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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自民國 92 年起，將「秘書組」改組為「辦公室維

運分項計畫」，此項變更於民國 92、93 年中程綱要計畫申請時已獲通過，因此

秘書組之出版業務已獨立成為辦公室維運出版子計畫，隸屬本國家型計畫「辦

公室維運分項計畫」下。民國 94 年起，「辦公室維運分項計畫」更名為「維運

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計畫亦隨之更名為「維運管理出版子計畫」。 

本國家型計畫包含機構計畫、分項計畫及對外徵求之公開徵選計畫，計畫

數目繁多，因此計畫辦公室特別注重彼此間橫向的溝通與連繫。就內部管理而

言，勢需加強橫向溝通，才能建構整體的國家型計畫。就外在環境而言，將本

計畫的各種出版品內容及技術適度整合，才得以推廣至全民，讓一般民眾了解

數位典藏的意涵。因此維運管理出版子計畫即擔任各類出版品編輯、對外公關

工作之諮詢等。 

維運管理出版子計畫，透過每月發行的《國家數位典藏通訊》，讓數位典藏

的相關工作與動態有一個溝通園地。而本計畫所出版的中、英文簡介與網頁簡

介亦為推廣本國家型計畫必要的資料，其他如出版《數位典藏技術彙編》、《數

位典藏樣品集》，及進行智財權調查所產生相關手冊，辦理展覽所需之導覽指

引，均為本子計畫的項目範疇。 

本子計畫在進行各項出版業務的同時，擬建立一套本國家型計畫處理文

宣、新聞寫作的原則與典範，俾供其他計畫參考。此外，本子計畫試圖藉由每

月發行的電子通訊新聞內容之延伸標誌語言（XML）研究、開創中文新聞內容

專門檢索之實驗，以期作為未來新聞寫作教學及實務之依據。 

關鍵詞：數位典藏、科技傳播、出版、新聞寫作、延伸標誌語言、技術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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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ation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which carried out 
by “office of the Secretariat,” then switched to the “Operation and Supporting 
Division” in the summer of 2002.  Then, in January of the year of 2003, all the 
publications are charged by “the project of NDAP’s publication,” an independent 
project. This change was mentioned in the mid-term project and is approved after 
reviewing in 2002 and 2003. In 2005, “Operation and Supporting Division” switched 
again to “the Operation & Supporting Division”, and “the project of NDAP’s 
publication” switched to “the Publishing Project of the Operation & Supporting 
Division”, too.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cludes institutional projects, division 
projects and others like the outside non-solicited projects.  Due to numerous 
projects, the program office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mutual inter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mutual intercommunication.  And externally, for the sake of popular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the contents much more readable. 

The project of NDAP’s publication, through the monthly newsletter, allows the 
related works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its development to have a campus of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English Brochure of the NDAP is also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thers as the symposium and 
specimen anthology; proceeding of the copyright investigation for manuals; the 
guideline required for the exhibition organization; are all included as the work of  
this NDAP’s project.  Besides, the project will try to investigate the XML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monthly e-publication; do experiments to develop technical keywords 
for searching in chinese contents.  This is going to be a prototype for news writing, 
teaching by using XML. 

Keywords：digital archives, science &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publishing, news 

writing, XML, technical writing 

 II



 

目 錄 

一、計畫簡介………………………………………………………………1 

  （一）計畫目的……………………………………………………………………1 

  （二）計畫目標……………………………………………………………………3 

二、計畫成果簡介…………………………………………………………5 

三、計畫具體成果…………………………………………………………9 

  （一）定期出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9 

  （二）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9 

  （三）舉辦學術會議………………………………………………………………12 

  （四）致力國際學術會議…………………………………………………………13 

  （五）出席並協助本國家型計畫各項活動………………………………………15 

  （六）《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標誌語言之實驗研究…………………..15 

  （七）紀錄及管考相關作業………………………………………………………16 

四、結語……………………………………………………………………18 

  （一）檢討與建議…………………………………………………………………18 

  （二）展望…………………………………………………………………………18 
 

附件 

  附件一：出席「2006 全球婦女核能協會年會」報告書 
  附件二：出席「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科普論壇」報告書暨 
      發表論文原文 
  附件三：「中文新聞內容之視覺化 XML 標記實驗平台」研發報告書 

 III





 

一、計畫簡介 

（一）計畫目的 

國家科學委員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自 91 年 1 月 1 日開始推展，

目標是將國家珍貴文物典藏數位化，並利用此數位化成果來提升知識的累積、

傳承與運用。在計畫辦公室總計畫下設有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

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訓練推廣分項計畫、辦公室維運分項計畫（94 年 1 月

1 日起更名「維運管理分項計畫」）等五大分項計畫。由中央研究院、國立臺灣

大學、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故宮博物院、國立歷史博物館、國史館、國

史館臺灣文獻館、國家圖書館等八個機構單位合作進行數位典藏的工作。而為

了讓對數位典藏有興趣者，也能參與數位典藏工作，自民國 91 年起，每年透過

國家科學委員會公開徵選計畫，包括內容開發、技術研發、創意加值及創意學

習等四類，截至 95 年度已逾 250 個公開徵選計畫。 

有鑒於參加本計畫之機構單位龐大、人員眾多，橫向間的溝通、聯繫不易，

因此計畫辦公室特別於本國家型計畫成立之初，即在計畫辦公室設置秘書組，

其下設有出版業務部份（91 年 1 月至 12 月），並自 91 年 5 月起負責編輯發行《國

家數位典藏通訊》。民國 92 年 1 月 1 日起，秘書組改制為辦公室維運分項計畫，

辦公室維運出版子計畫正式成為其下三項子計畫之一，專責出版等相關事宜。

94 年 1 月 1 日起，「辦公室維運分項計畫」更名為「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

子計畫亦隨之更名為「維運管理出版子計畫」。 

維運管理出版子計畫的目的： 

1. 定期出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成立之初即定位為本國家型計畫的交流園地，不屬於任何機構，所刊登之

文字均以整體計畫考量為原則，且本國家型計畫所有對內或對外之通訊，均透

過此單一管道發送。本通訊提供本國家型計畫新聞、公告、消息、專題、專欄

及評論等項目之即時、動態資訊，促進成員溝通，達到推廣目的，並藉此保存

本計畫各項工作紀錄，建立歷史檔案，供日後參考。 

2. 規劃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 

  包括《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文簡介）、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英文簡介）、《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頁簡介》、《數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網頁目錄》等文宣品，對外推廣本國家型計畫成果。另外，彙整出版

《數位典藏技術彙編》、《數位典藏樣品集》，希望藉此促進國內文化產業、內容

產業、加值產業、軟體產業與創意產業的發展，激勵相關資訊應用技術研發與

數位內容建置，為數位臺灣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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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傳播專業諮詢 

  本子計畫著力處在於徵集各計畫相關資訊後，以主持人新聞學及科技傳播

專業背景（本子計畫主持人自 2000 年起擔任技術傳播學會中華民國分會會長；

President of ROC Chapter, STC；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提供本國

家型計畫對外公關工作之諮詢、各類出版品之編輯及內容審查，使本國家型計

畫的各項書面及電子文宣產品，呈現一致的專業水準。各類出版品的內容力求

正確、公正、務實。期望由此建立科技傳播的典範，並藉電子報的「查證確認

內容正確」原則樹立公正、誠信、不吹噓的形象，並擬建立一套本國家型計畫

處理文宣、技術寫作的原則與典範，供其他計畫參考，使本國家型計畫的電子

報及各項文宣產品成為國內各研究計畫的標竿。同時，透過適度整合本國家型

計畫的各種出版品內容及技術，推廣本國家型計畫成果至全民，讓一般民眾了

解數位典藏的意涵。 

4. 培訓人才 

  各機構計畫及分項計畫自 91 年 4 月起，各推派一名通訊員負責統籌收集所

屬計畫的訊息投稿於《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稿件經編輯群編校、查證確認，使

符合科學傳播的「查證、正確第一」原則，最後由總編輯謝瀛春審閱定稿。此

外，編輯群亦需主動採訪各類相關消息，增闢專欄以報導新知。為使寫作方式

符合新聞編輯原則，本子計畫除舉辦通訊員說明會外，並彙整出版編採手冊，

內容包括本通訊簡介、編輯流程、寫作及編輯體例與原則、重要新聞法規及本

通訊的隱私權與著作權聲明等。 

5. 中文新聞標誌語言實驗研究 

  開發《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可延伸標誌語言之實驗研究，並協助

辦理中文新聞內容數位化相關研討會，撰寫論文發表成果，以分享國內新聞數

位化之經驗。95 年度研發了一套「視覺化 XML 標記平台（暫定）」，使用者不

需撰寫程式碼，可藉由顏色、字體的變化，定義標誌語言，然後標誌新聞，再

由系統轉存成 HTML 格式，讓不懂程式語言的使用者，也可以處理標誌。 

6. 其他 

  配合時程撰寫各式報告書、參展歷年成果展及定期撰寫本國家型計畫「生

活月報」（95 年 4 月起，改成「生活季報」）。此外，本子計畫主持人亦致力於參

與國際學術會議，向外介紹目前國內典藏數位化情形，並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

交流討論、吸取經驗與知識。另外，也可藉交流機會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執行情形，提升臺灣地區數位化技術的能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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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1. 定期出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本通訊目的為促進本國家型計畫內的成員溝通，及推廣本國家型計畫活動

及成果，並藉此保存本計畫各項工作紀錄，建立歷史檔案，供日後參考。 

  目標訂為如期出刊通訊，且編輯人員、總編輯需遵循科技傳播「查證、正

確第一」的原則，建立查證確認的明確流程及記錄，若刊出有誤，即使錯誤不

在編輯，依新聞專業而言，編輯者一樣必須分擔失誤之責，並道歉。在為本國

家型計畫留下歷史記錄的前提下，正確第一、不渲染、不誇張的處理原則是不

容妥協的，以期通訊的內容平實無誤。此外，並舉辦通訊員說明會，由本子計

畫主持人謝瀛春教授為所有通訊員講授科技寫作原則，藉由審稿實例講解，培

養寫作人才。 

2. 規劃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 

  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目的依出版類型有三：一為統整參與本國家型計

畫各單位的簡介及成果，集結成冊，向民眾推廣本國家型計畫。二為彙整本國

家型計畫相關技術或樣品規格成書，藉此促進國內文化產業、內容產業、加值

產業、軟體產業與創意產業的發展，激勵相關資訊應用技術研發與數位內容建

置，為數位臺灣奠定基石。三為配合計畫辦公室及維運總計畫，出版各類型小

冊子及文宣品。 

  目標訂為依年度規劃出版各式出版品，期間因經費核定時程及刪減問題、

人事異動頻繁狀況及要求出版品呈現一致的專業水準下，出版時程視狀況有所

異動，但最終均得以完成出版。 

3. 提供傳播專業諮詢 

  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是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資深教授，具新聞學及科

技傳播專業背景，自西元 2000 年起擔任技術傳播學會中華民國分會會長

（President of ROC Chapter, STC；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曾任《科

學月刊》總編輯。研究領域包括資訊社會、新聞內容標誌研究（以可延伸標誌

語言－XML 為主）、傳播理論、研究方法、科學傳播理論與實務、新聞採訪寫

作、雜誌編輯。而本國家型計畫是一個人文與科技並重的計畫，計畫首要目標

是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進而以國家數位典藏促

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而推廣數位化概念及成果普及運用，

科技傳播素養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在籌備本國家型

計畫期間（90 年底）即參與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的規劃工作，91 年起擔任本國

家型計畫工作小組研究委員，實際指導各類出版品的規劃與編輯、電子通訊的

規劃、創刊與維運等，並且定期與秘書組（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前身）同仁開會

（每月至少兩次以上），提供專業諮詢。92 年度起擔任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

計畫主持人，負責規劃本國家型計畫出版相關事宜，提供本國家型計畫對外公

關工作之諮詢、各類出版品之編輯及內容審查，使本國家型計畫的各項書面及

電子文宣產品，呈現一致的專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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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訓人才 

  培育人才是本國家型計畫重要績效指標，本子計畫在培育人才方面規劃：

一、培訓專任助理、臨時人員及在校工讀生養成科技傳播重要精神－－「查證、

正確第一」，並建立查證確認處事態度及詳實紀錄的習慣；二、培訓《國家數位

典藏通訊》通訊員新聞寫作能力。 

  就本子計畫內部人員培訓而言，專任助理在本子計畫的身分包括《國家數

位典藏通訊》編輯、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執行編輯、策劃本子計畫各種活動及

會議等。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以教學態度主事，必定親自審閱文稿、出版品、

各式報告書等，批閱修改並指出問題及修改方式，藉此培養助理科技傳播態度

及嚴謹的做事方法。而工讀生部份，除提供機會賺取生活費，養成獨立負責的

人生態度，亦提升其寫作、改稿，以及出版相關業務的專業能力。 

  《國家數位典藏通訊》通訊員部份，各機構計畫及分項計畫自 91 年 4 月起，

各推派一名通訊員負責統籌收集所屬計畫的訊息投稿於《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稿件經編輯群編校、查證確認，使符合科學傳播的「查證、正確第一」原則，

最後由總編輯謝瀛春審閱定稿。本子計畫藉由舉辦通訊員說明會，提升通訊員

新聞專業能力。此外，並彙整資料出版本通訊編採手冊，內容包括本通訊簡介、

編輯流程、寫作及編輯體例與原則、重要新聞法規及本通訊的隱私權與著作權

聲明等。 

5. 中文新聞標誌語言實驗研究 

  本子計畫持續進行《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可延伸標誌語言（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之研究。此研究工作由本子計畫助理將每期《國

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轉存 Text 檔案，進而以可延伸標誌語言（XML）標

誌新聞內容的 5W1H 要素（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試圖建立正

式通用的標誌方式，以供未來中文新聞資訊交換至更深入的內容參照之參考。

此項研究為目前國內唯一針對新聞文本的標誌研究，有其獨特創新之價值。 

  本子計畫曾於 92 年度辦理「中文新聞內容數位化研討會」，分享國內新聞

數位化經驗。此外，95 年度研發了一套「中文新聞內容之視覺化 XML 標記實

驗平台」，其雛型經數次修改後，於 96 年 1 月 18 日在國立政治大學舉辦「中文

新聞內容標誌研討會」發表成果。 

6. 其他 

  配合時程撰寫各式報告書、參展歷年成果展及定期整理撰寫本國家型計畫

重要活動。本國家型計畫重要活動紀錄，91 年度原為「生活週報」，92 年 2 月

改為「生活月報」，直至 95 年 4 月又改成「生活季報」。本國家型計畫「生活月

報」，自 95 年 4 月起改成「生活季報」，每三個月一次定期提供計畫辦公室參考，

文稿內容包括活動內容、舉辦效益、參與人數等。此份「生活月報」為本國家

型計畫提交行政院科技顧問組的報告。 

  此外，本子計畫主持人亦致力於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向外介紹目前國內典

藏數位化情形，並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交流討論、吸取經驗與知識。另外，也

可藉交流機會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情形，提升臺灣地區數位

化技術的能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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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成果簡介 

出版子計畫之目的在於協助本國家型計畫對內建立良好溝通模式，對外樹

立良好形象，並開發《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標誌語言之實驗研究，95
年度執行內容簡介如下： 

1. 定期出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本通訊自 91 年 5 月間正式創刊，原為雙週刊，但因執行人員業務工作量大，

加班頻繁，為長久維持通訊內容之品質，自第七期（91 年 7 月 19 日）改為月刊，

訂每月 1 日發行。此外為與讀者保持密切互動，並充分利用電子媒體的特性，

每月 15 日會先行出版下期電子通訊的「準備號」。又於 95 年 7 月間，有鑑於稿

量匱乏，且時效不足，準備號自第五卷第八期準備號（95 年 7 月 15 日）出刊後

停刊。 

  自創刊（91 年 5 月）迄 95 年 12 月已發行 112 期（包括正式號及準備號）。

95 年度《國家數位典藏通訊》電子報，合計出刊 18 期，總計新聞 205 篇，專文

19 篇，共 188,565 字。另，至今讀者已逾 7,400 名，包含本計畫相關人員、其他

國家型科技計畫主持人、中小學老師、各圖書館及博物館人員、各相關機關部

會人員，以及有興趣自行訂閱者。 

  此外，本通訊自民國 92 年 10 月第二卷第十期起新增「謝清俊專欄」，邀請

前計畫辦公室主任謝清俊撰寫一系列資訊、知識、數位化相關文章，獲得讀者

誠摯迴響。民國 95 年 4 月中，則將「謝清俊專欄」歷年短文集結成冊，出版《謝

清俊談人文與資訊》一書。 

2. 規劃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 

  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目的依出版類型有三：一、統整參與本國家型計

畫各單位的簡介及成果，集結成冊，向民眾推廣本國家型計畫。二、彙整本國

家型計畫相關技術或樣品規格成書，藉此促進國內文化產業、內容產業、加值

產業、軟體產業與創意產業的發展，激勵相關資訊應用技術研發與數位內容建

置，為數位臺灣奠定基石。三、配合計畫辦公室及維運總計畫，出版各類型小

冊子及文宣品。 

  目標訂為依年度規劃出版各式出版品，期間因經費核定時程及刪減問題、

人事異動頻繁狀況，及要求出版品呈現一致的專業水準下，出版時程視狀況有

所異動，但最終均得以完成出版，95 年度成果如下： 

(1) 《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160 頁，民國 95 年 4 月（印刷費用為 94 年

度經費） 
(2) 「談電子報的媒介角色與傳播責任－以《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為例」座

談會手冊，92 頁，民國 95 年 4 月（印刷費用為 94 年度經費） 
(3) 《數位典藏技術彙編 2006 年版》（光碟版），民國 95 年 12 月 
(4)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址目錄》，16 頁，民國 95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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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2006 (英文折頁)，8 頁，民國 95 年

10 月 
(6)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2006，80 頁，民國 95 年 11 月 
(7)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6》第一式（中文折頁），8 頁，民國 95

年 12 月 
(8)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6》第二式（中文折頁），8 頁，民國 95

年 12 月 

3. 提供傳播專業諮詢 

  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是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資深教授，具新聞學及科

技傳播專業背景，自西元 2000 年起擔任技術傳播學會中華民國分會會長

（President of ROC Chapter, STC；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曾任《科

學月刊》總編輯。研究領域包括資訊社會、新聞內容標誌研究（以可延伸標誌

語言－XML 為主）、傳播理論、研究方法、科學傳播理論與實務、新聞採訪寫

作、雜誌編輯。而本國家型計畫是一個人文與科技並重的計畫，計畫首要目標

是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進而以國家數位典藏促

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而推廣數位化概念及成果普及運用，

科技傳播素養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在籌備本國家型

計畫期間（90 年底）即參與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的規劃工作，91 年起擔任本國

家型計畫工作小組研究委員，實際指導各類出版品的規劃與編輯、電子通訊的

規劃、創刊與維運等，並且定期與秘書組（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前身）同仁開會

（每月至少兩次以上），提供專業諮詢。92 年度起擔任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

計畫主持人，負責規劃本國家型計畫出版相關事宜，提供本國家型計畫對外公

關工作之諮詢、各類出版品之編輯及內容審查，使本國家型計畫的各項書面及

電子文宣產品，呈現一致的專業水準。 

4. 培訓人才 

  培育人才是本國家型計畫重要績效指標，本子計畫在培育人才方面規劃：

一、培訓專任助理、臨時人員及在校工讀生養成科技傳播重要精神－－「查證、

正確第一」，並建立查證確認處事態度及詳實紀錄的習慣；二、培訓《國家數位

典藏通訊》通訊員新聞寫作能力。 

  本子計畫四年期間，陸續進用專任用助理 20 人、兼任助理 7 人、臨時人員

18 人，在校工讀生 30 人。 

  專任助理在本子計畫的身分包括《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編輯、本國家型計

畫出版品執行編輯、策劃本子計畫各種活動及會議等。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

以教學態度主事，必定親自審閱文稿、出版品、各式報告書等，批閱修改並指

出問題及修改方式，藉此培養助理科技傳播態度及嚴謹的做事方法。而工讀生

部份，除提供機會賺取生活費，養成獨立負責的人生態度，亦提升其寫作、改

稿，以及出版相關業務的專業能力。 

  《國家數位典藏通訊》通訊員部份，各機構計畫及分項計畫自 91 年 4 月起，

各推派一名通訊員負責統籌收集所屬計畫的訊息投稿於《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稿件經編輯群編校、查證確認，使符合科學傳播的「查證、正確第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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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總編輯謝瀛春審閱定稿。本子計畫藉由舉辦通訊員說明會，提升通訊員

新聞專業能力。此外，並彙整資料出版本通訊編採手冊，內容包括本通訊簡介、

編輯流程、寫作及編輯體例與原則、重要新聞法規及本通訊的隱私權與著作權

聲明等。 

  95 年度因考量國內對電子報之媒介性質與傳播的社會責任了解不足、體認

不深，所以累積數年經營通訊的經驗，舉辦「談電子報的媒介角色與傳播責任

－以《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為例」座談會，座談內容包括電子報的媒介角色及

傳播責任、翻譯原則、科學中文化、新聞內容查證更正等議題。當日邀請出席

的講者計有聯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資深編譯朱邦賢、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

授馬國光、國立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劉廣定、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暨語

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銘傳大學講座教授謝清俊以及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教授、《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總編輯、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維運管理分項計

畫出版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 

5. 中文新聞標誌語言實驗研究 

  本子計畫持續進行《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可延伸標誌語言（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之研究。此研究工作由本子計畫助理將每期《國

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轉存 Text 檔案，進而以可延伸標誌語言（XML）標

誌新聞內容的 5W1H 要素（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試圖建立正

式通用的標誌方式，以供未來中文新聞資訊交換至更深入的內容參照之參考。

此項研究為目前國內唯一針對新聞文本的標誌研究，有其獨特創新之價值。 

  民國 92 年，本子計畫協助內容發展分項計畫辦理「中文新聞內容數位化研

討會」（3 月 7 日至 8 日），邀請國內新聞業界與學術界人士，探討國內新聞數位

化之情形與困難所在。會後本計畫並著手研擬國內新聞界數位化情形問卷調查

內容，籌畫就國內新聞產業界進行面訪作業，期望為國內新聞數位化情形做基

礎調查研究，以利未來的新聞數位化工作。並於此研討會發表此部分的實驗成

果。 

  民國 93 年，藉由參與「第二屆中文新聞標示語言國際研討會」，臺灣地區

團隊向外界介紹臺灣目前中文新聞數位化情形，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交流討

論、並吸取知識經驗，也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情形，期望能

提升臺灣地區中文新聞數位化的技術，並且建立相關中文新聞數位化後設資料

與標準。 

  但此調查工作，因人力不足及自民國 93 年 7 月至 95 年 7 月初，因專任助

理異動頻繁，除持續將新聞內容轉存 Text 檔案外，其他作業暫時停頓下來。95
年 7 月 21 日起，本子計畫增聘臨時工作人員葉健欣（陳爽）協助進行新聞內容

可延伸標誌語言之研究，研發一套「中文新聞內容之視覺化 XML 標誌實驗平

台」，並於 96 年 1 月 18 日在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學大樓二樓視聽教室(215)
舉行「中文新聞內容標誌研討會」發表成果（詳附件三）。 

6. 其他 

  配合時程撰寫各式報告書、參展歷年成果展及定期整理撰寫本國家型計畫

重要活動。本國家型計畫重要活動紀錄，91 年度原為「生活週報」，92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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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生活月報」，直至 95 年 4 月又改成「生活季報」。 

  本國家型計畫「生活月報」，自 95 年 4 月起改成「生活季報」，每三個月一

次定期提供計畫辦公室參考，文稿內容包括活動內容、舉辦效益、參與人數等。

此份「生活月報」為本國家型計畫提交行政院科技顧問組的報告。 

  此外，本子計畫主持人亦致力於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向外介紹目前國內典

藏數位化情形，並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交流討論、吸取經驗與知識。另外，也

可藉交流機會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情形，提升臺灣地區數位

化技術的能見度。 

  本子計畫主持人 95 年度來出席國際會議情形如下： 

(1)  民國 95 年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出席在加拿

大安大略省舉行的「2006 全球婦女核能協會年會（Women in Nuclear 
2006 Annual Meeting）」。 

(2)  民國 95 年 7 月 4 日至 6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出席在中國大陸北

京臥佛山莊舉行的「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科

普論壇」，並發表論文〈從科學傳播理論角度－談台灣的科普困境〉。 
(3)  民國 95 年 95 年 8 月 16 日至 18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帶領本子

計畫專任助理葉峰谷、呂彥芃出席韓國首爾舉行之太平洋鄰里協會

2006 年年度會議（PNC；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2006 Annual 
Conference），並發表論文〈Information Integrity—The Case of NDAP 
Newsletter〉，該報告內容為計畫執行成果與心得。該論文原安排於 8
月 18 日上午（10:50-12:30）發表，但因當天陪伴謝清俊病重送急診之

意外而未能與會，委由 John Lehman 教授（Director ,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代為發表。 

(4)  民國 95 年 10 月 27 至 28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自費帶領專任助

理林秀貞出席在加拿大溫哥華島維多利亞城舉行的2006文件符碼化協

會年度會員會議（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006 Annual Membe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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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具體成果（民國 95 年 1 月 1 日至 96 年 2 月 28 日） 

（一）定期出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95 年度《國家數位典藏通訊》電子報，合計出刊 18 期，總計新聞 205 篇，

專文 19 篇，共 188,565 字。 

  本通訊自 91 年 5 月間正式創刊，原為雙週刊，但因執行人員業務工作量大，

加班頻繁，為長久維持通訊內容之品質，自第七期（91 年 7 月 19 日）改為月刊，

訂每月 1 日發行。此外為與讀者保持密切互動，並充分利用電子媒體的特性，

每月 15 日會先行出版下期電子通訊的「準備號」。又於 95 年 7 月間，有鑑於稿

量匱乏，且時效不足，準備號自第五卷第八期準備號（95 年 7 月 15 日）出刊後

停刊。自創刊（91 年 5 月）迄 95 年 12 月已發行 112 期（包括正式號及準備號），

讀者逾 7,400 名，包含本計畫相關人員、其他國家型科技計畫主持人、中小學老

師、各圖書館及博物館人員、各相關機關部會人員，以及有興趣自行訂閱者。 

  本通訊自 92 年 10 月第二卷第十期起新增「謝清俊專欄」，邀請前計畫辦公

室主任謝清俊撰寫一系列資訊、知識、數位化相關文章，獲得讀者誠摯迴響，

並於 95 年 4 月集結成書，出版《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菊 16 開，184 頁，95
年 4 月出版）。 

（二）出版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品 

1. 《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160 頁，民國 95 年 4 月（印刷費用為 94 年度經費） 

  本子計畫自民國 94 年底開始嘗試整理《國家數位典藏通訊》歷年來「謝清

俊專欄」所有稿件，待蒐集到一定稿件數量後，遂於 95 年 2 月開始規劃出版《謝

清俊談人文與資訊》，並於 95 年 4 月 24 日驗收成書 1,000 本。5 月 2 日，因調

查需求數量逾成書數量，故調整各單位本數後，寄出 527 本予本國家型計畫相

關人員。5 月 16 日加印 1,000 份，6 月 10 日完成驗收，並於 6 月 21 日，寄送全

國大專院校圖書館 320 本。 

  本書內容共蒐集自 92 年 10 月起至 95 年 4 月止，於《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陸續發表的 31 篇文章，以及一篇後來由作者補綴的短文，合計共 32 篇。全書

主題圍繞在對資訊的討論，旁及於傳播、信息、媒介、實驗、實踐等觀念。 

  作者為謝清俊教授，中央研究院資訊所暨語言所兼任研究員，目前擔任銘

傳大學校聘講座教授（94 年 9 月迄今）。謝清俊是一位學者，也是位工程師。他

曾經任教於交通大學（11 年）、台灣工業技術學院（6 年），並在民國 72 年轉任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至民國 90 年 9 月退休。他擅長開發跨領域

的資訊系統，也對佛學有深入研究。正因為種種背景，使他對於「兩個文化」

間的衝突，特別有所體認。中研院院士楊國樞，在為本書寫序時便曾提到，謝

清俊教授不僅有豐富的科技知能，也同時深具深厚的文史哲學養，而這正是他

撰寫此專欄能擲地有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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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清俊教授曾任本國家型計畫計畫辦公室主任達兩年八個月，此書可以說

是他自己對人文與資訊的精華集結，也是本國家型計畫對外推廣的重要成果。 

2. 「談電子報的媒介角色與傳播責任－以《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為例」座談會

手冊，92 頁，民國 95 年 4 月（印刷費用為 94 年度經費） 

  本手冊於 95 年 5 月 2 日驗收成書 60 本。除寄送講師及與會人員外，並於

95 年 6 月 8 日 上 傳 至 《 國 家 數 位 典 藏 通 訊 》 網 路 版 入 口 網 站

http://www2.ndap.org.tw/newsletter/。 

  本書內容包括講師資料、會議資料、座談會內容、出席人員名單，並附上

《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編採手冊》（94 年 9 月修訂三版）。與會講師包括聯合報國

際新聞中心編譯朱邦賢、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馬國光、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系教授劉廣定、《國家數位典藏通訊》創辦人謝清俊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總編輯謝瀛春（依姓氏筆劃順序）。其中編採手冊內容有《國家數位典藏通訊》

簡介、編輯流程、寫作及編輯體例與原則、重要新聞法規，及本通訊的隱私權

與版權著作聲明等。本手冊逐年修訂，並增補本通訊編修之原稿作為範本，包

括如何適當運用「標題、段落、導言、結構、修辭、贅字以及標點」等範本。

且因《國家數位典藏通訊》內容多屬於科技相關專業，因此本手冊內有科技寫

作相關原則，供寫作參考，如寫作應把握簡單清楚、短段短句的原則；稿件結

構可依倒金字塔型方式寫作，把最重要的消息（人、時、事、地、物）放在導

言（稿件的一、二段）。同時要注意客觀樸實的原則，避免誇大字眼的用法。 

3. 《數位典藏技術彙編 2006 年版》（光碟版），民國 95 年 12 月 

  本彙編之光碟於 96 年 1 月 16 日驗收成品 2,000 份，並於 96 年 1 月 24 日完

成寄送。寄送對象包括本國家型計畫相關單位及各相關計畫單位、政府相關部

會、國內各博物館、大專院校圖書館、圖書館及相關研究機構等，方便對數位

技術有興趣的民眾就近取得。此外，本彙編網路版同步公佈於本國家型計畫入

口網站 http://www.ndap.org.tw。 

  《數位典藏技術彙編》2006 年版（光碟版、網路版）收集了「數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博物館計畫」及其他相關計畫的技術規範內容 214 篇，

計有 2004 年版文件沿用 102 篇、更新 59 篇，並新增 53 篇。 

  本彙編是本國家型計畫的各種數位化技術規格之彙編，對於相關的經驗傳

承及共享，足可提供確切的參考。依此藍圖，可逐步建構屬於本國家型計畫的

相關技術規範，對於數位典藏計畫工作具推廣效益與正面影響。 

  該書分架構分三部份：第一部份「數位典藏品的識別與描述」，內容為數位

化典藏品之分類及後設資料之制訂。第二部份「典藏品的數位化製作」，為原典

藏品產生數位化資訊產品的活動，包括數位化工作流程、掃描及委外相關作業

等。第三部份「數位典藏技術與系統開發」，包含儲存媒體與儲存格式等儲存環

境資訊，各種數位典藏保存與維護的方法，以及檢索機制、數位典藏展示、多

媒體、中文漢字處理等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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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址目錄》，16 頁，95 年 10 月（重製版） 

  本書原於 95 年 9 月 21 日驗收成書 17,000 份，但因編輯流程疏失，資訊甚

多未更新，故全面回收銷毀後，由執行編輯自費重製。重製版於 95 年 10 月 25
日驗收成書 1,7000 本，並於 95 年 10 月底前發送本國家型計畫各單位 5,940 份，

全國大專院校 162 所圖書館 8,100 份。另，11 月初支援科博館活動 1,000 份、中

研院史語所活動 90 份。 

  本網址目錄收錄本國家型計畫成果網址逾 260 個，可作為各方搜尋本國家

型計畫成果之工具書。內容包括「分項計畫」、「機構計畫」、「公開徵選計畫」

三部份，期望藉此將本國家型計畫所建立之豐富的網路資源，介紹給社會大眾，

並提供各級教師作教學資料參考之用。 

5.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2006（折頁），8 頁，民國 95 年 10 月 

  本英文折頁於 95 年 10 月 20 日驗收 6,000 份。內容簡介計畫緣起、架構及

未來發展，並有主要入口網址清單及數位化樣品圖片。 

  本子計畫於 95 年 10 月為因應本國家型計畫人員出國宣傳需求，趕製菊 8
開 8 頁之英文折頁簡介（brochure），內容簡介計畫緣起、架構及未來發展，並

有主要入口網址清單及數位化樣品圖片。另因印刷費用限制，印製數量有限，

僅寄送各單位 100 份，其餘數量均寄至本國家型計畫計畫辦公室及維運管理分

項計畫總計畫，並於 10 月底前寄送各計畫單位。 

6.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2006，80 頁，民國 95 年 11 月 

  本簡介於 95 年 12 月 14 日驗收 5000 份，並於 95 年 12 月 19 日前寄送各單

位，供推廣宣傳。本書為本國家型計畫一期計畫之成果總結，包括計畫概述、

發展重點及網站資源三部分。 

  本書常作為本國家型計畫人員出國參訪時，與國際學者專家交流的出版

品，更能進一步將本國家型計畫的執行內容及成果，推展至國際領域。內容分

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計畫概述，包括簡介本國家型計畫緣起、目標、架構、

產出成果、前瞻、分項計畫、機構計畫及公開徵選計畫等。第二部分為發展重

點，介紹本國家型計畫之內涵，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類學、檔案、地圖

與遙測影像、金石拓片、善本古籍、考古、器物、書畫及新聞等 12 個主題典藏

內容（94 年度改成 15 個主題，增加語言、影音、漢籍全文；95 年度增加建築

主題，變成 16 主題），以及時空座標、語言座標、後設資料、聯合目錄及技術

彙編等相關共享技術及服務機制。第三部份為本國家型計畫各計畫相關網址一

覽表，讓使用者可以全觀本計畫相關成果網站。 

7.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6》二式（折頁），8 頁，民國 95 年 12 月 

  95 年 12 月 26 日驗收成品二式各 7,000 本，95 年 12 月 28 日再次抽樣驗收

成品後，由廠商寄送計畫相關單位，計 10,550 份，本子計畫並於 96 年 1 月 5
日確認各單位已收件。另，本子計畫於 96 年 1 月 10、12、15 日，分批寄送海

內外學人及大專院校圖書館，計 2,84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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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此二式折頁乃因 95 年不出版中文簡介，且二期接手的出版子計畫人員

無法在 96 年初即完成中文簡介出版，所以為了便利本國家型計畫於 95 及 96 年

的宣傳活動，本子計畫規劃出版此二式中文折頁。折頁內容簡介本國家型計畫

包括緣起、目標、組織、分項計畫、產出應用成果、前瞻、數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第二期簡介。 

（三）舉辦學術會議 

1. 舉辦「談電子報的媒介角色與傳播責任－以《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為例座談

會」（95 年 1 月 17 日舉行） 

  本座談會已於 95 年 1 月 17 日在政大傳播學院教學大樓二樓視聽教室舉行，

與會人員有 37 人。座談內容包括翻譯趣談、電子報的媒介角色及傳播責任、翻

譯原則與科學中文化。 

  鑒於國內對電子報之媒介性質與傳播的社會責任了解不足、體認不深，本

國家型計畫《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編輯單位（出版子計畫）希望藉此活動，促

進大眾了解傳播媒介的重要功能。 

  本子計畫已於 95 年 5 月 2 日出版「談電子報的媒介角色與傳播責任－以《國

家數位典藏通訊》為例」座談會手冊（含本通訊編採手冊全文），並於 6 月 8 日

上傳至《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網路版入口網站，開放下載。 

  座談會由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暨《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總編輯謝瀛

春主持。專題演講「翻譯趣談」，由聯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資深編譯朱邦賢主講。

綜合座談（一）：電子報的媒介角色及傳播責任、翻譯原則，與會專家包括朱邦

賢、謝瀛春，以及本國型計畫前計畫辦公室主任暨《國家數位典藏通訊》創辦

人、銘傳大學講座教授謝清俊。綜合座談（二）、（三）：電子報的媒介角色及傳

播責任、科學中文化，與會專家有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馬國光（亮軒）、

國立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劉廣定、謝清俊與謝瀛春。 

  原訂於下午 4 時結束的活動，因論及中國大陸、臺灣的翻譯問題，以及文

字的文化意涵而欲罷不能，延至 4 時 30 分結束。 

2. 中文新聞內容標誌研討會（96 年 1 月 18 日舉行） 

  本研討會已於 96 年 1 月 18 日在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學大樓二樓視聽

教室舉行，與會人員計 48 人。 

  鑒於國內對中文新聞內容標誌語言（XML）的研究不多，遠落後於國外英

文新聞的標誌語言研究，本國家型計畫出版子計畫研發一套「中文新聞內容之

視覺化 XML 標誌實驗平台」，目前已有初步成果，希望藉此研討會和國內對中

文新聞內容標誌有興趣的人士交換意見，並改進此實驗平台的研發，提昇其廣

泛應用之可能性。 

  上午安排兩場演講，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暨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

究員謝清俊教授主講「後設資料與內容標誌」，及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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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郭譽申教授主講「XML 的兩類應用－－資訊標準化與系統整合」。 

  下午則是「實驗平台展示說明暨評論、討論(一)、(二)」，發表人為剎那工

坊系統開發兼職工程師陳爽先生、剎那搜尋工坊技術長葉健欣先生，評論人為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暨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謝清俊教授、中央研究

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郭譽申教授及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先生。 

（四）致力國際學術會議 

  本子計畫主持人亦致力於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向外介紹目前國內典藏數位

化情形，並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交流討論、吸取經驗與知識。另外，也可藉交

流機會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情形，提升臺灣地區數位化技術

的能見度。 

1. 2006 全球婦女核能協會年會（Women in Nuclear 2006 Annual Meeting） 

  民國 95 年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出席在加拿大安

大略省舉行的「2006 全球婦女核能協會年會（Women in Nuclear 2006 Annual 
Meeting）」。 

  「2006 全球婦女核能協會年會（Women in Nuclear 2006 Annual Meeting）」
為科技傳播相關的重要會議，2006 全球婦女核能協會年會今年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在加拿大滑鐵盧城舉行，有來自加拿大、美國、瑞典、瑞士、英國、德

國、芬蘭、法國、西班牙、日本、韓國、中國、及台灣等 35 個國家，約 350 餘

人參加。會議就核能安全、運轉經驗、核能政策、民眾接受度與溝通之挑戰、

新人招募與領導統御等議題交流，並由各會員國報告該國的核能概況。各國的

代表也帶來各種簡介小冊子、介紹書，交流核能科技傳播的在該國宣導推廣的

狀況。 

2. 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科普論壇 

  民國 95 年 7 月 4 日至 6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出席在中國大陸北京臥

佛山莊舉行的「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科普論壇」，並發

表論文〈從科學傳播理論角度－談台灣的科普困境〉。 

  「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科普論壇」7 月 4 至 6 日在

中國大陸北京臥佛山莊舉行。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於會中發表論文〈從科學

傳播理論角度－談台灣的科普困境〉（全文見《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第五卷第十

二期 http://www2.ndap.org.tw/newsletter/news/read_news.php?nid=1639）。 

  會議目標旨在促進海峽兩岸（大陸、臺灣、香港、澳門）科學技術普及；

促進海峽兩岸對華夏文化背景下科學技術普及方法、實踐、研究、政策、設施、

媒體、影視、出版等相關問題的交流與討論；聯合海峽兩岸科普實踐者、科學

技術傳播研究者以及相關科學團體，建立長期海峽兩岸及海外華人科普學術交

流關係。會議主題包括弘揚華夏文化，促進科技普及。會議議題涉及：(1)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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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在科學技術傳播中的作用分析；(2)經濟、教育和社會因素對科學技術傳

播的影響；(3)譯介西方科普書的經驗與教訓；(4)影響科普書出版發行因素分

析；(5)海峽兩岸科普書的需求特點和銷售戰略；(6)中文媒體傳播科技資訊的優

劣勢分析；(7)科普影視節目的創作與實踐；(8)科技館和科普設施的發展；(9)
中國語境中科學素質的概念和內涵；(10)科學技術協會等科技團體在科普中的作

用；(11)有關科普理論和實踐的相關研究。 

3. 太平洋鄰里協會 2006 年年度會議（PNC；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2006 Annual Conference） 

  民國 95 年 95 年 8 月 16 日至 18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帶領本子計畫

專任助理葉峰谷、呂彥芃出席韓國首爾舉行之太平洋鄰里協會 2006 年年度會議

（PNC；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2006 Annual Conference），並發表論文

〈Information Integrity—The Case of NDAP Newsletter〉，該報告內容為計畫執行

成果與心得。該論文原安排於 8 月 18 日上午（10:50-12:30）發表，但因當天陪

伴謝清俊病重送急診之意外而未能與會，委由 John Lehman 教授（Director ,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代為發表。 

  發表內容包括(1)何謂「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何謂《國家數位典

藏通訊》(NDAP Newsletter)？(3)出版的社會責任(4)出版：傳播、媒體、電子媒

體….(5)專家：專家指導、報導處理程序(6)公正報導：正確(Accuracy)、負責

(Accountability)、客觀(Objectivity)、公平(Fairness)、完整(Completeness)、平衡

(Balance)(7)《國家數位典藏通訊》報導處理程序(8)《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的經

驗等。 

  此外，本子計畫主持人亦希望藉此機會栽培年輕人，踏出國際，除體驗不

同的民俗風情，開闊視野外，更藉由接觸來自各地學者，瞻仰賢者風範，了解

自身不足處，能謙虛精益求精。 

4. 2006 文件符碼化協會年度會員會議（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006 Annual 
Members' Meeting） 

  民國 95 年 10 月 27 至 28 日，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自費帶領專任助理林

秀貞出席在加拿大溫哥華島維多利亞城舉行的2006文件符碼化協會年度會員會

議（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006 Annual Members' Meeting）。 

  本子計畫主持人謝瀛春 10 月 27 至 28 日，自費帶領專任助理林秀貞出席在

加拿大溫哥華島維多利亞城舉行的 2006 文件符碼化協會年度會員會議（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006 Annual Members' Meeting）。本子計畫四年來一直在進行

新聞內容標誌語言之實驗研究，並於 92 年 3 月 7、8 日主辦「中文新聞內容數

位化研討會」，93 年 2 至 5 月負責籌組推薦臺灣學者專家參加 5 月 24 日於香港

中文大學舉行的「第二屆中文新聞標示語言國際研討會」。今年針對《國家數位

典藏通訊》的內容標誌研究已有新的進展，此行除增進相關技術知識，亦是藉

此栽培年輕人，擴展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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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並協助本國家型計畫各項活動 

本國家型計畫 94 年度成果展（民國 95 年 2 月 10 至 2 月 13 日舉行） 

  95 年 2 月 10 日至 13 日參加 94 年度成果展「計畫活動展」，展出地點在臺

北市政府一樓中庭，展出的出版品包括：《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5〉》、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頁簡介 2005》、《數位典藏樣品集 2005 年版》、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2004 及《數位典藏技術彙編 2004 年版》光碟

版 ， 供 民 眾 索 取 。 現 場 並 展 示 《 國 家 數 位 典 藏 通 訊 》 入 口 網 頁

（http://www2.ndap.org.tw/newsletter/）。 

  95 年 2 月 10、11 日的展場負責人員為蔡韻筑，12、13 日則為王秀梅。活

動結束後，由蔡韻筑撰寫「『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計畫』參加 94 年度成果

展報導」，刊登在《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第五卷第三期準備號。 

（六）《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標誌語言之實驗研究 

  本子計畫持續進行《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可延伸標誌語言（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之研究。此研究工作由本子計畫助理將每期《國

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轉存 Text 檔案，進而以可延伸標誌語言（XML）標

誌新聞內容的 5W1H 要素（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試圖建立正

式通用的標誌方式，以供未來中文新聞資訊交換至更深入的內容參照之參考。

此項研究為目前國內唯一針對新聞文本的標誌研究，有其獨特創新之價值。 

  民國 92 年，本子計畫協助內容發展分項計畫辦理「中文新聞內容數位化研

討會」（3 月 7 日至 8 日），邀請國內新聞業界與學術界人士，探討國內新聞數位

化之情形與困難所在。會後本計畫並著手研擬國內新聞界數位化情形問卷調查

內容，籌畫就國內新聞產業界進行面訪作業，期望為國內新聞數位化情形做基

礎調查研究，以利未來的新聞數位化工作。並於研討會中發表新聞內容標誌的

實驗成果。 

  民國 93 年，藉由參與「第二屆中文新聞標示語言國際研討會」，臺灣地區

團隊向外界介紹臺灣目前中文新聞數位化情形，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交流討

論、並吸取知識經驗，也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情形，期望能

提升臺灣地區中文新聞數位化的技術，並且建立相關中文新聞數位化後設資料

與標準。 

  但此調查工作，因人力不足及自民國 93 年 7 月至 95 年 7 月初，因專任助

理異動頻繁，除持續將新聞內容轉存 Text 檔案外，其他作業暫時停頓下來。 

  95 年 7 月 21 日起，本子計畫增聘臨時工作人員葉健欣（陳爽）協助進行新

聞內容可延伸標誌語言之研究，研發了一套「中文新聞內容之視覺化 XML 標記

實驗平台」。該標誌軟體雛型經過數次修改，已有重大的進展，使用者不需撰寫

程式碼，可藉由顏色、字體的變化，定義標誌語言，然後標誌新聞，再由系統

轉存成 HTML 格式，讓不懂程式語言的使用者，也可以處理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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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子計畫並於 96 年 1 月 18 日在國立政治大學舉辦「中文新聞內容標誌研

討會」發表成果。 

（七）紀錄及管考相關作業 

1.撰寫本國家型計畫「生活月報」、「生活季報」 

  配合管考需求，定期整理撰寫本國家型計畫重要活動，提供計畫辦公室參

考，文稿內容包括活動內容、舉辦效益、參與人數等，此份報告亦為本國家型

計畫提交行政院科技顧問組的報告。 

  該報告 91 年度原為「生活週報」，92 年 3 月改為「生活月報」，直至 95 年

4 月又改成「生活季報」。95 年度完成 95 年 1 至 3 月生活月報 3 篇，95 年度生

活季報 4 篇。 

2.繳交相關管考報告 

  配合計畫時程，繳交各式報告書，包括： 

(1)  繳交本子計畫每月工作執行報告 12 篇。 

(2)  逐月完成《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正式號各單位投稿字數統計表。 

(3)  95 年 2 月 13 日，回覆審查委員對出版子計畫「維運管理分項計畫 94
年度期末成果效益自評表」的意見。 

(4)  95 年 2 月 27 日，完成營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計畫二期總體規劃書，

經退改於 95 年 3 月 16 日定稿。 

(5)  95 年 2 月 27 日，完成營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計畫 96 年度中綱計畫

書。 

(6)  95 年 3 月 14 日，完成 95 年度第一季工作執行報告（簡式）。 

(7)  95 年 3 月 16 日，完成 NDAP 二期構想書（營運管理）。 

(8)  95 年 3 月 29 日，完成 95 年度期中成果效益報告（年初預估值），經

二次退改於 95 年 4 月 20 日定稿。 

(9)  95 年 5 月 29 日，完成 6 月 1 日向國科會人文處吳淑真簡報本子計畫

工作內容之簡報檔。 

(10) 95 年 6 月 22 日，完成 95 年度期中成果效益報告。 

(11) 95 年 8 月 30 日，完成 94 年度結案報告。 

(12) 95 年 9 月 27 日，完成 95 年度第三季工作執行報告（簡式）及 94 年度、

95 年度 1 至 9 月附件績效指標細目說明。 

(13) 95 年 12 月，完成《國家數位典藏通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十二期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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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95 年 1 月 1 日至 95 年 12 月 1 日出版）各單位投稿篇數、字數統

計表。 

(14) 95 年 12 月 22 日，完成「95 年度期末成果效益報告」。 

(15) 95 年 12 月 22 日，完成「第一期結案評估報告」。 

(16) 96 年 2 月，完成 95 年度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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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一）檢討與建議 

1. 預算核撥遲緩，造成人員聘用、出版作業延宕 

  因本國家型計畫年度經費核撥延遲，如 92 年度本國家型計畫經費至 92 年 4
月核撥，93 年度本子計畫經費至 93 年 2 月 3 日核撥，94 年度至 94 年 4 月底核

撥，95 年度遲至 5 月 9 日才核撥，6 月初才為計畫所用。 

  而相關會計制度之限制，使本計畫在執行數月後，才獲得核撥經費，主持

人常須先行墊付所欠人事及基本經費零用金，造成人事費用應用上的困難，更

延誤經費之執行率。 

2. 經費巨幅刪減 

  經嚴謹計算的預算巨幅刪減，而造成諸多計畫中的出版品無法出刊。 

3. 稿費問題 

  礙於本子計畫執行單位—政治大學之規定，不能編列稿費，無法付給專欄

文章撰稿人合理酬勞。 

4. 溝通問題 

  通訊員多非新聞背景：對判斷所屬計畫之相關消息的新聞價值，判斷不足。

另，每年一次之通訊員說明會因無管考壓力且缺乏總計畫之政策配合宣導，近

兩年之出席率低，無法傳承經驗，因而無法培育具新聞及史觀的供稿人員。 

  文稿的中譯部分：由於各計畫中的通訊員及撰稿者對於英文中譯原則之專

業認知不足，缺乏共識，常造成重複相同問題的溝通困擾。 

5. 人力與經費不足 

  《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內容延伸標誌語言之研究，目前人員及經費均

不足，而只完成新聞內容轉存純文字檔（txt）工作。 

（二）展望 

  出版子計畫執行以來，透過每月發行的《國家數位典藏通訊》，讓數位典藏

的相關工作與動態有一個溝通園地。此外，《國家數位典藏通訊》新聞稿的嚴謹

查證流程，確認各篇稿件內相關人員的發言內容，建立一套完整稿件確認、查

證之程序，以確保稿件內容的正確與品質。此舉為國內各印刷刊物及電子報中

屬首創，目的即在確保內容正確，以為未來歷史檔案參考之需。 

  此外，本子計畫進行各項出版業務時，也建立了一套本國家型計畫處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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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技術寫作的原則與典範，俾供其他計畫參考。 

  本子計畫期望接手的團隊能傳承已有的規模，補足本子計畫之不足而更上

層樓，精益求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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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書提要  

                                    96 年 2 月 21 日 填 
姓名 謝瀛春 性 別 女 年 齡 40 年 11 月 21 日   生 
籍貫 湖南 寧鄉 服 務 單 位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職 稱 教授 

會 議 名 稱 第十四屆全球核能婦女協會（2006 年）年會（The 14th WIN Global 
Annual Meeting） 

主 辦 單 位 

全球核能婦女協會

（WIN-Global; Women 
in Nuclear-Global）、加

拿大核能婦女協會

（WIN CANADA）及加

拿大核能協會

（Canadian Nuclear 
Association） 

會議地點  加拿大安大略省滑鐵盧城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會      期 2006 年 5 月 28 日 至 6 月 2 日 

其他同行成員 無，台灣核能婦女協會有賴惠京（台灣電力公司後端營運處）、張欣

（原子能委員會）及陳怡如（台灣電力公司核技處）各自前往。 

發表論文題目 無，例行年會，僅有會員國之國家報告，由各國之核能婦女協會會長

報告。 

報  
告  
內  
容  
提  
要  

參加「第十四屆全球核能婦女協會 2006 年年會」報告書 
 
壹、前言 
 
  由於本人自 1984 年獲得伊利諾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學位返回母校（政治大學）

任教以來，即應用所學專長－科學傳播於核能溝通的諮詢及授課。尤其是 1985 年初

受新聞系系主任賴光臨教授之囑託，負責環境科學新聞報導研討會之籌辦工作；研討

會內容規劃、主講人邀請及研習（work shop）課程之設計等。其中特別著重核能發

電及台灣核能電廠之研討。從此（1985 年）展開本人與核能之結緣；參與台灣核能

電廠之安全演習的評核工作（著重新聞發佈與民眾諮詢和溝通的演練）、受邀台灣電

力公司工程師的溝通編訓課程之講師工作、擔任原子能委員會的核安諮詢委員及核能

溝通課程之授課教師，以及擔任經濟部國營會之核安文化評核工作。近年來，除延續

前述各項工作外，本人亦參與核能廢料（含高放射性和低放射性物料）貯存場址處理

條例相關法規之研議及場址選址辦法之擬定等決策工作。近二十年來本人是台灣唯一

長期參與核能諮詢的非核工背景專長者。 
 
  正因如此，本人於 2004 年首度自費參加於日本東京召開的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第

十二屆年會，並於會中發表「傳播與核能」之英文論文：Communication and Nuclear 
Energy — How to disseminate the nuclear energy inform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同
時，本人亦於年會中獲提名推薦為 2004 年的全球核能婦女獎（WIN-GLOBAL 
AWARD）候選人，經全球核能婦女協會理事會委員投票通過，成為 2004 年

WIN-GLOBAL AWARD 得獎人。此項紀錄刊在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的網址

（http://www.w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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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04 年的年會中，本人看到全球核能婦女協會之年會與其他學術團體之年會

相當不同；除各會員國的年度報告外，主辦國（或地區）一定安排當地或該國之核能

電廠或核能設施或核能研究機構之參觀，稱為 technical tour。此項參觀著重技術介紹、

說明及討論，多為最新研發的技術設施及核安設計。而各與會國家（所有會員國至少

有一位以上成員出席年會）都會展示，並免費提供其核能設施之文宣、論文及具文化

色彩之小贈品，其中各攤位擺放之文宣設計及論文海報之張貼都各有特色，且設計新

穎、創意十足。 
 
  因本人於 2004 年年會之後獲獎而受邀於 2005 年年會中演講，因此，出席 2005
年在捷克召開的年會。當時曾獲中華核能學會補助部分旅費。而為了見識各會員的文

宣品設計及其核能傳播之科普表現，全球核能婦女協會之年會成為本人出國與會的優

先選擇。 
 
貳、參加會議經過與會議內容 
 
 一、會議背景 
 
  如前言所述，第十四屆全球核能婦女協會 2006 年年會是 WIN-Global 一年一度的

盛事，會中除各會員國一年的年度報告外，還包括主辦國的核能設施參觀及其核能相

關部門主管及專家的報告，以及各會員國的核能文宣及海報展示。此年會是全球核能

界，特別是婦女們的研討交流，也是不牽涉政治及利益團體的會議。此年會的主辦國

均於前一年的年會中決定，而年會的內容除既定的議程（如全球核能婦女協會年度報

告、各會員國年度報告──依國家名之字母順序為報告順序、主辦國之特別報告及其

核能設施參觀）外，其他內容均由 WIN-Global 總會長、各會員國之總會代表及主辦

國代表共同協商而定。此部分多以電子郵件溝通協商訂定。 
 
  依慣例，年會主辦國以自願者優先，近來多由新加入或成立較晚的會員國接辦。

加拿大雖是核能工業的先進國家，但其核能婦女團體（WIN CANADA）於 2004 年初

始正式成立，而過去先進國家因反核團體示威抗議，使得核能發電因而停頓或減緩。

不過，近來則因京都議定書約定二氧化碳限制排放，核能再度成為能源新寵，而加拿

大正是明顯例子。因此，WIN Canada 特別派了三位會員參加 2005 年在捷克舉行的年

會，於該次年會見習，並於大會閉幕式中宣告接辦 2006 年年會，藉以介紹加拿大欣

欣向榮的核能工業，向全球核能婦女界宣示核能在全球能源的關鍵角色。 
 
 二、參加會議經過及會議內容 
 
  本次年會於加拿大安大略省的滑鐵盧城舉行。滑鐵盧城號稱「加拿大技術三角區」

（Canada’s Technology Triangle），亦即類似台灣的科學工業園區，集結了各種電子、

電腦、機械、材料等高科技公司及工廠。同時，當地設有一所滑鐵盧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以工科為主。 
 
  原已報名參加兩天的技術參訪行程（2006 年 5 月 28 及 5 月 29 日），由於加拿

大幅員廣大，必須在當地另訂機票及旅館，只好取消此項參訪麥克阿瑟河之礦場（包

括在 Saskatoon 的 Wanuskewin 古蹟園區）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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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6 年 5 月 28 日中午離開木柵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華航（CI 012）班

機自台北起飛，經美國阿拉斯加安克拉治機場（停留加油）至紐約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國際機場，然後在紐約過夜過境（因當晚無合適的轉機班機），進住過境

旅館時已是午夜時分。5月 29 日凌晨五時搭機場巴士至紐約拉瓜迪亞（La Guardia）
國際機場搭乘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4846 班機至加拿大多倫多皮爾森（Lester 
B. Pearson）國際機場，然後搭乘事先預定的機場巴士，約五十分的車程抵達旅館（The 
Waterloo Inn & Conference Centre）。此趟旅程（從台北出發抵達目的地）花了近三十

小時，實在是近年來出國開會中相當疲累的一次。 

 
  5 月 29 日下午三時左右辦妥入住旅館手續，即開始認識環境及開會場地，因時

差關係，晚餐後不到八點即休息。 
 
  5 月 30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辦理註冊手續，領取資料袋。當天和台灣來的代表會

面，分別有原子能委員會的張欣（核工博士、台灣核能婦女協會下任會長）、台灣電

力公司後端營運處的賴惠京（台灣核能婦女協會現任會長）及台灣電力公司核技處的

陳怡如（WIN Global 總會的理事，台灣的代表）。大家原已熟識，因此會面時多談

論的是我們的國家報告（行前即確定由張欣上台報告）。 
 
  5 月 30 日早餐過後九時至十二時開始「核能安全及核電廠運轉之研習」，由加

拿大、美國及西班牙三國的會員報告核安文化在核電廠運轉中的角色，並接受聽眾的

提問。主持人及報告人詳見本報告後所附議程。本屆年會的議程表與過去相當不同；

從早餐、中場茶點、午餐、晚餐、大會晚宴，乃至參訪招待之餐點，都分別詳列贊助

（出錢）的廠商或機構名稱。在會議進行當中，會議主持人（Susan Brissette）都會唸

出贊助者名單或點名並感謝出席的贊助者，而與會者多回以熱烈掌聲。此次年會有超

過 315 人參加，分別來自 38 個國家。 
 
  5 月 30 日下午二時同時有兩場會議。一為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總會的理事會

（WIN-Global Board Meeting），限理事成員參加。台灣除陳怡如外，張欣代表邱絹

琇（WIN Global 的創始人之一，也是 Board member）出席。另一為「核能員工的召

募及傳承問題」（Catch Them & Keep Them — What Makes Nuclear Appealing）的小

組討論（panel discussion），小組成員七人除 Maria Faury 來自法國及 Catherine Monzel
來自奧地利外，其餘五人都是加拿大的代表。她們分別從核工教育（核能人員的養

成）、員工再教育、員工福利，以及員工召募等角度提出報告，然後與聽眾討論、問

答。 
 
  5 月 30 日的晚餐於下午六時開始，為主辦國的歡迎晚宴（A Canadian Welcome 
Reception），由 Win-2006 年會的組織委員會出面報告本屆年會的籌辦經過及贊助者。

晚餐為自助式西式餐點，並以圓桌座椅用餐，許多與會者因彼此相識（不同國家的代

表經常出席每年的年會而相識）而換桌用餐或打招呼或介紹本國的新成員。此種熱絡

的情形，從 5 月 29 日的註冊報到現場即可窺見。 
 
  由於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的目標一致；大家從關心核能出發、朝向增進核能溝通、

監督核能安全、推動核能和平用途等目標努力，所以核能界不只是同行，更如一家人。

任何一國或一處的核安問題，就是全球所有人的問題；一處的事故會影響到他處，更

可能影響全球。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的成員多有此共識，所以是非營利、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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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像聯合國多因政治考量而排斥非會員國加入。不過，本屆年會卻因去年才加入的中

國大陸之認識不清而於會前造成加拿大主辦單位及 WIN Global 總會長小川順子

（Junko Ogawa）的困擾（容後說明）。 
 
  5 月 31 日的議程由小川順子揭開年會序幕，然後由美國的 Cheryl Boggess 介紹

WIN 的歷史，接著由 WIN-Global 的創會會長 Dr. Irene Aegerter 主題演講，期許婦女

們主動出擊；開創未來，掌握核能的發言權（活出自己的舞台）。之後是全球核能婦

女協會的會員大會，並票選下屆新會長。結果由小川順子連任 2006-2007 會長。會員

大會之後，照往例拍團體照；三百多人的團體照怎麼拍？攝影師在一層樓的階梯高處

俯拍完成。 
 
  5 月 31 日上午十一時討論的主題為「核能電廠運轉員的最佳表現」，由加拿大、

捷克及美國的代表參加小組討論，評論人則是英國的 Regina Scheer（她是資深的管理

者）。中午的主題演講人為美國的 Ann Stouffer Bisconti，她的講題是＂Public 
Acceptance and Attitudes: Demographics and the Nuclear Industry.＂ 
 
  5 月 31 日下午的議程包括兩項目前核能界熱門的議題：一為「民眾的看法及核

廢料的處理」，另一為「核能能源的世代來臨了－未來將是什麼樣風景？」。兩項議

題都以小組討論方式報告及問答。晚餐於下午六時三十分開始，為正式盛裝晚宴，同

時揭曉 2006 年全球核能婦女獎得獎人。 
 
  在晚宴開始前大會主持人 Susan Brissette 原擬舉行一項餘興節目，由各與會者持

國旗出場（flags parade），但因中國大陸之代表（劉雪紅）提出異議：她指出，如此

一來，表示台灣為一主權獨立的國家……。如不能取消此活動，她將不出席。我們台

灣的成員於四月間獲小川順子電子郵件詢問，我們表示 WIN-Global 為非政府組織，

不宜涉入政治問題，而且台灣是創始會員，中國大陸為新加入之會員，中國沒理由不

准我們帶國旗出場……信件來往中，諸多理事（各國代表）均表示支持我們的立場，

也反對中國大陸將政治帶入非政府組織的 WIN-Global 中。此干擾讓主辦的 Susan 甚

為困惑；她只是單純的想讓年會辦得多彩多姿、活潑有趣。最後 5 月 31 日的晚宴除

加拿大的代表持國旗出場外，其他會員國則穿著代表的服飾出場。 
 
  6 月 1 日上午第一場八時至十時為國家年度報告，依字母順序排，由澳洲最先報

告、其次為巴西、保加利亞、中國大陸、捷克、芬蘭、法國、印尼及日本。其他國家

排在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至三時四十五分，分別是韓國、盧桑尼亞（Lithunia）、羅馬

尼亞、斯洛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台灣、美國及加拿大。至於 6 月 1 日其他的

議程，詳見附件一。 
 
  6 月 2 日上午八時分組出發參訪核能電廠、核能工業設施等。本人參加的是

AECL；加拿大核能工業的研發及製造實驗室。在嚴密的控管之下，參訪者可以仔細

詢問卻不能拍照，而且也不能攜帶皮包等個人物品。參訪了近三小時之後 AECL 以自

助午餐招待，臨行前還提供飲水、提袋。下午本組成員搭乘大巴士前往多倫多市的市

標 CN 高塔（CN Tower）參觀，有人不去高塔而選擇去購物中心。最後本組於黃昏時

分回到旅館。 
 
  由於班機接駁的問題，本人於 6 月 3 日搭乘美國航空 1553 班機飛往洛杉磯，在

姊姊家停留休息兩天，於 6/6 搭乘中華航空 007 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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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會心得與建議 
 
 一、與會心得 
 
  從 2004 年及本屆年會中，本人看到全球核能婦女協會之年會與其他學術團體之

年會相當不同；除各會員國的年度報告外，主辦國（或地區）一定安排當地或該國之

核能電廠或核能設施或核能研究機構之參觀，稱為 technical tour。此項參觀著重技術

介紹、說明及討論，多為最新研發的技術設施及核安設計。而各與會國家（所有會員

國至少有一位以上成員出席年會）都會展示，並免費提供其核能設施之文宣、論文及

具文化色彩之小贈品，其中各攤位擺放之文宣設計及論文海報之張貼都各有特色，且

設計新穎、創意十足。 
 
  另外，由於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的目標一致；大家從關心核能出發、朝向增進核能

溝通、監督核能安全、推動核能和平用途等目標努力，所以核能界不只是同行，更如

一家人。任何一國或一處的核安問題，就是全球所有人的問題；一處的事故會影響到

他處，更可能影響全球。全球核能婦女協會的成員多有此共識，所以是非營利、非政

府組織，不像聯合國多因政治考量而排斥非會員國加入。不過，本屆年會卻因去年才

加入之中國大陸的認識不清而於會前造成加拿大主辦單位及 WIN Global 總會長小川

順子（Junko Ogawa）的困擾。正式開會時，國旗問題雖因節目修改而化解，卻提醒

我們今後必須正視中共的蠻橫無禮無所不在。 
 
 二、建議 
 
  加拿大核能婦女協會（WIN Canada）主辦會議之尋求贊助者的方式值得借鏡；

明確指出贊助者提供資助的項目，讓贊助者明確獲知其金錢之去處。 
 
  此外，全球核能婦女協會（WIN-Global）年會的文宣、海報展示是良好的科普實

例，值得本國家型計畫之年度成果展及其他機構計畫或子計畫學習。而各會員國在全

球核能界為生命共同體的觀念下一心一德、合作無間，正是本國家型計畫下各計畫間

未來合作的參考，尤其是對科技與人文之合作，以及向外推廣之一致水準等方面特別

有用。 
 
肆、攜回會議資料 
 
年會議程表（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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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書提要  

                                    96 年 2 月 19 日 填 
姓名 謝瀛春 性 別 女 年 齡 40 年 11 月 21 日   生 
籍貫 湖南 寧鄉 服 務 單 位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職 稱 教授 
會 議 名 稱 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四地科普論壇 

主 辦 單 位 
中國科普研究所、中國

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

院、吳大猷學術基金會

會議地點  北京香山臥佛山莊 

會        期 自 2006 年 7 月 4 日   至   2006 年 7 月 6 日 
其他同行成員 
姓名、職稱 

謝清俊教授，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暨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

員，銘傳大學講座教授 
發表論文題目 從科學傳播理論角度談台灣的科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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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四地科普論壇」報告書

 
壹、前言 

 

  早在 2005 年二、三月間，台北科學月刊編輯委員林基興以電子郵件告知，2005
年 12 月中旬將在大陸北京舉行「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四地

科普論壇」。由於台灣的吳大猷學術基金會為主辦單位之一，因此科學月刊的同仁，

包括沈君山、羅時成、張之傑及王道還等將參加會議，而其他人亦可自由參加。林基

興的電子郵件附有會議徵求論文之相關資訊。 

  科普理論為科學傳播一支，而本人多年來的興趣專長亦在科學傳播，手上的數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下之維運管理分項計畫出版子計畫正是科學傳播理論之實踐，加

上科學月刊的同仁多為舊識，因此，希望投稿與會，並與同行切磋交流。 

  2005 年 6 月中旬論文摘要投稿之後音訊全無。直至 2006 年 5 月 22 日才收到大

會「論文摘要經專家組審定錄用」之通知及大會訂於 2006 年 7 月 4 日至 7 月 6 日舉

行之事宜。之後從科學月刊與會的羅時成教授口中始知，由於原定與會之主要與談人

沈君山教授（前清華大學校長）二度中風，不宜遠行，而原擬 2005 年 12 月舉行之會

議被迫延後。 

  根據會議徵文通知，中國大陸自 1991 年以來已舉辦過十二屆科普理論會議，此

次除延續已往之研討主題，並增列首屆海峽兩岸四地科普論壇。本人長期專治科學傳

播的理論與實務之研究，而此正是十二屆以來研討主題欠缺的全觀的理論架構，亦是

科普不可缺少的基本理論。此外，台灣的與會者多為理工背景，更無科學傳播理論基

礎。因此，本人選擇「從科學傳播理論角度談台灣的科普困境」；一則讓與會者聽聞

「科學傳播理論」之學理基礎，二則讓大家知道台灣的科普困境，三則讓大家認識科

學傳播理論如何扣緊科普實務，而非泛泛之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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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參加會議經過與會議內容 
 
 一、會議背景（緣起）──以下錄自會議徵文通知 

  自第一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 1991 年召開以來，已經成功地舉辦了十二屆，為

推動全國科普理論研究，指導科普實踐做出了貢獻。為了進一步擴大科普理論研究的

深度和廣度，2005 年將召開「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兩岸四地科普論

壇」，由中國科普研究所與中國科學研究生院人文學院共同主辦。探討和研究華夏文

化背景下的科普理論，參加的人員為大陸及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科普專業人員和

對科普感興趣的人員。 

  通過科學技術傳播的方式向文化滲透，進而使本土文化與科學思想結合是科學技

術普及的重要途徑。目前，世界各國已經將科學技術傳播作為提高本國綜合國力，提

高本國國民科學素質最重要的手段。將科學與本土文化相結合，與特定的社會環境相

結合才能更好地取得科學普及的成效，已成為廣大科學家、學者、科普作家、媒體以

及與科普工作者的共識。 

  兩岸四地的華夏後裔在其長達 5000 年的輝煌歷史中創造、繼承和發揚了中華民

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中展現出非凡的才智。在科學技術普及中同

樣也會取得重要的進步。兩岸四地（大陸、台灣、香港和澳門）文化同根，在當前科

學文化迅速發展的國際形勢中，兩岸四地的中國人應該為提升中華民眾的科學技術素

質，在中華文化的背景中做好科學技術普及，共同攜手，共商大計。為此，我們積極

籌備了此次會議。 
 
 二、會議目的及主題（以下錄自會議徵文通知） 
 
  本會議是為了促進兩岸四地（大陸、台灣、香港、澳門）科學技術普及，並促進

兩岸四地對華夏文化背景下科學技術普及方法、實踐、研究、政策、設施、媒體、影

視、出版等相關問題的交流與討論，以聯合兩岸四地科普實踐者、科學技術傳播研究

者以及相關科學團體，建立長期兩岸四地及海外華人科普學術交流關係。 
 
  會議主題為弘揚華夏文化及促進科技普及。會議議題包括： 
 
 1、中國傳統文化對科學技術傳播的影響 
 2、東西方文化在科學技術傳播中的影響和比較 
 3、經濟、教育和社會因素對科學技術傳播的影響 
 4、引進西方科普書的翻譯問題 
 5、影響科普書出版發行的各種因素分析 
 6、科學家撰寫科普書中的常見問題與解決方法 
 7、海峽兩岸四地科普書的需求特點和銷售戰略 
 8、科普書自由撰稿人出現的社會背景、現狀和未來發展趨向 
 9、國際和地區間科學技術傳播的交流與合作 
 10、中文媒體傳播科技資訊的優劣勢分析 
 11、大學普通教育課程中的科學教育 
 12、科普影視節目的創作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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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科技館和科普設施的發展 
 14、科技團體在科普中的作用 
 15、其他 
 
 三、參加會議經過及會議內容 
 

  2006 年 7 月 4 日近午時分，謝清俊和本人由北京大學計算語言學研究所俞士汶

和朱學鋒兩位教授陪同，搭乘北大的派車至北京近郊的香山臥佛山莊，幸好由北大派

的車前往，否則臥佛山莊的門禁可能盤查一番。待向大會櫃檯註冊領取會議資料及房

間鑰匙後，俞、朱二人為我們查核房間後搭原車回北大。 

  俞士汶和朱學鋒兩人是謝清俊在計算語言學方面的同行且為多年老友；常邀彼此

互訪。本人則在 2003 年春休假期間往訪北京大學任訪問學人，後因發生非典型肺炎

（SARS）而提前結束訪問研究。訪問期間除與該所師生討論其研究計畫（人民日報

新聞數字化的研究），並提供研究方法、合作研究等個人心得，俞、朱二人提供研究

室及各項協助，生活照顧亦無微不至。因此，近年來，謝清俊和本人至北京開會，或

是俞士汶和朱學鋒來台灣開會，我們彼此都會盡地主之誼招呼對方。不過我們往訪作

客的機會較多。 

  7 月 4 日傍晚，大會主席徐善衍教授（中國科協–清華大學科技傳播與普及研究

中心理事長）特別宴請台灣、香港、澳門的與會者。晚餐時才知道台灣方面來了五人，

除謝清俊和本人之外，有長庚大學醫學院生命科學系的羅時成，天下遠見出版公司的

林榮崧，以及自由作家楊玉齡。他們三人都排在現場論文發表的名單中。香港來的是

香港理工大學工業中心的黃河清教授及香港國民教育中心的呂如意教授，澳門僅李怡

平教授與會，他是澳門大學科技學院院長，也是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的監事長。 

  晚宴除了台港澳的來賓，還有任福君（中國科普研究所副所長）、雷綺紅（中國

科普研究所副所長）、胡新和（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副院長），以及林磊（美國

聖荷西州立大學物理系教授，中國科普研究所客座訪問教授）等人。 

  7 月 5 日八點整在臥佛山莊多功能廳舉行開幕式，由任福君和胡新和主持，首先

由大會主席徐善衍談「關於我國公眾科學技術普及的文化反思」，之後由雷綺紅、胡

新和報告本屆會議的籌備經過、會議目的及中國科普研究所的角色。本次會議投稿

127 篇，入選為 79 篇。 

  大會報告之後，上午共有十篇論文發表（每篇十五分鐘），羅時成的論文「科學

月刊在科普推廣中的經驗」排在第二發表，卻因中途停電，電腦投影片無法播放，待

電力恢復後，只剩五分鐘時間報告。其他論文題目及摘要詳見附件。 

  7 月 5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六時，以分組討論進行，與會者除可遵照分組名單參

加外，亦可跨組參加。本人參加的小組為幾位年輕記者及研究生所做的網路調查或實

地訪問調查的報告，譬如賈鶴鵬的科學與發展網路及中國日報的調查分析，又如研究

生許晶的公眾理解工程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評論人林磊不斷質疑報告者的調查（在心

得中詳述），令報告人（賈鶴鵬）不知所措。 

  7 月 6 日上午的論文報告移師中國科技館舉行。上午九點三十分由中國科技館新



 4

報  
告  
內  
容  
提  
要  

 
及  

 
與

會

心

得

與

建

議  

任館長王渝生致辭，然後由雷綺紅主持。本人的論文發表排在第二，林榮崧和楊玉齡

的分別排在第四和第七發表。由於時間緊湊，主持人臨時決定，將台灣三位發表人的

問答時間縮排在十分鐘之內。所以難以深入淺出概要答覆聽眾的問題。 

  7 月 6 日的論文發表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較預定時間晚了十五分鐘）結束。大

會閉幕式原擬由徐善衍主持，因其參加人大會議而改由雷綺紅、任福君主持。 

  中午午餐之後，與會者參觀中國科技館，下午四時半搭車返回臥佛山莊。 

  7 月 7 日上午至北京首都機場，搭機回台。 

 
參、與會心得與建議 
 
 一、與會心得 
 

  科普研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項目。近百年來，科學技術的研究發明為人類帶

來前所未有的影響；無論在生活的便捷、效率上，也在思想、行為方面，甚至在政經、

文化上，都有利弊得失，只是眾人不察。 

  正因如此，多數國家，尤其是落後或開發中國家，都著重於科技發明及其應用，

而忽略了普羅大眾的科技素養（科普能力）。科技菁英造就了科技怪獸而不自知，人

民納稅的去處，無人甚至無力過問……這正是科普、科學傳播的核心項目。台灣迄今

少有人研究科普問題，沒有科普組織，未曾舉行科普研討會，遑論科普研究所的成立﹗

中國大陸迄今已舉辦十三次科普研討會，1980 年初成立了科普研究所，每個省都有

科技報紙及科普出版社…… 

  即使如此，中國大陸的科普理論、科普研究欠缺了全觀的、系統的科學傳播理論

的基礎，而其科普知識調查或科普調查分析因為研究方法不正確、訓練不嚴謹而參考

價值堪虞……這些又反映了其共產主義意識型態之遺毒，影響至深。由此次研討會之

討論及論文之泛泛，可見一斑。 

  本人印象深刻之一，是分組討論中林磊挾美國人之洋威，於研討中頤指氣使的表

現：「你在浪費我的時間」、「記者該用功去讀科學期刊……」報告人說：「全國約

有 4500 種呀﹗……」林磊打斷他的話說：「你可以去每個領域問頂尖的二、三人推

荐兩本……」林磊本人在冷氣開放的會場脫鞋、抽煙、打斷他人說話。（真是美國教

授或在美國的開會現場，尤其是冷氣間，是禁煙的，而且在學術研討會穿著雖可非正

式卻不應脫鞋﹗）與會者對他的態度竟無人抗議，而會議主持人似乎也「不敢」指正。

  另，研討會場突然停電，排定的報告人無法繼續（因只準備了投影片），也未對

主持人提出延長報告時間之要求（是主辦單位或非人力可抗拒之因素），而徒使個人

的論文報告不完整。由此反映主辦單位對學術不嚴謹不尊重之心態，只求行禮如儀而

不問論文內容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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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議事項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是典型的科技與人文合作的計畫，亦即科學傳播的實

踐，宜針對各子計畫或機構計畫之跨領域合作之經驗，舉辦研討會；從學理及實務中

分項討論，尤其宜避免短暫匆促之發表，而應提供長時間的發表及深入討論，如此才

能深化科學傳播實際個案之了解，從而建立我們獨特的科學傳播理論，提供科普研究

之參考。 
 
肆、攜回會議資料 
 
附件一、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四地科普論壇會議程序及日程

    表（掃描 PDF 檔） 
附件二、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海峽兩岸四地科普論壇論文摘要一冊  
    （掃描 PDF 檔） 
附件三、發表論文全文（電子檔） 
 

 































































































































































































 
第十三屆全國科普理論研討會暨首屆兩岸四地科普論壇 
2006 年 7 月 4 日至 7 月 6 日, 北京 

 

 

 

從科學傳播理論的角度－談台灣的科普困境(初稿) 
 
 
 
 
 
 
 
 
 
 
 
 
 
 
 
 
 

謝瀛春 博士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台灣 台北市 
                               2006.6 
 
 
 
 
 
 



 

論文摘要 

 

本文所談的科學傳播是指將科學信息（指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知識、觀念等資訊）傳播

得正確、廣泛、深入、快速且有效，實現科學普及、民智發達的境界。論述前提限於大眾傳媒的

科普範疇，至於正規學校教育中的自然科學教育則不在討論之列。 

從科學與媒介，科學作者，科學寫作，科學消息之傳播，以及科學家等五個理論研究的面

向來看，臺灣的科普是相當值得探究的課題。 

自臺灣光復（1945 年）迄今，臺灣的傳媒機構很少重視科普；僅是隨新聞事件涉及科學者

才報導，很少規劃長期系列的科學報導。超過六十年的傳媒史（仍以報紙、廣播為主）上，科普

僅是點綴，連紅花綠葉的綠葉角色都配不上。近二、三十年來，即使有科普雜誌（如科學月刊、

牛頓）撐場面，卻被政經環境擠壓到更邊緣化的地位，難以發揮傳播功能。除了醫藥衛生的訊息

因傳媒重視（也僅限於報紙）而得以推廣普及外，自然科學和工程的訊息多侷限於學術殿堂之專

業人士。 

傳媒不關心科普之癥結主要在傳媒教育及科學教育。根據史諾的「兩種文化」，教育過早

分化為人文和科學兩支，因此使得傳媒工作者多缺乏完整的科學基礎知識背景，而科學工作者則

缺乏宏觀的科普認識，更缺乏科普能力。臺灣的科普困境始終停留在史諾 1959 年宣稱的兩種文

化階段，其中責任歸屬以傳媒教育學校為首，傳媒機構和理工教育為次。臺灣傳媒教育的規劃從

未將「科普」納入考量，而理工科系亦很少思量「科普」為學生的生涯之一。尤其是論及傳媒問

題、社會亂象之際，幾乎不曾觸及「科學文盲」（缺乏科學知識、科學精神、邏輯思惟）的影響

因素。 

近年來，諸多受高等教育者的言論完全受政治立場左右，而失去科學精神之判斷能力，正

是反智、反科學之例。 

如果不能透過體制內的自我反思與改善，臺灣的科普困境仍會一直存在，甚至可能惡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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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是指科學（Science）的傳播（Communication）。因此，

科學傳播的意涵是相當廣泛的；包括將科學信息傳播給一般人，也包括將科學信息在科學家之間

的傳播，或科技信息在工程技術人員之間的傳播，而透過大眾傳媒傳播科學信息的科普也在其中。 

  不過，在傳播理論的學域，不論是理論或實務的論述中，科學傳播多指將科學信息透過傳媒

傳播給外行人（一般人），期望傳播得正確、廣泛、深入、快速而有效，實現科學普及、民智（指

對科學的認知）發達的境界。科學傳播的前提是科技進步、資訊爆炸，一般人必須藉由傳媒的專

業提供最新且正確的科技信息，經過睿智的判斷、抉擇，提高工作效率[1]，而生活得安全快樂。 

  由此看來，科學傳播的意涵幾乎等同於科學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 簡稱科普）的將科

學普及化。將科學（含科學技術）知識、科學觀念、科學方法等推廣、普及於一般外行人是科普

的中心思想，這也是科學傳播的前提。 

 

二、 科學傳播的範疇 

 

  筆者從 1974 年起正式踏入科學傳播研究領域，除了碩、博士論文都以此為主題，回台任教

迄今，對科學傳播的教學研究及顧問工作未曾停歇。 

   根據筆者綜合研究文獻，整理出科學傳播的研究內涵，大致可分為五類[2]： 

  （一）、科學與媒介：側重於二者的哲學基礎、實際表現及彼此關係（如影響科學傳播效果）

的探討。 

  （二）、科學作者（包括科學新聞記者）：探討其背景、訓練、工作表現、對科學之認知等問

題。 

  （三）、科學寫作（包括對一般讀者及具科技專業知識的讀者）：嚴格而言，應分為通俗科學 

寫作及技術寫作，探討寫作技巧之磨練及科學或技術知識之表達等。 

  （四）、科學消息之傳播：側重於以傳播理論的觀點，探討有效的科學消息之流傳，包括消 

息內容及來源、傳播通道、傳播媒介、閱聽人以及效果評估等。 

  （五）、科學家：側重於科學家的人文精神、習性、傳播能力（溝通技巧）及科學界次文化 

等的了解。 

  上述五項範疇都是以科普為前提。換言之，從傳播理論的觀點，探討科普之時，必然探究科 

學與傳媒、科普（學）作家、科普（學）寫作、科普之流傳，以及科學家（包括他們對科普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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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此五項分類為筆者研究心得，在中外文獻中迄今無此創見。 

 

三、科學傳播的主要理論 [3] 

 

   嚴格說來，科學傳播的理論根據主要是大眾傳播理論。換言之，夏農及維佛（Shannon & 

 Weaver[4]的傳播者、訊息(message)及受播者的雙對線性傳播模式是科學傳播的基礎，其中略有 

差異的是在傳播者與訊息之間增加了舉足輕重的科學家（Scientists），而且訊息的表達，呈現要 

求包裝（裹糖衣或淺顯化）。 

   如果明確的界定科學傳播的理論，或可摘要出下列五個： 

 (一).兩種文化理論：英國的史諾（Snow. 1980）[5] 於 1959 年提出其觀察心得，指出人類社

會中科學家與非科學家之間毫無溝通（communication），鴻溝如汪洋，有如兩種不同文化

的人類。他們互不相識，歧見甚深。這個理論（嚴格來說或許稱之為「說法」較恰當）

成為日後科學傳播研究中，討論到科學家與科學傳播者的關係時的重要根據。而且史諾

的說法，的確在科學傳播的實證研究中不斷獲得證實；科學家與科學傳播者對科學、科

學知識的普及等問題，在認知觀念、哲學思想，乃至彼此的專業意理之標準均存有歧見。 

 

  (二).涵化理論：以葛伯納（Gerbner）為首的傳播理論（McQuail, 1987）[6]，強調傳播媒介

中的教化（cultivation）功能。此點在科學傳播的研究中相當普遍受到重視。理論上，科

學信息的傳播是一種「教育」功能的實踐；強調大眾媒介是閱聽人在現代科技進步快速社

會的主要科技信息管道。譬如一個社會的資訊化(信息化)絕不能依賴學校教育而已；對大

多數非學生的社會成員而言，大眾媒介才是其資訊化的「教師」。可惜的是，觀諸世界各

國的大眾媒介（特別是商業化的媒介組織）在科學傳播的角色中往往過分信仰注射理論（媒

介的短期效果）而輕忽其涵化功能（長期效果）。此點也常是以教育觀點為重的科學家與

以娛樂閱聽人為優先考慮的傳播者之間的爭議所在。 

 

  (三).科學家的責任論：強調科學家在其研究教學之外有責任提昇民眾的科學知識（Goodell, 

1977）[7]。根據古德爾（Goodell）的研究，有些強調科學家社會責任論的科學家，會在

科學爭議相關問題上，採取行動（組成或參加遊說團體）教育民眾、影響民眾，甚而積極

干預政策擬定。此種行為、論點在保守沉默的科學社群，無異是「離經叛道」的「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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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近年來，科學傳播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學普及

（science popularization）及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的理論及呼籲益發普遍，則多少

受這些「異端」的鼓吹所致。科學新聞亦在此科學家走出象牙塔的積極行動中沾光不少；

在大眾傳播媒介偶有「露臉」的機會。 

 

(四).科學社群理論：奎恩（Crane, 1970 [8] & 1972 [9]）提出的「隱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s），強調科學界有小圈圈存在，小圈圈的成員不只在學門專長上相同，並透過學

術論文的發表（書面）及口頭傳播（verbal communication）而愈形密切（多數止於學術

層次），也因而使小圈圈之外的人不易與之溝通。 

 

(五).核心團體：科學新聞研究者鄧伍迪（Dunwoody, 1978）[10]的研究發現，科學新聞記者

在採訪新聞時，有違背一般新聞採訪原則的行為。新聞採訪傳統上是強調「獨家採訪」，

不與他報合作，而鄧伍迪卻發現，美國科學新聞記者，特別是大報記者和資深記者，有

形成核心團體（inner club）合作採訪科學新聞的情形；他們互通消息，合作查核消息來

源的可靠性及新聞內容的正確性。但是，不屬於核心團體的記者則沒有合作情形，也沒

有「內線查證」的管道。 

  此種現象的確是新聞激烈競爭的美國新聞界所少見，也為科學新聞的運作提供一個參考依 

據。事實上，此原則是科普寫作、科學新聞等科學傳播的第一考量：正確第一。 

 

一、 台灣的科普困境 

 

  此部份的分析說明主要是根據《科學月刊十周年紀念文集》[11]、《科學月刊二十周年紀念文

集》[12]、《台灣的科學傳播概況之研究》[13]，以及筆者在報章雜誌發表的研究心得。 

 （一）科學與媒介 

     台灣的科學界與傳媒的關係不和諧，正如史諾在 1959 年的演講所說[14]，科學界與人

文界之間存有如汪洋般的鴻溝，老死不相往來，彼此互不相識，甚至懷有敵意而心生刻板

印象。從筆者的科學月刊工作經驗（從 1976 年至 1978 年的專任編輯，以及 1985 年至 1988

年的兼任總編輯）、博士論文研究[15]，以及近二十年担任原子能委員會核能溝通的諮詢

委員經歷，發現科學界與傳媒界的價值體系確實存有極大差異，而且極少彼此體諒 

(empathy)，對科普的認知常是天差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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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科學（科普）作家 

   台灣沒有教育或培訓科學作家的制度或機構；科普作家來自科學背景或人文背景，或由科

技記者兼差（嚴格而言，只有前中國時報記者江才健一人），或由譯作人、自由作家兼差（像

天下出版科普譯作或創作的葉偉文、楊玉齡等）。科普作家多靠個人摸索學習而來，更無法

依此為生；不只是因市場機制所限（科普書閱讀人口太少），也因多數科普文章、科普書籍

的文字表達不夠平易近人[16]，題材趣味不足且常與讀者無切身關係所致。這情形在各類科

學新聞的研究是相當普遍的，而醫藥衛生則屬例外。 

 

 （三）科學（科普）寫作 

   如前項所述，科學題材除非與讀者切身有關，否則很難引起一般人的興趣。所以科學寫作

或科普寫作的文字工夫、表達技巧及敘理邏輯，因而顯得益形重要。這些皆有賴長期有系統

的正規訓練及個人的磨練。不過，台灣的傳媒教育一直不曾將「科學新聞寫作」或「科普寫

作」納入課程規畫；從 1950 年代中期政治大學新聞系在台復校的唯一一所新聞專業科系，

到 2006 年的 26 所學校（不含資訊傳播類），幾乎未長期系統設計科普寫作的課程。 

   根據筆者於今年六月上網查詢（http://ccs.nccu.edu.tw/）的結果，僅少數學校的課程含健康

（即醫藥衛生）傳播（四所）或生態保育及環境生態報導（兩所），其中健康傳播多為理論

而非寫作。而生態保育或環境生態的報導亦僅止於一學期。 

   至於台灣教育部政策性的「傳播教育課程規畫研究」（現已依研究成果報告實施），從

1994[17]、1996[18]到 1998[19]的規畫研究，「科學傳播」或「科普寫作」則完全付之闕如。 

   俗謂「教育乃百年大計」，台灣的傳播教育在不到六年的「規畫研究」下，為二十一世紀

的到來勾勒的教育藍圖中，依然如二十世紀中葉忘了「科學」或「科技」對人類的影響；五

十年間科技的變化，何其之大！ 

 

 （四）、科學消息的傳播 

   理論上，除了新事物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理論的教學和研究，涉及科學消息

的傳播外，僅公共關係學者將科學家納入科學消息傳播過程之影響因素。但在科技公關的實

際運作時，台灣的公關業者仍侷限於一般的公關考量，完全忽略了科技公關的科技角色[20]。 

   事實上，「科學消息的傳播」是科普的重要環節，但在台灣卻是荒蕪的；不只傳播教育忘 

了它，而科學教育也從不知有它。此現象正是科學與人文教育分化過早，造成知識破碎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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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整合，進而影響思維的淺短、狹隘。 

 

 （五）科學家 

   根據筆者的了解（詳見本節（一）之說明），在台灣除少數科學家（如沈君山）外，科學家 

幾乎都留在象牙塔裡，尤其不與傳媒接觸。即令與民眾有關的科技事務，有關的科學專家很 

少挺身而出或主動與外界溝通。如逼不得已而溝通時，往往表現出一種「傲慢」；吝於以淺顯 

易懂的方式說明。其實，稱之為「專家的傲慢」是有語病的；由於大家對科學家的認識不夠， 

而科學家的養成教育中亦欠缺「溝通」、「社會責任」等的人文訓練……所以科學家在科普中 

不是缺席，就是變成「詞窮」、「不合作」的角色。 

 

五、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整體而言，本文僅從科學傳播的範疇論及與台灣的科普困境有直接相關的因素，至於其他

影響因素，如讀者（閱聽人）、社會風氣、政經環境（含市場、政策、出版產業）與教育等

亦是環環相扣的。本文限於篇幅，期以點到為止，收拋磚引玉之效。 

 

 （二）建議 

   無論是科學傳播或科學普及，一直是筆者的職志（志業），而研究或論述之後，不知提了

幾回，卻很少看到建議的成效。退而求其次只能要求自己徹底實踐；在個人做事、教學、帶

學生時力求科普原則，並符合科學態度、科學精神。如此做才是最實際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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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smarkup0118seminar.ppt 會議簡報檔 
3) stepbystep.doc  會議展示步驟 
4) 原始程式 (共5個) 

1. main.pas, main.frm 主編輯視窗程式及畫面定義 
2. fontset.pas, fontset.frm 標誌設定視窗程式及畫面定義 
3. newsmarkup.dpr   Delphi專案檔 

建

議

事

項

 
1) 「XML編輯元件」為視覺化標誌的關鍵模組，決定系統的功能和便利程度，倘

若有下一階段之計畫，應列入重點考量。 
2) 應組織兩組以上的新聞工作者，對同一批的新聞做標誌，這樣可以更快地查

出錯誤之標誌。此法符合目前軟體工程界倡議的Pair Programming精神：由兩

位程序員同步開發相同的模組。 
3) 下一階段之編輯平台，可考慮研製網路版，俾使多人可以協同作業，標誌好

的資料也可自然彙整。 

 



 2

緣起 
參考論文：A General Model of Presenting the content of science 
News by XML –  
以XML呈現科學新聞內容的通用模型 
 
PNC Annual Conference & Joint Meetings , January 11-17 2000 
太平洋鄰里協會年度會議 公元 2000 年 1 月 11 日 
 
講者： 

Ying-chun Hsieh      Shyue-shuo Huang 
Isaac H.T.Lin           Christian Wittern 
Rick Jelliffe              Ching-chun Hsieh 

 
 
此論文提供了新聞標誌的基本框架。 
需要更多新聞XML文件，供進一步研究分析。 
需求：適合新聞工作者使用的標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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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 三之一： 
純文字(pure text)編輯器

考察了微軟內建之 notepad.exe, 歐美使用者眾多之Ultraedit, EditPad, EditPlus, 
Notepad++及有良好中日韓支援之 EmEditor BabelPad 。

 

此類編輯器之優點：

1)格式開放，不受平台和工具的限制。

2)軟體選擇性多，免費的工具也很多。

3) 方便使用程式加工。及利用 perl, awk, regular expression 等工具進行批次作業。

4) 編輯自由度大，可任意加標誌。不受軟體設計之限制。

 

缺點：

1) 使用者需要熟悉XML 

2) 文字與標誌混雜，操作繁瑣。

3) 無法立即檢驗語法錯誤 。

    五類常見錯誤

  <who id=x”>    (漏掉一個”)  

  <who id=>    (漏掉一屬性值)  

  <when>xx   (漏掉結束標誌) 

     xx</when> (漏掉開始標誌) 

  <when>x<who>y</when>z</who> (標誌重疊) 

      

結論

  1)使用不方便，操作繁瑣。

  2)沒有協助使用者避免XML的語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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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 三之二： 
WYSIWYG文書編輯器

此類編輯器的特色為「所視即所得 」，螢幕所視和印出的文件視覺上是一致的，代表

軟體有Microsoft Word , Open Office ，PDF 等等。

Word 2003 版以後，可編輯XML檔。

 

優點：

1) 視覺化操作，容易上手。 

2) 一般使用者較熟悉，無需特殊訓練。 

 

缺點：

     1)非開放軟體，無法按需求自行調整

     2)儲存版面樣式標誌，而不是新聞內容標誌

結論：

不適合做為標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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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 三之三： 
專業XML製作軟體

 

考察之軟體：XMLSpy, oXygen, XmetaL, XMLMind 

優點：

1)可定義完整的新聞內容標誌

2)支援完整的XML 相關技術，如：XPath, Xquery, XSLT,  DOM, SOAP, Webservice, 
etc. 

 

缺點：

1)本類軟體係給技術人員使用的專門工具。

2)對不具技術背景的人來說，相當複雜。

3)售價不菲，XMLSpy 每套499美金，XMetal 每套要847美金。而XMLMind 單人版

要220，發展版則要美金11000，網站版更高達美金22000。  

 

結論

1)門檻很高，不利普及。

2)建置成本和訓練成本很高，很難替每位新聞標記人員配置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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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之目標 
1)結合上述工具的優點

 即WYSIWYG 編輯器的直覺易用。及儲存新聞XML 之能力。

2)不假設使用者熟悉XML 

 使用者無需任何XML 相關技術知識。

 只要會打字及使用MS-WORD 之經驗，可以輕鬆上手。

 易學及易用性為本平台之主要設計目標。

3)視覺化的簡易標誌方式

 手工XML 之編輯容易出錯。視覺化的好處是可以讓軟體處理瑣碎的標誌語法細

節，讓新聞工作者專注於內容標誌。

目前達成之功能 
 

1)簡易的標誌方式

    a)選取文字

    b)點選標籤 (「人」「事」「時」「地」) 

2)相同文字自動標誌

 本軟體可以自動掃瞄相同字串，自動加上標誌，減少繁鎖的重複動作，加速標誌

作業。

4)可隨意調整標誌的呈現樣式

 XML 的好處就是內容和視覺分離，因為文件本身沒有指定樣式，因此可以隨時

套用任何樣式，本平台充份展現了這個特色。

5)開放架構，允許立即定義新的標籤

 有些專用的XML 編輯平台，都有一組既定的標籤集(tagset)，如此一來便限制了

應用之範圍和彈性。本平台設計之初，考慮了需求會不斷變動，故特別設計成開放之

架構，允許一般使用者以滑鼠點選之方式來定義新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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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之場合 
1)新聞內容標誌

2)新聞寫作教學

   a)老師用標誌講解新聞中的元素。

   b)學生用標誌來表達對新聞內容的理解。

3)詞性標注

   主詞、受詞、專有名詞、形容詞、子句等等。

 

結語 
 

1)本平台只是新聞內容標誌的初步嘗試。

2)尚有很大的改進及發展空間。如：

 a)樹狀知識結構的呈現。

 b)依標誌類別排序及搜尋。

 c)結合新聞資料庫。

3)透過工具的改良，吸引更多人投入內容標誌。

4) 本平台需要更多新聞及人文工作者的參與，才會持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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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實際操作展示 
 
中文新聞內容之視覺化XML標誌實驗平台   陳爽 葉健欣2007.1.18 
 
程式執行畫面請參考附件一 (stepbystep.doc) 

 

圖1）啟動系統，讀入一篇未標誌的純文字新聞稿。

圖2）選取人名，按左上方「人」按鈕，進行標誌。

圖3）為加速標誌作業，可鉤選 「設定->自動」 選項。

圖4）選取「心臟」，點「事」，所有的心臟皆被自動標誌。

圖6）由於顏色的區別並不明顯，可在標籤上按滑鼠右鍵修改顏色。

圖7）確定後，所有相同標誌的內容，顏色自動改變。

圖8）修改「人」的背景色，不同文字亦可自動換色。

圖9）補上地名、時間和事件的標誌，「事件」是巢狀標誌，可包含其他標誌。

圖10）為標誌加上 XML 的屬性，這裡示範地名加上英文原名。

圖10）在空白標籤區點滑鼠右鍵，加入新的標籤。

圖11）用新的標籤來標誌第一行文字。標誌作業完成。

圖12）軟體產生的 XML 檔

 

注意：本標誌範例之目的為展示軟體功能，不一定符合新聞標誌5W1H之規範。

 



新聞稿 視覺化 xml標記平台 操作說明 (950820—960117 剎那工坊 葉健欣、陳爽) 

(您可從http://www.ksana.tw/newsmarkup/doc.rar直接下載此說明檔) 

A. 系統安裝或更新 

1. 請從http://www.ksana.tw/newsmarkup/sys.rar下載系統壓縮檔sys.rar。 

2. 解壓縮將展開內容置入預先建好的系統資料夾 newsmarkup (可自行命名)。

資料夾內容包括 4種資料:  A. 若干工作資料夾、 B. newsmarkup.exe應用

程式檔與其對應的 newsmarkup.ini系統相關資訊檔、 C. newsmarkup.tag標

籤設定資訊檔、 D. test.txt等原始文稿檔、test.mrk等標誌設定資訊檔、test.xml

等標誌文件檔。請參考以下圖例: 

 
每工作資料夾中的 D類資料, 可各自有其 C類的 newsmarkup.tag檔。若無

此檔, 將引用 newsmarkup.exe檔所在系統資料夾中的 newsmarkup.tag檔。 

B. 系統操作 

1. 啟動。在 newsmarkup的系統資料夾, 以滑鼠指到 newsmarkup.exe應用程式

檔, 連續按左鍵兩下, 本系統即啟動, 展開 test.txt 文稿 (或本系統上次最後

處理的其他文稿), 依 newsmarkup.tag資訊顯示所設的標籤, 並依 test.mrk資

訊顯示所設的標誌。視窗畫面如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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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sana.tw/newsmarkup/newsmarkup.rar
http://www.ksana.tw/newsmarkup/sys.rar%E4%B8%8B%E8%BC%89%E7%B3%BB%E7%B5%B1%E7%A8%8B%E5%BC%8F%E5%A3%93%E7%B8%AE%E6%AA%94sys.rar


視窗畫面分 5部份。A.上緣為系統標題資訊； B.系統標題資訊下面接著是

3個主功能選項； C.下緣為系統狀態資訊, 包括: 處理中的檔名、反白文字

的起始位置與長度 (長度為 0 時, 起始位置即游標位置)、所指標誌序號與

其對應的文字； D.上方為標籤排列區； E.下方為文稿處理及標誌顯示區。 

2. 標記。在文稿上, 將滑鼠指到一段文字 (下面圖例裡反白的「妻子」) 的起

點, 按左鍵不放, 移動滑鼠, 將該文字反白, 然後放開左鍵。接著即可以滑鼠

選點一個上方的標籤 (圖例裡左上的「人」), 反白文字即設為標誌 (依此例,

「妻子」就設為「人」的標誌了)。 

 

3. 顯示。每個標籤可以各有其字形特性, 包括：字體、顏色、大小、底色、粗

體、斜體、底線、橫線等。會逐一依 newsmarkup.tag設定的順序, 顯示於試

窗畫面上方。選點一個標籤, 其字形特性都將會直接標示於反白的指定文字,

表示已將其設為屬於該標籤的一個標誌。就如下面圖例, 原來反白的「妻子」

就變成了屬「人」的紅色標誌。 

 

4. 檔案選單。選點系統左上緣的主功能選項檔案File, 將會顯示檔案功能選單, 

如下面圖例。選項包括: 開檔OpenTxt、存檔SaveMrk、匯入InportXml、匯

出ExportXml等 4項功能, 這些功能將於本文中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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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檔。選點開檔 OpenTxt, 表示要結束當前文稿的處理, 準備另外從資料夾

中 (不限當前的資料夾, 亦可從他處) 選點其他 .txt格式的文稿檔來處理。 
 

6. 存檔。在文稿處理過程中, 可隨時選點存檔 SaveMrk 儲存當前的標誌資訊, 

存成與 .txt文稿相同檔名所對應的 .mrk檔 (結束文稿時系統亦會自動存)。 
 

7. 匯入 Xml檔。選點匯入 InportXml, 即可在資料夾中選點 .xml格式的標誌

文稿 (本系統產生者) 讀入, 據以產生同名的 .txt及 .mrk檔 (覆蓋原檔)。 
 

8. 匯出 Xml檔。選點匯出 ExportXml, 將標誌資訊加入 .txt原始文稿中, 存成

與文稿 .txt同名的 .xml檔, 內容如下圖例 (結束文稿時系統亦會自動存)。 

 

9. 標誌選單。選點系統上緣的主功能選項標誌Mark, 即會顯示如下面圖例之包

含兩種清除標誌的功能選單。包括: 清除這些ClearMany以及清除這個

ClearOne兩項功能, 將分別於本文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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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時刪幾個標誌。先將要清除的若干標誌同時包含於一段反白文字中, 然後

選點清除這些ClearMany, 即可將所含標誌同時都清除掉。下面圖例的反白

部分依序包括了「十八次」、「心臟」、「聖洛克」、「心臟」、「庫里」、「心臟」

等 6個標誌, 這些同時都將被清除掉。 

 

 
 

11. 只刪一個標誌。先以滑鼠左鍵點到要清除的標誌或將其反白, 然後選點清除

這個ClearOne, 就可將該標誌清除掉。若沒有點到也沒有反白任何標誌, 此

功能會暫時隱藏。這刪除一個標誌的功能, 另外有個簡便的操作方法, 就

是：按著鍵盤的Ctrl鍵不放, 然後直接以滑鼠左鍵點要刪除的標誌或反白該

標誌。 
 

12. 自動標記功能的設定。選點本系統上緣的主功能選項設定Option, 即會如下

面圖例顯示功能選單, 包括兩個選項: 自動AutoMark、確認ConfirmEach。選

項前方打勾者表示該功能已啟動。選點已啟動的選項, 即終止該功能。選點

已終止的選項, 則啟動之。此處所謂的「自動」, 乃是指：將反白文字設成

一個標誌後, 是否還要將文稿中, 其他尚未標記的相同文字都自動設成同樣

標誌。而所謂「確認」, 乃指在每次自動設標誌前, 是否需逐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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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標籤之增刪 

1. 以滑鼠右鍵點標籤所在區的空白處, 即會跳出新增按鈕的設定視窗。此視窗

與下一節要說明之 標籤之修改 所跳出的視窗一樣, 煩請參考下一節 標籤

之修改 的相關內容。 

2. 要刪除一個標籤, 請按鍵盤 Ctrl鍵不放, 接著以滑鼠左鍵點要刪除的標籤, 

即可刪除之。但請特別注意, 在標籤刪除的同時, 文稿中屬該標籤所有的標

誌都同時會被清除掉, 所以執行此功能要謹慎。 

 
D. 標籤之修改 

1. 修改標籤。以滑鼠右鍵點標籤即會跳出如下面圖例的視窗, 提供修改該標籤

的標誌名稱、所含標誌屬性、標誌底色、標誌字色、標誌字形 (字體、顏色、

大小、粗體、斜體、底線、橫線等設定的變更)。 

 

要改標誌名稱或改標誌屬性, 可直接到其右邊對應的文字輸入格內改其中

的文字。 

要改標誌底色或改標誌字色, 可直接以滑鼠左鍵點其右邊的顏色方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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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就會跳出一個小視窗, 含有許多系統提供的顏色讓我們點選。 

要改標誌字形, 請直接以滑鼠左鍵點「改標誌字形」, 然後隨即就會跳出一

個小視窗, 含有許多系統提供字形相關可選項讓我們點選。以變更字體、大

小、粗體、斜體、底線、橫線等設定、甚至於字色也可從此改 (只是所提供

可選的顏色較少)。 

但這些標籤資訊的異動結果, 都會存到當前工作資料夾中的 newsmarkup.tag

檔中。下次從當前工作資料夾載入要處理的文稿時, 就會據以顯示新的標籤

樣式。 

標籤資訊檔 newsmarkup.tag的內容, 如下面圖例, 接著將逐一說明。 

 

 

2. tagname=WHO表示: 當標誌在輸出為 .xml檔時, 其所用的英文標籤名稱為

WHO。 

 

3. caption=人 表示: 標誌所屬的標籤名稱為人。 

 

4. color=$0000ff表示: 顯示在此標籤上的字形顏色為紅色,  其代碼為

$0000ff。此顏色代碼中 21、2f、9f分別代表藍、綠、紅三個顏色光的強度, 從

最弱 00到最強 ff。因此$000000為黑色、$ffffff為白色、$ff0000為藍色、

$00ff00為綠色、$0000ff為紅色。三個顏色光的強度作適當搭配可產生出各

種不同顏色。 

 

5. attributes=id,original表示此標籤的屬性應包括 id及 original。將反白文字設

定為屬此標籤的標誌後, 尚可用滑鼠點該標誌, 系統會跳出文字輸入格, 用

以輸入或修改屬性 id或 original的值。若尚應包括其他屬性 (例如: format), 

可將 format接其後, 以逗點區隔 (例如: attributes=id,original,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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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gcolor=$ffffef表示顯示在標籤上的字形背景顏色為$ffffef。此背景顏色代碼

的意義與格式與字形顏色代碼相同, 請參考前述的說明。 

 

7. underline=1表示顯示在標籤上的字要加底線。 

 

8. strikeout=1表示顯示在標籤上的字要加橫線。 

 

9. bold=1表示顯示在標籤上的字要為粗體。 

 

10. italic=1表示顯示在標籤上的字要為斜體。 

 

11. size=0.8表示顯示在標籤上的字要為系統預設標準字形大小的 0.8倍。 

 

E. 系統功能缺失或相關意見反映請連絡 

 

1. 剎那工坊 02-2585-5400 

 

2. 葉健欣 yapcheahshen@gmail.com 0939-730-070 

 

3. 陳爽   samsuanchen@ gmail.com    0920-714-028 

mailto:yapcheahsh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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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緣起
● 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三類)
● 本平台之目標
● 目前達成之功能
● 應用之場合(以上共25分鐘)
● 軟體操作展示 (35分鐘)
● 結語



緣起

● A General Model of Presenting the content of science 
News by XML – PNC Annual Conference & Joint Meetings , January 11-17 2000

Ying-chun Hsieh      Shyue-shuo Huang
Isaac H.T.Lin       Christian Wittern
Rick Jelliffe        Ching-chun Hsieh

(以XML呈現科學新聞內容的通用模型) 發表於太平洋鄰里協會

● 此論文提供了新聞標誌的基本框架
● 需要更多新聞XML文件，供進一步研究分析
● 需求：適合新聞工作者使用的標誌工具



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1/3)

● 純文字(pure text)編輯器
● 優點

– 軟體選擇性多，如：筆記本(notepad)
– 編輯自由度大，可任意加標誌

● 缺點
– 需要熟悉XML
– 文字與標誌混雜，操作煩瑣
– 無法立即檢驗語法錯誤

● <who id=x”> (漏掉一個”) 
● <when>xx  (漏掉結束標誌)，編輯器不會警示

● 結論
– 使用不方便，容易出錯



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2/3)

● 「WYSIWYG 所視即所得」文書編輯器
– 以Microsoft Word 為代表
– Word 2003 版以後，可存取XML檔

● 優點
– 視覺化操作，容易上手
– 一般使用者較熟悉，無需特殊訓練

● 缺點
– 非開放軟體，無法按需求自行調整
– 儲存版面樣式標誌，而不是新聞內容標誌

● 結論
– 不適合做為標誌平台



現有標誌工具之考察(3/3)

● 專業XML製作軟體 -以XMLSpy為例
● 優點

– 可定義完整的新聞內容標誌
– 支援完整的XML 相關技術，如：XPath, XSLT, 

DOM, SOAP, etc.
● 缺點

– 給技術人員使用的專門工具
– 對不具技術背景的人來說，相當複雜
– 售價不菲，每套美金$499

● 結論
– 門檻很高，不利普及



本平台之目標

● 結合上述工具的優點

● 不假設使用者熟悉XML
● 視覺化的簡易標誌方式

● 軟體處理瑣碎的標誌語法細節，讓新聞工作者
專注於內容標誌

● 只要會抓滑鼠，即可輕鬆上手



目前達成之功能

● 簡易的標誌方式
– 1)選取文字
– 2)點選標籤 (「人」「事」「時」「地」)

● 相同文字自動標誌
– 加速標誌作業

● 可隨意調整標誌的呈現樣式
● 開放架構，允許立即定義新的標籤



應用之場合

●新聞內容標誌

●新聞寫作教學

– 老師用標誌講解新聞中的元素
– 學生用標誌來表達對新聞內容的理解

●詞性標注

– 主詞、受詞、專有名詞、形容詞、子句等等



軟體操作展示



結語

● 本平台只是新聞內容標誌的初步嘗試
● 尚有很大的改進及發展空間

– 樹狀知識結構的呈現
– 依標誌類別排序及搜尋
– 結合新聞資料庫

● 透過工具的改良，吸引更多人投入內容標誌
● 本平台需要更多新聞及人文工作者的參與，才
會持續演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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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啟動系統，讀入一篇未標誌的純文字新聞稿。 

 

圖 2）選取人名，按左上方「人」按鈕，進行標誌。 



 

圖 3）為加速標誌作業，可鉤選 「設定->自動」 選項。 

 

圖 4）選取「心臟」，點「事」，所有的心臟皆被自動標誌。 



 

圖 6）由於顏色的區別並不明顯，可在標籤上按滑鼠右鍵修改顏色。 

 

圖 7）確定後，所有相同標誌的內容，顏色自動改變。 



 

圖 8）修改「人」的背景色，不同文字亦可自動換色。 

 

圖 9）補上地名、時間和事件的標誌，「事件」是巢狀標誌，可包含其他標誌。 



 

圖 10）為標誌加上 XML 的屬性，這裡示範地名加上英文原名。 

 

圖 10）在空白標籤區點滑鼠右鍵，加入新的標籤。 



 

圖 11）用新的標籤來標誌第一行文字。標誌作業完成。 

 
圖 12）軟體產生的 XML 檔 
 
注意：本標誌範例之目的為展示軟體功能，不一定符合新聞標誌 5W1H 之規範。 
 
可從以下網址下載本軟體及完整說明檔： 
http://www.ksana.tw/newsmarkup/ or http://220.128.136.40/newsmarkup/
 
歡迎來信指教： 
陳爽 samsuanchen@gmail.com   
葉健欣  yapcheahshen@gmail.com
 

http://www.ksana.tw/newsmarkup/
http://220.128.136.40/newsmarkup/
mailto:samsuanchen@gmail.com
mailto:yapcheahshen@gmail.com


unit main; 

// 視覺化 xml 標記平台 950820--951115 剎那工坊 葉健欣--陳爽 

interface 

 

uses 

//不需 Messages,Variants,Buttons,TntButtons, 

SysUtils,//提供 strToIntDef、format、expandFileName、fileExists 

Classes,//提供 TStringList、TList 

Graphics,//提供 Tcolor、tFontStyles、fsbold、fsItalic、fsUnderline、fsStrikeOut 

Forms,//提供 TTorm 

//unicode,//提供 

tntclasses,//提供 TTntStringList 

TntComCtrls,//提供 TTntRichEdit 

TntStdCtrls,//提供 TTntLabel 

TntDialogs,//提供 TTntOpenDialog 

tntinifiles,//提供 TTntInifile 

TntMenus,//提供 TTntMainMenu、TTntMenuItem 

windows,//提供 mb_YesNo、mb_Yes、mb_Ok 

RichEdit,//提供 format2 

ComCtrls, StdCtrls, ExtCtrls, Dialogs, Menus, Controls;//系統自動加入 

 

type 

  tElement=record//備選標誌記錄 

    tagname:WideString;//標誌名稱, 

如:WHO,WHAT,WHEN,WHERE,EVENT,CRITICIZE,TITLE,.. 

    caption:WideString;//標誌顯示名, 如:人&Person,物 Thin&g,時&Time,地&Location,

事件&Event,評議&Criticize,標題 T&itle 

    name:WideString;//標誌字形, 如:標楷體,微軟正黑體,細明體 

    color:tcolor;//標誌色碼 (指定藍綠紅光三色的強度), 如:$3fafaf 表示藍 3f 綠 af

紅 af (分別以兩位 16 進制數表示) 

    style:tfontstyles;//標誌風格, 是否包含:粗體bold,斜體italic,底線underline,刪

線 strikeout (可覆選) 

    size:single;//標誌大小 

    bgcolor:tcolor;//標誌背景色碼 (指定藍綠紅光三色的強度), 如:$3fafaf 表示藍 3f

綠 af 紅 af (分別以兩位 16 進制數表示) 

    defaultname:boolean;//標誌字形未宣告 

    defaultcolor:boolean;//標誌色碼未宣告 

    defaultBold:boolean;//標誌風格未宣告 



    defaultItalic:boolean;//標誌風格未宣告 

    defaultUnderLine:boolean;//標誌風格未宣告 

    defaultStrikeOut:boolean;//標誌風格未宣告 

    defaultsize:boolean;//標誌大小未宣告 

    defaultbgcolor:boolean;//標誌背景未宣告 

    attributes:WideString;//標誌包含之屬性 (以逗點區隔) 

  end; 

 

  TAttribute = record // 標誌屬性記錄 

    name: string; // 標誌屬性名 

    value: string; // 標誌屬性值 

  end; 

 

  TTag=class 

     tagname:WideString; 

     start:integer; 

     len:integer; 

     attributes: array [0..7] of TAttribute; 

  end; 

 

  TForm1=class(TForm) 

    Panel1: TPanel;           // 文字編輯視窗上方區域 

    TntMainMenu1: TTntMainMenu;  // 上緣系統主選單 

    mfile: TTntMenuItem;            // 檔案管理選單 

    mOpenTxt: TTntMenuItem;            // txt 開檔選項 

    mXmlInp: TTntMenuItem;         // 匯出 XML 新聞稿選項 

    mXmlOut: TTntMenuItem;             // 匯出 XML 標準稿選項 

    mSaveMrk: TTntMenuItem;            // 儲存 MRK 標記稿選項 

    mMark: TTntMenuItem;            // 標記管理選單 

    mClearMany: TTntMenuItem;          // 清除這些標記選項 

    mClearOne: TTntMenuItem;           // 清除這個標記選項 

    mOption: TTntMenuItem;          // 系統設定選單 

    mAuto:TTntMenuItem;               // 自動搜尋選項 

    mConfirm: TTntMenuItem;            // 標記前確認選項 

    re1: TTntRichEdit;       // 下方文字編輯視窗 

    StatusBar1: TStatusBar;  // 下緣狀態註記 

    XmlOpenDialog: TTntOpenDialog; // XML 匯入介面 

    TxtOpenDialog: TTntOpenDialog; // txt 開檔介面 



 

    procedure btnMouseDown(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 標記按鈕 觸動處理 

    procedure btnMouseEnter(o:TObject); // 滑鼠進入標記按鈕 處理 

    procedure btnMouseLeave(o:TObject); // 滑鼠離開標記按鈕 處理 

    procedure edtChange(o:TObject); // 標記屬性 改變處理 

    procedure FormCreate(o:TObject); // 系統啟動 處理 

    procedure FormDestroy(o:TObject); // 系統結束 處理 

    procedure mAutoClick(o:TObject); // 自動搜尋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ClearManyClick(o:TObject); // 清除這些標記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ClearOneClick(o:TObject); // 清除這個標記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ConfirmClick(o:TObject); // 要求確認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OpenTxtClick(o:TObject); // 開啟 TXT 文字稿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SaveMrkClick(o:TObject); // 儲存 MRK 標記稿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XmlInpClick(o:TObject); // 匯入 XML 新聞稿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mXmlOutClick(o:TObject); // 匯出 XML 標準稿選項 觸動處理 

    procedure Panel1Click(o:TObject); // 新增備選標誌 

    procedure re1KeyUp(o:TObject;var k:Word;s:TShiftState); // 手離鍵盤 處理 

    procedure re1MouseDown(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 手按滑鼠 處理 

    procedure re1MouseUp(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 

手離滑鼠 處理 

    procedure re1DblClick(o:TObject); 

    procedure 

Panel1MouseDown(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Destroying:Boolean; // 系統結束 

  Resizing:Boolean; // 系統視窗寬高改變 

 

    function  getTagFromPos(textpos:integer):integer; // 依游標位置取得標記序號 

    function  InStr(p:PWidechar;s:WideString):PWidechar; // 回應在 p 所指字串中 

s 之位址 

    procedure loadMrk; // 載入 mrk 檔的標記 



    procedure loadTxt; // 載入 txt 檔 

    procedure loadXml; // 載入 xml 檔 

    function  selTextToTag(Start,Len:integer):integer; // 反白文字所指標誌序號 

    procedure repaintAllTags; // 更新顯示所有的標記 

    procedure repaintBlock(sStart,sEnd:integer); // 更新顯示所有的標記 

    procedure resetTagsOfElem(relatedTags:wideString;iEl:integer); 

    procedure updateStatusAndAttrUI; // 更新標記屬性輸入介面 

  end; 

 

var 

  Form1: TForm1; // 系統視窗 

 

  ElemIni:TTntinifile; // 備選標記定義 tagDef.ini 匯入檔 

  systemIni:TTntinifile; // 系統設定 newsMarkup.ini 匯入檔 

  markupini:TTntinifile; // txt 對應標記 mrk 匯入檔 

  txtPos:integer; // XML 匯出時所對應之 TXT 指標 

  ElemCount:integer; // 備選標記的總數 

  Elements:array [0..31] of tElement; // 備選標誌列表 

  btn: array [0..31] of TTntLabel;    // 備選標誌按鈕 

  lbl: array [0..31] of Ttntlabel;    // 標誌屬性名 

  edt: array [0..31] of Ttntedit;     // 標誌屬性值 

 

  slElement:ttntstringlist; // 備選標誌排序列表 

  tags:tlist; // 標誌列表 

  wrkFile:WideString; // TXT 文字稿檔名 

  txtPath:WideString; // TXT 文字稿檔全名 

 

  form2Changed:integer; 

  startPos:integer; // 滑鼠按下時的游標位置 

  tagStarts:TStringList; // 標誌依位置排序 

  tagLens:TStringList; // 標誌依寬度排序 

  sections:ttntstringlist; 

  needToSave:Boolean; // 標誌異動資訊待輸出 

  input:tTNTStringList; // txt 文稿 

  sysDir:WideString; // 系統程式所在資料夾 

  exeName:WideString; // 系統程式名稱 

  xmlPath:WideString; // xml 檔全名 

  XmlFileName:WideString; 



  wrkDir:WideString=''; // 文稿所在資料夾 

  btnColor:tColor; // 標記按鈕顏色 (滑鼠進入按鈕時暫存原有顏色) 

  slColor:tColor=$eaeaea; // 滑鼠進入按鈕時顯示的按鈕顏色 

  defBackColor:tColor=$f7f7f7; // 文字編輯區背景色 

  defFontColor:tColor=$400040; 

  attributes:tTNTStringList; // 屬性名稱列表 

  lastTag:integer=-1; // 最後設定的標記 

  sysCaption:String=' 視覺化XML標記平台 2007.1.16';// 950820--951115 剎那工坊 葉

健欣--陳爽'; 

  iEl:integer; 

  Elem:tElement; 

 

  procedure resetTagOfElem(n:integer); 

  procedure repaintRelatedTags(RelatedTags:wideString); 

  procedure repaintInsideTags(RelatedTags:wideString); 

  procedure tagsChanged; // 標記改變 

  procedure rebuildElemini; 

  procedure setTagOflElem(n:integer); 

  function  IndexOfElement(tagName:WideString):integer; // 依名稱取得備選標記序

號 

  procedure saveMrk; // 標記存成 mrk 檔 

  function  selTextAsTagStart(start,len:integer):integer; // 反白文字的標誌位置

序號 

  function  match(t:PWidechar;s:WideString):Boolean; // 檢視在 t 位置是否有字串 

s 

  function  saveXml:wideString; // 本文及標記存成 Xml 檔 

  function  TrimLast(s,d:String):WideString; // 刪除 s 字串中末尾 d 字元後之字串 

  function  tagsOfElem(iEl:integer):wideString; 

  procedure updateElem(iEl:integer); 

  function  trimLead(s,d:String):WideString; // 刪除 s 字串中末尾 d 字元前之字串 

  procedure asureTagDef(filename:widestring); // 載入工作資料夾中的 tagDef.ini 

  procedure freeAttrUI; 

  procedure freeElemUi; 

  procedure loadElements(re1:tTntRichEdit); // 自 newsMarkUp.tag 匯入備選標記的定

義 

  procedure loadUi; // 自動產生標記設定按鈕 

  function  selTextAsTag(start,len:integer):integer; // 反白文字的標誌序號 

  procedure clearTags; 



  procedure deleteElem(iEl:integer); 

 

implementation 

 

uses Unit2; 

 

{$R *.dfm} 

 

procedure asureTagDef(filename:widestring); 

VAR wDir:wideString; 

begin 

  wDir:=TrimLast(filename,'\'); 

  if match(pWideChar(wDir+'\'),sysDir) then 

  begin 

    if wDir+'\'=sysDir then wDir:='' 

    else wDir:=wideString(pWideChar(wDir)+length(sysDir)); 

  end; 

  freeAttrUi; 

  if wDir<>wrkDir then 

  begin 

    wrkDir:=wDir; 

    freeElemUi; 

    loadElements(form1.re1); 

    loadUI; 

    systemIni.WriteString('TxtFile','dir',wrkDir); 

  end; 

  form1.statusbar1.Panels.Items[0].text:=filename; 

end; 

 

procedure deleteElem(iEl:integer); 

var 

  relatedTags:wideString; i,start,L:integer; tag:tTag; p:pWideChar; 

begin 

  relatedTags:=''; 

  start:=form1.re1.selStart; L:=form1.re1.SelLength; 

  for i:=tagLens.Count-1 downto 0 do begin 

    tag:=tags[i]; 

    if tag.tagName=elements[iEl].tagName then begin 



      form1.re1.selStart:=tag.Start; form1.re1.SelLength:=tag.len; 

      resetTagOfElem(iEl); tag.tagName:=''; 

      relatedTags:=relatedTags+wideChar(i+1); 

    end; 

  end; 

  form1.re1.selStart:=start; form1.re1.SelLength:=L; 

  i:=slElement.indexOf(Elements[iEl].tagName); 

  Elements[iEl].tagName:=''; 

  if i>=0 then slElement.Delete(i); 

  btn[iEl].Visible:=False; 

  if iEl<elemCount-1 then begin 

    L:=btn[iEl+1].Left-btn[iEl].Left; 

    for i:=iEl+1 to elemCount-1 do btn[i].Left:=btn[i].Left-L; 

  end; 

  repaintRelatedTags(relatedTags); 

  p:=pWideChar(relatedTags); 

  while p^<>#0 do begin 

    i:=integer(p^)-1; inc(p); tags.Delete(i); 

  end; 

  tagschanged; 

  rebuildElemIni; 

end; 

 

procedure updateElem(iEl:integer); 

var form2:tForm2; b:tTntLabel; e:tElement; 

    res:integer; relatedTags:wideString; 

begin 

    freeAttrUi; 

    b:=btn[iEl]; e:=Elements[iEl]; 

    form2:=tForm2.Create(nil); 

    form2.lbOldTag.Caption:=b.Caption; 

    form2.lbOldTag.Color:=$FFFFFF xor b.Color; 

    form2.lbOldTag.Font:=b.Font; 

    form2.lbOldTag.Font.Color:=$FFFFFF xor b.Font.Color; 

    form2.lbXfer.Left:=form2.lbOldTag.Left+form2.lbOldTag.width+10; 

    form2.lbNewTag.Caption:=b.Caption; 

    form2.lbNewTag.Color:=form2.lbOldTag.Color; 

    form2.lbNewTag.Font:=form2.lbOldTag.Font; 



    form2.lbNewTag.Left:=form2.lbXfer.Left+form2.lbXfer.width+10; 

    

form2.lbXfer.Top:=form2.lbOldTag.Top+(form2.lbOldTag.Height-form2.lbXfer.Height) 

div 2; 

 

    form2.Caption:='備選標誌「'+Elements[iEl].Caption+'」重新設定'; 

    form2.lbTagCode.Caption:=format('element%2.2d',[iEl+1]); 

    form2.edTagName.text:=Elements[iEl].tagname; 

    form2.edAttribute.text:=Elements[iEl].attributes; 

 

    form2.edTagShowName.text:=b.Caption; 

    if not Elements[iEl].defaultBgColor then begin 

       form2.spBgColor.Brush.Color:=$FFFFFF xor b.Color; 

       form2.cbDefBgColor.checked:=false; 

    end; 

    if not Elements[iEl].defaultColor then begin 

       form2.spFontColor.Brush.Color:=$FFFFFF xor b.Font.color; 

       form2.cbDefFontColor.checked:=false; 

    end; 

    if not Elements[iEl].defaultName then begin 

       form2.edFontName.text:=b.Font.Name; 

       form2.cbDefFontName.checked:=false; 

    end; 

    if not Elements[iEl].defaultSize then begin 

       form2.edFontSize.text:=format('%f',[b.font.Size/form1.re1.font.size]); 

       form2.cbDefFontSize.checked:=false; 

    end; 

    form2.cbDefBold.checked:=Elements[iEl].defaultBold; 

    form2.cbDefItalic.checked:=Elements[iEl].defaultItalic; 

    form2.cbDefUnderLine.checked:=Elements[iEl].defaultUnderLine; 

    form2.cbDefStrikeOut.checked:=Elements[iEl].defaultStrikeOut; 

 

    res:=form2.showmodal; 

    form2.Free; 

    if res<>mrok then exit; 

    rebuildElemini; 

    freeElemUI; 

    loadUI;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form1.updateStatusAndAttrUI; 

    relatedTags:=tagsOfElem(iEl); 

    repaintRelatedTags(relatedTags); 

end; 

 

 

procedure 

TForm1.btnMouseDown(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 標記按鈕 觸動處理 

var 

  tag:ttag; iTg,confirm,i,sStart,start,L:integer; 

  msg:string; p,q,r:pWideChar; relatedTags:wideString; 

begin 

  form2Changed:=0; 

  iEl:=(o as TTntLabel).tag; 

  if ssCtrl in s then begin 

    relatedTags:='確定要刪除此備選標誌「'+Elements[iEl].Caption+'」按鈕'; 

    confirm:=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string(relatedTags)),'刪除備選標誌

',mb_YesNoCancel); 

    if confirm<>id_Yes then exit; 

    deleteElem(iEl); 

    exit; 

  end; 

  if b=mbRight then begin 

    updateElem(iEl); 

    exit 

  end; 

  re1.SetFocus ; 

  if re1.SelLength=0 then exit; 

  i:=selTextAsTagStart(re1.SelStart,re1.SelLength); 

  Elem:=Elements[iEl]; 

  if i>=0 then 

  begin 

    tag:=tags[integer(tagStarts.Objects[i])]; 

    i:=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if i<>iEl then begin 

      msg:='此「'+Elements[i].Caption+'」的標誌要改為「'+ 



        Elements[iEl].Caption+'」的標誌?'; 

      confirm:=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msg),'警告',mb_yesNoCancel); 

      if confirm=ID_Cancel then exit; 

      if confirm=ID_Yes then begin 

        L:=re1.SelLength; freeAttrUi; 

        mClearOneClick(o); 

        re1.SelLength:=L; 

      end; 

    end; 

  end; 

  start:=re1.SelStart; sStart:=start; L:=re1.Sellength; 

  freeAttrUi; 

  tag:=tTag.create; tag.tagName:=Elements[iEl].tagName; 

  tag.start:=start; tag.len:=L; 

  lastTag:=tags.Count; relatedTags:=wideChar(lastTag+1); 

  tags.Add(tag); 

  tagschanged; 

 

  setTagOflElem(iEl); needToSave:=true; 

 

  if mAuto.Checked then 

  begin 

    p:=pWideChar(input.text); q:=p; 

    repeat 

        r:=inStr(q, pWideChar(re1.SelText)); 

        if r^=#0 then Break; 

        confirm:=ID_Yes; 

        q:=r+L; 

        start:=r-p; 

        iTg:=selTextAsTag(start,L); 

        if iTg>=0 then continue; 

        re1.SelStart:=start; 

        re1.SelLength:=L; 

        if mConFirm.Checked then 

        begin 

          Form1.setFocus; 

          re1.setFocus; 

          confirm:=Application.MessageBox('此反白文字亦設定為同樣標誌?', 



                                          '確認',mb_yesNoCancel); 

          if confirm=ID_Cancel then Break; 

        end; 

        if confirm=ID_Yes then 

        begin 

          tag:=tTag.create; 

          tag.tagName:=Elements[iEl].tagName; 

          tag.start:=re1.SelStart; 

          L:=re1.SelLength; 

          tag.len:=L; 

          lastTag:=tags.Count; relatedTags:=relatedTags+wideChar(lastTag+1); 

          tags.Add(tag); 

          setTagOflElem(iEl); 

        end; 

    until re1.SelStart=0; 

  end; 

  if relatedTags<>'' then tagschanged; 

  re1.SelLength:=L; 

  re1.SelStart:=sStart; 

  updateStatusAndAttrUI; 

  repaintInsideTags(relatedTags); 

end; 

 

procedure TForm1.btnMouseEnter(o:TObject); 

// 滑鼠進入標記按鈕 處理 

var 

  s:ttntlabel; 

begin 

  s:=o as ttntlabel; 

  s.Color := $FFFFFF xor s.color; 

  s.Font.Color := $FFFFFF xor s.Font.color; 

end; 

 

procedure TForm1.btnMouseLeave(o:TObject); 

// 滑鼠離開標記按鈕 處理 

var 

  s:ttntlabel; 

begin 



  s:=o as ttntlabel; 

  s.Color := $FFFFFF xor s.color; 

  s.Font.Color := $FFFFFF xor s.Font.color; 

end; 

 

procedure clearTags; 

var 

  i:integer; pt:TTag; 

begin 

  for i := 0 to tags.count - 1 do begin pt:=tags[i]; pt.free; 

  end; 

  tags.clear; 

end; 

 

procedure TForm1.edtChange(o:TObject); 

// 標記屬性 改變處理 

var 

  s:tTntEdit; 

  i:integer; 

  tag:tTag; 

  sectionname:string; 

begin 

  needToSave:=true; 

  s:=o as tTntEdit; 

  i:=s.Tag; 

  tag:=tags[lastTag]; 

  tag.attributes[i].value:=s.Text; 

  sectionname:=format('tag%3.3d',[lastTag+1]); 

  markupini.WriteString(sectionname,'attribute.'+attributes[i],s.Text); 

end;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o:TObject); 

// 系統啟動 處理 

var f:widestring; 

begin 

  sysDir:=GetCurrentDir+'\'; 

  Destroying:=False; 

  needToSave:=false;      



  slElement:=ttntstringlist.create; 

  f:=application.exename; 

  exeName:=trimLast(f,'.'); 

  f:=exeName+'.ini'; 

  exeName:=trimLead(exeName,'\'); 

  systemIni:=TTntinifile.create(f); 

  sections:=ttntstringlist.create; 

  input:=tTNTStringList.Create; 

  tagStarts:=TStringList.create; 

  tagLens:=TStringList.create; 

  attributes:=ttntstringlist.create; 

  tags:=tlist.create; 

  re1.Color:=defBackColor; 

  Caption:=systemIni.ReadString('System','Caption',sysCaption); 

  Top:=systemIni.ReadInteger('System','Top',Top); 

  Left:=systemIni.ReadInteger('System','Left',Left); 

  Resizing:=True; 

  Height:=systemIni.ReadInteger('System','Height',Height); 

  Width:=systemIni.ReadInteger('System','Width',Width); 

  Resizing:=False; 

  if systemIni.ReadString('Option','Confirm','False')='True' then 

    mConfirm.Checked:=True 

  else mConfirm.Checked:=False; 

  if systemIni.ReadString('Option','Auto','False')='True' then 

    mAuto.Checked:=True 

  else mAuto.Checked:=False; 

  TxtOpenDialog.Filter:=systemIni.ReadString('TxtFile','filter','txt 

file|*.txt'); 

  wrkDir:=systemIni.ReadString('TxtFile','dir',''); 

  wrkFile:=systemIni.ReadString('TxtFile','file','test.txt'); 

  txtPath:=wrkFile; 

  if wrkDir<>'' then txtPath:=wrkDir+'\'+wrkFile; 

  if not fileExists(txtPath) then txtPath:='test.txt'; 

  wrkDir:='unDefinedYet'; 

  statusbar1.Panels.Items[4].Text:=''; 

  loadTxt; 

end; 

 



procedure TForm1.FormDestroy(o:TObject); 

// 系統結束 處理 

begin 

  Destroying:=true; 

  if needToSave then begin saveMrk; saveXml; 

  end; 

  freeAttrUI; 

  freeElemUi; 

  clearTags; tags.free; tagLens.free; tagStarts.Free; 

  sections.free; 

  slElement.free; 

  attributes.free; 

  input.free; 

 

  if assigned(markupini) then markupini.free; 

 

  systemIni.WriteInteger('System','selStart',re1.selStart); 

  systemIni.WriteInteger('System','selLength',re1.selLength); 

  systemIni.WriteInteger('System','Top',Top); 

  systemIni.WriteInteger('System','Left',Left); 

  systemIni.WriteInteger('System','Height',Height); 

  systemIni.WriteInteger('System','Width',Width); 

  systemIni.free; 

end; 

 

procedure freeAttrUI; 

var i:integer; tag:tTag; 

begin 

  if lastTag<0 then exit; 

  if lastTag>=tags.count then exit; 

  tag:=tags[lastTag]; 

  i:=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if i<0 then exit; 

  attributes.commatext:=Elements[i].attributes; 

  if attributes.count>0 then 

  for i:=0 to attributes.count-1 do begin 

    lbl[i].Free; lbl[i]:=nil; 

    edt[i].Free; edt[i]:=nil; 



  end; 

  attributes.clear; 

end; 

 

procedure freeElemUi; 

var 

  i:integer; 

begin 

  for i := ElemCount-1 downto 0 do 

  begin 

  //mMark.Delete(i+2); 

  //itm[i].free; itm[i]:=nil; // 原有標記選項 

    btn[i].free; btn[i]:=nil; // 原有標記按鈕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end; 

end; 

 

function TForm1.getTagFromPos(textpos:integer):integer; 

// 從游標位置取得標記序號 

var 

  getStart,tagStart,tagEnd,i:integer; 

begin 

  result:=-1; getStart:=-1; 

  for i := 0 to tagstarts.Count - 1 do 

  begin 

    tagStart:=strtointdef(copy(tagstarts[i],1,8),-1); 

    if tagStart=getStart then continue; 

    if textPos<=tagStart then continue; 

    tagEnd:=strtointdef(copy(tagstarts[i],10,8),-1); 

    if textPos>=tagEnd then continue; 

    result:=integer(tagstarts.objects[i]); 

    getStart:=tagStart; 

  end; 

end; 

 

function IndexOfElement(tagName:WideString):integer; 

// 指定名稱 tagName 的備選標記 Element 之序號 

begin 



  result:=slElement.indexof(tagName); 

  if result>=0 then result:=integer(slElement.objects[result]); 

end; 

 

function TForm1.InStr(p:PWidechar;s:WideString):PWidechar; 

{2091} // 回應在 t 字串中 s 之位址 

{2092} begin while (p^<>#0) and (not match(p,s)) do inc(p); result:=p; 

{2093} end; 

 

procedure loadElements(re1:tTntRichEdit); 

var 

  i:integer; 

  s,tagname:WideString; 

begin 

  s:=wrkDir; 

  if s<>'' then s:=s+'\'; 

  s:=s+exeName+'.tag'; 

  if copy(s,2,1)<>':' then s:=sysDir+s; 

  if not fileExists(s) then s:=sysDir+exeName+'.tag'; 

  Elemini:=ttntinifile.Create(s); 

  sections.clear; 

  ElemIni.ReadSections(sections); 

  ElemCount:=sections.count; slElement.clear; 

  for i := 0 to ElemCount-1 do 

  begin 

    tagName:=Elemini.ReadString(sections[i],'tagname',''); 

    if tagName='' then continue; 

    slElement.AddObject(tagName,tobject(i)); 

    Elements[i].tagname:=tagName; 

    Elements[i].caption:=Elemini.ReadString(sections[i],'caption',''); 

    Elements[i].attributes:=Elemini.ReadString(sections[i],'attributes',''); 

 

    Elements[i].defaultcolor:=true; 

    if Elemini.ValueExists(sections[i],'color') then 

    begin 

      Elements[i].Color:=Elemini.ReadInteger(sections[i],'color',0); 

      Elements[i].defaultcolor:=false; 

    end; 



 

    Elements[i].defaultbgcolor:=true; 

    if Elemini.ValueExists(sections[i],'bgcolor') then 

    begin 

      Elements[i].bgColor:=Elemini.ReadInteger(sections[i],'bgcolor',re1.Color); 

      Elements[i].defaultbgcolor:=false; 

    end; 

 

    Elements[i].defaultname:=true; 

    if Elemini.ValueExists(sections[i],'fontname') then 

    begin 

      

Elements[i].Name:=Elemini.ReadString(sections[i],'fontname',re1.font.name); 

      Elements[i].defaultname:=false; 

    end; 

 

    Elements[i].defaultsize:=true; 

    if Elemini.ValueExists(sections[i],'size') then 

    begin 

      s:=Elemini.ReadString(sections[i],'size','1'); 

      Elements[i].size:=StrToFloat(s); 

      Elements[i].defaultsize:=false; 

    end; 

 

    Elements[i].style:=[]; 

 

    Elements[i].defaultBold:=true; 

    if  Elemini.Readbool(sections[i],'bold',false) then 

    begin include(Elements[i].style,fsBold); Elements[i].defaultBold:=false; 

    end; 

 

    Elements[i].defaultItalic:=true; 

    if  Elemini.Readbool(sections[i],'italic',false) then 

    begin include(Elements[i].style,fsItalic); Elements[i].defaultItalic:=false; 

    end; 

 

    Elements[i].defaultUnderLine:=true; 

    if  Elemini.Readbool(sections[i],'underline',false) then 



    begin include(Elements[i].style,fsUnderLine); 

Elements[i].defaultUnderLine:=false; 

    end; 

 

    Elements[i].defaultStrikeOut:=true; 

    if  Elemini.Readbool(sections[i],'strikeout',false) then 

    begin include(Elements[i].style,fsStrikeOut); 

Elements[i].defaultStrikeOut:=false; 

    end; 

  end; 

  Elemini.free; 

  slElement.Sort; 

  slElement.Sorted:=True; 

end; 

 

procedure tform1.loadTxt; 

begin 

  txtPath:=expandfilename(txtPath); 

  wrkFile:=TrimLead(txtPath,'\'); 

  asureTagDef(txtPath); 

 

  input.LoadFromFile(txtPath); re1.lines.text:=input.text; 

  if systemIni.ReadString('TxtFile','file','')=wrkFile then begin 

    startPos:=systemIni.ReadInteger('System','selStart',re1.selStart); 

    re1.selStart:=startPos; 

    re1.selLength:=systemIni.ReadInteger('System','selLength',re1.selLength); 

  end else begin 

    systemIni.WriteString('TxtFile','file',wrkFile); 

    startPos:=0; re1.selStart:=0; re1.selLength:=0; 

  end; 

  lastTag:=-1; 

  if assigned(markupini) then markupini.free; 

  markupini:=ttntinifile.create(TrimLast(txtPath,'.')+'.mrk'); 

 

  loadMrk; 

 

  updateStatusAndAttrUI; 

  repaintAllTags; 



end; 

 

procedure tform1.loadMrk; 

var 

  i,j:integer; 

  sections:TTntstringlist; 

  tagname:WideString; 

  tag:ttag; 

  sect,attr:string; 

begin 

  freeAttrUi; 

  sections:=ttntstringlist.create; 

  markupini.ReadSections(sections); 

  clearTags; 

  tagStarts.Clear; 

  for i := 0 to sections.count - 1 do 

  begin 

    sect:=sections[i]; 

    tagname:=markupini.ReadString(sect,'tag',''); 

    if tagname='' then continue; 

    j:=IndexOfElement(tagname); 

    if j<0 then continue;  // 早先的 mrk 與修訂後的 newsmarkup.tag 不一致 

    tag:=ttag.create; 

    tag.tagname:=tagname; 

    tag.start:=markupini.Readinteger(sections[i],'start',0); 

    tag.len:=markupini.Readinteger(sections[i],'length',0); 

    if j>=0 then 

    begin 

      attributes.commaText:=Elements[j].attributes; 

      for j := 0 to attributes.Count - 1 do 

      begin 

        attr:='attribute_'+attributes[j]; 

        tag.attributes[j].value:=markupini.ReadString(sect,attr,''); 

      end; 

      tags.Add(tag); 

    end; 

 

  end; 



  sections.free; 

  tagschanged; 

  needToSave:=false; 

end; 

 

procedure loadUi; 

var 

  I,j:integer; 

  btnLeft:integer; 

  btnTop:integer; 

  t:WideString; 

begin 

  btnLeft:=16; btnTop:=8; 

  for I := 0 to  ElemCount-1 do 

  begin 

  //itm[i]:=TTntMenuItem.create(mMark); // 新增標記選項 

  //itm[i].tag:=i; 

  //itm[i].Caption:=Elements[i].caption; 

  //itm[i].onMouseDown:=btnMouseDown; 

  //itm[i].Visible:=True; 

  //itm[i].Enabled:=True; 

  //mMark.Add(itm[i]); 

    if Elements[i].tagName='' then continue; 

    btn[i]:=TTntLabel.create(form1.panel1); // 新增標記按鈕 

    btn[i].tag:=i; 

    btn[i].caption:=Elements[i].caption; 

    btn[i].onMouseDown:=form1.btnMouseDown; 

    btn[i].OnMouseEnter:=form1.btnMouseEnter; 

    btn[i].OnMouseLeave:=form1.btnMouseLeave; 

    btn[i].Parent:=form1.panel1; 

 

    btn[i].Color:=defBackColor; 

    btn[i].top  :=btnTop; 

    btn[i].Left :=btnLeft; 

    if not Elements[i].defaultbgcolor then 

      btn[i].Color     :=Elements[i].bgColor; 

    if not Elements[i].defaultcolor   then 

      btn[i].font.Color:=Elements[i].Color; 



    if not Elements[i].defaultName    then 

      btn[i].font.Name :=Elements[i].Name; 

    if not Elements[i].defaultsize then begin 

      btn[i].font.Size:=Round(Elements[i].size*form1.re1.font.size); 

    end; 

    btn[i].font.Style:=Elements[i].style; 

    t:=btn[i].caption; j:=pos('&',t); 

    if j>0 then t:=copy(t,1,j-1)+copy(t,j+1,length(t)-j); 

    btn[i].Hint:='左鍵按此標籤可將反白文字設為「'+t+'」標誌, 右鍵則修訂此標籤'; 

    btn[i].ShowHint:=True; 

    inc(btnLeft,btn[i].width+16);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loadXml; 

// 載入 xml 檔 

var 

  xmlFile,x,z,tagname,aName,avalue:wideString; 

  msg:string; 

  s,attr:tTNTStringList; 

  p,q,r,u,v:pWideChar; c:WideChar; 

  tag:tTag; 

  I,j,tStart,tEnd,tos: Integer; 

  attribute:tAttribute; 

  Stack:array [0..31] of integer; 

begin 

 

  xmlFile:=TrimLead(XmlPath,'\'); 

  wrkFile:=TrimLast(xmlFile,'.')+'.txt'; 

  systemIni.WriteString('TxtFile','file',wrkFile); 

  asureTagDef(XmlPath); 

  if assigned(markupini) then markupini.free; 

  markupini:=ttntinifile.create(TrimLast(XmlPath,'.')+'.mrk'); 

 

  s:=tTNTStringList.create; 

  s.LoadFromFile(XmlPath); 

  p:=pWideChar(s.text); x:=''; 

  for I := 0 to tags.Count - 1 do begin 



    tag:=tags[i]; tag.free; 

  end; 

  //tagStarts.clear; tagStarts.sorted:=false; 

  tags.clear; tos:=-1; 

  while p^<>#0 do begin c:=(p+1)^; 

    if (p^='<') and (c<>'<') and (c>' ') then begin 

      inc(p); 

      q:=inStr(p,'>'); 

      if q^=#0 then begin 

         msg:='tag 語法錯誤: <'+p; 

         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msg),'tag',mb_ok); 

      end else begin 

         if (p^='/') then begin 

           if not match(p+1,'XML') then begin 

             j:=Stack[tos]; 

             tag:=tags[j]; tStart:=tag.Start; tEnd:=length(x); 

           //tagStarts[j]:=format('%8d,%8d',[tStart,tEnd]); 

           //tagStarts.Objects[j]:=tObject(j); 

             tag.len:=tEnd-tStart; 

             dec(tos);  

           end; 

         end else begin 

           z:=copy(p,1,q-p); 

           u:=pwideChar(z); 

           r:=instr(u,' '); 

           tagname:=z; 

           if r^=' ' then tagname:=copy(z,1,r-u); 

           j:=slElement.indexof(tagname); 

           if j<0 then begin 

             if tagname<>'XML' then begin 

               z:=copy(p-1,1,q-p+2); 

               x:=x+z; 

             end; 

           end else begin 

             tStart:=length(x); 

             tag:=tTag.create; 

             tag.tagname:=tagname; 

             tag.Start:=tStart; 



             j:=integer(slElement.Objects[j]); 

             if (r^=' ') and (Elements[j].attributes<>'') then begin 

               attr:=tTNTStringList.create; 

               attr.commatext:=Elements[j].attributes; 

               inc(r); 

               while r^<>#0 do begin 

                 u:=r; r:=instr(u,'='); 

                 if r^='=' then begin 

                   aName:=copy(u,1,r-u); inc(r); 

                   j:=attr.IndexOf(aName); 

                   v:=instr(r,' '); 

                   if v^=' ' then begin 

                     aValue:=copy(r,1,v-r); 

                     inc(v); 

                   end else aValue:=r; 

                   if r^='"' then aValue:=copy(aValue,2,length(aValue)-2); 

                   attribute.name:=aName; 

                   attribute.Value:=aValue; 

                   tag.attributes[j]:=attribute; 

                   r:=v; 

                 end; 

               end; 

               attr.free; 

             end; 

             j:=tags.count; 

             tags.add(tag); //tagStarts.add(''); 

             inc(tos); Stack[tos]:=j; 

           end; 

         end; 

      end; 

      p:=q+1; 

    end else begin 

      x:=x+p^; inc(p); 

    end; 

  end; 

  s.free; 

  p:=pWideChar(x); q:=p+length(x); 

  while ((q-2)^=#13) and ((q-1)^=#10) do dec(q,2); 



  x:=copy(p,1,q-p); z:=trimLast(XmlPath,'.')+'.txt'; 

  input.text:=x; input.saveToFile(z); lastTag:=-1; 

  re1.lines.text:=x; needToSave:=true; 

  //tagStarts.sort; tagStarts.sorted:=true; 

  tagsChanged; 

  startPos:=0; re1.selStart:=0; re1.selLength:=0; 

  updateStatusAndAttrUI; 

  repaintAllTags; 

end; 

 

function match(t:PWidechar;s:WideString):Boolean; 

{2102} // 檢視在 t 位置是否有字串 s 

{2103} var p:PWidechar; 

{2104} begin result:=True; p:=pWidechar(s); 

{2105}       while (p^<>#0) and (t^<>#0) do 

{2106}       begin if t^<>p^ then  

{2107}             begin result:=false; break; 

{2108}             end; inc(t); inc(p); 

{2109}       end; 

{2110} end; 

 

procedure TForm1.mAutoClick(o:TObject); 

// 自動搜尋選項 觸動處理 

var t:WideString; 

begin 

  if mAuto.Checked then 

  begin 

    mAuto.Checked:=False; t:='False'; 

    if mConfirm.Checked then 

    begin 

      mConfirm.Checked:=False; 

      systemIni.WriteString('Option','Confirm',t); 

    end; 

  end else 

  begin 

    mAuto.Checked:=True; t:='True'; 

  end; 

  systemIni.WriteString('Option','Auto',t); 



end; 

 

procedure TForm1.mClearManyClick(o:TObject); 

// 清除這些標記選項 觸動處理 

var 

  i,j,ts,te,rs,re:integer; 

  tag:Ttag; deletedTags:wideString; 

  p:pWideChar; 

begin 

  if re1.SelLength <1 then exit; 

  freeAttrUI; 

  rs:=re1.SelStart ; 

  re:=rs+re1.Sellength ; deletedTags:=''; 

  for i := tags.count - 1 downto 0 do 

  begin 

    tag:=tags[i]; 

    ts:=tag.start ; 

    te:=ts+tag.len; 

    if (rs<=ts) and (te<=re) then 

    begin 

      re1.SelStart:=tag.Start;  // sellect the tag  20060929 sam 

      re1.SelLength:=tag.Len;   // sellect the tag  20060929 sam 

      j:=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resetTagOfElem(j); 

      deletedTags:=deletedTags+wideChar(i+1); 

      tag.tagname:=''; tags[i]:=tag; 

    end; 

  end; 

  repaintRelatedTags(deletedTags); 

  p:=pWideChar(deletedTags); 

  while p^<>#0 do begin 

    i:=integer(p^)-1; inc(p); 

    tags.Delete(i); 

  end; 

  tagschanged; 

  re1.SelLength:=0; lastTag:=selTextToTag(re1.selStart,0); 

  NeedToSave:=True; 

end; 



 

procedure TForm1.mClearOneClick(o:TObject); 

// 清除這個標記選項 觸動處理 

var 

  iTg,iSe,Start,len,tStart:integer; deletedTag:wideString; 

  tag:tTag; 

begin 

  iTg:=lastTag; 

  freeAttrUI; 

  if iTg=-1 then exit; 

  Start:=re1.SelStart; 

  len:=re1.SelLength; 

  tag:=tags[iTg]; tStart:=tag.Start; 

  re1.SelStart:=tStart;  // sellect the tag  20060929 sam 

  re1.SelLength:=tag.Len;   // sellect the tag  20060929 sam 

  iSe:=slElement.indexof(tag.tagname); 

  iEl:=integer(slElement.Objects[iSe]); 

  resetTagOfElem(iEl); 

  deletedTag:=wideChar(iTg+1); tag.tagname:=''; tags[iTg]:=tag; 

  repaintRelatedTags(deletedTag); 

  tags.Delete(iTg); 

  tagschanged; 

  NeedToSave:=True; 

//repaintBlock(tStart,tEnd); 

  re1.SelStart:=Start; 

  re1.SelLength:=len; lastTag:=-1; 

  updateStatusAndAttrUI; 

  re1.SelLength:=0; 

end; 

 

procedure TForm1.mConfirmClick(o:TObject); 

// 要求確認選項 觸動處理 

var t:WideString; 

begin t:='False'; 

  if mConfirm.Checked then mConfirm.Checked:=False 

  else begin 

    mConfirm.Checked:=True; t:='True'; 

    if not mAuto.Checked then begin 



      mAuto.Checked:=True; systemIni.WriteString('Option','Auto',t); 

    end; 

  end; 

  systemIni.WriteString('Option','Confirm',t); 

end; 

 

procedure TForm1.mOpenTxtClick(o:TObject); 

// 開啟 TXT 文字稿選項 觸動處理 

begin 

  if TxtOpenDialog.Execute then 

  begin 

    if (txtPath<>TxtOpenDialog.FileName) and needToSave then begin 

       saveMrk; saveXml; 

    end; 

    txtPath:=TxtOpenDialog.FileName; loadTxt;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mSaveMrkClick(o:TObject); 

// 儲存 MRK 標記稿選項 觸動處理 

begin 

  saveMrk; 

  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string('標誌資訊存至 

'+trimLast(txtPath,'.')+'.mrk')),'完成',mb_Ok); 

end; 

 

procedure TForm1.mXmlInpClick(o:TObject); 

// 匯入 XML 新聞稿選項 觸動處理 

begin 

  if XmlOpenDialog.Execute then 

  begin xmlPath:=trimLast(txtpath,'.')+'.xml'; 

    if (xmlPath<>XmlOpenDialog.FileName) and needToSave then begin 

      saveMrk; 

      saveXml; 

    end; 

    XmlPath:=XmlOpenDialog.FileName; 

    loadXml;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mXmlOutClick(o:TObject); 

// 匯出 XML 標準稿選項 觸動處理 

var msg:string; XmlFileName:wideString; 

begin 

  XmlFileName:=saveXml; 

  msg:='標準 XML 檔匯出至 '+XmlFileName; 

  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msg),'完成',mb_Ok); 

end; 

 

procedure TForm1.re1KeyUp(o:TObject;var k:Word;s:TShiftState); 

// 手離鍵盤 處理 

begin 

  updateStatusAndAttrUI; 

end; 

 

procedure 

TForm1.re1MouseDown(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 按下滑鼠 處理 

begin 

  startPos:=re1.selStart; 

end; 

 

procedure TForm1.re1MouseUp(o:TObject;b:TMouseButton;s:TShiftState;X,Y:Integer); 

// 手離滑鼠 處理 

var id:integer; t:String; tag:tTag; 

begin 

  updateStatusAndAttrUI; 

  if not (ssCtrl in s) then exit; 

  if lastTag>=0 then begin 

    tag:=tags[lastTag]; ; 

    t:='確定要刪除此「'+Elements[IndexOfElement(tag.tagname)].Caption+'」標誌?'; 

    id:=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t),'標誌刪除',mb_yesNoCancel); 

    if id=id_Yes then mClearOneClick(o); 

  end; 

end; 

 



procedure rebuildElemini; 

var 

  i,iEl:integer; 

  sl:tTntStringList; t:string; 

begin 

  sl:=tTntStringList.create; 

  iEl:=1; 

  for i:=0 to ElemCount-1 do begin 

    if Elements[i].tagName='' then continue; 

    sl.add(format('[element%2.2d]',[iEl])); inc(iEl); 

    sl.add('tagName='+Elements[i].tagName); 

    sl.add('caption='+Elements[i].caption); 

    if Elements[i].attributes<>'' then 

      sl.add('attributes='+Elements[i].attributes); 

    if not Elements[i].defaultBgColor then 

      sl.add(format('bgColor=$%6.6x',[Elements[i].BgColor])); 

    if not Elements[i].defaultName then 

      sl.add('name='+Elements[i].name); 

    if not Elements[i].defaultSize then 

      sl.add(format('size=%f',[Elements[i].size])); 

    if not Elements[i].defaultColor then 

      sl.add(format('Color=$%6.6x',[Elements[i].color])); 

    if not Elements[i].defaultBold then 

      sl.add('bold=1'); 

    if not Elements[i].defaultItalic then 

      sl.add('italic=1'); 

    if not Elements[i].defaultUnderLine then 

      sl.add('underLine=1'); 

    if not Elements[i].defaultStrikeOut then 

      sl.add('strikeOut=1'); 

    sl.Add(''); 

  end; 

  t:=wrkDir; if t<>'' then t:=t+'\'; 

  t:=t+exeName+'.tag'; 

  sl.SaveToFile(t); 

  sl.Free; 

end; 

 



function relatedTag(tag:tTag;sStart,sEnd:integer):boolean; 

var 

  tStart,tEnd:integer; 

begin 

  result:=false; 

  tStart:=tag.start; 

  if tstart>send then exit; 

  tEnd:=tStart+tag.len; 

  if tEnd<sStart then exit; 

  result:=true; 

end; 

 

procedure tform1.repaintAllTags; 

var 

  n,i,j,sel,len:integer; 

  Format: CHARFORMAT2; 

  tag:TTag; 

begin 

  sel:=re1.selstart; 

  len:=re1.sellength; 

  re1.SelectAll; 

  re1.selAttributes.Name:=re1.Font.name; 

  re1.selAttributes.size:=re1.Font.size; 

  re1.selAttributes.color:=re1.Font.color; 

  re1.selAttributes.style:=re1.Font.style; 

  fillmemory(@format,sizeof(format),0);   //解決一開始 background color 無法顯示

的問題 

  format.cbSize := SizeOf(Format); 

  format.dwMask := CFM_BACKCOLOR; 

  format.crBackColor := defBackColor; 

  re1.Perform(EM_SETCHARFORMAT, SCF_SELECTION,Longint(@Format)); 

  if not tagLens.sorted then begin 

    tagLens.sort; tagLens.sorted:=true; 

  end; 

  for I := tagLens.count - 1 downto 0 do 

  begin 

    j:=integer(tagLens.Objects[i]); 

    tag:=tags[j]; 



    re1.SelStart:=tag.start; 

    re1.Sellength:=tag.len; 

    n:=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if n>=0 then setTagOflElem(n); 

  end; 

  re1.selstart:=sel; re1.selLength:=len; 

end; 

 

function tagsOfElem(iEl:integer):wideString; 

var 

  i,j:integer; tag:TTag; 

begin 

  result:=''; 

  for j := 0 to tags.count - 1 do begin // 重繪相關標誌 

    tag:=tags[j]; i:=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if iEl=i then begin 

      form1.re1.selstart:=tag.start; 

      form1.re1.selLength:=tag.len; 

      resetTagOfElem(iEl); 

      result:=result+wideChar(j+1); 

    end;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resetTagsOfElem(relatedTags:wideString;iEl:integer); 

var 

  p:pWideChar; tag:tTag; i:integer; 

begin 

  p:=pWideChar(relatedTags); 

  while p^<>#0 do begin 

    i:=integer(p^); inc(p); 

    if i>=tags.count then continue; 

    tag:=tags[i]; 

    if tag.tagname='' then continue; 

    re1.selStart:=tag.start; 

    re1.selLength:=tag.len; 

    resetTagOfElem(iEl); 

  end; 



end; 

 

procedure repaintInsideTags(RelatedTags:wideString); 

var 

  i,j,k,n,sStart,sLen,sEnd:integer; tagName:wideString; 

  p:pWideChar; tag:TTag; related:boolean; 

  c:wideChar; 

begin 

  for I := tagLens.count - 1 downto 0 do begin // 重繪相關標誌 

    j:=integer(tagLens.Objects[i]); tag:=tags[j]; 

    tagName:=tag.tagName; 

    if tagName='' then continue; 

    sStart:=tag.Start; sLen:=tag.Len; sEnd:=sStart+sLen; 

    p:=pWideChar(relatedTags); related:=false; 

    while not related do begin 

      k:=integer(p^)-1; 

      if k<0 then break; 

      inc(p); tag:=tags[k]; 

      related:=(tag.start<=sStart)and(sEnd<tag.start+tag.len)or 

               (tag.start<sStart)and(sEnd<=tag.start+tag.len); 

    end; 

    if related then begin 

      c:=wideChar(j+1); k:=pos(c,relatedTags); 

      if k=0 then 

        relatedTags:=relatedTags+c; 

      form1.re1.selStart:=sStart; form1.re1.selLength:=sLen; 

      n:=IndexOfElement(tagName); 

      if n>=0 then begin 

        setTagOflElem(n); 

      end; 

    end; 

  end; 

  form1.re1.selLength:=0; 

end; 

 

procedure repaintRelatedTags(RelatedTags:wideString); 

var 

  i,j,k,n,sStart,sLen,sEnd:integer; tagName:wideString; 



  p:pWideChar; tag:TTag; related:boolean; 

  c:wideChar; 

begin 

  for I := tagLens.count - 1 downto 0 do begin // 重繪相關標誌 

    j:=integer(tagLens.Objects[i]); tag:=tags[j]; 

    tagName:=tag.tagName; 

    if tagName='' then continue; 

    sStart:=tag.Start; sLen:=tag.Len; sEnd:=sStart+sLen; 

    p:=pWideChar(relatedTags); related:=false; 

    while not related do begin 

      k:=integer(p^)-1; 

      if k<0 then break; 

      inc(p); tag:=tags[k]; 

      related:=relatedTag(tag,sStart,sEnd); 

    end; 

    if related then begin 

      c:=wideChar(j+1); k:=pos(c,relatedTags); 

      if k=0 then 

        relatedTags:=relatedTags+c; 

      form1.re1.selStart:=sStart; form1.re1.selLength:=sLen; 

      n:=IndexOfElement(tagName); 

      if n>=0 then begin 

        setTagOflElem(n); 

      end; 

      form1.re1.selLength:=0; 

    end; 

  end; 

  form1.re1.selLength:=0; 

end; 

 

procedure tform1.repaintBlock(sStart,sEnd:integer); 

var 

  n,i,j:integer; 

  Format: CHARFORMAT2; 

  tag:TTag; 

begin 

  for I := 0 downto tagLens.count - 1 do // 刪除相關標誌 

  begin 



    j:=integer(tagLens.Objects[i]); 

    tag:=tags[j]; 

    if relatedTag(tag,sStart,sEnd) then begin 

      re1.SelStart:=tag.start; 

      re1.Sellength:=tag.len; 

      re1.selAttributes.Name:=re1.Font.name; 

      re1.selAttributes.size:=re1.Font.size; 

      re1.selAttributes.color:=re1.Font.color; 

      re1.selAttributes.style:=re1.Font.style; 

      fillmemory(@format,sizeof(format),0);   //解決一開始 background color 無法

顯示的問題 

      format.cbSize := SizeOf(Format); 

      format.dwMask := CFM_BACKCOLOR; 

      format.crBackColor := defBackColor; 

      re1.Perform(EM_SETCHARFORMAT, SCF_SELECTION,Longint(@Format)); 

    end; 

  end; 

  for I := tagLens.count - 1 downto 0 do // 重繪相關標誌 

  begin 

    j:=integer(tagLens.Objects[i]); 

    tag:=tags[j]; 

    if relatedTag(tag,sStart,sEnd) then begin 

      re1.SelStart:=tag.start; 

      re1.Sellength:=tag.len; 

      n:=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if n>=0 then setTagOflElem(n); 

      end; 

  end; 

  {re1.selstart:=sel;} re1.selLength:=0; 

end; 

 

procedure resetTagOfElem(n:integer); 

var 

  Format: CHARFORMAT2; fss:tFontStyles; 

begin 

  if not Elements[n].defaultname then 

    form1.re1.selAttributes.Name:=form1.re1.Font.name;  //應還原為下層 Tag 的屬性 

(下層非即底層) 



  if not Elements[n].defaultcolor then 

    form1.re1.selAttributes.color:=form1.re1.Font.color;//應還原為下層 Tag 的屬性 

(下層非即底層) 

  if not Elements[n].defaultBold then begin 

    fss:=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 

    exclude(fss,fsBold); 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fss; 

  end; 

  if not Elements[n].defaultItalic then begin 

    fss:=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 

    exclude(fss,fsItalic); 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fss; 

  end; 

  if not Elements[n].defaultUnderLine then begin 

    fss:=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 

    exclude(fss,fsUnderLine); 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fss; 

  end; 

  if not Elements[n].defaultStrikeOut then begin 

    fss:=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 

    exclude(fss,fsStrikeOut); 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fss; 

  end; 

  if not Elements[n].defaultsize then 

    form1.re1.selAttributes.size:=form1.re1.Font.size;  //應還原為下層 Tag 的屬性 

(下層非即底層) 

  if not Elements[n].defaultbgcolor then 

  begin 

    fillmemory(@format,sizeof(format),0);   //解決一開始 background color 無法顯

示的問題 

    format.cbSize := SizeOf(Format); 

    format.dwMask := CFM_BACKCOLOR; 

    format.crBackColor := defBackColor; 

    form1.re1.Perform(EM_SETCHARFORMAT, SCF_SELECTION,Longint(@Format)); 

    form1.re1.selLength:=0; 

  end; 

end; 

 

procedure saveMrk; 

var 

  sections:ttntstringlist; i,j:integer; 

  sect,attr,t:WideString; tag:TTag; 



begin 

  sections:=ttntstringlist.create; 

  markupini.ReadSections(sections); 

  for i := 0 to sections.count - 1 do 

  begin 

    markupini.EraseSection(sections[i]); 

  end; 

  for i := 0 to tags.count - 1 do 

  begin 

    j:=integer(tagStarts.Objects[i]); 

    sect:=format('tag%3.3d',[i+1]); 

    tag:=tags[j]; 

    markupini.WriteString(sect,'tag',tag.tagname ); 

    t:=copy(input.text,tag.start+1,tag.len); 

    markupini.WriteString(sect,'text',t ); 

    markupini.Writeinteger(sect,'start',tag.start ); 

    markupini.Writeinteger(sect,'length',tag.len ); 

    j:=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attributes.commaText:=Elements[j].attributes; 

    for j := 0 to attributes.Count - 1 do 

    begin 

      if tag.attributes[j].value='' then continue; 

      attr:='attribute_'+attributes[j]; 

      markupini.WriteString(sect,attr,tag.attributes[j].value); 

    end; 

  end; 

  markupini.UpdateFile; 

  needToSave:=false; 

end; 

 

function saveXml:wideString; 

// 匯出 XML 標準稿 

var 

  i,j,n,iPos,top:integer; 

  sl:tTNTStringList; 

  p,q:pWideChar; 

  txt,exp,tNam:WideString; 

  aPos: array [1..8] of integer; 



  aStr: array [1..8] of String; 

  tag:tTag; 

  tagStart:integer; // 下一個 tag 標記的起點 

begin 

  apos[1]:=0; 

  astr[1]:=''; 

  sl:=tTNTStringList.Create; 

  txt:=input.Text; exp:=''; iPos:=0; top:=0; 

  for i := 0 to tagStarts.Count - 1 do 

  begin 

    tagStart:=StrToInt(copy(tagStarts[i],1,8)); 

    while (top>0) and (aPos[top]<=tagStart) do 

    begin 

      n:=aPos[top]-iPos; 

      exp:=exp+copy(txt,iPos+1,n); inc(iPos,n); 

      exp:=exp+aStr[top]; dec(top); 

    end; 

    if iPos<tagStart then 

    begin 

      n:=tagStart-iPos; 

      exp:=exp+copy(txt,iPos+1,n); inc(iPos,n); 

    end; 

    tag:=tags[integer(tagStarts.Objects[i])]; tNam:=tag.tagName; 

    exp:=exp+'<'+tNam; 

    iEl:=indexOfElement(tNam); 

    sl.CommaText:=Elements[iEl].attributes; 

    for j := 0 to sl.Count - 1 do 

    begin 

      if tag.attributes[j].value='' then continue; 

      exp:=exp+' '+sl[j]+'="'+tag.attributes[j].value+'"'; 

    end; 

    exp:=exp+'>'; 

    inc(top); aPos[top]:=iPos+tag.len; aStr[top]:='</'+tNam+'>'; 

  end; 

  while top>0 do 

  begin 

    n:=aPos[top]-iPos; exp:=exp+copy(txt,iPos+1,n)+aStr[top]; 

    inc(iPos,n); dec(top); 



  end; 

  p:=pWideChar(txt)+iPos; q:=p+length(p); 

  while ((q-2)^=#13)and((q-1)^=#10) do dec(q,2); 

  exp:=exp+copy(p,1,q-p); 

  sl.Text:='<XML>'+exp+'</XML>'; 

  result:=TrimLast(txtPath,'.')+'.xml'; 

  sl.savetofile(result); 

  sl.Free; 

end; 

 

function selTextAsTag(Start,Len:integer):integer; 

begin 

  result:=selTextAsTagStart(Start,Len); if result<0 then exit; 

  result:=Integer(tagStarts.Objects[result]); 

end; 

 

function selTextAsTagStart(Start,Len:integer):integer; 

// 反白文字的標誌位置序號 

var t:string; 

begin 

  t:=format('%8d,%8d',[Start,Start+Len]); 

  result:=tagStarts.indexof(t); 

end; 

 

function TForm1.selTextToTag(Start,Len:integer):integer; 

var endPos,js,je,sStart,sEnd,eStart,eEnd:integer; 

    stag,etag:tTag; 

begin 

  result:=selTextAsTag(Start,Len); 

  if result>=0 then exit; 

  if startPos<>re1.selStart then 

       endPos:=re1.selStart 

  else endPos:=startPos+re1.selLength; 

  js:=gettagfrompos(startPos); result:=js; 

  if re1.selLength=0 then exit; ////////////////////////// 

  sStart:=0; sEnd:=$FFFFFF; 

  if js>=0 then begin 

    sTag:=tags[js]; sStart:=sTag.start; sEnd:=sStart+sTag.len; 



  end; 

  je:=gettagfrompos(endPos); 

  eStart:=0; eEnd:=$FFFFFF; 

  if je>=0 then begin 

    eTag:=tags[je]; eStart:=eTag.start; eEnd:=eStart+eTag.len; 

  end; 

  if js=je then exit; //////////////////////////////////// 

  if startPos=eStart then exit; ////////////////////////// 

  if startPos=eEnd   then exit; ////////////////////////// 

  if js<0 then begin 

    if startPos<endPos then begin 

         if startPos<>eStart then endPos:=eStart; 

    end else endPos:=eEnd; 

  end else if (je<0) or (sEnd<eStart) then begin 

    if startPos<endPos then 

         endPos:=sEnd 

    else endPos:=sStart; 

  end else if (sStart<=eStart)and(eEnd<=sEnd) then begin 

    if startPos<endPos then 

         endPos:=eStart 

    else endPos:=eEnd; 

  end else begin 

    if startPos<endPos then 

         endPos:=sEnd 

    else endPos:=sStart; 

  end; 

  if startPos<endPos then begin 

    re1.selStart:=startPos; 

    re1.selLength:=endPos-startPos; 

  end else begin 

    re1.selStart:=endPos; 

    re1.selLength:=startPos-endPos; 

  end; 

end; 

 

procedure setTagOflElem(n:integer); 

var 

  Format: CHARFORMAT2; 



  s:tFontStyles; 

begin 

  if not Elements[n].defaultbgcolor then 

  begin 

    fillmemory(@format,sizeof(format),0);   //解決一開始 background color 無法顯

示的問題 

    format.cbSize := SizeOf(Format); 

    format.dwMask := CFM_BACKCOLOR; 

    format.crBackColor := Elements[n].bgcolor; 

    form1.re1.Perform(EM_SETCHARFORMAT, SCF_SELECTION,Longint(@Format)); 

  end; 

  if not Elements[n].defaultname then 

    form1.re1.selAttributes.Name:=Elements[n].name; 

  if not Elements[n].defaultsize then 

    form1.re1.selAttributes.size:=round(Elements[n].size*form1.re1.Font.Size); 

  if not Elements[n].defaultcolor then 

    form1.re1.selAttributes.color:=Elements[n].color; 

 

  s:=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 

  if not Elements[n].defaultBold then 

     include(s,fsBold); 

  if not Elements[n].defaultItalic then 

     include(s,fsItalic); 

  if not Elements[n].defaultUnderLine then 

     include(s,fsUnderLine); 

  if not Elements[n].defaultStrikeOut then 

     include(s,fsStrikeOut); 

  form1.re1.selAttributes.style:=s; 

end; 

 

procedure tagsChanged; 

var 

  i:integer; t:string; 

  tag:TTag; 

begin 

  tagstarts.Clear; tagLens.Clear; 

  tagStarts.sorted:=false; tagLens.sorted:=false; 

  for i:=0 to tags.Count - 1 do begin 



    tag:=tags[i]; 

    t:=format('%8d',[tag.len]); 

    tagLens.addobject(t,tobject(i)); 

    t:=format('%8d,%8d',[tag.start,tag.start+tag.len]); 

    tagStarts.addobject(t,tobject(i)); 

  end; 

  tagStarts.sort; tagStarts.sorted:=true; 

  tagLens.sort; tagLens.sorted:=true; 

end; 

 

function TrimLast(s,d:String):WideString; 

{2177} // 刪除 s 字串中末尾 d 字元後之字串 

{2178} var p,q,r:Pchar; 

{2179} begin r:=pchar(s);            // r 指到 s 字串起首字元 

{2180}       q:=pchar(d);            // q 指到 d 字元 

{2181}       p:=r+length(r)-1;       // C 指到 s 字串最後字元 

{2182}       while p^<>q^ do dec(p); // 遞減 p 直到所指字元為 d 為止 

{2183}       p^:=#0;                 // 暫時刪除 p 之後的字串 

{2184}       result:=r;              // 回傳修正後之 s 字串 

{2185}       p^:=q^;                 // 還原 s 字串 

{2186} end; 

 

function trimLead(s,d:String):WideString; 

{2177} // 刪除 s 字串中末尾 d 字元前之字串 

{2178} var p,r:Pchar; c:char; 

{2179} begin r:=pchar(s);            // r 指到 s 字串起首字元 

{2180}       c:=pchar(d)^;           // c 指到 d 字元 

{2181}       p:=r+length(r)-1;       // p 指到 s 字串最後字元 

{2182}       while (p>=r) and (p^<>c) 

             do dec(p);              // 遞減 p 直到所指字元為 d 為止 

{2183}       inc(p);                 // 刪除 p 之前的字串 

{2184}       result:=p;              // 回傳修正後之字串 

{2186} end; 

 

procedure TForm1.updateStatusAndAttrUI; 

var 

  n,i,j,L:integer; 

  tag:tTag; 



  t,c:string; 

begin 

  n:=selTextToTag(re1.SelStart,re1.SelLength); 

  statusbar1.Panels.Items[1].Text:=IntToStr(re1.SelStart); 

  statusbar1.Panels.Items[2].Text:=IntToStr(re1.SelLength); 

  statusbar1.Panels.Items[3].Text:=IntToStr(n); 

  if n<0 then begin 

    statusbar1.Panels.Items[4].Text:=''; 

    statusbar1.Panels.Items[5].Text:=''; 

  end; 

  mClearOne.tag:=n; mClearOne.enabled:=n<>-1; 

  if n=lastTag then exit; ///////////////////////////////////// 

  freeAttrUI; 

  lastTag:=n; 

  if n<0 then exit; /////////////////////////////////////////// 

  tag:=tags[n]; L:=tag.len; 

  t:=string(copy(input.text,tag.Start+1,L)); // copy 以 1 起首 

  statusbar1.Panels.Items[5].Text:=t; 

  j:=IndexOfElement(tag.tagname); 

  c:=Elements[j].Caption+' '; 

  statusbar1.Panels.Items[4].Text:=c; // 標誌顯示名 c 容後參考 

  attributes.commatext:=Elements[j].attributes;          // 

  L:=16; 

  for i:=0 to attributes.Count-1 do                      // 

  begin                                                  // 

    lbl[i]:=tTntLabel.create(panel1);                    // 

    lbl[i].Parent:=panel1;                               // 

    lbl[i].Top:=40;                                      // 

    lbl[i].Left:=L;                                      // 

    c:=c+attributes[i]; // i=0 時, 參考前述標誌顯示名 c  // 

    lbl[i].Caption:=c; c:=''; 

    inc(L,lbl[i].Width); 

    edt[i]:=TTntEdit.create(panel1); 

    edt[i].Parent:=panel1; 

    edt[i].Top:=40; 

    edt[i].Left:=L; 

    edt[i].Tag:=i; 

    edt[i].width:=100; 



    edt[i].text:=tag.attributes[i].value; 

    edt[i].OnChange:=edtChange; 

    inc(L,edt[i].Width+16);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re1DblClick(o:TObject); 

var id:integer; t:String; tag:tTag; 

begin 

  if lastTag>=0 then begin 

    tag:=tags[lastTag]; ; 

    t:='確定要刪除此「'+Elements[IndexOfElement(tag.tagname)].Caption+'」標誌?'; 

    id:=application.MessageBox(pChar(t),'標誌刪除',mb_yesNoCancel); 

    if id=id_Yes then mClearOneClick(o);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Panel1Click(o:TObject); 

// add new element 

var 

  tagName:wideString; res,confirm:integer; 

begin 

  confirm:=application.messageBox('要準備新增一個備選標誌按鈕?','新增備選標誌

',mb_YesNoCancel); 

  if confirm<>id_Yes then exit; 

  iEl:=elemCount; 

  form2:=tForm2.Create(self); 

  form2.Caption:='新增備選標誌'; 

  tagName:=format('element%2.2d',[elemCount+1]); 

 

  form2.lbTagCode.Caption:=tagName; 

  form2.edTagName.text:=tagName; 

  Elements[iEl].tagname:=''; 

  Elements[iEl].caption:=''; 

  Elements[iEl].Attributes:=''; 

  Elements[iEl].bgcolor:=defBackColor; 

  Elements[iEl].name:=re1.Font.name; 

  Elements[iEl].size:=1; 



  Elements[iEl].color:=0; 

  Elements[iEl].style:=re1.Font.Style; 

  form2.lbXfer.Left:=form2.lbOldTag.Left+form2.lbOldTag.width+10; 

  form2.lbNewTag.Left:=form2.lbXfer.Left+form2.lbXfer.width+10; 

  

form2.lbXfer.Top:=form2.lbOldTag.Top+(form2.lbOldTag.Height-form2.lbXfer.Height) 

div 2; 

  res:=form2.showmodal; 

  form2.Free; 

  inc(ElemCount); 

  if res<>mrok then exit; 

  if form2Changed>0 then rebuildElemini; 

  freeElemUI; 

  loadUI; 

end; 

 

procedure TForm1.Panel1MouseDown(o:TObject;b:TMouseButton; 

  S:TShiftState;X,Y:Integer); 

var 

  tagName:wideString; res:integer; 

begin 

  if b<>mbRight then exit; 

  iEl:=elemCount; 

  form2:=tForm2.Create(self); 

  form2.Caption:='新增備選標誌'; 

  tagName:=format('element%2.2d',[elemCount+1]); 

  form2.lbTagCode.Caption:=tagName; 

 

  Elements[iEl].tagname:=tagName; 

  form2.edTagName.text:=tagName;  form2.edTagName.enabled:=true; 

  slElement.AddObject(tagName,tobject(iEl)); 

  Elements[iEl].caption:='原標'; 

  Elements[iEl].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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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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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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