在线协作工具，因此其他方面的相关工作也

可以得以添加和修正。当这些项目完成时，该系统使我意识到变化，因此如果我愿意，我能够同时

和他们展开合作。”12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包括了叫做问题解决素养域。根据 IPTS报道，由于问题解决素养与就

业能力具有特殊关联性，因此该素养得以发展。问题解决素养强调了技术使用者需要时刻意识到技

术领域的变化，并知晓何时、如何进行技能更新。这说明了终身学习的意义，并确保每人有多方式

学到新技能，我们在第七章中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入探究。 

所有这些区别对数字素养训练均有重要意义。比起教授专业技能，创设全方位课程和培养人们

对技术的态度更具挑战性。接下来两章内容包含了基于更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计划和资源，这种

理解即数字素养意味着什么。 

5.3  网络素养 

数字素养可能是 先形成的概念，其它工作也反映了不同的哲学，即如何维护互联网，还有的

哲学是关于不同的技能组合。网络素养的概念在本文中值得探究。网络素养由 Mozilla 基金会在和

全球的专家联合驱动，网络素养指不仅能够阅读网页，而且拥有“编写网页的能力”。编写网页  – 

即创建页面、文档和多媒体资产  –  意味着理解网页的构件。正如 Mitchell Baker（Mozilla 基金会主

                                                              

120 欧盟委员会，“DIGCOMP：一个让欧洲理解和养成数字素养的框架”（JRC IPTS，欧盟委员会，2013年）， 

22‐23。 

121 同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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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所说，“我们想超越‘优雅消费’，去创造网页创建者一代。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一

个熟练的程序员，但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应具备这项技能、能力和素养以便能够利用网络修改内容

和在网页上创建内容。”122 

图12：网络技能/能力/素养网格 

探究

浏览器基本技能
（例如
URLs，复制 粘贴）/

创建 连接 保护

初级

中级

HTML基本技能
（例如：
插入图片、链接）

参与
（例如：行
为规范、策展）

隐私
（例如：储存
在用户本地终端上
的数据、隐私管理）

搜索引擎基本技能
（例
如：关键字搜索、筛选）

CSS基本技能
（例
如：字体、位置）

协作
（例如：共同
创作、维基网站）

安全基本技能
（例如：

、密码管理）HTTPS

网络技术
（例如：查
看源代码、超链接）

网页设计基础
（例如：网
页功能可见性、为网
友设置网页功能可见性）

分享
（例如：社
交网络、资源嵌入）

版权在线
（例如：
版权、公开许可证）

浏览器基本技能
（例
如： 管理、插件）Cookie

JavaScript基本技能
（例如：编程基础、

语法）JavaScript

对网络社区做出
贡献
（例如：分
配工作、协作策展）

身份
例如：个人
信息监管、跟踪管理）

公信力
（例如：网
站信誉、评估信息）

先进的网页设计
（例如：有影响力
的设计、可接受性）

告知
（例如：多
媒体、内容扩充）

安全&加密
（例如：
数据保护、基础加密）

重新合成
（例如：
Mashups、破解游戏）

基础设施
（例如：
主机托管、域名）

开放实践
（例如：开
放标准、开放源码）

网络中的法律术语
（例如：隐私政策、
服务协议条款）

 

来源：Mozilla基金会123 

 

                                                              

122 Doug  Belshaw“朝着一个框架，理解作为一个网页创建者所必备的技能、能力和文化”Mozilla 基金会

http://mzl.la/weblit。 

1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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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互补技能 

目前，本章讨论内容致力于与 ICT 相关的技能，这些技能有助于人们有效地走向社会和工作岗

位。除了这些技术技能，许多协会和组织已认识到，人们需要具备一套互补的软技能，以便增强就

业能力。21 世纪技能合作组织创建的 21 世纪学习框架，阐述了确保人们终身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与其他框架相比，21 世纪学习框架呈现了与 ICT 相关的技能同其他技能之间的紧密的、相互依存的

关系。 

图13：21世纪技能框架合作组织 

21世纪学习成果与支持系统

  生活和
职业技能

学习和创新
技能 ：批判 — 4C
思维、沟通、合
作、创造力

信息、媒介
与技术技能

核心学科 — （阅读、写 3Rs
作、算术）和 世纪主题21

标准和评价

课程和教学

专业发展

学习环境

 

来源：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124 

如图 13 所示，除了标准核心学科（3Rs，即阅读、写作和算术），还有其他三个成果领域，分

别是：生活和职业技能；学习和创新技能以及信息、媒介与技术技能。后者在上文已有详细介绍。

其他两个领域的内容与就业密切相关，因此也应得到重视。这两个领域的内容为： 

生活和职业技能： 

•  灵活性和适应性； 

•  主动性和自我指导； 

•  社交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  生产能力和绩效能力； 

•  领导能力和责任感。 

学习和创新技能： 

•  创造性和创新能力； 

•  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  交流与合作能力。 

                                                              

124  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P21 框架定义，”2009年 12月 后修订，

www.p21.org/storage/documents/P21_Framework_Definitions.pdf。 



数字机遇：针对青年就业的创新型 ICT 解决方案 

  29 

下面的章节表明，这些软技能中，有很多对于企业家来说必不可少。 

后，为使客户有更广阔的就业前景，许多就业培训机构都开发了一系列配套服务，包括：125 

•  简历准备； 

•  工作咨询； 

•  帮助客户联系就业单位； 

•  当地劳动力市场信息； 

•  岗位专业培训（通常与公司合作开展）； 

•  语言培训（尤其是英语）。 

6  创业技能与支持 

人们普遍认识到，创业刺激了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就业。在发展中国家，成功

的小型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的主要力量。据全球创业观察（GEM）估计，

2011年，全球有 3.88亿名企业家积极创业并运营了新的企业，且他们中有 1.65亿为 18至 35岁的、

处于创业初期的年轻企业家。126考虑到全球青年失业率惊人，我们很希望年轻人有能力通过创业带

动就业，而不是只做求职者。 

本章探讨了创业者必备技能及特质，并论述了各类青年创业者扶持计划。在伴随的资源数据库

中，可找到更多企业家培养计划。 

企业家精神、（西班牙语 Emprendimiento、斯瓦希里语 Ujasiriamali） 

企业家精神已得到全世界的重视。政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扬企业家精神，将其作

为经济发展战略。企业家们更容易找到他们创业所需的信息，政府不断出台新方案来加快青年创业

进程并降低青年创业成本。。127非洲新兴公司、美国新兴公司、英国新兴公司和智利新兴公司不过

是国家优先发展企业家精神的例子。现在 120 多个国家参与由考夫曼基金会举办的全球创业周活动。

因此，各地年轻人都会参与由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举行的盛会、比赛、创业活动和其

他活动。 

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些企业效仿硅谷的成功案例。《连线》杂志把非洲

的发展机会比作 1995 的网络繁荣巅峰。128被称为“硅原”的肯尼亚已成为一个孕育创新、初创企

业和应用程序创作的新温床。在家庭科技领域如谷歌、英特尔、微软、诺基亚和沃达丰(Vodafone)

都有一席之地，IBM 近选择了内罗毕作为他们公司首个非洲研究实验室所在地。尼日利亚正因被

誉为“硅湖”而得名，该“硅湖”与重要外部投资者共同表现出对当地创业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兴趣。

约旦的首都安曼被称为硅谷（Wadi 为阿拉伯语，意为山谷）。拉丁美洲也在经历初创企业、企业

孵化器和加速器的繁荣阶段。129 

人们的创业激情毋庸置疑，但现在不宜期望过高，因为还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创业能解决发展中

国家的青年面临的就业难题。现在只是创业初期，以后还需要对创业方面的计划和行动进行恰当评

估。 

                                                              

125 Maria Garrido与 Nancy Garland，《e技能和就业能力：非政府组织的学习和社交活动。研讨会报告，巴塞罗那，

2007年 6月》（西雅图：技术和社会变革组织，2007年）http://hdl.handle.net/1773/16291。 

126全球创业观察，“2011GEM 全球报告”。注：参加 GEM调查的企业家年龄在 18‐64 岁。 

127 世界银行。《2013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 

128  David Rowan，《想成为互联网亿万富翁吗？搬到非洲》（wired.com.uk，2011年 11 月 4日），

www.wired.co.uk/news/archive/2011‐11/04/get‐rich‐move‐to‐africa。 

129  Anna Heim，“你应该知道的 9项拉美加速器项目”（thenextweb.com，2011年 7月 29日），

http://thenextweb.com/la/2011/07/29/9‐latin‐american‐accelerator‐programs‐you‐should‐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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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企业家是个人决策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对机会和成本（就业、失业、创业）、

风险补偿关系（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地方风俗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也会影响个

人决策。 

创业教育和创业支持有助于培养成功创立和经营企业所需的创业态度、动机和技能。130 

6.1  创业技能 

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具备许多因素，其中 重要的是创业技能和能力131。有创业动机的人们需要

具备适当的技能来发现创业机会，并把创业项目变为成功的企业。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尽早熟悉经

营自己的公司可成为一个潜在的职业选择尤为重要，而教育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除了在第五章列举的就业技能，这里还有一些关键的创业技能，用来帮助年轻人为他们自己和

他们的团队创造就业机会。 

图14：核心创业技能与品质132 

技能 品质

• 管理技能 — 成功地管理时间和人员（包括自己
  和他人）的能力

• 交流技能（例如：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劝说
  他人的能力）
• 联络技能 — 与他人取得联系和募集社会资本的能力
• 语言技能 — 主要是英语技能
• 团队合作能力
• 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独立决策的能力
• 有效地计划、协调和管理的能力
• 金融素养
• 商业意识
• 搜集与整合信息（例如：市场、供应商、消费者、
  竞争方面信息）的能力
• 谈判磋商技能

• 领导能力
• 自我鼓励和自律
• 环境适应能力
• 完成多项任务的能力
• 承担责任和决策的能力
• 在压力下工作的能力
• 毅力
• 竞争力
• 在困境中保持自信的能力
• 愿意承担风险

 
*    英语仍被认为是做生意和固定投资者的关键。最大的外包市场中也是英语的使用范围最广。 

 

   

                                                              

130  Andrea‐Rosalinde Hofer与 Austin Delaney，“志存高远：用行动支持当地青年创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

方经济与就业发展（LEED）工作篇，2010 年 11月）， 

www.oecd‐ilibrary.org/content/workingpaper/5km7rq0k8h9q‐en。 

131 同上。 

132 引用于：www.bioscience.heacademy.ac.uk/resources/entrepreneurship/skil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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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训至关重要 

企业家不能只依靠野心和创新。对于企业家来说基础业务培训是极为重要的。 

“不是每个应用程序都是一项业务，不是每个拥有笔记本电脑的 iHubber133都是一个企业家。
技术本身并不是一项业务。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创业者，那么你需要做更加全面的考虑。也许你的应
用程序、网站或者其他想法都很不错，但如果你不懂营销，不懂得如何创建一个公司(或如何找到
能胜任工作的人)，那么你可能不会走得太远。”134 

企业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注册他们的企业； 

•  做企业规划； 

•  开发收益和融资模式； 

•  了解市场、推销新产品和新想法； 

•  掌握金融技能（如记账、做财务报表和申报税收） 

•  了解设计问题、知识产权和专利法。 

数字企业家必备专业技能 

另外，数字企业家也需要具备与商业交流、客户关系管理、金融和系统管理相关的多方面能力，

例如： 

经营与管理： 

•  时间日程安排 
•  联系人管理 
•  信息管理 
•  项目规划 

金融： 

•  一般金融单据管理 
•  费用跟踪 
•  资金流动分析 
•  财务会计 

交流： 

•  电子邮件（以及邮件列表管理） 
•  演讲与展示 
•  虚拟协作 

研究： 

•  发现和评估信息的能力 
•  使用在线和个人网络 
•  谨慎性调查、市场研究 

营销： 

•  网络身份管理 
•  印刷 
•  数字图像 
•  电子营销 
•  社交媒体技能：博客，社交媒体管理 
•  对搜索引擎优化(SEO)的基本理解135 

技术管理： 

•  选择正确的信息管理系统（MIS） 
•  对迅速变换的技术工具进行评估 
•  将技术工具融入业务操作中 
•  软件升级 
•  数据安全和管理 

                                                              

133 “iHuber”是一个人，经常常出入于肯尼亚内罗毕的 IHub 联合办公空间和商业中心。 
134  Andrea Bohnstedt“硅原：炒作还是现实?回顾上周的事件，”I‐Hub博客，2012年 10 月 23日，

www.ihub.co.ke/blog/2012/10/silicon‐savannah‐hype‐or‐reality‐a‐recap‐of‐last‐weeks‐event/。 

135 搜索引擎优化（SEO）涉及利用技术和战略来增加网站的访客，方式是在谷歌、Firefox、雅虎等搜索引擎的搜索

结果页面获得高级布置。SEO有助于确保一个网站可以访问一个搜索引擎，并使得搜索引擎更容易发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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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指导与联系 

ICT 企业家发现他们 需要启动资金，以及与商业人士和其他技术企业家建立联系。世界各地

出台了更多的政策，为年轻的 ICT 企业家提供专业指导，以完善他们的经营理念并确保他们从投资

者和竞争者那里获得融资。 

在竞争激烈的 ICT 市场，年轻企业家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接受正确的指导。仅有好

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领导才能，不足以让企业家获得长久发展。与当地商业人士取得联系可以增加企

业孵化经验、为企业家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规划和战略，使企业发展步伐加快。 

有些 ICT 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具备了开发人员技能，但大多数学生却缺乏成为企业家的基本商业

技能。他们是开发人员，而不是 CEO136。因此，要想弥补开发人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差距，必须进行

密切产学研合作，使学生获得专业指导。 

微指导（MicroMentor）是非营利人道主义机构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orps）的一
项行动，为企业家提供免费现在线指导，并让企业家与商业导师取得联系。在美国以及
尼加拉瓜和海地，一些企业家，特别是低收入者和拥有的商业资源有限的人，获得了该
项服务。如果想找到商业导师，你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创建一个个人情况简介和特定的
指导要求，随后这些要求会在指导机会数据库中列出，一些志愿导师可以提供帮助。特
定导师也可以提出要求。该网站上已有 3 500 多名企业家和 2 500 多名业务导师，已为
企业家们进行了 2 250 多次指导。志愿导师也可在网站上注册。微指导显示，参与微指
导的企业年度平均销售额增长 75%，与去年同期相比，生存率为 87%。 

网站：www.micromentor.org 

社交网络是社区支持的重要来源，可以为新的创业活动提供融资渠道、技能、分销渠道和有资

质的同伴。“非正式社交网络由熟人、投资者以及其他移动企业家或同行组成，在新企业的发展中

主要目的是发现机会、确保拥有新的资源和获得合法性，这些因素对于一个年轻公司的生存来说尤

为重要。”137 

认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后，很多人开始定期会面。这些见面活动将企业家、开发商、投资者、

行业代表和其他人士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一起分享想法、讨论趋势、推销产品和服务。移动星期

一（Mobile Monday）是 突出的例子之一，移动星期一成立于 2000 年，目前在全球 140 个城市都

有社团地方分会。138 

许多活动是区域性的，如加勒比贝塔（Caribbean Beta），汇集了加勒比的技术和创业社区。许

多组织（例如 pitch  fests139和 BarCamps140）也会赞助人际社交活动，进一步强调面对面交流的重要

作用。例如，非洲的一场专题活动的一名参与者说，“在南非营地（South African camp），我结交

了很多新朋友，也建立了很多潜在的业务关系。与很多志趣相投的企业家在一起，可以拥有很多新

想法、对很多商业企业的发展前景进行构想。”141 

                                                              

136  Jonathan Kalan，“为什么约旦比硅谷看起来更像肯尼亚”（wamda.com，2012年 11 月 21日），

www.wamda.com/2012/11/why‐jordan‐looks‐more‐like‐kenya‐than‐silicon‐valley。 

137  世界银行，《2012 发展信息和通讯：手机最大化》，77。 

138 移动星期一，www.mobilemonday.net。 

139 在 pitchfest企业家有机会向潜在投资者表达自己的想法。 

140  BarCamp是和技术相关的国际网络会议，参与者可以设置议程。 
141  Nicola Jenvey，“SA代表团赞扬肯尼亚为非洲的创新竞争做出示范，”《年轻的商界领袖》，2012年 11月 16日

http://ybl.co.za/demo‐africa‐south‐africa‐conte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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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众筹、竞赛和其他资金来源 

几乎对于每个初创企业来说，资金都是关键。资金问题曾经困扰了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特别是

在硅谷和世界上其它与硅谷类似的地方的企业家，如今这些地方有了很多新机制来吸引资金。这些

机制包括众筹和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新企业创业资金。 

众筹是指个人之间通常通过互联网建立联系共同集资，以支持一位企业家的事业。众筹平台在

企业家中广受欢迎，企业家不用放弃股权就可筹集资金，公司有望继续将众筹作为其投资资本的主

要来源之一。据《福布斯》显示，众筹将在 2013 年产生 5000 亿美元的交易额。142 

对非洲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for Africa）是众筹模型的例子之一，该社区联
系了来自全球 159 个国家的投资者，共同在非洲建立有发展前途的公司。社区目前为来
自 30 多个非洲国家的 400 多家公司提供支持。企业家成为主流媒体、建立合资企业、
提供担保资金的亮点。企业家可以发表经营理念、建立一个粉丝基地、获得反馈意见、
会见专家。他们还可以得到专门的指导，再开始新一轮融资。投资者经注册后作为投资
者网络的一部分，可以过滤风险和审查与他们投资标准相匹配的企业。成员在线交流，
组织非在线交流活动（VC4 非洲聚会（VC4Africa Meetups））。人们已在全球 35 个城市
举办过这些活动。 

网址：www.vc4africa.biz 

竞赛是另一种受欢迎的资金筹集方法。每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全球的竞赛  –

年轻的企业家们竞相争夺奖品。除了为他们的经营理念赢得了创业启动资金，年轻人还能获得宝

贵的经验、向裁判推销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年轻企业家交流思想、与潜在投资者和商业顾问进行

交流。 

ITU 年轻创新者竞赛（ITU Young Innovators Competition）作为国际电联世界电信展
的一部分，每年都有举办。国际电联 2012 年世界电信展在迪拜为来自 77 个国家的将近
400 位企业家（年龄在 18‐25 周岁）提供了展示以 ICT 为基础的项目的机会。他们参加了
一对一行业导师培训课程，目的是提升创业技能、以及同行业、政府和学术界的 ICT 代
表们取得联系。2013 年 11 月 19‐22 日，曼谷举办了“国际电联 2013 年世界电信展”。 

网站：world2013.itu.int/event/innovation 

创业资金也是由许多组织为投资公司设立的。这些资金在特定国家或地区非常常见，并且经常

和其他支持形式（如商业建议和指导）相结合。 

绿洲 500（Oasis 500）是一个早期平台和种子投资公司，为约旦和阿拉伯国家提供
服务。它旨在通过向企业家提供投资、培训和指导来支持企业家，以加快转变企业家的
经营理念，让初创企业成为 ICT、数字媒体和移动领域的发展迅速的企业。来自约旦和
阿拉伯地区的企业家可以提交 15 000美元作为创业原始资本。受到资助的初创企业都必
须参加一个为期五周的编码训练营（内容是关于如何构建一个公司），并且会得到一个
可以使用三到六个月的办公空间。对于那些想要在企业孵化的第一阶段后继续获得发展
的人来说，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天使资金、法律咨询、得到当地商界领袖的指导、与当地
商界领袖取得联系、并可能直接从 Oasis500 获得投资资本。自 2010 年以来，绿洲
500Oasis500 已收到 2 000 份申请，并为 49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 

网站：www.oasis500.com 

                                                              

142 Devin Thorpe，《为什么集资将在 2013年爆发》，2012年 10月 15日，福布斯

www.forbes.com/sites/devinthorpe/2012/10/15/get‐ready‐here‐it‐comes‐crowdfunding‐will‐explode‐i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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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工具包与培养方案 

大的软件公司已经提供了很多数字资源来帮助年轻的企业家，这些大的软件公司有的是同开发
机构展开合作的。这些资源有的完全可以在线使用，有的是把网络资源与面对面开展的活动结合起
来。一些例子包括：小企业工具包143是 IBM 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惠普智能技术公司的产品，
用于智能业务计划144、英特尔学习145、创建你的公司（Build Your Business）（国际青年基金会和微
软合作建立的）。 

创建你的公司（Build Your Business）（BYB）是一个创业培训互动课程，旨在让 16‐

35 岁的年轻人学到成功建立、领导和发展一个微型或小型企业所需要的基本思想、行
动和技能。它使学习者通过游戏、练习、视频剪辑和案例来学习和吸收复杂的业务技能
–  从如何进行市场调研，到有效推销产品、获得启动资金。BYB 使用混合学习策略，这
种策略是通过教师面对面教授和让小组学习者亲自参与实践活动，让电子学习模块的内
容得到强化和充实。 

网站：www.iyfnet.org/build‐your‐business 

6.5  移动资源 

越来越多的手机资源使企业家能够获得资本、交易过程、改进产品设计、研究市场信息、寻找
新的供应商、夯实他们的客户基础、管理他们的供应链，并简化他们的业务操作流程。随着世界上
大多数地区手机设备的数量远远超过个人电脑的数量，“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的许多企业家
来说，一个移动设备不仅是一种联系客户和访问互联网的工具，也是进行金融交易、建立客户数据
库、或及时协调供应链交货的工具。如此重要的业务功能，可以使小公司在本不能打入市场或进行
商品销售的地方茁壮成长。”146 

移动支付系统和市场信息是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具有丰富的移动资源。除银行以外，移动支

付系统已成为小企业处理他们的金融交易以减少金融交易成本的一种主要方式。当人们可以安全快

捷地转移资金时，小企业产品销售会更加容易。这提高了市场效率、消除了经济增长的阻力。在肯

尼亚，网络提供商 Safaricom 创立了一个成功的移动支付系统  – M‐PESA。目前在发展中国家， 发

达的移动支付系统 M‐PESA 允许有身份证或者护照的用户用移动设备进行简单的存款、取款和转账。

M‐PESA 有 1200 万用户，使用公司的 20 000 个配送点。其他的使用移动设备支付处理器，如

Square147，也为年轻的企业家简化了业务流程。 

提供市场信息（尤其是针对小企业主）一直是许多项目的目标。虽然比预期的达到理想成果的

时间多了很多年，但如今许多服务正在为小企业、农民和其他的网上卖家和买家带来更高效的市场。 

8village 是一个联系印尼农民同行社区和外部业务伙伴的移动平台。服务是为农民
提供农作物市场信息，如价格、粮食产量、国家作物的商品目录和收获季节，通过“作
物群体”来完成。该服务使信息传递形式得以改良，从纯粹的 SMS 转变到 SMS 加声音和
内容，这意味着市场情报信息能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营销情报和活动是为农业综合
企业组织的，这些企业想接触农民和种子卖家，或作物买家想联系农民。在印度尼西亚
西爪哇，目前有 1000 多个农民积极加入“作物组织”社区。 

网站：www.8villages.com/ 

                                                              

143 小企业工具包，www.smetoolkit.org。 

144 用于小企业项目的惠普智能科技，Smarttechforsmartbusiness.com。 

145 因特尔学习计划，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ducation/k12/intel‐learn.html。 

146 世界银行，《2012 发展信息和通讯：手机功能最大化》，75。 

147  https://squareup.com/ 



数字机遇：针对青年就业的创新型 ICT 解决方案 

  35 

6.6  综合计划 

许多组织和机构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包括创业技能、ICT 培训、学徒、业务培训、资金和/或指

导。这些综合计划为年轻的企业家们提供综合服务，目的是尽可能将艰难的创业过程简单化。这些

项目中有许多是公私合作的结果。 

微软 YouthSpark 是一个全球计划，目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为 100 多个国家的 3 亿
年青年创造机会。本公司整体计划项目包括，为青年提供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和对他
们进行企业家精神培养，让青年能够想象自己的未来，并实现自己的理想。通过
YouthSpark，微软将把大部分的现金投资额用于非营利组织，服务世界各地的青年人
口。此外，微软 YouthSpark 将包括 Office 365 教育、为所有教师和学生免费提供技术工
具，在教室里用的 Skype，即一个免费的全球社区，教师可让学生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
取得联系。 

网站：www.microsoft.com/about/corporatecitizenship/en‐

us/youthspark/youthsparkhub/ 

7  到达那里  –  成为精通 ICT 的人 

年轻人对学习有一种天生的欲望  –  无论是自己、在学校、还是与同龄人在一起。他们的好奇

心蕴藏着巨大的、未开发的创新潜能，可以突破一切限制。今天，由于可以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和笔记本电脑上使用各种先进成熟的技术，年轻人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学习。 

一个关于观察学习空间和信息通信技术影响的研究，确定了信息通信技术学习经验的六个标志

性趋势：148 

a.  教室不是唯一的学习空间。 

b.  社会互动是学习的一部分。鼓励团队合作学习。 

c.  技术在学生生活中是很自然的一部分  –  作为“数字土著”  –  而老师  –  作为“数字 

移民”  –  可能感到技术是教育领域的一个新模块。 

d.  网络资源可以绕过同行评审，改变传统的出版和配送过程。 

e.  学习可以作为线上或线下、故意和偶然的互动的结果，乱序出现。 

f.  学生构建内容而不是消费内容。学生是活动内容的创新者。 

这些趋势反映的是社会现象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是本章的主题，即人们如何获得 ICT 技能和如

何使用这些 ICT 技能学习新知识、拓宽知识面。更具体地说，本章着重介绍青年如何获得必要的技

能来迎接挑战和社会变化，这个社会中信息和知识是关键。 

本章从一系列的计划和活动提出证据，旨在探索新的学习的机会、利用知识社会的特点，为青

年提供参与创造的机会。本章的例子包括展示对学习和教学方法渠道进行的创新，以及各种各样的

模型。大部分的项目和活动针对的是青年，但他们也对大众开放。 

本章节分为五个部分：第一节探索新的学习模式；第二节着眼于使促进工作和学习相互促进；

第三节对物理学习空间进行检查；第四节探究激增的在线资源的范围； 后一节提出了新的认证模

型（用于识别技能）。 

 

                                                              

148  Andrew J Milne，《十一章：混合学习空间设计学生经验》在《学习空间》中。eds. Diana G Oblinge 

（EDUCAUSE，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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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Kelvin Doe的故事 

 
来源：作者 

7.1  新的学习模式 

新技术正在改变学习和教学方式，为教师和学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教师可以采取专家辅助

学习的形式，而学生能够以自己的节奏把握学习过程和获取知识。交互学习环境的新方法也正在出

现。以下探讨的三个主要趋势是：混合学习、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 

7.1.1  混合学习 

混合学习是数字教学和面对面指导的教学整合。混合式学习包括翻转课堂149、混合学习模式、

混合的以技术为媒介的学习、通过网络学习提升能力。在翻转课堂，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方法是复

杂完整的。在教学中使用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教学媒体的替代品，它是一个有意的设计，能

利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去促进学习。 

 

                                                             

149 翻转课堂是一个混合学习模式，老师利用技术指导，同时保留与学生交流的课堂时间。视频讲座和其他与课堂

有关的信息通过互联网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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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混合学习和ICTs 

学习
指导者/老师

• 制作教学视频、提供学习材料

学生

• 使用在线学习资料、
  参与课堂讨论

实体课堂

• 用于进行讨论和面
  对面交流的场所

虚拟课堂

• 学习管理系统

应用程序和网络工具

• 支持 和促进在线交流LMS

 

来源：作者 

混合学习的过程依赖于被称为学习管理系统（LMS）的数字环境。LMS 为学生建立一个虚拟教

室，提供课程计划、讨论论坛、成绩、测验，课程日历和其他资源。通过使用课程材料，学生可以

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使用与老师面对面的时间深化自己的知识或探索其它感兴趣的问题。 

LMS的虚拟教室也是一个社区建设和互动空间。许多 LMS整合 web 2.0工具和应用程序，比如

prezi（prezi.com）、slideshare（slideshare.net）、youtube（youtube.com）、facebook

（facebook.com）、evernote（evernote.com）和 dropbox（dropbox.com）等  –  可以很容易通过平

板电脑、手机和个人电脑使用。混合式学习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从而改变知识获取的方式。它不

再仅仅是一个信息转换（过程中学生只有消耗）。混合式学习在创新方面取决于新方法，它鼓励学

生学习技术，同时学习其他科目。学生可以使用技术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例如，他们可以做一个

视频，wiki或播客而不是写论文或报告。这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例子：大学组织竞赛，与博士生一起

使用视频或其他技术展示科学工作成果。150 

混合式学习已经主要在欧洲和北美高中、学院和大学得到普及，他们还特别配备了宽带接入。

在发展中国家，混合式学习的实施成果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的连通性和基础设施仍然是挑战。尽

管如此，在欧洲和美国南部，为使在国外的移民人口受益，许多大学已经通过使用混合式学习发展

他们的远程教育项目。这些大学通过世界各地的卫星的运作，吸引有工作的母亲和年轻的和年长的

专业人员利用这些产品，以较低的成本，并使用自己的母语完成他们的学术研究。 

                                                              

150 看到来自作为“Dance your Ph.D.”比赛结果的创意产品,这个比赛是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组织的。

http://sydney.edu.au/news/science/397.html?newsstoryid=10307。类似的故事在加拿大出现过

http://vimeo.com/1452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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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虚拟大学是一个非洲政府间组织通过创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为创建的，目的是
发展优质高等教育和培训。AVU 有着最大的电子学习网络，目前在 27 个国家使用，通
过 53 个伙伴机构，招收到了母语是英语、法语和葡语的非洲学生。AVU 在内罗毕，肯
尼亚和达喀尔塞内加尔区域的办事处设有总部。 

网站：www.avu.org 

混合学习模式对年轻人和终身学习者来说，一个吸引力就是，它可以让人们把工作和学习灵活

地结合起来。预计越来越多的大学和机构将使用世界各地的混合学习模式。 

7.1.2  自主学习 

有了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上的大量可用的免费内容，学生（无论老少）可以选择学习内容和学

习时间。学生不再受课程计划的束缚，并可以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学习。像上面提到的 Kelvin 的

例子，即自主学习的变革元素。自主学习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选择，尤其是对于发现自己被困在

低技能、低效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的年轻人来说。”151自主学习的机会是很多的。 

图17：自主学习 

内容控制

定位

方法
-使用互联网

积极性
• 自定进程

自我监控• 
非结构化学习

创新
-新视野

负担能力
• 免费课程自主学习

 

来源：作者 

著名的和新兴的自主学习模型包括开放大学、公开课程（OCW）、开放教育资源（OER）、大

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他们的共同点是使世界各地的优秀教材大众化，通过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教育选择和促进无障碍交流，让任何年龄的学习者将学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专家认为 MOOCs、OERs、OCW 构成颠覆性技术教育。MOOCs 成为不受限制和未经过滤的获取

知识的工具。一个承办商 Coursera 发现，有 68%的用户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印度、中国、巴

西和墨西哥都在前 10 名。”152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已经观察到很少有人完成课程，并且发现其他

证据表明，目前事实是低于承诺的153。像许多在初始阶段的创新，它仍然是太快而不能预测网络公

开课的未来。可能会有意外的结果，例如，如果依赖网络公开课导致无法建立“地方教育能力、研

                                                              

151 国际劳动局，《非洲的非正规经济学徒》（日内瓦：ILO，2008年）。 

152  Anya Kemenetz，《在线课程的腾飞：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缺点》（Slate.com，2013年 11月）， 

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3/11/developing_countries_and_moocs_online_education_could

_hurt_national_systems.html。 

153  Tamar Lewin，《挫折之后，对在线课程的重新思考》，（2013年 12 月 10日，纽约时报） 

www.nytimes.com/2013/12/11/us/after‐setbacks‐online‐courses‐are‐rethought.html?emc=e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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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或教育部门的知识创造。”154或者，国家可能找出如何将网络公开课和他的社区合并，以加强、

纠正、培养自己的教育能力的方法。可以认为，这种类型的学习将成倍增长扩大。这场运动标志着

学习方式的过渡，人们在学习中不再只是从决策者、出版社或教师的手中获得知识。青年更有权决

定教育的类型和他们想要获得知识的类型。 

Coursera 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它促进大规模的学生学习免费的世界各
地顶尖大学在线课程。Coursera 成立于 2012 年 4 月，它已经与许多对该项目感兴趣的
大学一起合作以招收更多的学生。教授通过 Coursera 提供了附属大学的主要课程，学生
可以选择用他们获得学分或学习新东西。这有一个学生和教授之间的高水平的交互性。
同时，学生可以使用 Meetup 应用程序，组织面对面的会议。Coursera 正在迅速成长。
截止到 2013 年 9 月，Coursera 已拥有来自 190 个国家的 1700 万名学生。155 

网站：www.coursera.org/ 

类似的服务持续增长是因为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抓住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并且采用连通性的

教育学原则156去部署在互联网上的免费开放的教学材料。其他促进自主学习的例子包括：Moodle157，

Udacity158，EdX159，Second Life160，等。 

7.1.3  协助学习 

对于年轻人，这里有很多通过使用 ICT 参与（或与同龄人一起）协作学习的机会。合作学习可

以让同伴分享他们的知识、探索新的感兴趣的领域，并从累积知识中受益。协作学习依靠小组成员

的积极合作、在学习和教学中进行个人问责、清晰的流程领导、遵循和解决与项目目标或小组动力

学有关的问题。随着 ICT使用范围扩大，协作学习会通过面对面和线上进行。 

有证据表明，协同工作会提高效率，改善学习效果。作为一个模式，协作学习也证明了许多重

要的 ICT 项目，如开源模型。在教育领域，发现网络公开课学生从自己的所在地通过使用社交媒体

和 Meetups161和全世界的人展开合作。ICT 和社交媒体打破了开放合作方面的障碍。162随着这些障

碍的消除，任何人可以参与协作学习。那些参与者通过接触大量的观点、以及吸收别人的经验丰富

他们的知识，否则他们不可能学到这么多内容。163 

                                                              

154  Anya Kemenetz，《在线课程的起飞：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缺点》，（Slate.com，2013年 11月） 

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3/11/developing_countries_and_moocs_online_education_could

_hurt_national_systems.html。 

155  Coursera，www.coursera.org/about/community。 

156  Connectivism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教学方法。它通知网络公开课的工作，OCW 和其他开放教育运动。MOOCs 

connectivist 等实例在教学原则中有体现：聚合  –  在不同的地方网络上产生的大量的内容带到一个门户里；重新

合成  –  将来自不同来源的材料一起创造新的事物；再利用—让聚合和再混合的材料以适应课程的目标，并且反

馈；  –  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享再利用的理念和内容。 

157 Moodle，https://moodle.org/。 

158 Udacity，https://www.udacity.com/us。 

159  EdX，www.edx.org/。 

160 第二人生目录，http://wiki.secondlife.com/wiki/Second_Life_Education_Directory。 

161 聚会是分享相同兴趣的人的故意聚会。组织他们来使用Meetup平台。更多地请看 www.meetup.com/。 

162  Clay Shirky，《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外交事务》90，第 1卷，（2011年）：28‐41。 

163 Nilofer Merchant，《让你的想法前行》（哈佛商业评论，Blogs.Hbr.org，2012年 6月 26日），

http://blogs.hbr.org/cs/2012/06/let_your_ideas_g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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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社会资本和协作/同伴学习 

社会资本和协作/同伴学习

学习伙伴社会资本

-全球参与：更
高的社会资本

-当地参与：
高社会资本

-个人活动：
低社会资本

全球的学习伙伴

当地的学习伙伴

个人学习

 

来源：作者 

在青年就业的背景下，重要的是要考虑参与协作学习可以带来的好处。协作学习活动是年轻人

学习 ICTs（基本和高级）以及创业技能的机会。它也可以让人们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的同伴和专家

进行更多的交往，因此协作学习提供了社交的机会，可能会使参与者更好地学习工作。协作学习的

可持续性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和参与这些事件的个人的动机和承诺。 

Peer2Peer 大学是一个在线学习空间，由开放价值观指、社区和同行学习的观念主
导。它提供了课程（MOOCs），以及为那些希望学习的人提供主要计划。这些课程是免
费的，然而 P2PU 不授予学分，它通过开放徽章计划认可成就，这在本章后面有描述。
徽章的授予是以学生怎样去共同学习一个特定的课题为基础的。P2PU 包括的以下社
区：数字未来、教育学院、开放学校、网络技艺学校、创新学校。 

网站：info.p2p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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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关系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指出，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不同水平的 ICT 技能。研究表明，完善或开发技

能的 佳方式是有机会使用他们，且 好是在工作中使用。用人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员工获

得工作所需的 ICT技能。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让青年更好地、更有效率地工作。举措  –  由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和国际机构驱动，提供培训机会、实习、见习计划和指导。一些报告指出，学习指导和技

能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当青年和更有经验的工人一起工作时，他们会从他的导师和同事那里获取和

开发许多相同的 ICT 和软技能、能力。164这也解释了联合办公空间和技术中心的日益普及（第 7 章

有这个主题）。 

图19：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关系 

民间团体组织

工作机会和在工作
中进行学习的机会

科技产业（私营部门）

政府（公营部门） 教育机构

 

来源：ITU 

 

Google 代码之夏（Google Summer of Code）成立于 2005 年，是一个全球性计划，
已经为给开源软件项目编写代码的中学以上的开发者提供了 6 000 元的薪酬。这个活动
是每年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学生在实际软件开发场景和就业的机会中与一个或多个导
师配合。 

网站：code.google.com/soc 

7.3  学习和创新场所 

人们通常将学习地点与组织机构（例如学校、大学、职业培训中心）联系在一起。随着上述的

新学习模式的进步，年轻人开始在技术中心、联合办公空间和黑客/制造商空间等地方学习。这些

地方的普及证明了面对面互动的持久价值，加上在线互动工具，使这些地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让人们学习、协作和共同创新。 

                                                              

164 在欧洲青年论坛看到的报道（2008）；国际青年基金会（2012）国家青年机构‐英国（2008）国际电信联盟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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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一份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准备的报告预测了这些变化，web 2.0 技

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会引起社交网络、协作内容的创作和民主化创新。165近几年来，技术变化（尤

其是在对社交网络和新领域的广泛影响方面）已经远超报告中的预测。 

7.3.1  共同合作空间和技术中心 

越来越多的联合办公空间和技术中心开始支持企业家和初创企业，为他们提供培训、联络、指

导，帮助他们寻找资金来源。联合办公空间是一个共享的工作环境，在那里成员可以使用桌子、会

议空间、办公设备、厨房等设施。除基础设施之外，联合办公空间举办一些活动，提供培训、举行

社交聚会。技术中心是联合办公空间的一种模式，更加重视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因此，他们可能

会提供一些项目，如企业孵化服务、编程马拉松、盛会、招聘网站和比赛，直接满足技术社区的需

要。技术中心通常与全球和当地的技术公司都有很强的联系。在所有这些地方，社区的人使他们茁

壮成长。把握机会是为了遇到志趣相投的人，分享想法，和向其他成员学习。 

在内罗毕 iHUB 是一个联合办公空间和商业孵化器，成立于 2010 年 3 月，由 Erik 

Hersman 和 Ushahidi 共同创造。通过汇集企业家、黑客、设计师和投资者，iHUB 在内罗
毕的科技社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iHub 提供了一个空间，通过与国际风险资本的社区
的联系，让年轻创业成员可以得到指导、互联网连接和风险投资。空间是一个关注年轻
企业家，网络和手机的程序员、设计师和研究人员的科技社区设施。iHub 是开放社区工
作区(联合办公)的一部分，nexus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的一部分、孵化器的一部分。自成
立以来，iHUB 产生了 30 多个创业公司，举办 120 多场活动，从研究到为科技孵化器提
出了许多倡议、与大学社区接洽，并且和许多高科技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166最重要
的是，iHub 创造了一个生态系统来与人们取得联系、培养创业精神。 

网站：www.ihub.co.ke 

7.3.2  黑客/创造者空间 

另一种类型的空间是黑客空间或创造者空间。黑客/创造者空间强调电子产品和建筑物理对象。

核心设备是 3D 打印机，允许一个人从数字模型中创造虚拟的任何形状三维固体对象。激光切割机、

乙烯刀具、CNC(电脑数值控制)路由器和数控铣床通常是混合设备的一部分。这些空间中，大多教

授人们如何使用设备、如何处理各种除了电子电路以外的媒介（木材、金属、织物）。许多创新都

来自黑客/创造者空间，包括经常成为国际发展的目标的领域。 

7.4  知识库、游戏和移动资源 

利用网络渠道学习和社交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很正常的。鉴于使用方面的差距，这不是对世界上

每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选择，要注意，在正常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被网络世界吸引。下面的一些

举措提供的在线内容能够允许用户学习和展示他们的技能。网络渠道已经为资源大规模分布打破了

障碍，因此成为了创新和创造的沃土167。从电子游戏到知识库到公开课程再到社会媒体，互联网为

获得信息和分享知识提供了多种途径。 

                                                              

165  Riel Miller, Hanne Shapiro 和 Knud Erik Hilding‐Hamann，“《学校的结束：2020 年欧洲学习空间:对学习的未来的

一个想象运动》”，《JRC科技报道》（2008年），doi:10.2791/54506。 

166  Eric Hersman，《3年半以后，iHub做了什么》，WhiteAfrican，2013年 10 月 15号 新修改

http://whiteafrican.com/2013/10/15/3‐5‐years‐later‐what‐the‐ihub‐has‐done/。 

167 Manuel Castells 与 Gustavo Cardoso，《网络社会》，（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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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网络知识库 

随着内容和选择持续增加，有必要以便于操作和增强可搜索性的方式去组织和呈现内容选择。

这些知识库是个人组织以及更多的部门的产物，代表着公共和私营这两个部门。有些是受委托责任

驱使；其他的则是受提高透明度驱使的。至于这份报告的目的，重要的是这种努力产生了怎样的结

果：包括通过许多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ICT）获取更多信息。这包括免费书籍和开放使用同行评议

的期刊文章。 

OpenLibra 是一个知识库，在有西班牙免费许可证的情况下它提供技术书籍。
OpenLibra 是 Etnassoft 的一个计划，OpenLibra 的创立可以让西班牙语开发商有权使用他
们语言的技术知识。每日有超过一千个用户访问这个网站，浏览知识库中的数百个标
题，这些内容可以免费下载和分享。 

网站：www.etnassoft.com 

7.4.2  游戏 

据估计，年轻人每天平均花两个小时玩电子游戏或在线游戏。一些人认为玩游戏很无聊而且浪

费时间。然而，玩也被证明是人们引入技术和获得新技能的一种有效的方式。用游戏学习不是一个

全新的现象；在教育中用角色扮演传授孩子新知识和社交已经使用了多年。随着游戏内容变得数字

化，玩电子游戏被搬到网上。此举导致了创造力激增和学习现象的增加。游戏背景的多样性，吸引

大批观众，并且扩大了游戏范围，增加了人们对游戏的使用。 

MinecraftEdu 是一项举措，该举措将游戏与学习相结合，可在教室或其他地方实
施。游戏提供多人活动和工具，并将其纳入各学科的课程内容中。在教室使用游戏会有
相关的费用。 

网站：www.minecraftedu.com/ 

7.4.3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也广泛用于学习。一些主要的网站（如 Facebook 和 Twitter）已经成为交换个人的故

事和休闲活动的有名平台，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教育和专业目的去使用它。社交网络、博客、

播客、视频分享（YouTube、Vimeo），照片共享（Flickr、Picasa），社会书签（Evernote、

del.icio.us），表现共享（Prezi  slideshare），论坛（谷歌组），活动（聚会），成千上万的平台被

个人和机构用来学习以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例如，参加网络公开课的人会利用在线社会媒体工具

和应用程序，比如在当地的咖啡馆，图书馆，或某人的家里，用 Meetup 来组织面对面课程学习。

教育专家称这个为连接主义，“需要记住的知识并不是一组孤立的事实。相反，它实际上是一个大

的集合或一个真正的联系网，学习不外乎就是把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以同样的方式，通过一段音

乐的音符排列一种表达方式，在这段音乐中你就成为了专家，即，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  通过参与

其中，在一门学科中你就会成为专家。你看到和领会到这门学科内在的联系，甚至基于你的经验创

造新的联系。168 

                                                              

168  Paul Mcfedries，《沉浸在网络公开课程中》，Spectrum.Ieee.org，2012年 12 月 4号，

http://spectrum.ieee.org/at‐work/education/im‐in‐the‐mood‐for‐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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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移动电话  –  学习进行时 

在发展中国家有超过 52 亿的手机用户169。无处不在的手机成为了人们的学习工具，可以使居

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接受教育。基于人们大量使用手机的事实，很多努力旨在使劳动力提升所需的全

面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基础教育，识字和计算能力；语言学习；软硬技能和创业培训170。如在本

报告所描述的，私人和公共实体在所有大洲加紧提供多种语言的移动学习项目。教育联盟的手机，

包括 18 个成员（包括：英国文化协会、电联、万事达基金会、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

世界宣明会、万维网基金会）是兴趣和奉献的说明，致力于让手机扩大人们的学习范围，特别是对

于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171 

移动学习仍处于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的工作旨在了解哪些措施有效、有助于成功的结果的条件、

和用有效的策略来扩大影响。有些工作是只用手机，而其他的是采用前面所讨论的混合式学习，自

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例子将手机融入更广泛的教育经历中。虽然有很多项目可以通过基本的或有特

点的手机来实现，这种手机是增加数据功能的手机（智能手机），为移动学习提供了 多的机会。

在所有情况下，移动设备可以帮助学生以自己的节奏获取信息，并在某些情况下能减少前往城市中

心的成本和不便。 

有的公共访问点如信息中心、图书馆和网吧等访问点能把智能手机的便携性与个人电脑的更广

泛功能结合起来。在南非，通过研究的青少年的智能手机和访问频次高的公共访问点，发现他们评

估电脑的价值以教育使用为基础，尽管他们也渴望在这些地方提供服务，也能够利用他们的手机。
172 

7.5  认证 

认证过程是一种能力或技能从课程中得到的验证，这种过程是进行培训活动或成功地完成一个

项目。证书覆盖基础到专业所有的技能水平，一些认证专注于特定的技术或者应用程序，这些都可

以在线上获得或通过正规学校获得。 

对于招聘者来说，证书是一个评估潜在求职者的重要凭证。公司需要证明新员工是否具备在他

们工作中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技能。 

很多类型的单位都会发放证书。从私立学院到公立大学，教育机构是传统的文凭和证书的发放

者。当资格证书单位很有名时，招聘者就会非常看重证书以及在国家验证下的高学历和严格的测试。 

科技公司，包括微软、思科、惠普、三星、苹果和谷歌，也会提供证书。自主学习者直接可以

在网上获得这些证书。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提供面对面的指导的公司的

课程和证书。例如，你可以从微软的网站参加微软数字扫盲课程173或在提供培训的全世界成千上万

的公民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中注册。 

                                                              

169  ITU，《衡量 2013 社会信息》，（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2013年），www.itu.int/en/ITU‐

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mis2013.aspx。 

170  Linda Raftree，“景观审查：手机对于青年劳动力发展”，《手机教育联盟》，2013 年，21，

www.meducationalliance.org/content/mobiles‐youth‐workforce‐development‐landscape‐review。 

171 手机教育联盟，www.meducationalliance.org/。 

172 Marion Walton 和 Jonathan Donner，《公共获取》，私人手机，全球研究报道系列，（西雅图：技术和 

社会变革，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2012 年），www.globalimpactstudy.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Public‐

access‐private‐mobile‐final.pdf。 

173 微软数字素养课程，

www.microsoft.com/about/corporatecitizenship/citizenship/giving/programs/up/digitalliteracy/default.m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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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有一些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计划是要建立跨一系列技能和能力的标准。 显著的例子是

欧洲计算机驾照174。除了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还有认证考试中心。 

这有很多认证项目，其中许多是由科技公司创立的。其它的是由公民社会组织和教育机构提供

的。也包括全球和区域计划。 

欧洲计算机驾驶执照是一个国际计算机技能认证计划。欧洲以外的地方把它称为国
际计算机驾驶执照。认证项目运行有着 41 种语言，通过与 148 个国家的国家合作运营
商和考试中心的合作关系进行工作。项目包含一系列模块能建立不同级别的帮助人们工
作或学习的计算机技能  –  从基础到高级。认证项目被设计成可以让每个人接受，并且
还有与认证有关的费用。 

网站：www.ecdl.org 

7.5.1  徽章 

随着人们对“徽章”的高度关注，新的想法开始进入认证领域。受 Mozilla 基金会和 Mozilla 开

放徽章的指引，徽章已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认证。数字徽章在概念上类似于童子军的徽章系统，在

童子军中每当掌握一个特殊的技能就会获得一个徽章。 

图 20 显示了 Mozilla 开放徽章是如何工作的。正如所描述的那样，学习者是系统的核心。徽章

本身是一种获得的技能的一个在线展示。“徽章发行人”  –  学校和大学、社区和非营利组织、政

府机构和企业等，会建立标准和举行测试，以验证科目掌握情况。学习者会用“背包”收集徽章，

在“背包”中它们可以为潜在的雇主和其他人在线展示。 

徽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包含评估信息和其他元数据，可以帮助雇主进行理解，例如，精

确的学习什么技能，在其它形式的认证中，一定程度的粒度是不可应用的。徽章的重要性取决于其

前提，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无论学习者在哪里学习 ICT 技能，都要对其有正确的认知。对自主学

习者和其他人来说，徽章提供了一种方式去证明、取得和提升他们的技能。 

                                                              

174 欧洲计算机驾照，www.ecd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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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开放徽章如何运行 

 

来源：Mozilla开放徽章175 

8  政府角色 

2012 年国际青年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介绍说，青春是

一种“变革的力量，”是那些“有创意，足智多谋和热情的变革代理人，无论他们是在公共广场或

网络空间。然而，“太多的年轻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遭受着低工资、没有前途的工作

和前所未有的失业率。”176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非常严重。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政府，私

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国际机构一起共同努力。 

前面的章节已经强调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举措旨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青年教育、就

业和创业。这些例子是多种因素融合的结果：有意，和在无法预料的某些情况下，多部门（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投资；扶持政策环境；跨部门合作能刺激创新、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关注

青年的紧急需求方面，国际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召集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全球

议程和提出策略来解决这种问题。 

本章主要介绍，在青年就业和创业中，政府在推动政策、计划和策略方面的角色。尤其是涉及

到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这是青年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时期。本章集中在五个方面：(1)  将 ICTs 集成到

教育，(2)  支持非正式学习的渠道，(3)  支持替代性的认证系统，(4)  促进公私伙伴关系，(5)  制定

政策，促进就业和增加创业机会。 

   

                                                             

175 Mozilla开放徽章，www.openbadges.org/about。 

176 潘基文，《2012秘书长致辞：国际青年日》，UN.org，www.un.org/en/events/youthday/2012/s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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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教育中的 ICTs 

据这份报告显示，用 ICTs 学习和创新的机会是不可估量的。然而，除了大量投资，正式的教育

系统在为青少年准备他们成功所需的与 ICTs 相关的技能方面会继续面临挑战。 近的经合组织在科

学，技术和产业前景中报告指出，传统的教育模式没有充分培养学生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的

要求177。报告强调，正规教育仍然是推动创新所需的技能的主要工具，以及政府需要采取措施解决

他们系统的局限性。 

很多专家将教育系统的局限性同未真正把 ICT 融入教育联系起来。缺乏整合会给使用 ICTs 获取

知识，一般情况下的 ICT 技能的获得，甚至是特殊情况中 ICTs 在教室里的使用，带来消极的影响。

很多因素解释了这种情况，包括：缺乏软件和技术支持；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学生和电脑的比率

不足；ICT 学习局限于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而不是为了学习其他科目；重要的是，教师在教学和在学

习方面产生更多的 ICTs 的综合使用方面能力有限。178 

有许多活跃的区域活动。拉丁美洲的教育网络门户（RELPE）179在该地区和西班牙集合了来自

23个国家（25个部门）的教育部长，目的是使 ICT培训成为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提供资源

来提高教师的 ICT能力。 

在非洲，非洲校园网和 ICTs 教学整合的研究议程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文件来

帮助教育者、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给教育者和学生的其它举措是在课堂上使用的实际的资源。 

在亚洲，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在教育中的高度的 ICTs 整合，而另一些国家仍在努力给他们的大

部分人口提供数字接入、提高人口基本素质。180在区域调查中，如韩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大陆

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因为在教育项目中他们的 ICT 成果和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他们排名很高。181

在其他的地区则仍然需要大量的努力。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

老挝、巴基斯坦和越南国家的新的计划旨在支持在教育中 ICTs的整合，正在开始显示成果。182 

政府合作的重要性 

研究表明，许多 ICT 和教育工作因作为政府部门、机关或机构的独立干预措施来实施，限制

了其影响。183抓住 ICTs的潜力，原因是教育和相关部门需要一个整合的，合作的方式。184一个国家

战略指导使多个部委的工作提高了互补性，减少了冗余。在一些国家劳工部、电信部、青年或人类

发展部门、教育部门、社会发展部门乃至产业部一起工作来确定利益和发展目标活动的共同领域。
185 

                                                              

177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2012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前景》（2012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出版），

486，http://dx.doi.org/10.1787/sti_outlook‐2012‐en。 

178  Robert B. Kozma和 Shafika Isaacs，《转变教育：ICT 政策的力量》，（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1/002118/211842e.pdf。 

179 拉丁美洲网络教育（RELPE），www.relpe.org/。 

18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科学、技术与工业的展望》；infoDev，《为了印度和南

亚的教育的信息和电信技术》，（Infodev.org，2010年 6 月 4日），www.infodev.org/en/Publication.876.html。 

181  Larry  Johnson 等 ， 《 NMC 视 野 报 告 ： 2012 年 高 等 教 育 版 》 ， （ Austin ： 2012 新 媒 体 联 合 ）

www.nmc.org/publications/horizon‐report‐2012‐higher‐ed‐edition。 

182  infoDev，《在印度和南亚的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2012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科学，技术
和产业的前景》：486；以及 Kozma和 Isaacs，《转变教育：ICT政策的力量》。 

183  Johnson等，《NMC视野报道：2012高等教育版》。 

184  Kozma 和 Isaacs，《转变教育：ICT 政策的力量》；经济合作发展组织，《201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科学、

技术与工业的展望》。 

185  Kozma和 Isaacs，《转变教育：ICT 政策的力量》；Nidhi Tandon等，《为女性的新时代在 ICTs 的机会中有一个光
明的未来》（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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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例子展示了，部署计划在两个国家，乌拉圭和爱沙尼亚，说明了开发 ICT‐ready人口的两

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毫不奇怪，这两个国家在 ICT发展指数上得分高。186 

乌拉圭加入 Ceibal 计划（计算机基础教育连通性在线学习），187全面的策略驱动的国家计划旨

在“促进新学习环境的建设和生成一个适当的环境，以便乌拉圭的孩子能够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社会

工作生活的需要。”188这个项目旨在使教室里的 ICT 成为主流，并且在与多个政府机构的合作中已

经开发完成。189 

在爱沙尼亚，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方法，就是发起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教 7‐19岁学生编写代码，

作为其国家数字战略的一部分190。与行业领袖合作，这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尽可能早地种

下创新的种子191。这个项目是通过 DSL192连接国家里的每一所学校。 

8.2  在非正式教育场合 ICT能力的发展 

乌拉圭和爱沙尼亚的例子属于正规教育系统。然而，正如前面章节所显示的，年轻人或终身学

习者发展 ICT 技能的地方已经可以脱离了教室的束缚。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像编程马拉松，

聚会，MOOCs，codefests，使用免费的在线信息，或者参加比赛。政府需要关注和支持这些机会，

因为他们已经展示了会成为创新和学习的沃土。 

促进这些类型的活动需要面向不确定性和风险。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活动已经有非政府用人单

位和私营部门支持和开创。在实际中，政府已经注意到并且支持这种创新，它帮助制定了规模计划

并确保其可持续性。以下是一些例子。 

新加坡在 K‐12 教育中计划引入 MOOCs，为学习提供替代方案以及促进课程开放。其目的是通

过文化的内容和知识的共享193，促进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这样的活动在小学的价值仍有待评估。

尽管如此，令人鼓舞的是看到政府对它感兴趣。在新加坡的例子中，很明显，政府认识到作为一个

国家的目标潜力。 

在非洲有两个努力方向  –  开放的医疗记录系统194运动和开放式体系结构标准和信息系统195  – 

这说明政府怎样抓住了开放协作的潜力，来创建工具帮助政府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代表讨论和

优先考虑需求，然后启动编程马拉松（如谷歌的支持下的代码之夏）来为这两个系统开发应用程

序。这些努力的动力在当地的水平上启动：来自开源运动的年轻人，大学的研究人员，私营部门，

国际捐助机构和国家政府。计划开始于莫桑比克、卢旺达、南非和津巴布韦，并蔓延到肯尼亚、

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甚至超越了非洲边界到了智利、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 

                                                              

186  ITU，《2012 年衡量信息社会》（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2012年），www.itu.int/ITU‐D/ict/publications/idi/。 

187  CELBAL计划，Conctividad Educativa de Informática Básica para el Aprendizaje en Línea/在线上学习的基础情报学的
教育连接 www.ceibal.edu.uy/。 

188  Kozma和 Isaacs，《转换教育：ICT 政策的力量》。 

189  CEIBAL计划，Conectividad Educativa。 

190 数字教育创新中心，www.tiigrihype.ee/en。 

191  Parmy  Olson，《为什么爱沙尼亚已经开始教一年级学生代码》，（2012 年 9 月 6 号福布斯网站），

www.forbes.com/sites/parmyolson/2012/09/06/why‐estonia‐has‐started‐teaching‐its‐first‐graders‐to‐code/。 

192 数字用户线路（DSL）。 

193  Larry  Johnson 等，《新加坡的 K‐12 教育的技术展望，2012‐2017 年》（Austin，Texas：新媒体联合），

www.comminit.com/ict‐4‐development/content/technology‐outlook‐singaporean‐k‐12‐education‐2012‐2017。 

194 开放多功能系统，http://openmrs.org/。 

195  Jembi健康系统，www.jembi.org/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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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就是政府采用编程马拉松，编码盛宴或创新空间来吸引年轻人为地方和

国家政府开发应用程序。这为水资源管理，运输系统、灾害管理和许多其他领域产生了很多应用软

件。这些措施中冒出的创新的政府收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联盟中的一些已经有助于改变包括政

府办公室、行业领袖和 ICT创新者在内的态度。 

8.3  选择认证和认证方式 

选择学习途径，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认识到人们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只有

传统的认证和认证系统概念是合适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传统的认证和认证系统代

表商定的标准，通常政府批准创建指导教育给予组织和机构的工作。这样的系统当然是重要的，需

要不断更新，以反映技术和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同时，重要的是各国政府认识到可选择方法的增加、影响和认证技能的系统，如徽章。如第七

章所示，透过开放徽章的基础设施，任何组织或协会可以发放徽章证明知识和技能掌握。这个概念

是相对较新的，但它蓄势待发，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徽章系统会被广泛采用196。因此，政府需要去发

展立场来考虑徽章和其他认证系统。 

8.4  公私伙伴关系 

来自雇主的主要抱怨之一是，他们无法找到合格的劳动力来填补这个空缺。这和来自于一个说

他们即使合格197也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的相同抱怨相匹配。这个技能不匹配是青年失业危机的一个

主要原因。 

建立和行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青年的对话渠道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

样的对话可以让各方更好地了解工作的趋势和需求，进而建立教育和劳工政策的构想来响应市场的

需求，刺激创新。这些对话的模型可以在新加坡、韩国、瑞士、爱沙尼亚、德国等国家找到，在那

里，国家的科技战略以及课程和产业198一起被制定。这些政策和投资是为了吸引学生进入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项目。例如，以卢旺达为例，其政府

已经发起了“国家 ICT素养和意识活动”，即“一个青年部和 ICT，当地政府部门，教育部，卢旺达

教育委员会，卢旺达发展委员会，和私营部门联盟一起的联合计划”。 

开放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对话可以帮助克服技能发展和教育的投资合作的相关问题。许多企

业优先考虑公私伙伴关系和为学徒，工作岗位和其他项目有专门的预算。民间团体组织可以参与。 

在英国，国家学徒制服务组织与 QA学徒制和 Cisco合作学徒制三方建立了合作关系。199一起来

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为期三年的学徒机会。在约旦，社会发展部门负责一个项目旨在提供边缘化的青

年在私营部门机构培训和工作的机会。通过这个计划，200青年获得实际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在马

来西亚，槟城的技能发展中心，201作为一个联合的伙伴关系在政府、学术界和行业之间创造为青年

提供一系列的培训项目。 
   

                                                              

196  Johnson等，新加坡的 K‐12教育的技术展望 2012‐2017年。 

197 国际青年基金会，《行动机遇：让青年准备好在 21 世纪谋生》；ITU，Tandon 等，《在 ICTs 的机会中为女性的
新时代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世界银行，《2013 世界发展报道：工作》。 

198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12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展望》。 

199 “Cisco”，QA 学徒制，http://apprenticeships.qa.com/employers/corporate‐bespoke‐apprenticeships/qa‐

apprenticeships‐at‐cisco. 

200 国际青年基金会，www.iyfnet.org/news/1160. 

201  Tandon 等，《在 ICTs 的机会中为女性的新时代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同样参考槟城技术发展中心（PSDC），

www.psdc.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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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伙伴关系来说的另一个领域是就业。在上面的学徒的例子中，参与者都能

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报酬，也有机会学习兼职。完成这个项目之后，期待参与者能自己找到工作。

其他项目仅限于培训，以及企业用它们来识别人才。通常，当企业提供学徒期，实习或其他任何形

式的在职培训机会，他们的承诺限制在计划期间。当这些项目的学生在总体上表现得很好，这种类

型的行动可能会帮助他们就业。人员配置是否与公司参与合作，或与政府，或与民间团体，政府的

作用是确保训练有素的年轻专业人士找到工作。这个地区可以吸收的 ICT 专业人士数量正在增加，

如第四章和第五章所示的描述趋势和在宏观领域的机会如健康、农业、和业务流程外包，以及大量

的新兴地区，从微工作到绿色岗位再到残疾人可得到的解决方案。 

8.5  支持年轻创业者的政策 

创业已成为许多国家政策重点。是否由必要性或机会驱使，企业家需要得到支持才能成功。对

于那些社会和金融资本较少的，规模较小、商业网络规模较小和经验较少的年轻企业家来说，支持

尤为重要。政府项目和政策可以创造有利条件来启动和维持青年创业计划。已证明有效的策略的例

子包括： 

•  通过提供适当的培训，开发一种创业文化，包括创新、个人发展、领导力和实用的商业技

能。确保培训机会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获得。 

•  确保有权使用业务、法律和相关的信息，以在新企业家的业务发展的早期阶段帮助他。 

•  简化业务登记流程。 

•  为新的企业家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如：通过贷款或信贷获得低息资本;种子资金，资助;减

少关税和税收，降低许可和登记的成本;以及金融建议。还会提供不需要担保的小额贷款。

金融援助应该补充上指导和其他支持计划来减少不付还的风险。202 

•  为青年组织实习活动和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向更有经验的业务人员学习。例如，第七章

提到的汇集了投资者，商业人士和政府代表的研讨会、会议、和比赛。这些活动帮助创业

者建立网络，展示他们的商品，发现人才，识别商业机会和寻求金融投资。 

•  促进和支持协作创新空间，包括联合办公空间，科技中心，企业孵化器和黑客/创造者空

间。这些空间为应用程序发展和其他活动提供充满活力的地方，激发创造力，和增加新企

业家将随着孵化期待在商界的可能性。203 

•  通过比赛和竞赛促进创新。这可以通过与其他参与者合作变得成熟，如捐助机构、公司企

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以举行国家级或地区级竞赛。 

•  刺激本地内容的生产和产品，帮助创造需求，例如以当地语言的语音合成引擎。 

•  为了区域合作，安排政府间合作和交流，鼓励更多的南南和南北学习和贸易合作。 

•  使用政府采购来从企业和小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 

9  结论 

这些改变在青年之中发生，ICT、就业和创业的特点是快速变化和创新。从农业向医疗的主流

经济部门正在目睹新的启用 ICT 应用的现象激增，既有依据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的 低 ICT 技能来提

高质量，并且有企业家为这些行业发展 ICT 产品和服务产生新的机会。除了这些行业，互联网本身

有责任使这些新机会成为可能，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提供生计。众包、微工作、应用程序开发，

和其他新兴创收活动把他们的存在归功于全球互联网扩张来继续连接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口。 

                                                              

202 联邦，《英联邦青年信贷计划》。2012年 2月 20日 新修改

www.thecommonwealth.org/Internal/152929/152933/152934/152935/commonwealth_youth_credit_initiative/。 

203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12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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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这些机会所需要的正确的技能和知识。因为什么工作获取什么技能却并非易事。因为工作

和任务要求的 ICTs 知识是倍增的，技能的范围在无数的技能子范畴内同样地被扩大和变得多样化。

而创造应用程序的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和知识可能仍然是一个人有无日常办公室工作的资格的证明，

在这个报告所描述的很多新机会中这些技能是不足的。根据区域，这些新的机遇需要的一个或多个

在这些领域的其他能力，如寻求信息、沟通、协作、内容生产、多媒体创作、网页设计，安全和隐

私，解决技术问题和编程等。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一些商业技能，如操作和管理、金融、市

场营销、通信、研究和技术管理。 

软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灵活性和适应性，社会和跨文化能力，主动性和自主性也

至关重要。企业家，比入门级的工作，通常需要更高级的软技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除 ICT 技

能外，任何个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将取决于掌握这些软技能。 

幸运的是，市场上已为人们学习不同的技能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

技术，取得不同的资源，导致不同类型的认证。学习创新中的 ICT 和软技能都很丰富而且每个月都

在增加。现有项目正在改善，和新进入者不断引进新的产品和服务。移动学习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大

门。此外，在很少或没有成本的情况下，许多资源都是可用的。有着互联网连接的任何人可以访问

开放资源，参加一个MOOC课程，或接收一个证明掌握了一门学科的徽章。 

许多程序功能面对面的互动。技术中心，联合办公空间、编程马拉松、学徒制和网络事件仅仅

代表着少数几个人们的学习方式和创新，或者双方。事实上，通过结合线上和线下活动可能会意识

到一些很好的机会。 

年轻人适合利用这些机会。总体而言，它们都自然地对技术和在网络环境中的操作感到舒适，

善于吸收新概念和技能，能够看到新的希望。青年是数字技术的 大的用户，并且已经推动了社交

媒体和其他 web 2.0 应用程序的爆炸性扩张。正是这些新应用程序支持了许多新的工作和创业机会。 

青年怎么能更好的准备和定位来抓住新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报告概述了大量的关于政府角色

的策略。政府会努力地吸收大量的学习课程和教学模型，如混合学习和翻转教室，k‐12 教育和高等

教育。它还可以与私营部门努力来识别替代认证模型，如徽章，从而在正规教育之外开通方法来识

别技能掌握。政府还可以与业界、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和青年建立对话来监控和应对持续的就业趋

势的变化。公私伙伴关系可以通过培训，实习和人员配置计划进一步推进青年就业。政策和规划需

要另一个层面的奉献精神来支持创业。为公司创造有利条件，例如简化商业登记和获得低息贷款，

来直接支持创新空间和孵化器等措施，吸引创新人才。 

社区组织在让青年学习相关技能、以及为青年其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提供计算机资源，网络连通性，小组活动空间的信息中心、图书馆、社区技术中心和其他的地方是

实现项目的理想位置，这些项目将为青年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去追求这些机会。他们代表

一个学习的非正规渠道，因此比起正规学校，他们往往有更大的灵活性来试验和实施包含在这个报

告中的项目的类型。此外，许多年轻人需要一个媒介物来激励、引导、组织，或者另外的提供一个

有利于学习的环境。虽然自主青年自己可以利用在线课程，但大多数的年轻人需要这个额外的援助。 

虽然发展机构和基金会可以提供金融支持和专业知识，但国际组织可以提高人们对这些新趋势

的认识，可以开发资源来满足年轻人的需求和在实施青年就业和创业战略支持政府。 

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  国际组织、政府、发展机构、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基

金会  –  在为青年实现更多的机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做需要利益相关者接受创新过程：开放

实验，确保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的可靠的反馈系统，根据需要灵活改变方向，结合新技术的进步，

不寻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不存在），和另外采用我们想要灌输在我们的青春的相同的创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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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加速器  加速器即创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其他服务，以换取股权。

网站功能可见性  网站功能可见性指一个网站的用户界面，通过该界面用户可轻而易举地发现

网络中的可能行为。 

Apps  Apps是为数码设备开发的应用软件。术语 Apps通常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 

徽章  徽章是由Mozilla 基金会建立的一项认证体系，用于对知识和技能进行认

证。 

BarCamp  BarCamp 为与技术相关的国际研讨会网络，研讨会议程内容由参加者提供。

业务流程外包  业务流程外包指对特定的经营项目（例如财务、人力资源以及客户服务）进

行外包。 

Codefest  Codefest 为一项活动，在活动中，技术人员聚集在一起编写计算机代码。 

编码  计算机程序编写指令。 

连接主义  连接主义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教学法，旨在通知MOOCs、OCW 以及其

他开放存取行动开展工作。 

众筹  众筹是指个人之间通常通过互联网建立联系共同集资，以支持一位企业家的

事业。 

众包  众包指将任务或大工程外包给分布在不同地点的人群。 

客户关系管理（CRM）  客户关系管理（CRM）通常指利用技术对一个组织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进行

管理。 

数据复制  数据复制指对重复数据的双份拷贝进行清除的技术。 

数字原生代  数字原生代指出生在数字技术时代的人。 

企业资源管理（ERM）  企业资源管理（ERM）指一种商业方法，该种方法对企业同其所有支持者

（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雇员等）之间的关系进行管理。ERM 已经超越

了客户关系管理（CRM）。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指一种教学方法，在该种教学方法下，学生可在课堂之外观看视频

讲座、获取其他在线资源，将课堂时间用于参与讨论和小组学习。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用于对地理数据进行采集、操纵、分析和显示。 

打金者  打金者通过打多人网络游戏来获取游戏货币，其他玩家用真实货币购买游戏

币。 

破解游戏  破解游戏的玩家并非游戏的开发者或编写者，但可以对游戏的某些方面进行

改变，并将改变后的游戏分享至其他玩家。 

黑客松  黑客松指一项活动，在该活动中，计算机开发人员、图形设计师和/或其他

专家相聚在一起，以紧密合作的形式开展软件工程、APP 方面的工作并研制

其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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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客空间/众创空间  骇客空间/众创空间指一个社区开展的专题讨论会，在这里，志趣相投的人

们相会在一起，围绕计算机、技术以及数码艺术展开工作。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是用于创建能在网页浏览器中显示的网页和其他

信息的主要标记语言。 

HTTP与 HTTPS  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是一项组成万维网基础的应用协议。安全超文本传

输协议（HTTPS）为标准 HTTP增添了安全保障。 

人力资源管理（HRM）  人力资源管理（HRM）指对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包括雇员招聘、

选拔、评估及其他功能。 

影响采购  影响采购指将业务流程外包给社会（例如，从弱势群力雇用劳动人员）。 

孵化器  孵化器指一项工程，即通过提供商业支援服务和资源来支持初创企业。 

信息技术外包（ITO）  信息技术外包（ITO）指对计算机或与互联网有关的工作（例如编程）进行

外包。 

知识流程外包（KPO）  知识流程外包（KPO）指对知识密集型业务（例如市场调研、法律服务以及

专利申请）进行外包。 

Mashups  Mashups指将数码音乐、数码视频或应用程序进行组合，以形成一项新的程

序。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s）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指开放的、没有界限的、任何人均可参与的

在线课程。 

Meetup  Meetup 指通过Meetup 平台将世界范围内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 

微型工程  微型工程指微型数码任务，即使没有专业技能的人也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是指通过移动设备进行学习，或当学习者不在一个固定地点时进行

的学习。 

开放教育资源（OER）  开放教育资源（OER）指用于教育的、免费开放的文件或媒体。 

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指面向所有学习者开放的大学，无任何入学要求。 

开放式课程（OCW）  开放式课程（OCW）指大学将课程做成数字格式、免费提供给学习者。OCW

不包括提供教师教学和证书认证。 

Pitch fests  Pitch fests指一项活动，在活动中，企业家可以向潜在投资者阐述他们的想

法。 

代练  代练，即玩家在角色扮演游戏中通过他人、更高水平玩家的帮助来以更快的

速度提升人物的能力。玩家可能向一个公司或个人付费来提升他们的游戏人

物的能力。 

标签  标签指一条信息中的关键词或术语。 

风险投资  为初创企业投入的金融资本。 

Web 2.0  Web 2.0 指一种允许用户互动、合作、对内容进行创造的网站（与静态网站

形成对比）。 

网络素养  网络素养指不仅具备解读网页的能力，而且具备“编写”网页（创建网站、

文件以及多媒体资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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