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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乃一整合型與延續型國家型科技

計畫。本子計畫隸屬於「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之「第四

分項：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下。該分項與所屬子計

畫，以「促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學術、社會和經濟」為

主要目標，並健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在教育、研究、社會等範疇之使用環境。 
 
本延續型計畫自九十六年度執行至今，已累積三年之計畫執行成果。頭兩

年本計畫從「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以及「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角度出

發，深入探討數位典藏使用者行為與需求、成果推廣與近用、學術資源流通與分

享等相關議題，研究產出豐富。植基於過往研究成果，自九十八年度開始，本子

計畫將主要研究標的整合為：「將數位典藏資料置於社會脈絡下，從使用者角度

出發，探討網路資料使用與傳佈之可能」。 
 
本計畫之主要研究任務路徑包含：(一) 從特定 commons 操作角度出發，進

行調查與深訪，研判本地建立 commons 上之共同問題與議題；(二) 從數位典藏

計畫下各種 commons 建立雛型案例中，嘗試討論本地 commons 文化生根與模式

建立；(三) 分析整合本地與國外 commons 發展經驗，整理繪製 commons 文化地

圖；(四) 深化研究數典網路使用準社會互動面向，聚焦於學術社群之經驗調查

與持續探討知識公共化議題。結合理論面、調查執行面、以及實質推廣面等，九

十八年度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規劃如下： 
 

(1) 深化理論基礎研究 

(2) 結合各式研究方法，擴大執行特定社群使用者調查 

(3) 辦理相關學術研討會與工作坊 

(4) 積極參與國內外相關組織與會議 

(5) 協同執行各式公開徵案 

(6) 配合數位典藏研究計畫參與各項學術、推廣活動 

(7) 形成應用性建議 

 
中文關鍵字：數位典藏、學術應用、文化傳佈、公眾近用、使用者調查、新聞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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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he Academic Applications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AADCH) is one of the six subsidiary projects under “The Project of Academic and 
Social Promotions and Applications for Digital Archives and E-learning” (PASPA), 
which is the forth division of “Taiwan E-Learning &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ELDAP). Since TELDAP was evolved from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it aims at promoting the public access to the digitalized cultural assets 
archived by NDAP phase 1.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knowledge-society and make public the archived 

intellectual assets, AADCH highligh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d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s our main goal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and reach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Yet, during the process, we came 
to realize that even for people in academia, different visions of commons and publics 
emerge when the right and the risk involved are not clear. Thus, based on our research 
findings, 2009 AADCH main project tasks are as followed: 

 
(1) To further explore the notion of “commons” in local context ; 
(2) To build u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3) To conduct surveys and collect feedbacks on the users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focusing on th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4) To observe and analyze foreign and local project-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attend conferences of interests; 
(5) To call for, and conduct promotional projects; 
(6)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teams affiliated with TELDAP in sponsor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s-related activities; 
(7) To form advisable plans base on our research.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s, commons, academic applications of archived 

content,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et user behavior, promo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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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發展至今已邁向第八個年頭。隨著典

藏內容的增加與使用者族群的擴大，深化了知識的累積、傳承與運用。就於產業

面而言，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結合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成為行政院所推動

的六大新興產業之一環，加值運用後的典藏品更展現出台灣多元文化之豐厚底蘊；

除此之外，非商業性內容也適時地為稀少物種、珍貴歷史與記憶留下永久典藏，

成為台灣土地上珍貴的文化資源。以下，分就我國數位典藏之發展緣起與現況以

及國外類似數位典藏概念之計畫發展現況做一簡要介紹。 
 

一、我國之數位典藏計畫發展緣起與現況 

 
根據線上「數典百科」的記載，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始於 2002 年，承

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數位博物館計畫」、「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國際數

位圖書館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依據國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本國

家型計畫是一個人文與科技並重的計畫，也是目前唯一著重人文內涵的國家型計

畫。數位化國家典藏，可有效的提升知識的累積、傳承與運用，是知識經濟的重

要基礎環節。我國已是資訊製造與服務大國，網路的基礎建設逐漸成熟，在華文

市場及漢學研究上，皆佔有一席之地，政府更宣示發展知識經濟和綠色矽島的願

景。國際間，各國正積極推動數位化工作，例如聯合國的世界記憶計畫、美國的

美國記憶計畫，為加速文化資訊產業升級，確保學術發展優勢，因此努力推動數

位典藏計畫。1 
 

第一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目標，

是將國家典藏文物數位化、提升全民數位學習素養、推動新一波數位學習學術研

究、奠定國內數位學習與數位內容產業。隨著計畫的發展，我們了解到數位化工

作只是數位內容產業的起點，而數位典藏乃是數位內容發展的第一哩路（first 
mile）。如何有系統地在教育、研究與產業面向，推廣應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計畫的成果，是重要挑戰。2 
 

正值第二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之初與第一期數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執行的末期，經過各分項計畫、各部會與機構計畫的努力，由不甚瞭解到

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透過人文、歷史、資訊教育、管理等專家深入研究與積極

                                                 
1 資料來源：數典百科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 （檢索日期 2010/4/12） 
2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官方網站 http://teldap.tw/Introduction/introduction.php （檢索日

期 2010/4/12） 



 

2 
 

規劃，並結合資訊技術，而賦予人文資產和數位學習於資訊社會的多元意義，也

展現了人類文明的生命力。正由於數位典藏和數位學習計畫皆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更是一項永續經營的任務。計畫團隊成員不斷的研究如何把數千年、數百年前文

明時空的圖像、圖片、以及文字，運用現代的科技以及核心技術，讓文化完整的

保存。在邁入嶄新計畫交替之際，將更著重於成果的彰顯與落實。 3 
 

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數位學習已被視為提昇教育品質、營造優

質學習環境、解除學習時空限制、改善教學資源管理的有效途徑，因此普受世界

各國重視，本計畫將全力發展數位學習科技及應用，極力建構數位化學習環境，

以達成縮短中小學城鄉數位落差，均衡數位資源；建構優質數位學習內容，加強

師生資訊應用能力與網路學習素養之目標。 4 
 

放眼整合後之「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本計畫於第一期所

培養出的人才，已成為一具有創新、研發能力的數位發展技術團隊，能使臺灣可

以協助其他國家推動相關的計畫。故透過國際整體性合作或跨國計畫的運作，將

積極推動國際合作交流，將臺灣的文化智慧經濟推向世界各地，讓世界看見臺灣

競爭力的重要一環。未來數位化典藏與學習將可望拓展語言、自然科學和數位教

育等方面，例如生物、以及文化，多樣性的整合研究成果，結合政府、大學及民

間資源，擴大國家對外語文教學市場，建立優質台灣品牌華語教學，增進華語師

資能力，使臺灣成為全球推動華文文化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的重鎮。5 
 

2009 年八八風災過後，本國家型計畫除了金錢、物資的募集與捐款外，也

運用民族學典藏資源的釋出，協助小林村文化復振工作。而經濟部工業局、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產業之發展與推動計畫、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及十多家數

位學習業者更貢獻心力與設備，協助災區六龜、荖濃兩所國小，建置「未來教室」。

在這兩所國小的未來教室中，小朋友們不只可以透過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力量，

超越地理上的限制，與世界不同地方的人一起學習；更能夠透過數位教材與電子

白板，提升教學的品質與效率。六龜國小的趙柄荏小朋友就說:「現在都會很想

要來新教室上課，不管數學公式、看時鐘、雞兔同籠等公式，透過電子互動看板

的教學過程，變得超簡單，再也不會有數學恐懼感了。」而產官學界共同攜手投

入災後重建、縮減數位落差的作法，也得到蕭萬長副總統的肯定。而無論是鄉村、

或在城市，如果能夠善用數位平台，人們將能夠透過網路，掌握古人所難以想像

的龐大資訊與知識，創造出無限無垠的可能性。6 
 

台灣擁有豐富的生物與人文多樣性，值得我們共同保存、欣賞。因此國家型

                                                 
3  同上引  
4 同上引 
5 同上引 
6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第九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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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展區也安排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數位核心平台計畫、數位典藏與學習之

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展出台灣豐富的文化底蘊。例如結合知識與遊戲、講

述台灣民間宗教信仰的「天地宮」，運用漫畫、結合劇情創作介紹典藏故事的 CCC
創作集、與拓繪寫作活動，在在讓民眾重新認識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島嶼經過數

位化之後，原來可以變得這麼豐富！而在數位出版方興未艾的時刻，未來作家在

進行寫作時，將會需要更豐富的數位內容做為創作的後盾，國家型計畫累積數百

萬筆橫跨動物、植物、地質學、歷史、人類學、考古學、藝術、檔案、新聞等多

元主題的知識內容與圖庫，恰可成為全世界人們進行知識創作時的參考資料與素

材。7 
 

截至 2010 年本報告書撰寫截稿時間為止，目前我國數位典藏 321 萬件來自

公私部門和民間的重要文物與收藏，建置和維護 379 個網站/資料庫，產出 529
萬筆數位化媒材，同時已有多個計畫正分別與美國、英國、義大利等國家單位進

行跨機構合作。8 
 

二、數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 

 
綜觀國外數位典藏類似計畫之發展，早期以美國國會圖書館自 1990 年開始

推動 American Memory 計畫9，聯合國也從 1992 年起推動 Memory of the World
計畫10，透過相關組織協會，來保護並挽救許多瀕臨滅絕的人類文明，其中一個

主要的工作就是將那些重要的文明遺產、文獻記錄予以數位化，並妥善地加以維

護保存，這些文獻遺產反映了語言、人類與文化的多樣性。11 
 
除美國外，目前已有不少先進國家體認到數位典藏的重要性，相繼成立整合

型組織或計畫，催生數位典藏資料庫，推廣其應用方式，其中「i2010 計畫」乃

是歐盟推動的數位圖書館與典藏計畫，試圖幫助使用者近用數位典藏資源，只需

點擊滑鼠，使用者即可一窺歐洲文化與科學典籍之堂奧。在 i2010 計畫中，歐洲

的圖書館、檔案館、博物館和視聽檔案擁有相當豐富的收藏，包含 25 億本以上

的書籍和期刊，以及數百萬小時的電影和影像。這些收藏品一旦經由數位典藏，

可供任何歐洲公民諮詢使用，亦可用於創新／開拓產品與服務，例如在未來學習、

旅遊趨勢中發揮關鍵作用。12 
 

                                                 
7 同上引 
8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第九卷第三期 
9 American Memory, http://memory.loc.gov/ 
10 Survey on Digit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IFLA/UNESCO, 1999 
11 資料來源：本計畫 97 年結案報 
12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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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成為各國發展科技與文化創新的重要政策之一，諸如加拿大成立

Canada’s Digital Collections 計畫、法國資訊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進行一項

Aquarelle 計畫、日本成立數位典藏推進協議會（Japan Digital Archive Association）
主要負責國家數位內容業務、俄國的 Hermitage Museum 計畫等等。13 

 
然而，透過觀察各國發展數位典藏政策中，本計畫發現知識的開放、分享與

創造是數位內容完成典藏後更為關鍵之過程，因為透過知識的分享才能激發更多

創新、合作與吸納更大社群的可能，典藏內容也因此不至於被束之高閣而無用。

因而針對國際上關於知識分享的趨勢，簡要敘述如下。  
 
關於知識的開放主要以「開放近用（Open Access）」為現今主要共同討論的

概念，學術界內也充滿各領域對其論述、批判與實踐，諸如法學、傳播學、電腦

科學、圖書館學、博物館學等，此外於出版業領域也多有類似的應用方案逐年推

陳出新，足以見得知識的開放近用不僅在各領域裡都已成功引起迴響，同時，它

亦開啟人們看待知識產業的多元方式。 
 
（一）法律授權方面。美國 Creative Commons 組織在 2002 年 12 月發佈了

它的第一項計畫──一套著作權授權條款，提供公眾自由使用。其靈感某種程度

上，是來自於自由軟體基金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 GNU 通用公共授權條

款(GNU GPL)。Creative Commons 開發了一套網路應用程式，協助人們將其創作

獻給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或者，在特定條件、特定用途下授權自由使用，並

同時保留其著作權。14採用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製之實

際案例，根據本計畫 97 年度的研究成果發現諸如 Internet Archive、Freesound、
Opsound、SectionZ、ccMixter、Magnatune、Jamendo 等已建立成功且穩定經營

中。 
 
（二）電腦科學方面。美國 Science Commons 組織是觀察 Open Access 趨勢

走向的重要指標，除了其本身致力於 Open Access 之時間甚早，該組織所不斷推

陳出新的出版概念、資料庫整合概念等。最近其所推展的The Research Web計畫，

運用當前網路技術來加速科學研究，進一步整合了研究的三大面向：內容開放近

用（Open Access Content）、物質開放近用（Open Access Material）、開放原始碼

知識管理（Open Source Knowledge Management）。未來大量的學術文件中已經不

再是單純的一篇文章，被一小群讀者讀到，透過眾多研究工具（機器與軟體）幫

忙，以及利用眾多的資料庫進行資料探勘(data mineDate )，將使研究的腳步加

快。 
 

                                                 
13 同上引 
14 資料來源：創用CC台灣網頁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 （檢索日期 20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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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出版方面。為因應愈來愈多投稿學術論文的作者希望以 Open 
Access 的模式來處理其著作，世界上規模名列前茅之美國學術期刊與書籍出版機

構 Springer 提供了有別於傳統出版模式的新選擇：開放近用模式。採用開放近用

模式的作品，將可讓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免費取得所需資料，作者

則需要支付 Springer 基本的作品處理費用，即 3000 美元，但不會被要求移轉其

著作權。Springer 在出版方面的正面影響力可歸納出兩個主要原因，同時鬆動目

前全球知識管理的既有結構。其一為由上而下的力量，國家力量的介入首先是由

上而下的力量，從 2008 年開始，美國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機構要求

所有接受其補助的研究計畫都必須以 Open Access 方式發表，此一方面將很可能

改變研究人員發表的觀念與習慣，另一方面也迫使大型的學術出版機構必須將

OA 納入其政策之中。再者是由下而上的力量，指的是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
的可能性，就 Open Access 運動來說，目前離群聚效應還有一段距離，但「聚沙

成塔」的力量已經開始具備影響學術期刊定價的能力。 
 
（四）圖書館營運方面。美國公共科學圖書館（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PLoS）

致力於使科學和醫學文獻自由地流通，免費提供公共資源，讓出版的過程變得如

此簡單，以利論文的自由傳播。而所有 PLoS 的文章都是線上直接免費開放，可

以在遵循創作共享註明出處授權條款規定的前提下繼續發佈和再次使用。PLoS
有發表同儕評論且開放資源的科學與醫學期刊，包括原始研究和即時的專題文章。

雖然這種模式有時會被質疑論文水平下降，但是根據 ISI 研究，開放近用期刊和

非開放近用期刊的影響力並無本質區別。著名的開放近用期刊 PLoS Biology 在

生物學領域非常有影響力，其影響力程度(impact factor)達到 13.9。 
 
（五）博物館經營方面。美國 MCN（Museum Computer Network）非營利組

織，1967 年建立於紐約，1968～1971 年間由紐約市政府出資，其目標為「將紐

約區域博物館的館藏資料電腦化」。從 1971 年起 MCN 轉型成一個非營利組織，

靠會員的會費維持運作，其目標也擴大為以自動化的方式，增進博物館資訊的開

發、管理與傳遞。未來，虛擬博物館也將逐步站穩存在的必要性，高解析度影像

的儲存庫、博物館的運作平台、產出不同層級的出版品等方面深化了博物館的應

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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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的與核心策略 

 
一、 計畫目的與策略 

 
本計畫隸屬於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之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

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項下之子計畫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計畫組織圖如下：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之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

會應用推廣計畫」，以促成數位典藏與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學術、社會和

經濟為主要目標，健全數位典藏與學習在教育、研究、社會等範疇之使用環境，

深化全民對臺灣文化之認識，提供對臺灣文化研究的豐沛資源。另外，本分項凝

聚社會大眾、學術界及研究單位等各界使用者，推動相關社群近用數位典藏與學

習經驗與知識，以向大眾分享釋出數位典藏與學習內容及相關知識，進而協助上

述各社群經營共同參與創作之公共園地。15 

                                                 
15  資料來源四分項官方網站：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04&Itemid=161（檢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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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項主要工作為整合協調與策略擬定、成果管理與跨單位工作團隊合作、

於國內宣傳推廣數位典藏並與國外交流，同時推動如 2009 年拉斯維加斯國際授

權展(Licensing International Expo)16、2009 典藏欣賞數位典藏與數位商業應用競

賽及教學活動設計比賽17、2009 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研

討會等應用計畫推廣專案活動等。本分項從文化、學術、社會應用及教育等角度

切入，再分為五個子計畫：一、授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二、學術應用

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三、人文社會發展子計畫；四、地理資訊應用推廣子計畫；

五、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推動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的公共資產產出五大成

果： 
 
(1) 應用：建立產學合作橋樑； 
(2) 近用：建立向大眾釋出之分享機制，加速資源分享； 
(3) 共通：導入授權策略、規範機制及 GIS 應用，拓展國際通路； 
(4) 傳播：培育使用數位典藏素材之能力，降低數位落差，應用於數位學習； 
(5) 使用：強化使用者投入創作與分享之誘因。 

 
本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於前 96-97 年之研究執行過程中，以

促進「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Commons Access)，以及「數位典藏公眾資產傳

播」(Commons Distribution)為主要研究標的，從數位典藏成果之內容面、平台面、

傳佈面、使用面等各面向，檢視目前的數位典藏呈現方式，探究、設想促進數位

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擴大使用者社群的可能作法。除執行數位典藏

使用者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之外，另也透過深度訪談方式去了解目前數位典藏成

果授權使用之現況與困難，從中思考數典成果作為文化公共財之願景。第三年之

執行方向仍維持學術研究型計畫性質，並以研究成果發展出各種應用性策略建

議。 
 
本計畫以96~97年度研究成果與發現為基礎，深化理論研究，擴大調查範圍，

促進數位典藏成果在文化、學術和產業層面的應用。並以理論架構的建立，作為

                                                                                                                                            
2010/4/23） 
16    2009年國際授權展(Licensing International Expo)在 6月 2日至 4日於美國拉斯維加斯盛大舉行。

行政院國科會「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今年也以台灣館(Creative Taiwan)之主題形

象再度率隊參加。由中央研究院提供之台灣特有的黑斑龍膽、溪頭秋海棠及高山沙參等植物、原

住民賽德克族文面圖騰、台灣傳統廟宇疊牛式構架、故宮典藏的歷代名畫及王羲之字帖等授權商

品，都將出現在世界舞台上，不僅可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文物特色之美，也可為台灣文創廠商帶

來龐大商機。資料來源：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jsp?option_id=2701&index_info_id=1664（檢索日期 2010/4/23） 
17    本競賽之宗旨係在推廣數位典藏成果之加值應用，鼓勵數位典藏公共近用，並促成數位典藏

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教育與人文社會發展的目標。期能彰顯台灣數位典藏內容多元豐富的價值，

活絡台灣商業設計之能量，進而開創商機，並達成全民共享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資源之願景。資

料來源：http://aspa.teldap.tw/competition/info_2009050101.php（檢索日期 20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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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意義

與框架研究」

與社群互動

以及知識共

如何透過行

用於知識共享

傳佈研究」執

知識共享，

想推廣與授權

大眾媒體之

知識共享層

上，大眾媒體

知識共享與

用性建議、

面向上，除了

會議與組織

年度主要研究

心概念，繼續

。本計畫於

值」為本子計

歸納自上述第

策略」重新

義建構與社群

」以及「應用

動研究」該研

共享層面上

行為分析與調

享層面上。

執行策略中

其關鍵討論

權模式、以

之再現與框

層面上，其關

體與網路使

與應用服務項

以及實際參

了與公開徵

織。 

究標的。本

續深化延伸

於 98 年度研

計劃自前兩

第二年現象

新調整為：「

群互動研究

用推廣計畫

研究執行策

，關鍵議題

調查，建構

 

，所對應之

論議題，在

以及建構本地

框架研究」執

關鍵議題在

使用者的詮釋

項目相對應

參與執行各

徵案團隊緊密

本計畫鎖定過

伸過往資料收

研究執行核心

兩年計畫執行

象分析與研究

「數位典藏公

究」、「數位典

畫」等四路徑

策略，所對應

題在於持續深

構使用者理論

之研究核心價

在於重新審視

地 common

執行策略中

在於比較傳統

釋差異。 

應，重點工作

各項數位典藏

密合

過往

收集

心價

行之

究發

公眾

典藏

徑。 

應之

深化

論、

價值

視國

ns 文

，所

統實

作在

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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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計畫，以有效拓展數位典藏使用者族群與應用可能。 
 

上述各項執行策略之終極關懷，實為透過細緻挖掘數典各層面之近用議題、

深入分析探討，進而促進國內數位典藏工作之永續經營發展。本多年期子計畫希

冀在研究最終，能實際在「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

以及「數位典藏公共資產使用」等三面向上，為數位典藏工作長久發展經營策略

規劃上，做出實質貢獻。 
 
 

二、 計劃架構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自 96 年度計畫之初，即以促進「數位典

藏公眾資產近用」(Commons Access)，以及「數位典藏公眾資產傳播」(Commons 
Distribution)為主要研究標的，從數位典藏成果之內容面、平台面、傳佈面、使

用面等各面向，檢視目前的數位典藏呈現方式，探究、設想促進數位典藏成果之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擴大使用者社群與的可能作法，並試圖理解目前數典成果

相關授權困境與現況。97 年度執行方向維持學術研究型計畫性質，深入分析蒐

集文獻資料、執行研究蒐集事實資料、並以研究成果發展出各種應用性策略建議。

98 年開始，則將研究視角分為三個層面展開，依序為「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

與傳佈研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

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等，此外，本年度本子計畫更著手訪談徵案

團隊典藏與推廣經驗分析、使用者調查分析、線上焦點團體分析、新聞報導框架

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深入瞭解數典團隊的推廣願景、規劃，另一方面也從使用者

端反思數典推廣在知識傳遞、分享、運用上的困難。本子計畫之分季執行目標說

明如下： 
 

第一季：持續深度訪談研究進程，銜接發展本計畫前二年研究計畫成果；

國內外相關領域發展現況資訊蒐集與分析；文獻蒐集與閱讀，深化使用

者體驗面、知識公共財理論內涵建構、智慧財產權規範分析；籌組專案

會議與審定執行公開徵案案件；協同參與各式數位典藏活動或會議。 
 
第二季：文獻蒐集與閱讀，深化建構理論基礎；區辨本年度使用者調查

聚焦社群，蒐集分析相關研究成果；整合本地徵案團隊推廣案例，搭配

國外發展經驗分析；蒐集智慧財產權相關新聞報導；調查執行研究方法

確立與問卷籌備；與國外組織接軌交換意見，聯繫籌備國外學者或機構

來台參訪事宜；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第三季：確立主要研究方法與執行方式；調查前測完成；規劃協調調查

委託執行單位，以及使用者調查執行；相關深度訪談規劃執行；參與國

外相關研討會與機構參訪；持續接洽國外重要組織或領域人士；籌備「建

立數位公共領域」研討會；協同執行公開徵案與各式相關推廣活動；99
年計畫執行規劃。 
 



 

10 
 

第四季：調查與訪談資料分析撰寫，完成理論與調查產出；後續焦點團

體訪談、推廣團隊深度訪談、智慧財產權報導分析研究執行；執行「建

立數位公共領域」研討會；以本年度研究成果形成應用性建議；驗證公

開徵案文化行銷模式完；成年度成果報告書撰寫。 
 
除分季執行期程外，在主要研究貢獻上，分從「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

佈研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

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來概述本子計畫 98 年度在數位典藏之「學術應

用與文化傳佈」面向上所達成之研究目標： 
 
(一)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 

 從知識公共財概念的西方思想脈絡，理解知識公共財這個概念興起系譜，

作為理解台灣現況的一個基準。 
 探究典藏單位的典藏目的及對各項運用、創作的情形；研究數位內容推

廣過程中，國家與文化典藏者的關係、文化典藏與開枝散葉之間的危機

與轉機、權利與義務的關係等。 
 從 OA（open access）運動角度探究數位內容在典藏與釋出上，作為知

識相互建構之關係。 
 

(二)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 
 研究重點著重於「準社會互動」（Para social interaction, PSI）與「意義

建構」（sense making）之理論建構。 
 「有效」地搜集使用者之互動經驗與意義，試圖超越傳統認知典範，了

解使用者如何產生感動、愉悅、沉浸或沮喪等「情感」（feeling）經驗，

建立起「全觀」（holistic）取徑的意義與情感建構理路。 
 網路使用者如何賦予網路資源獨特「意義」與「價值」。 
 在實踐的典範之中，重新打造動態全觀的準社會互動理論。 

 
(三)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從法律的討論觀點切入，藉由法律相關文獻的理論回顧與統整，觀察著

作權概念發源的起源及脈絡。 
 探討數位內容與過去傳統實體財產權、紙本智慧財產權本質上差異，進

而比較大眾媒介與實際網路使用者之間對著作權詮釋所引用之隱喻方

式習慣的差異。 
 理解目前在對數位資源解讀的過程中，不同框架之間的角逐與競爭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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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上述規劃之年度目標，

進行各項研究工作與活動辦理。總的來說，「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顧名思義指的就是將數位化、典收集典藏的各種文化資產活化，藉由 CC 與 open 
science 概念的本地化與實際運用而將數典成果推展給最大受眾，由全民發揮、

享用。我們發現「學術資源公眾釋出問題」不但為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一致面臨的

挑戰，「數典成果之授權使用」亦然。所以我們嘗試掌握瞭解各方對於公共資產

近用此一概念之看法、疑慮、想像，希望就本地現況處境，提出整合式的架構，

期以逐步解決數典成果進用過程中的實際操作障礙，最終得經由溝通、描述來凝

聚、描塑意識，並與國外推展運動與類似機構接軌，以收他山之石的效果。 
 
於子計畫內部，則由計畫主持人方念萱副教授與兩位計畫共同主持人翁秀

琪教授與孫式文副教授，共同帶領專案計畫讀書會以及籌備各項相關活動。98
年度本計畫前後總共聘用了專任助理四名、博士班兼任助理二名、以及碩士班兼

任助理四名，主要執行計畫各項行政庶務、協助研究工作、以及各項推廣活動參

與規劃。 
 
 

表：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組織成員名單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及

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方念萱 
計畫主持

人 

18 個月 
專案統合研究與

執行 

最高 
學歷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傳

播研究所博士 

重要 
經歷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7年
度共同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

系副教授 

專 長
網路文化、言說分析、傳播科技與

社會 

翁秀琪 
計畫共同

主持人 

18 個月 
協助專案統合研

究與執行 

最高 
學歷 

德國曼因茲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博士 

重要 
經歷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7年
度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教

授 
專 長 大眾傳播學、新聞學 

孫式文 
計畫共同

主持人 
18 個月 
協助專案統合研

最高 
學歷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新

聞暨大眾傳播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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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及

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究與執行 
重要 
經歷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7年
度共同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

系副教授 
專 長 傳播理論、隱喻研究、閱聽人 

謝昇佑 專任助理 
10 個月 
各項文獻、訪談

研究工作執行 
 

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班在學中 

陳儀芳 專任助理 
9 個月 
各項研究行政工

作執行 
 國立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碩士

呂宛芝 專任助理 
6 個月，各項研

究工作執行、資

料蒐集 
 英國里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蔡宗和 專任助理 
4 個月，各項研

究工作執行、資

料蒐集 
 國立師範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施伯燁 兼任助理 
12 個月 
各項研究工作

執行、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博士

班在學中 

沈孟燕 兼任助理 
4 個月 
各項研究工作執

行、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博士

班在學中 

王思涵 兼任助理 
10 個月 
各項研究工作執

行、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

班在學中 

黃國蓉 兼任助理 
2 個月 
各項研究工作執

行、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

班在學中 

楊佳寧 兼任助理 
7 個月 
各項研究工作執

行、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

班在學中 

巫冠昇 兼任助理 
1 個月 
各項研究工作執

行、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

班在學中 

 
  



 

14 
 

參、主要研究成果 
本計畫於 98 年度研究期程中，為深化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之計畫宗旨，故

採取研究領域分工方式，聚焦於三大區塊，依序為「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

佈研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

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質此，研究之深度與廣度可在更充沛的人力與

物力運作下得到最佳成果。本章所呈現之研究成果亦將依照本計畫之三大領域分

工敘述，首先回顧各研究領域之相關文獻，其次介紹採取之研究方法，再者為詳

述研究進行過程，最後則以本計畫 98 年度於研討會或期刊中正式產出、刊登之

文章作為各領域之最後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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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 

數位典藏政策推行至今，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一本計畫之初衷，將核

心關注議題置放在數位公共領域下，探討學術成果中「學」與「用」議題，同時

也關心文化知識公共資產如何能被一般使用者所接近使用，包含了探討社會、經

濟與政治因素各方面對公共領域的看法。本計畫一方面從 knowledge commons
這個概念的西方思想脈絡，了解知識公共財這個概念興起的系譜，及其背後的理

論預設，以作為理解台灣現況的一個基準。 
 
於研究方法上則進行 97 年度（2008 年）分項通過、執行的公開徵案團隊得

案團隊專訪。受訪者中有人表示，數位典藏計劃的各種主事機構多出身學界，因

而台灣學術界對於自身與社會、公眾、國家的關係與想像也深深影響了數典一期

典藏、數位化資料與物件的後續使用。是否典藏單位的認知是典藏本身就是目的、

就滿全了意義？抑或數位是為了更長遠、更廣泛、更深刻地創作、延續發揮？這

涉及國家（納稅）與文化典藏（者）的關係、文化典藏與開枝散葉之間的危機與

轉機、權利與義務的關係等等。 
 
數位典藏是一個應用型的研究計畫，著眼於學術生產的推廣，而數典計畫涉

及的知識公共化議題也正是學術界也好、文化界也好，產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的概念，這概念正是國際倡行的 OA（open access）運動的核心，因此，數

典計畫一期、二期碰觸的問題、窒礙難行之處也正點出了我們社會對於知識、文

化如何用、何所用的想像。學術界與學院以外的社會的關係？依然維持著教與學

的關係？亦或是一個可能在知識（其定義也堪玩味）上相互建構的關係？ 
 
上述諸多提問，本計畫於 98 年度研究期間，共訪談 10 個團隊，從徵案團隊

的實際推廣實務裡，找到互相參照之經驗，訪談清單中，包含 2 組為數典第一分

項：拓展臺灣數位典藏計畫之徵案團隊，其餘 8 組皆為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

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之徵案團隊，相關研究發現已於「2010 年建立數

位公共領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以下為 98 年度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之研究期程各項完成說

明： 

（一）文獻回顧 

數位典藏政策推行至今，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一本計畫之初衷，將核

心關注議題置放在數位公共領域下，探討學術成果中「學」與「用」議題，同時

也關心文化知識公共資產如何能被一般使用者所接近使用，包含了探討社會、經

濟與政治因素各方面對公共領域的看法。而探討數位典藏計畫所強調的知識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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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knowledge commons）理念，實際展現出來的意義，針對不同型態的徵案團

隊進行深入訪談是本計畫重要的任務之一。不過，在開始進行訪談描述徵案團隊

的推廣模式之前，必須先從發展出 knowledge commons 這個概念的西方思想脈絡，

了解知識公共財這個概念興起的系譜，及其背後的理論預設，以作為理解台灣現

況的一個基準。 
 
在西方學術界，關於 Commons 探討的典範，首推經濟學家 Garrett Hardin 在

1968 提出的「公共財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理論。從知識系譜

上來看，Hardin 該文內含了兩個重要的理論成分：一個是個體主義的理性選擇論

假設、以及由此哲學人類學預設開展出來的公共財必須管理的結論。“tragedy of 
commons”理論中這兩個要素，也就分別開展出了後來學術上兩個課題的討論，

一個是關於「集體行動邏輯」的深入探討，另一個是關於「公共財治理」的討論。 
 

◎集體行動邏輯 
 

在「集體行動邏輯」的討論中， Harding 路線往下延伸，也就是社會科學中

理性選擇論典範的各種發展，如：囚犯困局理論（Dawes, 1973）、Olson 的《集

體行動的邏輯》。而在關於公共財治理的討論上，基本上也是服從在個體理性主

義的假設之下，探討論各種有助於 commons 管理和維持的制度設計。而在關於

公共財管理的各種主張中，又以公共資源「私有財化」（如 Demsetz, 1976; O. 
Johnson, 1972）和「國家管理」（如 Ophuls, 1973）兩種主張為主要典範。 

 
在私有財主張的基本邏輯是，只要確認了每一份物品的所有權人，該物品的

管理權也就獲得了確認，從而每樣物品在有人管理的狀況下，將可以避免被濫用

以致毀滅的情況。但是 Heller 指出，透過排他性的私有財產權或許可以避免公共

財的悲劇，但卻同時可能可以造成資源未能充分使用的另一種悲劇（Heller, 1998: 
698）。 

 
Heller（1997）將此種狀態稱為「反公共財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所謂「反公共財」，即「私有財的鏡像」，「公共財按照定義

指的是某一既有資源的使用權為多方所有，並且沒有任何一人有權排除他人使

用」；而「反公共財」的定義則為：「某依稀有資源的多方所有者，每人皆有權

排除他人使用，從而沒有任何一人有足夠的權利使用該資源，而當過多擁有者持

有排除權（rights of exclusion）時，將容易導致資源低度使用，此即為反公共財

悲劇」（Heller 1997: 623-624）。 
 
換言之，私有財產權的特徵，即個體（法律意義下的個體，包括自然人或法

人）具有對某一資源的佔有和使用，擁有一整套完整的權利，從而可以充分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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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該項資源的處置（無論轉賣、授權他人使用或租賃等等）（Heller 1997: 
662-665）；因此，我們可以將私有財產權的特徵視為個體對排除權的佔有，這

種排除權不僅僅是個體對實體物進行佔有的排他性，縱使是可以複製的產品，也

具有禁止、排除他人使用的權利。 
 
Heller 要提醒我們的是，在將公共財轉化為私有產權的過程中，如果私有產

權過度分散、多重，將造成該資源無法充分運用的窘境。雖然 Heller 在提出這個

理論之時（1997），主要是以 90 年代蘇聯共產制度解體，轉向自由化經濟初期

的過程中，因相關法律體系的不完備，以致原本屬於公共財的物質實體資源，零

散地分割為過多個體的私有財產，從而在多重排除權的障礙下，導致資源無法充

分使用的悲劇。但隔一年（1998），Heller 亦討論了當代美國（自由主義市場發

達的國家）在生物醫學領域中，智慧財產權導致類似蘇聯後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公

共財悲劇。在生物醫學中，基因解碼是最重要的基礎工程，而因為基因解碼是一

個龐大的工程，需要很多研究單位共同投入，分別負責不同部分的基因的解碼；

後端生物醫學產品的發展，端賴前端基因解碼的成果和整合。然而，作者指出，

隨著專利權、智慧財產的興起，每一段基因解碼的成果成為個別研究團隊的私有

財產，並且隨著專利權的過度增殖（proliferation），導致了後端要運用這些成果

發展生物醫學產品的單位，所需負擔的成本大幅提高，乃至無法順利取得前端充

分的研究成果，而阻礙了產品的發展（Heller 1998: 699）。 
 
◎公共財與私有財 
 

簡言之，如果說私有財產化作為避免公共資源遭濫用的一種防範途徑，但過

度分散的私有財產將造成資源統合運用的不利（更還論有些資源必須統合起來才

有使用價值）。這裡的關鍵問題無非在於，「私有財產化」不等於每個擁有自己

份額財產的人，就會盡到妥善管理之責（也有可能因此使得該資源更快速耗損），

並且，也無法避免擁有財產權的個人不會因為各種私人利益的考量，惡意地（卻

合法）排除他人使用其資源的可能。 
 
準此，以「私有化」來主張避免 Harding 所謂公共財悲劇的說法，並不充分

（事實上，Harding 也只是主張需要管理，而沒有說私有化就是最適切的管理方

式）；而「妥善管理」公共財的方法，也絕非只有私有化一途。Ostrom（1990: 58-102）
在關於日本、瑞士、菲律賓等個案研究中，即指出了共有某一公共資源的社群，

除了採取將公共財私有化的方式之外，也能夠發展特殊的集體共管機制，達到對

公共資源的有效管理。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從 Ostrom 的研究看來，縱使公共資源沒有以私有產

權形成他人使用上的排除性，但仍然必須清楚的界定公共資源的範圍、明確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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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辦法、使用成員的身份認定、監控的制度等等（Ostrom 1990: 90），換言之，

為避免公共資源的濫用耗竭，仍然必須在公共資源的使用上，採取一定的程度的

排除性管制（例如使用者身份和使用方式的限定）。然而，這種集體管理所形成

的排他性與私有財產權保護下，所有權人所具備排除權，在權力的來源與排除原

則的形成卻大大不同。在 Ostrom 研究中凸顯的是，實際使用該公共資源的社群，

如何在特定的集體行動過程中，形成一整套管理公共資源的實做機制；例如

Ostrom 文中她對日本和瑞士個案中，內部相互監控機制形成過程的討論（Ostrom 
1990: 94-100），即是一例。 

 
◎公共財的治理 
 

簡單來說，在關於公共財的討論中，可以得到幾個基本命題：（1）公共資

源不等於放任使用；（2）公共資源是一種「財產」，為避免陷入「公共財」的

耗竭，管理是必要的，財產權則作為管理的一種工具或策略。（3）公共資源隱

含的一群使用該項公共資源的社群，因此對於公共資源的管理，必須考慮使用該

公共資源社群的集體行動過程。 
 
這些命題，儼然成為目前學界對公共財治理各種討論中的「共識」。因此，

當學界開始重視「知識公共財」的討論時，大抵上仍然是在此前提下進行開展，

針對知識公共財的特性，提出知識公共財管理制度設計上的調整。Ostrom & Hess
在 2007 年編輯的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一書，即集結了多位學

者關於知識公共財的討論。不過，這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知識公共財課題

的討論中，背後隱含的乃是對於知識「財產化」的一種肯定，也就是說，首先必

須肯定「知識」可以作為為一項財產被佔有，才有會遭遇知識公共財的管裡問題。

然而，對此我們的反省是，假若知識沒有經過推廣，它並不必然作為一項有使用

價值的資源，而知識的財產化往往也就是此一推廣過程中建立而成，最典型的例

子，也就是學術領域中，知識管理制度的建立。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藉由「知

識財產化」來形塑知識作為一種公共資源，再著手設計管理的辦法，是否是建構

公共知識的唯一的途徑？並且，這一途徑是否又過度在西方文化典範下，限縮了

對公共知識的想像？ 
 

◎理性選擇論之外 
 

事實上，即便在西方學者自己的思考中，也存在這樣的反思。這一反思可見

於各種反對理性選擇論的主張中，諸如 Karl Polanyi（1957）對道德經濟的主張，

或者 E. P. Thompson,（1993/1971）關於農民暴動的研究，以及如 R. Collins 以互

動儀式解釋人們日常生活的主張，都表明了集體認同的道德價值和情感，才是行

動產生的動力來源，換言之，當我們援用西方發展出的各種「知識公共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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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時，必須考慮對背後所涉及對精神文明「財產化」的文化邏輯，是一種特

殊的文化體驗和道德價值，在我們社會中，這樣的觀念不見得普遍的被接受，而

在追求公共知識的同時，也不必然走這一條西方文化的路徑。  
 

◎知識公共財的形成 
 

回到 Commons 和 Knowledge Commons 的討論脈絡。對於 Knowledge 
Commons 的理解仍須置回西方社會將知識視為一種財產的歷史脈絡來看。

Knowledge Commons 主要挑戰了三種西方社會將知識視為個體（法律意義上）

財產進而加以壟斷的文化模式：「原始資料的佔有」、「詮釋權的佔有」和「作

品版權的佔有」。典型的例子是，像是上述 Heller（1998）所指出，美國生物醫

學界的生物基因解碼的發展，各個研究單位以各式法律權利的規範，壟斷了特定

片段基因解碼工程；或者像是人文學科中，常見以各種「專家」之名，強調對特

定文化事物的專業正解；出版社對作品版權的主張更已然今日社會眾人視為理所

當然的事，「知識」藉由出版脫離作為公共領域的共享觀念，人們必須「付費」，

才能合法複製、流傳「相同的」知識內容。 
 
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無疑是從質疑這種知識財產觀而生，各種不同

的作法（Creative Commons、Open Access 或者 Wiki），分別在不同程度上挑戰

了上述三種不同的知識產權的壟斷現象。但是，倘若我們仔細思考這些

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路線，雖然直觀上可以說挑戰了知識產權的壟斷現

象，卻不見得在基底上挑戰了「知識私有化」的現象。為理解這個層面，我們可

以藉由區分 public knowledge 和 knowledge commons 來加以理解。理想上來看，

public knowledge 意謂著，知識是人類共享的智慧，它沒有、也不需要強調特定

的作者以為持有者，我們或許會紀念何人作為該觀念或想法的首倡者，卻頂多將

其視為一個導引人們發現該共享智慧的路徑，而不將該「知識」視為他的創作或

發現，因而更不會是其財產。例如繪畫，或許某畫家創造了特殊畫法，但並非該

創作之手法為其專屬；在傳統漢文化中的書法或繪畫，更是可以任意由他人臨摹，

文學作品亦然，徵引作者並不為引述原文的必要條件，人們更可以任意的改做、

徵用原文論點或模擬寫作手法。諸如此類的狀況，我們稱之為 public knowledge，
作者既不作為知識的擁有者，自然也沒有在多大程度上放棄權利之聲明的必要。

然而，反觀 knowledge commons，卻不盡然如此，在多數 knowledge commons 的
運動中，仍根基在作者作為知識擁有者的基礎上，再進一步主張不同程度的權利

放棄（或開放）的狀態。比方以 Creative Commons 來說，就包含了六種可能的

權利主張模式。至於 Open Acess，如 Suber, P.（2007:171）所指出，亦非完全放

棄作者的權利，僅僅只是放棄智慧財產權規範中的特定權利，例如版權，提供給

讀者免費的非商業使用。至於 wiki 的作法，則較接近 public knowledge 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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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諸如以 Creative Commons 和 Open Acess 作為 Knowledge Commons
的主張中，在其以作者作為決定作品權利開放狀態的最後一道防線的態度中，可

以說，仍然是建基在知識私有財產化的西方文明想像中。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在

Creative Commons 和 Open Acess 的討論中，經常出現的論點，仍舊是以開放知

識近用權可以提升作者個人利益的極大化的思維進行，例如 Suber, P.（2007）提

出各種理由，說明 Open Acess 將增加作品閱讀、引用率乃至提高作者能見度和

學術聲望的效果。就這一部分而言，其思維的原點，仍舊是作為作品所有人之作

者，在面對「知識」這一項特殊的「所有物」（勞動產品）時，應採取什麼樣的

「流通方式」，可以獲致利益的最大化，乃至累積作者個人資本；只是，這個利

益（資本）不再是直線性、單純的物質利益（資本），還包括了現代社會分化下

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個人利益」仍然是最後的「阿基米得點」。因此，我

們可以發現，國外既有文獻對 Knowledge Commons 的討論，多半仍依循傳統

Commons 的討論路徑，以理性選擇論作為討論的起點或對話的對象。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說，這是西方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中潛在的內在

矛盾，一方面，期待提升知識公共化的程度，另一方面，卻又堅持既有知識私有

化的文化模式，以個體化利益的提高作為行動誘因。就此而言，如 Creative 
Commons 和 Open Acess 的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仍然不過在知識私有產

權化的基礎上，考量接近公共知識的可能，而非在整個知識觀的想像上，放棄知

識作為私有財的文化模式，重建非個體利益為基礎的公共知識典範。 
 
當然，這不是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的全部。在某些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的企圖中，卻又希望創造知識跨領域的充分交流和使用，例如 Creative 
Commons 的理念之一，便在於此。然而，可以理解的是，上述關於提高知識進

用率以累積作者個人文化資本、象徵資本的意義，必須在垂直的權力場域中才有

意義，比方一位人類學學者，其作品只有在相同（近）學術領域中被引用、討論，

對其學術聲望的積累才是有意義，如果其作品被廣泛徵引到社會運動等等其他場

域，對其在學術界的文化或象徵資本的積累來說，不見得有價值，甚至有所衝突。

這也就是上述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中內含的可能矛盾之一。姑且不論這一

矛盾如何調和的問題，但至少，這一矛盾的指出，便提醒了我們，必須注意到， 
當 Knowledge Commons 強調跨領域的創用時，他將面臨另一個問題，即，「知

識」並非擺放在一個可以自由閱讀、平台上時，便能有效。一個顯而易見的例子

是，縱使是免費的學術資源，學術目的以外的使用仍然是少數。換言之，如果要

打破現在社會知識分化的疆界，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就勢必同時包含重

建知識社群的「推廣」任務，而在知識社群的建立與使用推廣中，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將更朝向 Public Knowledge 邁進，因而，也將凸顯單僅從個人

利益為基礎的理性選擇論，或者是堅持知識作為私有產權的文化模式，不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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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的討論也將從純粹討論知識管理的層次，躍升到「公共知識社群」

或「知識共享社群」的集體行動邏輯的討論。 
 

◎情感性連結的集體行動 
 

可惜的是，這部份的討論在既有文獻中顯得相對不足。相反地，對情感連結

的討論著墨較少。基於上述問題意識，本計畫瞄準了以理性選擇之外，討論情感

性連結的集體行動文獻，其中，以美國當代社會理論家 Randall Collins 提出以 IRC
理論（Interaction Ritual Chain）描述人們因情感性連結、共享價值而形成社群的

分析取向，成為本計畫的研讀重點。除此之外，亦同時蒐集了與此一分析取向契

合的相關文獻，透過對這些情感社會學理論的閱讀，希望在未來的研究中，可以

超越既有理性選擇論的分析模式，更適切地把握公共或共享社群之所以形成或維

持動力機制。 
 

（二） 徵案團隊深度訪談 

數位典藏資產的推廣模式一直是本計畫所關注的研究重點，深究推廣的幾大

要素包括運用平台的適用性、特殊性、團隊推廣所建立、召喚的（使用者、推廣

者、典藏者）共創社群等元素。本計畫自 2008 年夏天起即開始陸續訪談數典四

分項徵案團隊，此外，亦參與徵案團隊徵選說明會、心得交流會、成果展等，觀

察與記錄個別推廣典藏的經驗與心得。今年度，本計畫亦選定十組團隊，進行深

度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兩小時，於徵案團隊辦公場所或咖啡廳等地，針對不

同團隊推廣特質，設定不同類別開放式問題，以下為訪談團隊清單，每次訪談後

皆完成逐字稿謄打。每次徵案訪談之前，將會寄與個別修訂之訪談大綱供對方參

考，以下以徵案訪談「台灣『外省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料庫」之題綱為例，並

再次臚列出受訪者團隊名單。 
 
◎訪談前言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下有八個分項，其中第一分項為「拓

展台灣數位典藏計劃」。張茂桂老師所主持的計劃是這分項計劃項下的「數位內

容公開徵選」子計劃下的徵案計劃。我們(政大新聞系方念萱老師主持)則屬於同

一個國家型科技計劃（「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下第四分項（「數

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的第二子計劃「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布計劃」。為什麼我們要跨分項來請教張老師與執行助理們的設想與經驗呢？既

然我們隸屬於以「應用推廣」為主的四分項而非以典藏內容為主的一分項，我們

為什麼不就鎖定四分項項下公開徵選子計劃的經驗就好，而要跨到「內容」分項

來請教本以典藏為主、而非以推廣為宗旨的徵案計劃呢？因為在我們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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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兩年多來，我們發現過去「先典藏、後推廣」的線性模式出現了許多問題，

而進一步探看「內容」分項項下的徵案計劃其實在典藏的同時就涵納了傳散的概

念與行動，甚至據實而言，內容典藏並非只是將資料數位化；內容典藏已經由早

期數典計劃的數位化、網路化這種「典藏觀」轉而成協力共筆的典藏觀了。大家

書寫表意的同時上傳公開，先應用（網路），而後典藏。張老師的「台灣『外省

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料庫」就是很好的例子。 
 
（以下為張茂桂老師訪談題目） 
A. 推廣層面 

 
我們想請教的問題大多環繞在資料庫同時做為一個召喚、邀集大家投入、發

言、共享的平台、場域，計劃成員從建置到進行，所經歷到箇中涉及與典藏/傳
布相關的思考與實踐。簡而言之，就是傳播人最好奇的傳布（deliver）與觸及

(access)的問題──往復的過程中發生了什麼？有觸達才可能有集體行動，那麼數

典應該如何設想觸達、傳布？公開資料的使用、重製涉及權利與權力，非商業的

推廣如何思考、實踐有關個體/集體生命記憶的公共性？或是因著不同的主題，

我們應該有有別於「公開近用，才有公共」的思考，我們該從不同角度想像典藏

與傳布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計劃首頁看到本計劃希望達到的三個目標：一用計劃的實用性，帶動

既有數位典藏技術能力的改善；二透過資料的蒐集，帶動台灣「外省人」的自我

表達、自主社區工作、以及社會關懷力量，三透過資料庫的建立，保存歷史記憶，

並同時帶動台灣新文化，促進全球多元連結與理解的可能。以下將區分各位參與

數位典藏計劃前後兩階段，分就三個計劃目標的設立與達成請教各位。 
 
我們想從推動「台灣『外省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料庫」計劃（以下簡稱「台

灣『外省人』」計劃）之前請教起。 
 

 對過去傳布方式的思考？ 
 
在推動「台灣『外省人』」計劃之前，過往蒐集類似資料時呈現的方式、平

台是？覺得在此之前「最有效」的傳播（收集）方式、媒介是？所設想的使用者

是？當時經費來源主要是？ 
 

 前後模式的連帶 
 

所以，你會認為「台灣『外省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料庫」是翻新了過往生

命經驗的蒐集、再現模式還是延續過往傳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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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心動念、動機與想法 
 

當初於 2006 年提出（2007 年執行）「台灣『外省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料

庫」（一期）這計畫時，是基於什麼樣的想法？看到的需求是？設想的目標使用

者、閱聽人是？ 
 

 與過往進行傳布相關主題資料的媒體、形式的關係 
 

在你們的網站中，可以看到一項「蒲公英女性寫作班系列」。這個系列於 2005
年開始規劃，由外台會和各地社大合作開展。請問計劃主持人張老師當初曾參與

這項計畫嗎？這個計畫如何與現在所進行的「台灣『外省人』」這個計畫產生關

聯？是因緣際會？還是原本參與者就設想了進程、步驟？ 
 

 資料庫收/藏 的形式 
 

為什麼會挑「寫作」「上傳影像」這樣的形式，而不是公民記者訪談、影音

紀錄？網站上不少影像照片並非收錄自過去已經出版的書刊（像是 2008 專題報

導「後來」中的「高秉涵系列照片」），請問這些生命經驗的收錄過程？ 
 

 關於培力 
 

在「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劃」所出版的「數位年代」這本雜誌中，老師曾提

到整個計畫帶有「培力」的想像，這指的是（對象、行動、成果、後續發展）？

計劃目標述及「自我表達、自主社區工作、保存歷史記憶，帶動台灣新文化，促

進全球多元連結與理解的可能」，這是培力的方向與目標嗎？具體作法是？計劃

主持人到了計劃第二期所思考的「培力」其內涵與作法是否有別於前？ 
 

 典藏/傳布的關係與模式 
 

就典藏與推廣的關係而言，我們可以說這計劃一反「先典藏、後推廣」的線

性模式，而是先傳布（「書寫自己」的觀念、行動）、有了三三兩兩、小眾、而後

集體的行動、相互溝通，之後應運而生「典藏」的嗎？可有上傳、典藏於網路（公

開）、而後刺激更多上傳、討論的例子？ 
 

 與當前其他媒體、平台的關係 
 

「台灣『外省人』」計劃建置資料庫，選擇網路為平台，不單藏納、也是推

廣、對話的平台。近年來與在地「外省人」相關的媒體再現平台增加，採取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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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戲劇、座談與平面的書籍、雜誌等形式不少。請問張老師你如何看待這些包

括網路的不同媒體、平台之間的關係？可能可以進行像過往網路研究上提到的雙

層傳播（two-tier，指主流媒體議題傳散到網路，網路上的對話又回頭影響媒體

議題設定）嗎？近來資料庫的使用、其上的傳播溝通是否因著主流媒體的推波助

瀾而有人次的變化？ 
 
B. 授權層面 

 
其次，我們想請教有關「授權」的相關問題。我們認為，「典藏」為的不是

「藏諸名山」，而是「放諸四海」。讓公眾「得而用之」、建立大眾可近用的公共

資產才是數位典藏計劃的目的。當然，我們曉得這未必是所有典藏文資的方向，

可能因屬性、推廣目的而有別。過去的訪談經驗中我們瞭解數典資料的使用者未

必是典藏者、典藏者未必是原始資料的作者，於是不同的計劃中使用者、典藏者

遭遇了授權的挑戰。 
 
1.在《「數位年代」雜誌受訪報導中，張老師提到，「授權」是你在整個計畫

中，覺得最難的一部份。我們十分感興趣計劃在這上面臨的挑戰，是提供你們資

料來源的人，公開化自己私人資料的顧忌？還是他們對未來人們引用他們資料時，

有一些個人權利上的主張？請問計劃主持人目前採行任何特定的授權作法嗎？

有或無，是否煩請說明考慮、設計的原因？ 
 
2.就我們看來，目前「台灣『外省人』」資料庫這裡面所提供的資料似乎都

是提供自由下載使用。想請教張老師自己對這些資料開放近用程度的想法是？舉

例來說，如果有一齣連續劇、一首時下流行歌曲的 MTV 希望下載資料庫裡的文

字、照片、影音資料資料，張老師期待對方採取哪些手續、程序，又或只要載明

出處、原作者即可？網站上各文字影音資料的提供者都同意齊一的釋出方式嗎？ 
 
3.前述問題還涉及自網站下載的影音文字、生命經驗被安置、認知、詮釋的

框架與脈絡。試著想像一個狀況──藝術創作者、廣告商、業主自由下載了資料

庫裡的照片，利用影像創作、宣傳。正因如此，數位典藏計劃中不乏典藏的機構

特別設計審核機制，要求但凡要下載、利用影音文字各種媒材資料的個人、單位

提說出明，審核通過，申請人才得以「使用」典藏的數位資料。相反地，也有從

事非商業推廣的徵案團隊認為但凡傳散，不計其所安置的脈絡、情境，都是意象、

觀念的宣傳，所以不細究因著（去）脈絡而可能引起的釋義問題。請問張老師的

看法？ 
4.對於盤點 的要求與思考？ 
 
5.認為數位典藏計劃的目標與成果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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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團隊介紹 
 

98 年度受訪團隊一覽表 

編

號 
訪談 
時間 

受訪者 職稱/單位 徵案名稱 
隸屬 
分項 

1 2009/06/12 
汪紅英 
蔡珊珊 

教師/石榴國中 
助理/浩然圖書館 

浩然藝文數位典藏之

學習與推廣計畫Ⅱ 
四分項

2 2009/06/23 何嘉文 
助理/千里步道籌備

中心 
千里步道 四分項

3 2009/06/24 林信成 教授/淡大圖資系 棒球維基館 四分項

4 2009/06/25 
天地宮成

員 
助理/中研院資科所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 
一分項

5 2009/07/09 管中祥 
助理教授/中正大學

傳播系 
公民行動影音紀錄資

料庫 
四分項

6 2009/07/17 楊懿如 
副教授/東華大學生

態與環境教育研究

所 
蛙蛙世界學習網 四分項

7 2009/10/23 陳弘正 
助理教授/數位媒體

設計系 
客家媽媽的故事 四分項

8 2009/10/19 張茂桂 
教授/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 
台灣「外省人」生命記

憶與敘事資料庫(Ⅲ) 
一分項

9 2009/10/29 蔡炯民 
博士/國立臺灣大學

數位典藏研究中心 
國立臺灣大學數位典

藏研究中心 
四分項

10 2009/11/11 黃申在 
副教授/屏東科技大

學資管系 

聯結國家數典之社區

公共參與式地理資訊

之建置與推廣模式成

果與在地化學習教材

研發與推廣模式研究~
以東港溪流域及社區

為例 

四分項

 
就訪談所得，推翻典藏而後推廣的線性模式、倡言典藏、推廣交互建構的參

與模式似乎是推廣佳例的使用模式，而受訪者一再強調科技先行、網路萬能的思

考反而斫喪人際互信；在權利意識萌生但對於保障權利、推廣公共資產的瞭解、

認識還不清楚的現代，只依靠無遠弗屆的基礎建設而認定此為推廣致勝關鍵是輕

看了本地社會的文化中對於權利與侵權所意味的風險的想像。其他之相關研究成

果，請見下一節之專文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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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出文章 

 
 
 
 
 
 
 
 
 
 

從知識公共財管理到公共知識生產：理論與實踐的兩難  
From Managing Knowledge Commons to Producing Public Knowledg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lemma 
 
 

方念萱、謝昇佑18 
 
 
 
 
 
 
 
 
 
 
 
 
 
 
 

                                                 
18方念萱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亦同時擔任「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

計劃」分項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劃」共同主持人。畢業於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

校傳播研究所，研究領域包含傳播科技與當代社會、性別與傳播科技、網路文化。 
謝昇佑為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及「數位典藏與學習之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分項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布子計畫」研究助理，主要研究興趣為社區研究、集體行動與社會

運動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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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事非商業推廣的數位典藏推廣個案傳散了知識文化、生命經驗，建立了共

創的社群。這些數位典藏與推廣所展現的集體行動、自治民主、以及社會資本，

加上實踐過程中逐步達成的普及近用、管理互動、以及期待的永續維護，在在與

植基在公有物(commons)概念之上而興起的知識公有物（knowledge commons）精

神形貌相似。本論文從 Charlotte Hess 與 Elinor Ostrom 研究西方社會知識傳散所

指稱的「知識公有物」（knowledge commons）角度研究本地數位典藏非商業推

廣經驗。我們先從公共的財產化及其困境切入，「公地悲劇」（tragedy of commons）
以及「反公地悲劇」（tragedy of anticommons）的辯論至今提醒哪些關乎公共的

治理（governance）的思考？之後，一方面解析學術社群在為「公有物」正名的

歷程中所顯示的概念轉變，一方面點出從永續與治理的角度如何思考使用者、治

理者的挑戰。公有物的討論在全球化發展、網際網路興起之後轉向探究新公有物、

知識公有物。由此，本論文接續檢視公共知識生產的權力網絡以及共創社群面臨

的兩難，於此，我們提出一檢視本地數位典藏知識生產、存續的觀看架構，可以

接著檢視非商業推廣經驗，析論學術機構、公民團體在進行非商業推廣、共創知

識社群以達知識公共的過程中形成的管理、互動模式以及有待因應的問題。 
關鍵字：公有物，知識公有物，非商業性推廣，治理公有物，互動儀式鏈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self-governing mechanisms,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capital demonstrat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ly archived cultural 
asset accumulated by the project of Taiwan e-learning and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he archive and the promotion of it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knowledge 
commons, the notion proposed by Hess & Ostrom (2007).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laims -- commons as a resource or resource system and a 
commons as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 and proceed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equi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characterizing natural commons and knowledge 
commons.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tragedy of commons proposed by Harding 
and Heller’s 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 are pertinent to the analysis of commons, 
therefore the paper will address the dialogues with the hope to enlighten the current 
analysis on knowledge commons.  With the aid of Elinor Ostrom’s analysis on 
unbounded commons, the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ized archives 
and highlight the challenges in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public knowledge.   

 
Keywords：commons, knowledge commons, non-commercial promotion, governing 

the commons, Randall Collins,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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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要有人、人與人彼此有關係。「授權」也只就是一種關係、將人與人簡化成

一種關係、一種風險關係。（數位典藏徵案推廣團隊受訪時語） 
 
全球與區域的資源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與管理不是一個生

態問題、不是一個經濟問題、也不是一個社會問題。永續問題是這三者的綜合。 
（Holling, 2003, 頁 xvii） 
 
參與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日久，在「數位典藏與學習之社

會應用推廣計畫」分項中「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劃」下，我們得以接觸、瞭

解「典藏多樣台灣」的各式推廣數位典藏公有物的作為與推手，大家對於豐富的

文化資源如何能有機地、持續地存守、變化有不同思考、作法；我們的觀察與訪

談觸發了寫作這篇論文的動機。本文將引用 Charlotte Hess 與 Elinor Ostrom 於

2007 年出版的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一書書上的知識公有物

（knowledge commons）一詞、嘗試結合多種探討公有物概念的理論，發展分析

角度與架構，來檢視數位典藏推廣案例中的行動。 
 
Hess 與 Ostrom 認為，自我組織（self-governized）的公有物有幾項特徵，

其一為集體行動(collective action)；集體行動指的是兩人乃至更多人齊力完成任

務而集體行動兼有行動份子都是自願為之的特色（Sandler, 1992,1., Meinzen-Dick, 
Di Gregorio, and McCarthy, 2004, 出自 Hess & Ostrom, 2007,頁 5）。自我組織的公

有物的第二項特質就是「自我治理」（self-governance），指的是「一方面要具備

知識、意願、與集體行動的結合，另一方面還需要支撐這治理的、制度性的安排」

（Wagner, 2005, 頁 176）。第三項特質則是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的聚合價值以及

由中而生的支持網絡成員行動的傾向（Putnam, 2000）。從自我組織、自我治理、

社會資本三項觀之，看起來文物資產、生命經驗數位化、典藏之後將其推而廣之

的推廣團隊泰半有這些特色，但是計劃執行多年之後，我們現今希望探問的是在

存續上、在創造之為一種存續上，知識公有物、社群有什麼樣挑戰？數位典藏的

推廣團隊如何思考存續以及因之而生的治理的轉變？ 
 
公有物的學術討論社群在過往數十年間因著全球化情境下自然生態、科技

建置的發展變化而在公有物的基本概念與命名上往復討論。首先，什麼是公有物？

學界在什麼典範、流派（regime）下界定公有物？「共同經營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將公有物視為資源或資源體系，而「共同財產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一派則從財產權的角度定義公有物屬性 (Hess & Ostrom, 2007, 頁 5)。看
待公有物的認知框架在數十年的辯論中影響了各式公有物以及相關社群在集體

行動、自主治理上的規範規則、制度安排，以及社群成員的關係架構、社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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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論公有物，就涉及普及近用（universal access）、管理（arrangement）、與

永續（sustainability）。起自各地自然資源的這一類公有物的討論，在學術社群因

著實際生活經驗而轉向知識公有物的討論時，有關制度的安排、規範的訂定也環

繞在如何鼓勵平等近用、公平治理以及永續存留發展的主題上。跨國界、不似自

然資源有匱乏疑慮的知識公有物對過去由來已久的、有關如何安頓公有物的討論

形成新挑戰。除了前述兩種過往討論上的焦點，典藏了的知識一旦為人援用、放

置在不同情境脈絡下，沿用上的詮釋也是新議題。因此，本文將帶入過往有關公

有物的討論、核心概念的變化，發展出分析框架，檢視本地數位典藏計劃中知識

公有物生成與推廣過程中有關永續與治理的重要議題。 
 

壹、 關於公有物/公共資源和集體行動的理論辯論 
 
一、公有物的治理困境 

 
經濟學家 Garrett Hardin（1968）關於「公有物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分析，為日後「公有物」（coommons）19概念的討論，劃下了里程

碑。Hardin 想像了一個對所有牧者開放的草原，在當中每個牧者可以不受限制的

擷取草地的資源，Hardin 就此進一步推論這個草地最終的命運。Hardin 認為，對

每個牧者來說，既然資源得以自由取用，那麼各人當然是盡可能擴大自己飼養動

物的數量，縱使知道過度放牧可能會導致對集體不利的後果，但仍然會這麼行動，

原因很簡單，因為對牧者而言，他每多放牧一頭動物，其利益全部為他所有，然

而，過度放牧造成的後果，卻是集體承擔。因此，在這種理性利益的驅使下，最

終將導致集體走向毀滅的方向（Hardin 1968）。除了這個思考實驗的例子之外，

Harding 也舉了美國國家公園、環境污染和人口成長的例子，來說明在人類集體

行動的邏輯中，公有物──不加限制自由取用資源──的想法最終導致惡果，「受

困在公有物邏輯中的人，其自由所帶來的僅僅是全面的滅亡。」（Hardin 1968: 1248） 
 
Harding 對公有物的悲觀看法，引發了學術傳統上兩種主要避免公有物悲劇

發生的不同理論、不同公有物管理政策。其一是國家管理的主張，另一種則是主

張透過將公共物品私有財產權化來來避免公共財悲劇（Ostrom 1990）。就私有財

主張者來說，其基本邏輯是，只要確認了每一份物品的所有權人，該物品的管理

權也就獲得了確認，從而每樣物品在有人管理的狀況下，將可以避免被濫用、甚

至終至毀滅的情況。然而，這種想法無論在理論上或在現實經驗上卻未必站得住

腳，Heller 指出，透過排他性的私有財產權或許可以避免公有物的悲劇，但卻同

時可能造成資源未能充分使用的另一種悲劇（Heller, 1998）。 
                                                 
19  一般將 commons 譯為「公地」、「公有物」，但其所談的概念事實上是「公共財產」。而之所以

會翻成「公地」，多少與 Harding 一開始討論這個概念時，以放牧為例之故。當然，「地」一字在

中文裡也可以做廣義解釋，但未避免理解上的歧義，以及考量本文討論對象的合適性，文中統一

將 commons 翻譯為「公有物」而將 commons property 譯為「公共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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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er（1997）將此種狀態稱為「反公有物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所謂「反公有物」，即「私有財的鏡像」，「公共財按照定義指的

是某一既有資源的使用權為多方所有，並且沒有任何一人有權排除他人使用」；

而「反公有物」的定義則為：「某依稀有資源的多方所有者，每人皆有權排除他

人使用，從而沒有任何一人有足夠的權利使用該資源，而當過多擁有者持有排除

權（rights of exclusion）時，將容易導致資源低度使用，此即為反公有物悲劇」

（Heller 1997）。 
 
換言之，私有財產權的特徵，即個體（法律意義下的個體，包括自然人或法

人）具有對某一資源的佔有和使用，擁有一整套完整的權利，從而可以充分自行

決定該項資源的處置（無論轉賣、授權他人使用或租賃等等）（Heller 1997）；因

此，我們可以將私有財產權的特徵視為個體對排除權的佔有，這種排除權不僅僅

是個體對實體物進行佔有的排他性，縱使是可以複製的產品，也具有禁止、排除

他人使用的權利。 
 
Heller 要提醒我們的是，在將公有物轉化為私有產權的過程中，如果私有產

權過度分散、多重，將造成該資源無法充分運用的窘境。雖然 Heller 在提出這個

理論時（1997），引用的例子主要是 90 年代蘇聯共產制度解體，轉向自由化經濟

初期的過程中，因相關法律體系的不完備，以致原本屬於公有物的物質實體資源，

零散地分割為過多個體的私有財產，從而在多重排除權的障礙下，導致資源無法

充分使用的悲劇，但隔一年（1998），Heller 亦討論了當代美國（自由主義市場

發達的國家）在生物醫學領域中，智慧財產權導致類似蘇聯後社會主義時期的反

公有物悲劇。在生物醫學中，基因解碼是最重要的基礎工程，而因為基因解碼是

一個龐大的工程，需要很多研究單位共同投入，分別負責不同部分的基因的解碼，

而後端生物醫學產品的發展，端賴前端基因解碼的成果和整合。然而，作者指出，

隨著專利權、智慧財產的興起，每一段基因解碼的成果成為個別研究團隊的私有

財產，並且隨著專利權的過度增殖（proliferation），導致了後端要運用這些成果

發展生物醫學產品的單位，所需負擔的成本大幅提高，乃至無法順利取得前端充

分的研究成果，而阻礙了產品的發展（Heller 1998）。 
 
簡言之，如果說私有財產化作為避免公共資源遭濫用的一種防範途徑，但過

度分散的私有財產將造成資源統合運用的不利，更遑論有些資源必須統合起來才

有使用價值。這裡的關鍵問題無非在於，「私有財產化」不等於每個擁有自己份

額財產的人，就會盡到妥善管理之責，甚而可能因這種設計造成該資源更快速耗

損。同時，無法避免擁有財產權的個人不會因為各種私人利益的考量，惡意地（卻

合法）排除他人使用其資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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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私有化」的主張並不能有效解決 Harding 所提出公有物悲劇的狀況。

也因此，持「國家管理」主張的論者倡言集中管理為可行之道。集中管理論者的

想法是，由外部的政府決定適切資源使用策略，並進行管控哪些人、什麼時候、

如何使用公共資源，並且擁有權力處罰違規者。然而，就如 Ostrom（1990）所

指出，假設政府能準確執行，確實能解決公有物悲劇的困境，問題是，集中管理

的理論根本上建立在一個不可能的基礎上，即政府必須是「信息精確、監控能力

強、制裁可靠，以及零行政費用」。換言之，一旦以上條件有所缺乏，那麼中央

管控的策略將失去其效果；然而，這些要件顯然蘊含內在矛盾性，因為一旦管理

規模大到一定程度，作為公共資源管理者的政府，為要能「信息精確、監控能力

強、制裁可靠」，勢必得依賴龐大官僚體系和行政費用，如此一來，所耗之成本

可能高過公共資源所帶來的效益，或者根本無能力支付這樣的管理成本。 
 
過去對公有物治理模式的討論，無論是私有財產化的典範、中央集權管理的

典範，乃至延伸這兩種典範所形成的公司（管理）理論（the theory of the firm）

和國家（管理）理論（the theory of the state），都有其不足之處。Ostrom（1990）
鑑於在現實處境中，這兩種模式都不可行，因而她透過一系列經驗研究，提出了

「資金自籌的合約強制賽局」（self-financed contract-enforcement game）理論模型，

並且透過多層次制度分析的研究方法，20討論了不同時代、不同國家、地區的歷

史經驗研究上，提出另一種由使用者社群集體管理、更有效治理公共資源的模式。

指出存在一種透過公共資源使用者所形成，有明顯團體社群邊界、使用者合意並

且有內在相互監督機制的社群式公共資源管理模式，是最有效的公共資源治理模

式。 
 
當然，為避免公共資源的濫用耗竭，仍然必須在公共資源的使用上，採取一

定的程度的排除性管制。然而，這種集體管理所形成的排他性與私有財產權保護

下，所有權人所具備排除權，在權力的來源與排除原則的形成卻大大不同。Ostrom
所要凸顯的是，在傳統典範下的討論，無論私有財模式或者集權管理模式，都是

訴諸使用者社群之外的權威，作為公共資源管理的中心，但在 Ostrom 指出的成

功模式中，管理的機制和權威，則是資源使用者社群在日常實做過程中，由使用

者彼此合意、因地制宜地發展而成的集體管理機制。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從

Ostrom 的研究看來，縱使公共資源沒有以私有產權形成他人使用上的排除性，

但仍然必須清楚的界定公共資源的範圍、使用成員的身份認定、從而才能有明確

的使用規範、監控的制度等等（Ostrom 1990），也就是說，使用者社群的形成

或存在，是不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二、集體行動邏輯的理論辯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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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述 Ostrom 所言，成功的治理模式必須重視使用者，但是何以公共資

源的使用者會關注彼此需求、甚至能「因地制宜地發展出集體管理機制」呢？有

什麼樣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Ostrom 研究有幾個基本假設，第一，

從資源使用者社群的角度來看，所有使用公共資源規範的形成，都必然有一個集

體行動的過程和團體動力的部分需要加以考量，而集體行動的邏輯究竟為何？引

發行動的團體動力機制有是什麼？必須進一步考察；第二，這也提醒了我們，對

於規範公共資源的使用的制度，必須從不同層次加以考量，如 Ostrom 所言，在

使用公共資源的社群一端發生作用的規則（working rule），不能等同於形式上

的立法（Ostrom 1990）。就此而言，我們很難從純粹的法律制度去分析、推論

該法令對公共資源產生的影響。透過「描述」具體實做情境中，各種力量的作用

─包括使用者如何從事集體行動─這正是理解一項公有物如何才能維持、避免耗

竭或低度使用的最好辦法。 
 
然而，細究 Ostrom 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她始終是在理性選擇論的模式

下進行分析（例如她採取搏弈理論的基礎分析架構），因此當她討論起以社群為

單位的公共資源管理模式時，仍然是以物質利益最大化作為行動導向的依據。固

然這樣的分析在論理上可以成立，但其解釋效力引發諸多討論。相對於理性選擇

論的道德經濟論者或強調從情感動力面向分析人類行動的社會理論家就曾直接

批評理性選擇論 ── 人類難道只是精於算計物質利益的動物？如 Collins（2004）
所指出，以成本－效益作為分析基底的理性選擇論，在解釋人類互動上，有以下

三點根本問題，一、 從行為等級來看，人們有太多行為遠遠超脫成本－效益的

判斷，諸如情感動因的行為、利他性的個人犧牲；二、人們的行動經常同時指向

諸多不同領域，然而，若我們同意理性選擇論的分析模式，那麼不同領域間，利

益的公分母又為何？3. 就人們現實的生活的經驗來說，僅僅極少時候是經過縝

密算計，才採取行動。 
 
基於以上三點質疑，Collins 認為，人們之所以會由價值導向的行動，其動

力來自於吾人與所處團體連帶中他人之間的互動儀式，所引發的情感動力。因此，

固然人們追求利益極大化的行動，但利益卻非僅僅只是物質利益算計上的成本－

效益。在日常生活中，尋求團體連帶的情感動力（emotional energy）支持，更經

常是人們行動的「目的」（Collins 2004）。除此之外，Maria Haigh ＆ Thomas Haigh
（2009）也在一篇討論烏克蘭社會的經濟行為模式文章中，採取道德經濟的觀點，

指出了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往往才是決定經濟行為導向的基礎，而非明文的

法律制度或者經濟學原理假定的理性利益算計。 
 
這些對理性選擇論的反駁，可以擴大我們分析公共資源治理的類型。兩者根

本上的差異在於哲學人類學上對「人性論」的不同假定。在舊有的公共資源管理

模式的討論中，基本上假定了人是追求個體利益最大化的私利存有者，因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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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要確認最後藉由公共資源所產生利益之歸屬，「財產權」的釐清都是必要的環

節。即便是 Ostrom 所提出的公共資源集體管理模式，仍然建立在財產權清楚歸

屬於使用者社群的前提下進行。但是，在道德經濟論者或互動儀式鍊論者，卻一

開始就假定人是集體性的動物，「集體利益」或「集體認定的價值」才是行動者

的行動動力來源。是故，公共資源的創造與維護，不必然要建立在（私有）產權

的基礎上，例如，在 Maria Haigh ＆ Thomas Haigh（2009）的文章中所描述，

在烏克蘭即便在轉向資本主義化之後，在法律上明文規定智慧財產權，但真正取

得知配力量的文化習性，卻不認為諸如音樂、軟體、電影等等，應該歸屬於誰的

私有財產，因此，「非法下載」不但在當地被視為理所當然，甚至連學校、網頁

業者，都會主動提供來源給使用者「合法」下載。 
 
除此之外，在我們關於台灣數位典藏徵案團隊的研究中也發現，事實上，確

實存在某些推廣徵案團隊在其數位資源的建置和使用者社群經營上，其理念便不

認為該資源屬於團隊或社群成員所共有，甚至不乏就成本－效益的分析來看，其

經營和行動的邏輯是建立在利他主義的道德觀上，因此，不但財產權的釐清對他

們而言，全然是不必要的多餘環節，甚至，若我們八股地假定人是追求私利最大

化的存有者，因而規範他們必須先釐清產權作為建構數位知識公共資源的必要步

驟，反倒加速該公共資源的耗損。倘若我們要理解其行動的邏輯，乃至討論這些

特殊個案所呈現的公共資源管理模式，我們勢必跳脫理性選擇論的思維，乃至建

立理性選擇論之上的各種公共資源治理模式。不過，這也不是單純地採取道德經

濟或者情感動力論就能妥當的處理本文所欲討論的經驗資料，因為，畢竟本文討

論的經驗資料是環繞在知識公有物建置的課題上進行，而上述關於公有物的辯論，

卻是以物質資源為基礎，因此，我們有必要先進一步澄清，知識公有物與傳統公

有物所面對課題的根本差異。 
 
貳、commons 是什麼？如何治理？研究框架、觀視角度的流變 
一、commons 的名字：從「所有」到「同守」 

 
植基在理性選擇模式上的公共資源治理模式受到批評，而我們該如何設想、

忖度公共資源？這從「如何」（how）回到基本的「是什麼」的提問因著全球化

的變化、相關學術社群興起、學術討論涵納異質經驗、耙梳共同經驗、進一步聚

焦分析，開始轉向。討論治裡的同時，學術社群意識到社群關心的課題、主體已

經無法以過往認知中的「財產」加以描摩、呈現，這一來，「治理」議題尚未得

解，commons 為何這問題也逐漸浮上台面。用詞不只是語藝拿捏；幾十年間，

commons 治理這用語、定義、操作化方向引發學界熱烈辯論，這反映了經驗世

界的變化、公有物的變化。 
 

Harding 於 1968 年發表〈公有物悲劇〉一文之後，學界有關 commons 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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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益形熱烈。van Laerhoven & Ostrom (2007)提到在 Hardin（1968）的公有物悲

劇一文發表之前，學界少有人論及「公有物」、「共同集結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或是「共有財產」(common property)，但是從 1968 到 1985 年，相關

論文漸多。van Laerhoven & Ostrom (2007)在論文中提到，1985 年到 2005 年間，

搜尋網路的結果就有超過一萬筆與 commons 相關的論文在此期間發表。同時，

對此議題關心的現象也有跨領域的特質。除了既有的環境研究之外，政治學、政

策分析研究以及經濟、法學、乃至歷史研究，都展現了對於 commons 這議題的

關心。追溯美國的公有物研究社群建置的起源，可從兩路說起：一派由 Bonnie 
McCay 與 James Acheson 邀集文化與生態研究的學者，於 1983、1984 年討論、

進而結集成《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一書；另一派對於公有物的興趣可

從 1980 年代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成立的共同

資產委員會（Committee on Common Property）以及1985年邀集多領域學者參與、

在美國馬里蘭舉辦的會議說起，會議結果也集結成冊。1989 年美國成立了國際

共同財產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 簡
稱 IASCP）。 

 
2006 年國際共同財產研究學會更名為國際公有物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s）。更名，看起來事小，但是箇中涉及的是

學術研究社群對於 commons 的認識的轉變。2003 年 12 月出版的學會刊物 The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Digest上就有幾位重量級學者針對1989年學會設立之

初所立下的任務宣言（mission statement）提出應該修正、與時俱進的呼籲與分

析。其中，Charlotte Hess 提出早先 IASCP 組織重視的是自然資源的治理管理議

題；這一切起源於開發中國家自然環境隳壞的趨勢。非洲的連年乾旱是當年大家

聚焦的問題所在，但是這並不意味共同財產只限於開發中國家的資源。只因早年

會議以此為題，因此之後的討論多聚焦在自然資源，完全沒有關乎全球、資訊、

都會等任何「新公有物」（New Commons）的討論。就字面而言，「財產」（property） 
這概念的使用也遠多於「共同共有」（pool）這概念的人。在當時，「公有物」

（commons）一詞的確通用；即使沒有具體定義，但是公有物咸指對公共財、文

化遺產、分享資源的公開近用。Hess（2003）在文中提到創會之後接下來的十年

間，屬於新公有物的討論日漸增加，到了 1996 年，全球公有物、資訊公有物、

都市公有物、知識公有物等類屬紛紛成立，新公有物儼然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

2004 年，CPR Digest 討論全球化下對 commons 形成的挑戰，挑戰不同於前，自

我標示的的名號是否隨之而變？這涉及學術社群認同、定位的問題再起。2004
年文摘中的專文來自第十屆 IASCP雙年會會中Erling Berge的演講，他特別提到，

「我們援用的概念是否應該妥善定義、內涵一致性高，而可以具體無誤地越過專

業與文化的疆界，跨領域傳達、溝通呢？」Berge 進一步指出科學語言的意義與

用法往往不靠界定、而是由社群中人經年累月的使用而發展出彼此共識，他接著

說明依照當時社群（IASCP）中各式意見交換（包含論文），「共同財產」這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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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 46 次，「公有物」概念使用上計有 128 次，然而，「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是出現在社群任務宣言中的關鍵語詞，公有物(commons)卻不是。數據

一出，Berge 問題轉為「我們要一個概念指涉、概念範疇沒那麼具體清楚但是包

容性大的概念(fuzzy)？還是要一個有著妥善、具體定義(well defined)的概念呢？」

在 Berge 看來，公有物（commons）這概念好就好在包容性大、來自不同文化的

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早有經驗、可以無礙地指認、兩造得以就此進一步溝通。

反觀「財產」一詞，「財產」帶來什麼樣的意象？他認為這名詞對知此有限但認

定明確的人來說，引發的聯想就是日常生活經驗到的、兩人因結褵而數算、登記

的共有財產（如房舍）之屬。即便進一步觀之，共同財產這概念也有其含混之處，

但是 Berge 指出，本來有關「公有物與財產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ons and 
property）會因為概念名詞的沿用而讓人以為聚焦「共同財產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國際共同財產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簡稱 IASCP）就在上述討論出現兩年後（2006）更名為國際

公有物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s）。公有物的

研究社群在幾近二十年之後，終於決定以涵納性高、邊界模糊的「公有物」一詞

取代過往「所有」意涵強烈的財產一詞。 
 
二、如何認識 commons? 認識（how）與本體(what)的相互為用 
 

學術社群為了發展研究分析公有物、認識公有物的框架也歷時討論。

Oakerson（1986）當年為依然以公共財產為名的共同資源發展出的分析架構

(taxonomic framework)是這類分析框架的經典： 
 

 

 
圖 1 公共財產的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出自 Oakerson(1986),頁 23 
 
 

Oakerson提出了公共財產的幾個特質。圖中的1表示技術物理特質，這包括了一、

消費供給的共與性(jointness of consumption or supply)，指的是大家都可使用、消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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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二、因為本質與科技而產生的財產狀態，使其具有排他性；第三個，也是最

後一個技術、物理特質是不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而這特性包括了這資源的

物理條件、法令規章規範狀態，而這兩者未必一致。圖中的 2 指的是決策安排，

這指的是在公共財產上型塑個人和集體行動選擇的規定。圖中的 3 指的是互動樣

態、公共財產的使用者與決策者的互動模式。Oakerson 特別強調選擇來自於行動

者個人心中對阻礙（也就是成本）以及環境中誘因（也就是收益）的想像，而成

功的互動的模式可以以「互惠」（reciprocity）名之，而互惠不是交換（excahnge）；
差別在於交換是隨交易而生的偶發關係，但是互惠則建立在雙方逐漸可對彼此有

特定期待，這有利於集體行動的建立。圖中的 4 指的是結果，像是效率(efficiency)、
公平（equity）。何以圖中線條的指向性不同？因為公共財產的特質就會直接影響

結果的效率度、公平性，但是決策安排、規定必須經過使用者與決策者的互動，

才會形成特定結果。唯因財產資源本身在物理與技術層面無法被當成公共物而又

必須以公共財產處理之，這時候才需要規則；而規則訂定上，如果使用者社群可

藉由集體行動訂定之，就如此進行，但是若不成功，就尋求外在措施了。這古典

模式中的「互動樣態」這元素可以與前述 Collins（2004）所強調的互動儀式

(interactional ritual)構連。Collins 強調互動儀式包括社會互動、共同關注焦點、

以及共同的情感情緒氣氛（a common emotional mood）等三個關鍵元素（Collins, 
1988；Lawrence, 2004）。而經由互動，成員身份再次獲得確認。Collins 的理論強

調的不僅僅是互動之後對於產創的目的的評估；Collins 強調的是社會學家在乎

的成員身份與社群： 
 
成員身份是互動儀式的產物，互動中行動者共建彼此關係與

類屬邊際（membership boundaries）。在此同時，類屬邊界也

劃定了特殊的互動儀式可為理解、受重視、意義得以交流的

社會空間。 (Lawrence, 2004, 頁 120) 
 
 
Oakerson 之後，2005 年 Ostrom 在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一書

中綜合之前多年她與其他學者的分析，提出體制分析與發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簡稱 IAD）架構；2007 年，Elinor Ostrom 與 Charlotte Hess 在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一書中指出 IAD 的生物物理的

(biophysical)特徵、社群屬性（attributes of the community）、以及應用法則

(rules-in-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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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體制分析與發展架構(IAD)中的生物物理特徵、社群屬性、以及應用法則 
資料出處：Ostrom & Hess, 2007 頁 46 
 

圖 2 中的「行動區域」（The Action Arena）指的是成員在深為物理建置、社

群面向以及規則所影響的情境中做決定，因而產生不同的互動型態與結果的這畛

域。所謂行動，可能發生在操作、集體抉擇、基礎的各層次上，也可能發生在在

地的、區域的、乃至於全球的層次上。Ostrom 與 Hess 在行動區域中特別列出行

動情境（action situations）與行動者（actors），而兩位學者提問人們在什麼樣的

情境下會合作或不合作？分析時要指認特定的參與者以及他們在情境中扮演的

角色。確認他們採取的、不採取的行動為何、有何效果。 
 

有多少控制權？對情境的訊息是否全然知曉？所有行動者都

被告知？為了處理短期兩難狀況而特別決定採行特定行動？

還是尋求長期的、一勞永逸的解藥？有不同的產出嗎？代價

與收穫為何？ （Ostrom & Hess,2007,頁 55） 
 

Ostrom 與 Hess 特別提醒在分析行動情境時，要關注不同參與者動機。以

典藏而言，在學界上傳論文之後，上傳者可能增加了知名度、曝光率、吸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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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援用論文；而開發中國家的研究發表如果借用數位平台，則為其他國家同樣

領域的研究者得知的機率增加。 
 

在解釋圖 2 右方的「互動模式」(Patterns of Interaction)時，Ostrom 與 Hess
以大學裡機構數位典藏的平台為例，提到像是搭便車（free-riding）、誤用(misuse)、
以及未充分使用(underuse)等互動模式。對於互動模式的分析，可由圖中其他「變

項」入手，例如使用者的快速變化？提供者與使用者的比例懸殊？等等。「結果

與產出」（outcomes）部份，作者提到許多分析多自「結果」始，研究分析的人

看到結果的現象因而提問，結果可能是科學公共資產的私有化、開放近用的研究

數位圖書館上線、數位落差與資訊落差等知識公共資產(knowledge commons)的
各式正負面的結果。將結果置於脈絡與情境而後加以分析，分析時援引圖中臚列

的各式面向元素。 
 

圖 2 的「評估標準」（Evaluative Criteria）具體而微地點出了治理公有物的目

標。以知識公有物為例，圖 2 作者舉出了六個標準（2007,頁 62）： 
（1） 知識增加：典藏是否引導更多的知識產生、儲存與分享； 
（2） 永續與保存：持續監督、經常性的重新評估當前作法與標準； 
（3） 參與標準：針對該社群所制訂的「參與」定義與參與標準； 
（4） 經濟效能：典藏保存的成本與收穫； 
（5） 所勞與所獲的均衡、能力分級付費； 
（6） 再分配的平等要求：資源及於較窮困、無力償付的社群 
 

公有物的永續與擴展是相關社群所繫所念，而評估標準中的「均衡」、「平等」，

證諸之前有關理性選擇與互動儀式的對話，這是定於一尊絕對價值還是由各社群

社會的文化（成員互動、情感經驗）撐持、決定？在針對公有物的不同理論的對

話中可見端倪。 
 

三、公有物存續（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mmons）的探討：不同理論交鋒 
 

van Laerhoven & Ostrom 在 2007 年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的創刊號專文〈公有物研究的傳統與趨勢〉中說到公有物研究近期的趨勢與變化 
── 研究者提出了三個過往未曾多加注意但是他們認為影響公有物存續甚深的

元素，分別是複雜度（complexity）、不確定性（uncertainty）、以及體制（institutions）。
公有物的研究對於永續、存續(sustainability)的關注殆無疑義，但是學界看重的是

什麼樣的存續呢？複雜度、不確定性、與體制強調的是要論存續，研究者、分析

者在看待公有物脈絡時不能忽略了生態系統的複雜性（the ecological system itself, 
the atmosphere, climate systems, etc.）、社會體系的複雜性、以及生態系統與社會

系統的互動，而這些系統有高度不確定性、不可預測性，也因此，機構建制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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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要有彈性；但是，選擇一多，個人的結果會受到他人行動影響，這一來，浮現

而生的社會系統就更充滿了不確定性。 
 
公有物治理的討論都以永續為目標，但是永續是什麼？永續絕非在網路上、

有了硬體，就可推廣、傳承。公有物研究的個案中，自然界資源因為竭澤而漁終

至枯竭的情況所在多有。一如 Berkes(2008)所言，過往分析公有地，習自社區角

度觀之，但是社區只不過是多層次的世界中的一層；公有地的治理涉及不同層級

的互動形成的網絡。要論公有物，從社區、區域（regional）、到國際(international)，
都有得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原在一地一社區建立起來的規則，放到區域、乃至

國際，就絕不適用了 
 

Ostrom 在 1990 年的 Governing the Commons 一書中指陳的團體大小、同質

性、損益分散機制、堅守機制以及清楚具體的資源系統邊界範圍，就代表了當時

對公有物治理的想像。之後的相關研究社群處理公有物治理議題上，多從各地、

涉及各種層級範疇的各種公有物治理個案中，統整出原則。幾點值得注意：一、

多層次（multi-level）治理要能有效因應動態的、跨規模（scale）、跨政治管轄範

圍的公有物狀態；第二，個案所顯示的治理形式、功能的變化，以及因之指出的

治理變化，在在都深植於歷史、社會政治與機構經驗之中(Armitage, 2008, p. 14) 
 

而論機構治理，共同治理（co-management）這型態不只包含了對於國家、

資源使用者的想像、設計，同時也包含了對於市民社會的設計（configurations）
(Berkes, et al., 1991) 
 

有關公有物的研究逐漸結合注意到多層次公有物治理的學說、理論。開始

與傳統公有物治理理論對話的學門學派多了起來。韌性理論（resilience theory）
為其一。針對生態的變化，生態學者 Holling（1973）整合了系統理論與生態學，

發展出一個有關變化的理論。他認為新生態學強調社群的多變性、空間的異質性

以及非線性的因果關係（nonlinear causation）；他先從生態學中兩個概念 ──「穩

定」與「韌性」（resilience）── 出發，進一步深鑿描述生態系統遭遇自然或人

為干擾後的變化、瞭解系統是否能自我修復、自我組織，經由適應與學習而仍能

在變化中存活、永續。所謂系統，指的是人與自然交互作用下的環境系統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像是被週期性砍伐的森林等；穩定指的是系統能維

持均衡的能耐，而韌性指的是系統面對挑戰時的行為樣態、系統結構。Holling
的理論對於治理而言，重要性不在於如何唯產出（output）是尚、不在於控制變

化；理論概念重要之處在於管理社會生態體系的能力使其得以在變化處處、無可

預期的環境中，因應變化。與時俱進，而非力抗變化，要能及此，韌性，指的不

是系統「多快」能「恢復」均衡、恢復均衡的「速度」若干，而對於所謂的「干

擾」（disturbance）也不同於過往傳統生態學，Holling 強調干擾不是一樁破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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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事件；干擾是系統運作的一部份，干擾已經被整合進系統觀了（就像是生態

中人看待氣候變化時，不再視之為突發、偶然；重要的是如何與之共處）。治理

必須是有適應能力的、多層次的、而且注重學習（learning）的。總之，「許多

系統可能很不穩定（unstable），但卻相當有韌性（highly resilient）」（Neumann, 
2005, 63 頁）。總的來說，Holling 認為成長、生長(growth)逐步、漸次發生，過

程中，蓄積了潛力，但系統的脆弱度（vulnerability）也同時增加；結構擴張，

複雜度提高、脆弱性就也增加了。被視為是系統一部份的變化不時出現，系統與

之共存、共舞。從這角度看來，甚至可說唯有當過往被視為是「外力」的變化出

現了，系統成長因之出現變化時，更得以確認「系統正運行」；不穩定、不可預

知、不確定性高，在在都是運行中的系統的明證。這種時候，重新組織、創新的

可能性、空間也才出現。「未來，靠的不是長期規劃 long-term plans」，而是經

由實驗（experiments）勾勒，呼之欲出」（Holling, 2003，頁 xvi）。 
 
但是所謂的韌性是一個規範性的概念（Armitage, 2008）,因此，要論韌性，

更重要的是在一個多變、演化多端、互動難預期的真實世界中檢視。Li(2006,引
自 Armitage, 2008)就曾指出所謂韌性，指涉的多為預防性、規範性(prescribed)的
價值，而這些原則被在一點兒都無陳規可供持守（non-technical process）的自然

環境中，當成技術性原則（technical）看待(Armitage, 2008, 頁 18)。而 Anderies et 
al. (2006)更直接指出，即令相關理論談得再多，學者們對於在治理上該怎麼安排

才能將管理韌性的能量發揮到極致也還是難以以一系統性的方式解釋。一再地強

調脈絡（context），但是概念上關注的是個別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s）、

集體中各別理性的行動者，這自然而然就消解了對脈絡的掌握了（McCay, 
2002）。 

 
Armitage (2008)整理針對公有物的理論概念交鋒時，繼而提出政治生態學

(political ecology)這批判性的理論。Holling(2003)在 Navigating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Complexity and Change 一書的前言中仍論韌性，

但已經指出歷史作用力、脈絡中協商的多端勢力作為，而 Neumann(2005)的
Making Political Ecology 一書更直接指出政治生態學的打造過程與重要性。 如前

述，韌性理論是規範性理論，雖然理論以自然代替干擾、不穩定代替均衡、韌性

代替控制，但是規範性的宣稱少了對脈絡的解析（或是如何處理脈絡？）、對權

力運作的關注。 
 
對政治生態學的批評不少──有人認為政治生態學批判性強，但少針對生態

系統的糾結提出解決良方；有人認為政治生態學對生態著墨少、分析政治著力深，

應正名為生態政治學(Armitage, 2008), 但是政治生態學在公有物的研究上影響

日熾，而其對於權力運作的解析、對於言說秩序的重視，為觀察公有物系統的互

動場域提供重要切入點。生物物理與社會科學兩個關注人與環境互動的領域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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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都因為理論、焦點的轉移，注意到了過往各自領域少留意的人與脈絡；政治生

態學逐漸成為獨立的理論（Neumann,2005）。政治生態學不同於韌性理論的規

範性本質，政治生態學植基於建構論典範之上，採批判立場，探看生態系統採行

的治理機制背後的知識依據──注重知識架構如何合理化、合法化過程中不同使

用者、行動者所扮演承擔的角色、功能。也就是說，韌性理論看重規範性的治理

價值，而政治生態學看重的除了實際實作之外，更注意當時有著什麼樣的說法支

持特定的治理價值。舉例而言，有關科學的論述、現代化的論述、有關系統內外

特定族群與使用的關係的論述等等，可能就是治理者採行某種治理機制的依據，

因此政治生態學主張分析、探看類此的論述、言說（Armitage, 2008）看重說法、

看重行動依據的道理，進一步注意箇中權力運作的軌跡。政治生態學學者重視權

力差異分殊在公有物系統中的影響。而這並非偶發(contingent)，因此，在此之先

的歷史軌跡也是政治生態學注意之處。 
 
總的來說，在韌性理論與政治生態理論對話中，有幾點關乎多層次世界中

公有物的治理與永續的提醒（Armitage,2008）：一，規範原則（不確定、不可預

知取控制、均衡）固然重要，但是 Armitage 強調「誰對於什麼步驟該遵守這事

上做了什麼決定、誰因而得以近用、而誰又因而得利，這每一樣都很重要」（頁

25）。從建構論的角度觀之，生態系統中的問題、知識、價值由誰、如何被型塑、

確認、什麼人（群體）在近用公有物上被安置在什麼位置、為什麼、說法為何，

這些都很重要。而從這角度要論如何改進公有物治理、永續，就要從思辯審議

(deliberative)的過程論起了。二，在審視治理、永續時要採取跨領域的研究方法，

但是跨領域的研究在認識論與本體論上未必能對話、融通，因此學術社群要開展

平台、機會；第三與第四點強調的則是跨領域研究方法、實證研究進行之後，針

對特別的體制機構治理形式更要能深入紀錄、呈現，俾以展現互動過程，而非只

各別元素。 
 
參、知識公有物(knowledge commons)：能與不能、是與不是  

 
在「壹」中，我們論及使用者社群的形成、存在的重要性，也藉由 Collins 

（2004）的理論、實證研究個案結果指出在公共財產的思考上，除了所植基的理

性選擇所揭櫫的個人動機之外，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往往才是決定經濟行為

導向的基礎。在「貳」中，我們看到以美國為主的、持續關注公共財產（common 
property）或共有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的學術社群如何為 commons 正名、

公有物如何成為學術研究、社會運動社群建立行動認同、研究標的的關鍵詞。同

時，學界幾十年間看待公共財產、看待公有物體制分析的模式中對互動的界定與

意義，引發我們進而思考從新舊生態理論、韌性理論、政治生態學等角度分析公

有物的社會的、經濟的、與生態學的各種角度。在進一步分析數位典藏計劃下文

物資產的永續、發展、傳散之前，我們經由 Ostrom 與相關學者對於知識公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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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希望修正我們對在網際網路上存而不藏的數位典藏公有物以及相關社群

的觀視方法，好進行實際分析、觀察。 
 
一、「知識公有物」概念的出現、概念指涉上的問題 

 
在公有地悲劇的相關討論中，Heller 也曾討論了智慧財產權（所涉及的是知

識公共財），但前述有關公共財的討論，多半仍以實體物質對象為主，因此，在

我們展開對知識公共財、知識公有物的討論之前，有必須先釐清知識公有物的特

殊性。 
 
David Brin 在 1995 年的文章中指出網際網路之為一種 commons 的道理。

在當時，網際網路乍起方興的階段，Brin 引用「無人控制、掌握網際網路」這有

關「公共所有，不排拒他人使用、眾人共有」的原則，引用英語這語言、文化為

比方，指認網際網路就是公有物。相較於 Brin 在 1995 年的宣稱，Hofmokl 在
2008 年 IASC 雙年會會議上發表的論文 The Internet Commons 重提 Hess 在 2000
年 IASC 年會上的呼籲，認為當時有關公有物的研究難以掌握、反映網際網路公

有物的特質、經驗，而 Hofmokl 自己在論文中分從硬體、軟體、以及資訊內容

的層面論述現下公有物的變化。他認為以網際網路公有物的多樣，要以單一的理

論框架來涵括網路公有物的形形色色，不是好方法。Hess( 2008)以新公有物（New 
Commons）一詞指稱近期演化出現或已被認可是公有物的各種類型的共享資源，

而這些公有物沒有預先存在的規則或明確的制度安排。Hess 說到，公有物的研

究由來日久，但是直到 1995 年，相關學會才正式開研討會討論非自然資源的公

有物，時至今日，以新公有物視之的對象包括了像是街道、人行道、城市公園等。

資源未必是新的，重點是觀看公有物的眼光不同於前、想法變了。有關新公有物

的思考與大環境的變遷有關。新公有物的相關論理、思考的發展是種對於商品化、

私有化、公司化、脫韁的全球化與漠視這一切發生進行的政府、跨國國際組織的

反制、抗聲。Hess 指出，全球遊走、行動的電子網民發展出了新的自我治理、

合作機制與集體行動的形式，不定於一尊，也仍在演化變化中。Hess 的分析中

就將知識公有物與文化公有物鄰里公有物(neighborhood commons)等並列，而

Hess 的兩個對新公有物的提問自然也針對知識公有物而發：公有物如何在人們

的行動中發起、成形？什麼是促使觸發人們指稱一項資源為公有物的關鍵？回顧

Ostrom 與 Hess 對知識公有物的形構定義，或可回答這問題。 
 

Ostrom 和 Hess 認為，過去學者研究傳統自然公共資源時，經常借用區分資

源系統（resource system）和資源單位（resource unit）這樣的概念來進行研究（例

如取自大海的漁群之於魚獲），但這種區分對於知識公有物的特性而言，並不合

宜，因為在自然資源中，作為公共資源的，無論是資源系統或資源單位都是屬於

非人的對象。但是在知識公有物中，其中一項作為公共「資源」的，卻包含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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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慧」本身。因此，一如圖 2 所示，兩位學者以設施（facilities）、作品/
物件（artifacts）、觀念/理念（ideas）三個部分來確定知識公有物的討論對象和範

疇。觀念指的是未被具體化再現出來、不可觸摸的心思，或者說任何一個被具體

化呈現出來的知識表象所要承載抽象理念，而「作品」則是具體化的心思，使之

成為考感知、可觸摸的對象。至於「設施」指的則是承載作品的容器，使作品成

為可被獲得之物的地方（Ostrom & Hess 2007: 47-48）。Ostrom 和 Hess 這一分疏，

有助於我們理解西方知識公共財所真正要處理的對象，及其可能內在矛盾。他們

的區分凸顯了知識公共財的構成，至少必須包括三個環節，如圖 2 左欄所示： 
 

「物理建置特質」（Bi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指的是資源的大小、藏地、

範圍、以及豐富與否，而科技的變化會影響資源的穩定（就像是電鋸的發明就使

得森林中林木資源變化陡增），這特質包括了： 
--設置（facilities）:保存物件而讓人人可得而用之，像是圖書館。數位化促使物

件更不致有排他性； 
--物件（artifacts）:理念的具體再現、實在物，像是文章、研究筆記、書籍地圖、

資料庫等。數位化之後可以是多媒體的形式； 
--理念（ideas）：數學公式、科學通則、文法等等； 
 

「社群面向」(Attributes of the Community)：當在論公共資產時，通常大家

指稱的都是典藏物，但是研究發現（Levine,2007），所謂的資產常常正是「社群」！

「社群面向」包含三類： 
-- 使用者（users）：使用數位資訊的人 
-- 供給者（providers）：提供內容、典藏的軟硬體、基礎建置的人； 
-- 政策制訂者（policymakers）:可以是向圖書館委員會這樣的自願自治的自己人

組成的群體、也可以是像倡議 Open Archives 這樣的組織團體。 
 

圖 2 的「習用規則」（Rules-in-Use）：社群包括了各式各樣的治理、規則、

教育與其他傳遞價值與規範的活動；不論價值是否為社群成員所共享或因有爭議

而始終未能定於一尊，習用規則對於公共資產的建立與運用都有很大影響.。科

技的更迭也會影響習用規則的層次變化──過往本在基礎層次上討論產生的決定，

現在可能經由集體選擇而產生：其下包括了 
 
--基礎層次（constitutional）:決定誰可以、必須（或絕不能）參與集體決策。 
 
--集體選擇層次（collective-choice）:成員們互動以對於操作訂出規則； 
 
--操作層次(operational)：像是典藏時什麼東西可以直接上傳、如何上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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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 與 Ostrom 的這架構以其聚焦的對象而言，固然已自傳統的公有物概念

進入新公有物範疇，然而，就這架構以及自架構衍生的、回覆 Hess 針對新公有

物提出的兩個問題 ──公有物如何在人們的行動中成形、什麼是促使觸發人們指

稱一項資源為公有物的關鍵──的答案，若從韌性理論與政治生態學理論檢視，

則有可深掘之處，而針對知識公有物概念的深掘，可進一步發展、修正我們將援

引觀察數位典藏文物資源公有物的框架。 
 
Hess 與 Ostrom 首論的生物物理特質包含了智思的內容，從而將此智思具體

化呈現的作品，最後是使這些作品存放在一個可以公共取用的之處。然而，非形

於外的「觀念」，包括私人內心世界的感受、想法，它既無法被公共使用，也無

法透過法律加以保障或限制；內心的想法必須等到以具體方式呈現為特定作品之

後，才能成為他人可以捕捉的對象，也才能是法律權利（諸如著作權）可以發生

作用的對象。而「設施」則決定這一作品在多大程度上可以作為一項公共資源的

物理限制。 
 
Hess 與 Ostrom 強調像是數學公式、觀念理念語言文法之類的觀念理念不在

著作權的保護之列，他們屬於公共領域。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釐清知識公共財

的討論範圍。純粹的觀念並不作為知識公共財的範疇，但是確實是公有物；資訊、

作品和設施才是構成現今智財權典範下的知識公共財之屬，或者說，才是知識公

共財所要討論的對象。但是，如從韌性理論、政治生態學理論觀之，社會、文化、

乃至於言說、仗理直言的「理」更是應該探看的對象；將「知識」轉化為具體存

在樣態進而討論「知識作為一種公共財」的討論取向，背後的文化邏輯值得深究。

假如我們同意上一節所討論，西方學術主流對於 Commons 的想像，仍然是將其

作為一種所有權歸屬清楚的財產來面對，因此所謂的共有，不過是指使用上開放

進用的程度問題；那麼似乎不難理解，在意識到全球化、商品化的勢力發展的同

時，Ostrom 和 Hess 的轉進策略仍然是將知識先轉化成可以把握的物理對象，乃

至於使其成為可以清楚劃定所有權的狀態，才進而討論開方使用的課題。但這樣

一來，問題似乎更複雜了，我們勢必得進一步回到知識作為一項財產這種文化觀

開始，來了解 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究竟在對抗什麼。 

 

二、對「知識公有物」概念在公有物運動上進退的批判分析 
 

我們對晚近西方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的理解，勢必得先回到西方社會

將知識視為一種財產的歷史脈絡來看。 

 

可以這麼說，Knowledge Commons 主要挑戰了三種西方社會將知識視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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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法律意義上）財產進而加以壟斷的文化模式：「原始資料的佔有」、「詮釋權

的佔有」和「作品版權的佔有」。典型的例子是，像是前述 Heller（1998）所指

出，美國生物醫學界的生物基因解碼的發展，各個研究單位以各式法律權利的規

範，壟斷了特定片段基因解碼工程；或者像是人文學科中，常見以各種「專家」

之名，強調對特定文化事物的專業正解；出版社對作品版權的主張更已然今日社

會眾人視為理所當然的事，「知識」藉由出版脫離作為公共領域的共享觀念，人

們必須「付費」，才能合法複製、流傳「相同的」知識內容。 

 

知識公有物的運動無疑是從質疑這種知識財產觀而生，各種不同的作法

（Creative Commons、Open Access 或者 Wiki），分別在不同程度上挑戰了上述

三種不同的知識產權的壟斷現象。但是，倘若我們仔細思考這些知識公有物的運

動路線，雖然直觀上可以說挑戰了知識產權的壟斷現象，卻不見得在基底上挑戰

了「知識私有化」的現象。為理解這個層面，我們可以藉由區分公共知識和知識

公有物來加以理解。理想上來看，公共知識意謂著知識是人類共享的智慧，它沒

有、也不需要強調特定的作者以為持有者，我們或許會紀念何人作為該觀念或想

法的首倡者，卻頂多將其視為一個導引人們發現該共享智慧的路徑，而不將該「知

識」視為他的創作或發現，因而更不會是其財產。例如繪畫，或許某畫家創造了

特殊畫法，但並非該創作之手法為其專屬；在傳統漢文化中的書法或繪畫，更是

可以任意由他人臨摹，文學作品亦然，徵引作者並不為引述原文的必要條件，人

們更可以任意的改做、徵用原文論點或模擬寫作手法。諸如此類的狀況，我們稱

之為公共知識，作者既不作為知識的擁有者，自然也沒有在多大程度上放棄權利

之聲明的必要。然而，反觀知識公有物，卻不盡然如此，在多數知識公有物的運

動中，首先仍以作者作為知識擁有者為認識的基礎，進一步主張不同程度的權利

放棄（或開放）的狀態。比方以 CC 創用（Creative Commons）來說，就包含

了六種可能的權利主張模式。至於開放近用（Open Acess），如 Suber,（2007）
所指出，亦非完全放棄作者的權利，僅僅只是放棄智慧財產權規範中的特定權利，

例如版權，提供給讀者免費的非商業使用。至於 wiki 的作法，則較接近 public 
knowledge 的理念。 

 

換言之，諸如以 Creative Commons 和 Open Acess 作為 Knowledge 
Commons 的主張中，在其以作者作為決定作品權利開放狀態的最後一道防線的

態度中，可以說，仍然是建基在知識私有財產化的西方文明想像中。因而我們可

以看到，在 Creative Commons 和 Open Acess 的討論中，經常出現的論點，仍

舊是以開放知識進用權可以提升作者個人利益的極大化的思維進行，例如 Suber
（2007）提出各種理由，說明 Open Acess 將增加作品閱讀、引用率乃至提高作

者能見度和學術聲望的效果。就這一部分而言，其思維的原點，仍舊是作為作品

所有人之作者，在面對「知識」這一項特殊的「所有物」（勞動產品）時，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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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什麼樣的「流通方式」，可以獲致利益的最大化，乃至累積作者個人資本；只

是，這個利益（資本）不再是直線性、單純的物質利益（資本），還包括了現代

社會分化下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個人利益」仍然是最後的「阿基米得點」。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國外既有文獻對 Knowledge Commons 的討論，多半仍依

循傳統 Commons 的討論路徑，以理性選擇論作為討論的起點或對話的對象。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說，這是西方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中潛在的內在

矛盾，一方面，期待提升知識公共化的程度，另一方面，卻又堅持既有知識私有

化的文化模式，以個體化利益的提高作為行動誘因。就此而言，如 Creative 
Commons 和 Open Acess 的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仍然不過在知識私有產

權化的基礎上，考量接近公共知識的可能，而非在整個知識觀的想像上，放棄知

識作為私有財的文化模式，重建非個體利益為基礎的公共知識典範。 

 

當然，這不是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的全部。在某些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的企圖中，卻又希望創造知識跨領域的充分交流和使用，例如

Creative Commons 的理念之一，便在於此。然而，可以理解的是，上述關於提

高知識進用率以累積作者個人文化資本、象徵資本的意義，必須在垂直的權力場

域中才有意義，比方一位人類學學者，其作品只有在相同（近）學術領域中被引

用、討論，對其學術聲望的積累才是有意義，如果其作品被廣泛徵引到社會運動

等等其他場域，對其在學術界的文化或象徵資本的積累來說，不見得有價值，甚

至有所衝突。這也就是上述 Knowledge Commons 運動中內含的可能矛盾之一。

姑且不論這一矛盾如何調和的問題，但至少，這一矛盾的指出，便提醒了我們，

必須注意到， 當 Knowledge Commons 強調跨領域的創用時，他將面臨另一個

問題，即，「知識」並非擺放在一個可以自由閱讀、平台上時，便能有效。一個

顯而易見的例子是，縱使是免費的學術資源，學術目的以外的使用仍然是少數。

換言之，如果要打破現在社會知識分化的疆界，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就

勢必同時包含重建知識社群的「推廣」任務，而在知識社群的建立與使用推廣中，

Knowledge Commons 的運動將更朝向 Public Knowledge 邁進，因而，也將凸顯

單僅從個人利益為基礎的理性選擇論，或者是堅持知識作為私有產權的文化模式，

不足之處。也就是說，從韌性理論與政治生態學的角度視之，原本強調個人誘因

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s)的說法、道理必須轉向、認真誠懇地轉向以群體、以共

創文化的群體為念，而此同時，我們的討論也將從純粹討論知識管理的層次，躍

升到「公共知識社群」或「知識共享社群」的集體行動邏輯的討論，像是從互動

儀式聚焦看待知識社群內在情感動力的發生、發展、與持續。 

 

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之可為公有物建置、規則律令上的基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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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選擇與實踐，本來具有在行動互動中召喚不同集體、社群的可能性，但是以認

識知識公有物的架構觀之、以對應於公有物理論討論的政治生態學角度觀之，對

於知識公有物形成，公有物研究的學者提出了好問題（公有物如何在人們的行動

中成形、什麼是促使觸發人們指稱一項資源為公有物的關鍵），但是就回覆問題

而言，晚近有關公共資源討論的不同路數的匯流、對話，例如有關權力的剖析、

言說秩序的看重歷史傳統(historical legacy)的深鑿或可帶路，填補這個缺塊。 

 

在我們的相關的田野調查、深度訪談中，數位典藏推廣各式文物資產、不同

生命經驗的團隊、社群也不乏對「知識作為一種公共財」抱持、實踐全然不同的

理念的群體；對部分徵案團隊而言，他們如同主流看法，論及公有物，從所有權

的角度出發，而希望開闊、釋出所有權；究其實，是一種採取「使用權開放進用，

終至彼此共有、認知到彼此（關係）」的路徑。不同於此，也同時有立基於社群

過往共同記憶、情感動力而從「公共知識」（public knowledge）來想像「知識公

有物」的案例。不同想像，對於原本將知識作為一種私有財的挑戰層次也就全然

不同，其所開展出來的使用者的態度乃至「知識公有物」管理模式的策略也就全

然相異。 

 
肆、代結語：知識公有物(knowledge commons)的能與不能、是與不是  
 

本論文「壹」中論及使用者社群的形成、存在的重要性，也藉由 Collins （2004）
的理論、實證研究個案結果指出在公共財產的思考上，除了所植基的理性選擇所

揭櫫的個人動機之外，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往往才是決定經濟行為導向的基

礎。在「貳」中，我們看到以美國為主的、持續關注公共財產（common property）
或共有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的學術社群如何為 commons 正名、公有物如

何成為學術研究、社會運動社群建立行動認同、研究標的的關鍵詞。同時，學界

幾十年間看待公共財產、看待公有物體制分析的模式中對互動的界定與意義，引

發我們進而思考從新舊生態理論、韌性理論、政治生態學等角度分析公有物的社

會的、經濟的、與生態學的各種角度。晚近的相關討論改變了對於系統、變化(「干

擾」)、預期結果與控制、穩定與不穩定、乃至於韌性、存續的看法、實踐方式。

而在提出不同於古典生態理論的規範之外，政治生態學看重權力的流動、役使，

以及展現在外、召喚行動的理念說法、行動腳本，這使得有關資源、公有物的研

究與分析從條分縷析但怎麼端詳卻竟也是霧裡看花般看不清互動、過程的公有物

分析有了可依循的前路。但是回頭審視公有物、知識公有物的概念架構發展，學

術社群的跨國跨領域發展、自省、與時俱進的聚焦對象與議題更迭，步子裡卻總

還是有依循古典理性選擇理論的軌跡。多方理論對話，為的是找出看待治理的架

構、掌握永續推展的方法；我們藉由審視公有物、知識公有物，希望在「系統內」

激起思考上的變化，希望「干擾」之大，可以與創用 CC 共創彼所想像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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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個未必只植基在理性選擇上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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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 

本計畫於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領域中，著重於「準社會

互動」（Para social interaction, PSI）與「意義建構」（sense making）之理論建構。

除了使用者理論上之回顧與統整外，更進一步探討如何「有效」地搜集使用者之

互動經驗與意義，試圖超越傳統認知典範，了解使用者如何產生感動、愉悅、沉

浸或沮喪等「情感」（feeling）經驗，建立起「全觀」（holistic）取徑的意義與情

感建構理路。準此，本計畫採行質性研究方法（包括了意義建構、使用者日誌），

深入理解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準社會互動經驗。尤其，在使用者的準社互動行為

當中，不僅是被動的科技接收者，往往也會對科技物賦予個人的意義，而此種使

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將是影響準社會互動經驗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計

畫進一步提問：網路使用者如何賦予網路資源獨特「意義」與「價值」？在實踐

的典範之中，動態全觀的準社會互動理論如何重新打造？ 
 
為了深入理解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本計畫認為質性的研究方法不

容或缺，尤其是以日常生活脈絡研究為主的「網路民族誌」（internet ethnography）、
「使用者日誌」（user diary） 及「放聲思考」（think aloud）等網路調查方式。其

中，網路民族誌研究方法上曠日費時，放聲思考研究也未能適切捕捉使用者的日

常生活。因此，本年度的使用者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的「使用者日誌」與「深

入訪談」法，進行使用者意義共構與準社會互動經驗研究。本研究在網路日誌執

行中，一共邀請了 13 位受訪者參與測試，總共提供了 193 篇網路日誌。 
 
然而經由實際研究操作觀察後，本計畫發現，個案團隊之互動與協同合作意

義建構過程中，無論在「介面」、「內容」、「意義」、以及「回應」等任務過程，

皆出現各式非預期因素、碎裂化，甚至流程逆轉的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基於單

一個案的深度描繪，恐無助於應對真實世界中協同合作樣態之多樣性回應，因此，

本研究持續針對「意義建構方法論協助我們看到了什麼？」以及「意義建構作為

意見座標指引」等兩個面向於計畫展延期間持續進行分析討論。最終，本領域之

研究一共產出兩篇文章，一為〈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理論〉發

表於「2010 年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另一

為〈實踐典範之使用者與使用經驗研究：以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的使用者為例〉

發表於「2010 中華傳播學會年會暨第四屆數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 文獻回顧 

本子計畫於 98 年著重於「準社會互動」（Para social interaction, PSI）與「意

義建構」（sense making）之理論建構。除了使用者理論上之回顧與統整外，更進

一步探討如何「有效」地搜集使用者之互動經驗與意義，試圖超越傳統認知典範，

了解使用者如何產生感動、愉悅、沉浸或沮喪等「情感」（feeling）經驗，建立

起「全觀」（holistic）取徑的意義與情感建構理路。 
 
本計畫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即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包括了意義建構、使用者日

誌），深入理解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準社會互動經驗。尤其，在使用者的準社互

動行為當中，不僅是被動的科技接收者，往往也會對科技物賦予個人的意義，而

此種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將是影響準社會互動經驗的重要因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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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提問：網路使用者如何賦予網路資源獨特「意義」與「價值」？在

實踐的典範之中，動態全觀的準社會互動理論如何重新打造？ 
 
此外，本研究以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所建製的網路資源，為

本次研究的核心個案。選擇該個案的主要目的，一則該計畫為國內最重要的非商

業網路資源建制團隊，其提供的服務與平台亦非常豐富；二則，該計畫從 92 年

執行迄今，從內容的建制到社會文化的推廣不遺餘力，近年來也以使用者為導向

進行入口網站的改良與優化。最後，以各式各樣的使用者為考量，也應該是國家

型計畫最需要重視的命題，因為該計畫的資源是取之於公眾資產（包括藏品、歷

史、地理、人文、生態等），也應該回饋給全民共享。因此，本研究以該個案為

核心，試圖探問：在數典成果入口網站上，使用者如何接收訊息、賦予意義，形

成有意義的資訊搜尋行為？ 
 
透過以上二個主要的問題意義，本計畫之研究方向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

動聚焦於：（一）使用者與使用經驗理論探討；（二）實踐取徑與使用者方法論；

（三）合作式意義建構。茲分述如下： 
 
◎使用者與使用經驗理論探討 
 

過去本計畫在網路資源之使用者研究，曾以大規模的網路問卷調查，勾勒出

使用者與各類網站在「認知面」（knowing）、「情感面」（Feeling）與「體驗面」

（doing）之「準社會互動經驗」（para-social interaction）。而該研究取徑與研究

資料，受限於虛擬空間與研究方法囿限，僅能將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予以切割

成三個構面，分別探究不同構面對使用者與科技物的「共構關係」

（co-construction）。 
 
然而，在晚近幾年向實踐轉的思潮中，也將資訊處理典範的認識論，轉向了

實踐典範的認識論。例如 Stern（2003） 指出向實踐轉的主要特點為關注「意義

的整體論」（holism about meaning）與「特定的情境脈絡」（particular practices and 
the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他借 Dreyfus 的觀點將向實踐轉的取徑

區分為「理論整體論」（theoretical holism）與「實踐整體論」（practical holism）。

進一步，Stern（2003）認為實踐理論還要追溯到 Wittgenstein 與 Heidgger 等的著

作，他們提出了「應對技巧」（coping skill）與「背景應對」（background coping）、
「生活型式」（life form）、「存在於世」（being in the world）、「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等，都是向實踐轉中的重要概念。 

 
此外，近年來在體會之知方面的論述認為，認知思考的中心不僅在腦袋裡，

而必須以身體（包括情境）做為認知研究的切入點。例如，Goldman, A., & de 
Vignemont, F. (2009)認為，體會之知的概念往往相對於傳統的認知典範（將人腦

比喻為電腦，將身體喻為電腦配件），他們認為身體（包括情境）不僅是心智運

作的結果或輸出裝置，而應該反過來將身體視為認知運作的中心，以認知者對自

己身體感受進行探討，重新思考經驗現象與身體間的關係。因此，在科技物、情

境和使用者之間，是由人物所共同產生的一種關係。 
 
而這種體會之知和在過去使用者研究所提出的體驗面有和不同？過去，在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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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動理論中，本研究僅將體驗面純粹定義為感官與身體的經驗。在這種看法

之下，將體驗視為一種感官可以經驗到的事物，也就是在康德以降的經驗主義

（empirical）傳統上思考，透過感官可以接收到的訊息與活動，視為是體驗面主

要的概念核心。因此，當代的使用者研究，不能僅僅將體驗視為感官與身體的經

驗而已，而應該再向體會之知與分散智能的概念下轉。因為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

互動，不僅只停留於感官與型式之中，而是形成了一種共享的「存有狀態」（Being），
也就是一種體會之知所強調的「身、心、靈」合一的境界。因此，本文認為，準

社會互動中的體驗，不僅是感官和身體的延伸，而是一種「整體的經驗」（holistic 
experience）與「動態的意義建構」（dynamic sense-making） 過程。質此，本計

畫 98 年度之使用者經驗研究，將嘗試質性及實踐取向的使用者研究方法與方法

論，試圖彌補量化研究上的缺憾。 
 
◎實踐取徑與使用者方法論 
 

為了深入理解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本研究認為質性的研究方法不

容或缺，尤其是以日常生活脈絡研究為主的「網路民族誌」（internet ethnography）
21、「使用者日誌」（user diary）22及「放聲思考」（think aloud）等網路調查方式。 

 
其中，網路民族誌研究方法上曠日費時，放聲思考研究也未能適切捕捉使用

者的日常生活。因此，本年度的使用者研究，將嘗試以質性研究為主的「使用者

日誌」與「深入訪談」法，進行使用者意義共構與準社會互動經驗研究。 
 
而網路使用者日誌的特點是，能協助研究者了解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從這些

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經驗，搜集使用者日常狀態中的社會、心理、生理的「經驗流」

（ongoing experiences）（Bolger, N.,Davis, A., & Rafaeli, E., 2003）。而且，使用者

日誌往往能重新表述個人在特定情境與時刻的對外說法與內心想法，這些日誌中

的插曲與事件，皆體現「我在此時此刻」的觀點（Forthergill, 1974；轉引自 Toms, 
G. E., Duff, W., 2002）。因此，本研究試圖通過這些經驗流的還原，協助研究者掌

握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的「規則」（rule）與「慣習」（habitus），而這些生活型式的

分析，都有助於探討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與準社會互動經驗。 
 
◎合作式意義建構 
 

本研究深入探討B. Dervin及D. Russell之意義建構理論外，並借美國Creative 

                                                 
21  Miller, Daniel and Don Slater. (2000). “Conclusions”.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New 
York: Berg. 
22  請參考 Bolger, N.,Davis, A., & Rafaeli, E.(2003). Diary Methods: Capturing Life as it is Lived.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1), 579‐616. 
Toms, G. E., Duff, W. (2002). “I Spent 1 1/2 Hours Sifting Through One Large Box…”: Diaries as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Archives Users: Lessons Learned.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3(14): 123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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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 組織所舉辦「線上 CC 焦點團體調查」為觀察個案，試圖發展出「合

作式的意義建構」（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理論。 
 
研究發現，本次線上焦點團體執行參與過程，最能被清楚辨認的關鍵發現，

在於整個「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與原先本研究所提出之「線上焦點團體之合作

式意義建構觀察架構圖」理想型(ideal type)之間所產生的大量「相互裂隙」。質言

之，也就是田野研究現場對於理論觀察假設之修訂與辯證。在本研究原初之觀察

架構中，我們嘗試將意義建構理論發展至今的兩種不同對話支線共冶一爐，即「方

法論層次之意義建構理論應用」(以 Dervin et al., 2003 為代表)與「實用應用層次

之意義建構機能操控」(以 Russell, 2008 為代表)，進而辨認出「任務結構」(task 
structure)、「任務協同合作」(task collaboration)、乃至「參與團體」(groups involved)
等流程要件，並透過意義建構方法論的觀察角度從之貫串中介。 

 
然而經由實際研究操作觀察後，我們發現，本個案團隊之互動與協同合作意

義建構過程中，無論在「介面」、「內容」、「意義」、以及「回應」等任務過程，

皆出現各式非預期因素、碎裂化，甚至流程逆轉的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基於單

一個案的深度描繪，恐無助於映對真實世界中協同合作樣態之多樣性回應，因此，

本研究不採取回頭修訂該「合作式意義建構觀察理想型」之方式；反之，我們將

嘗試回歸意義建構理論的基礎核心，再解讀本次田野經驗資料與預設架構之間的

差異，並指出此「相互裂隙」所顯現之理論與方法論意涵。 
 

(二) Creative Commons 線上焦點團體研究 

 

◎Creative Commons23線上焦點團體研究執行說明 
 

Creative Commons 組織在 2008/9/18 時，於官方網站發佈了一篇「Creative 
Commons Launches Study of “Noncommercial Use”」2425新聞稿，該新聞稿主要

介紹一項 CC 組織針對「非商業使用」所將進行的研究。該研究計畫最主要之

目的在於辨認“commercial use” and “noncommercial use”在各種社群之中的意義。

於該新聞稿中 Creative Commons CEO Joi Ito 提到，noncommercial use 一直以來

都是 CC 條款中使用率非常高的一種選項，這現象為我們說明了使用者們確實

有強烈的非商業使用需求。CC 希望透過這次研究得以再進一步釐清

Noncommercial Use 的意涵，而 CC 未來也將會對外公佈各項研究發現26。 
 
新聞稿中還說到，掛上 NC 標章的作品，意味著該作品 may be used by 

anyone for any purpose that is not “primarily intended for or directed toward 

                                                 
23  CC 官方網站網址：http://creativecommons.org/ 
24  「CC 非商業使用研究」原始 CC 新聞稿網址：

http://creativecommons.org/press‐releases/entry/9554 
25  「CC 非商業使用研究」簡版訊息發佈網址：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9557 
26  該研究為 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所贊助，該機構網址：http://www.mell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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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advantage or private monetary compensation”。著眼於目前的科技、

社會現況、以及商業模式的發展，對於「何謂 commercial use？」這個問題，

其實越來越需要被精確定義，尤其是來自於內容創作者對於該概念的想法。研

究執行期望於 2009 年初左右完成，本研究將會隨機挑選美國國內線上內容創

作者，了解他們對於 noncommercial use and the Creative Commons NC license 
term 的看法；並在 CC 社群中進行問卷調查、訪談意見領袖、與執行焦點團體

研究等，以蒐集質化資料27。 
 
2008 年底該計畫已經執行了幾場焦點團體以及田野調查，於 2009 年該計

畫則將從數位內容的使用者角度，再展開調查研究，以蒐集創作者資料，探究

創作者如何理解其創作內容之商業使用與非商業使用的區別。該組織於 2009
年 2 月份，分別於舊金山(2/12)、紐約(2/17)，舉辦面訪式 NonCommercial study 
focus groups。並且開放數量有限的線上焦點團體申請，焦點團體執行期間為

2/18~2/20(預期總參與時間約需兩小時)。 

                                                 
27  該研究主要由 Netpop Research, LLC.研究調查公司協助執行，網址：

http://www.netpopresearch.com/ 



 

56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28」參與 CC 線上焦點團體時程彙編： 
 

日程 執行說明 

2009/1/28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主持人孫式文老

師，於 CC 官網上首先發現該組織所欲進行之焦點團體研究(含
面訪與線上)，進一步詢問團隊成員並希望助理能報名參與。參

與此活動除了可從中了解 CC 目前關注的議題面向、以其 CC
所採用之問卷等，也可觀察其線上焦點執行方式。 

2009/1/29 於研究團隊內部發佈通知信，通知助理前往活動網頁報名。 

2009/1/30 

研究團隊計畫助理李嘉維以「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經理

身份」完成線上填答手續，並獲得主辦單位回信。信中說到，

如果確定入選參加線上訪談，將會於 2/16 寄來帳號密碼。此線

上焦點團體並非線上即時同步討論，而是採非同步抽空填答的

方式進行，總題數與題量不明。助理李嘉維回信主辦單位，確

定參與此次線上焦點團體研究。 

2009/2/3 團隊中已有助理回報線上焦點團體申請人數顯示已滿。 

2009/2/4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使用者小組」，首次開讀書會

閱讀 Dervin’s Sense-Making 相關文獻。 

2009/2/13 團隊中有助理回報收到主辦單位婉拒信函。 

2009/2/17 

收到主辦單位寄來的線上焦點登入帳號密碼信函。信中說明執

行方式稍有改變的是線上焦點團體縮減為兩天，總需時約兩小

時。每日主持人會 po 上問題，由參與者回覆，也可回應其他

人的意見，登入次數不限。 
焦點團體時間為： 
Thursday, February 19, 2009 9:00:00 AM Pacific Time 
and will continue through Friday, February 20, 2009 11:00:00 PM 
Pacific Time 
(換算成台灣時間為：2/20(五)：凌晨半夜一點開始 ~ 2/21(六)：
下午三點結束) 
經研究小組內部討論過後，決定此次焦點團體聚會討論方式如

下： 
1. 2/20(週五)： 

下午一點鐘借用教室進行討論會，並完成統一回覆內容。

2. 2/21(週六)： 
第二波問題發佈之後，團隊以 mail 線上討論的方式來組

織回覆內容。 

                                                 
28  子計畫網址：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3&Item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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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 2/20 半夜一點到 2/21 下午三點期間，任何時間都可隨時

登入回應，請各位踴躍進去觀察使用。 

2009/2/18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使用者小組」，二度開讀書會

討論 Dervin’s Sense-Making 相關文獻。 

2009/2/19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使用者小組」三人(翁秀琪、施

伯燁、李嘉維)，針對即將舉辦之 CC 線上焦點團體研究觀察焦

點進行小組討論。 

2009/2/20 
主辦單位來信，title 為「Creative Commons Online Focus Group 
Progress」之聯絡信函。 

2009/2/20 

研究團隊共六人於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431 教室進行小組討論

(討論會議當天並同時錄音、錄影)，完成第一階段線上回覆工

作。 
該日討論時間從 13:00~18:00。第二階段先以簡答方式以 mail
傳遞給計畫內部成員，希望團隊成員以 mail 方式線上討論這些

暫擬答覆，並於週六下午再一併回覆。 

2009/2/21 
凌晨一點鐘接到主辦單位來信，提醒線上焦點將於 14 小時後

結束。 

2009/2/21 

下午兩點鐘嘗試登入完成所有 po 文以及儲存回應訊息時，網

頁已經關閉並顯示以下訊息： 
We're sorry, the project you are trying to access closed on: 
Friday, February 20, 2009 at 8:59:00 PM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acramento, San Diego, 
San Francisco. 
根據承辦人員之前給研究助理的信，裡面提到的是： 
will continue through Friday, February 20, 2009 11:00:00 PM 
Pacific Time 
是有時差換算問題、亦或是討論網頁提早關閉？不得而知。計

畫助理李嘉維隨後去信主辦單位希望可以重新開啟討論網

頁，讓在台之人完成 po 文，然而對方就並未再回應。 

2009/2/21 
團隊內部使用者小組針對 CC 線上論壇執行狀況進行簡單討

論。 

2009/2/22 接獲主辦單位回覆感謝參加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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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焦點團體會前討論資料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使用者小組」針對「CC 線上焦點團體

Sense-Making 觀察研究活動」，於會前再聚會進行討論29。當日討論摘要整理如

下： 

 
圖一：討論會當日白版圖 

 
 CC 焦點團體研究的”task structure”概念，來自於導讀 Russell Sensemaking 

for the rest of us30一文時得來的概念。他主要研究 google 線上服務對於使

用者完成某項工作時的 sensemaking 過程，Russell 認為成功的網路服務將

可協助使用者去運用所儲存之資料，並重整其資料來用以吻合 task 
structure，並完成工作。Russell 認為，簡單來說，sensemaking 就是人們

蒐集資訊、處理資訊、以及再現資訊的過程，他所提出的 sensemaking 概

念架構如下圖： 

                                                 
29  討論會時間：2009/2/19，14:00。地點：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2F 博士班研究討論室。 
30  Russell, Daniel., (2008). Sensemaking for the rest of us. From: 
http://dmrussell.googlepages.com/sensemakingworkshop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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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Russell’s sensemaking 概念圖31 
 

 依照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執行內容(“The Task”)，我們可將其 task 
structure 細分為：「系統介面使用」→「提問閱讀分析」→「提問討論」

→「形成各自意見」→「形成集體意見」→「完成中文回覆」→「完成英

文回覆」等七個子任務。 
 

 針對參與團隊成員部份(“The Group”)的理解，則參考 Dervin 對於人的隱

喻，也就是所有人都處在一定的權力關係、知識系統、或社群關係等框架

中，而產生對於外在人事物的理解。Dervin 所使用的 Sense-Making 隱喻

式概念如下圖三： 
 

 根據 Dervin(2006)32，意義建構(Sense-Making)的概念，可簡化為以下採隱

喻方式之方法論公式：「在各式各樣的結構之中」，「於各種情境條件之下」，

「去建立」「跨越時空隔閡」的「橋樑」。 
 

＊ 建立：認知上的、情感上的、實體上的、精神上的 
＊ 橋樑：理念、想法、結論、感觸、直覺 
＊ 時空隔閡：人類狀態的常數 

                                                 
31  資料來源：同上註。 
32  Dervin, B., Reinhard, C. D., & Shen, F. C. (2006). Beyo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communicating. Making user and audience studies matter ‐ paper 2. Information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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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情境條件：例如數量大小、明顯或隱晦 
＊ 各式結構：情境、環境、機構、文化等 

 

 
圖三：Dervin’s Sense-Making 概念說明圖33 

 
 目前發展出許多研究方法來執行 sense-making 研究，這些研究方法的目的

是要瞭解人們形成意義的過程，也就是「搭橋」。這橋樑可能是一個想法、

概念、情緒、靈感、或記憶等等，有時是來自過去的經驗、有時則是全新

的、時而抽象時而模糊的。下圖四為 Sense-making 概念的更精簡版： 
 

 這些人們所感受到的經驗、隔閡、以及結果等，可藉由訪談來挖掘。例如： 
 

誘發個人經驗： 
  你正在面對什麼議題？你如何面對這些議題？你想要達成什麼？ 
誘發隔閡訊息： 
  是什麼在造成現狀困擾？什麼讓你阻礙你理解現狀？ 
誘發連結： 

                                                 
33  資料來源：Naumer, Charles M., Fisher, Karen E., Dervin, Brenda. Sense‐Making: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http://dmrussell.googlepages.com/sensemakingworkshop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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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什麼答案可以幫助你更瞭解議題？你有什麼想法或結論？34 
 

 

圖四：Sense-Making 精簡概念圖35 

 
 意義建構過程中很重要的是內在溝通行為：即自問自答、在混沌思緒中尋

找關聯性。聆聽他人則代表了也能促進他人去進行意義建構。然而根據

Dervin 的研究發現，無論是他們的深訪者、或者事後請他們閱讀訪談資料

的受訪者，當面對歧見時受訪者採取的都是直接跳躍到共識建立階段的思

考模式，這種主觀態度無助於溝通對話的發生。Dervin 並不想去建立任何

關於溝通的架構，而是檢視研究情境、與研究作為一種溝通行為這件事。 
 

                                                 
34 以上提問之英文原文如下： 

1、Questions that identify a person’s perceived situation, gaps, bridges and outcomes. 

“What issue were you dealing with?” 

“What led you to confront this issue?” 

“What did you hope to achieve?” 

2、Questions designed to elicit information on gaps: 

“What was confusing about the situation?” 

“What prevented you from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3、Questions constructed to elicit bridges include 

“What answers helped you better understand the issue?” 

“What ideas or conclusions came to your mind? 
 
此處附上英文原文之用意在於，Sense‐Making 方法論中非常在意「中性語言」的使用，以及

發言語句所蘊含的隱射意義。因此這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參與過程中，「語言」的因素勢必將

為 group sensemaking 中重要的變項之一。且由此英文全文對比於中文翻譯，可發現跨語言

過程中，中英文語感所形成的些微差距。 
 

35  資料來源：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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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來說，Dervin’s Sense-Making 概念是：「自我意義建構」→「促進他

人意義建構」→「理解他人的意義建構」→「協助他人理解我的意義建構」

之流程。除了 Sense-Making 的方法論提示之外，我們再輔以 Russell’s task 
structure sensemaking 概念中從「Collect information on topic」→「Search for 
good representations」→「Instantiate representations」工作流程的反覆修訂

概念，將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研究觀察概念，修訂為下圖五(CC 焦點團

體會前討論分析架構圖)。 
 

 綜言之，本研究以 Dervin’s bridging the gap 的 sensemaking 概念、以及

Russell’s task structure分析觀點來接合本次CC線上焦點團體研究中的”the 
task” and “the group”，並嘗試理解於這次焦點團體活動中所存在的 Group 
Sense-Making、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等現象。具體研究概念圖如下

小節圖五。 
 

 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回覆工作過程中，共包含了四種不同面向的協商溝

通領域，可分為： 
 

1. 「介面」：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回覆工作過程中，首先團隊需對於

CC 組織所採用之網路介面作初步了解。分享對於該介面

呈現方式之理解、討論使用方式、形成共同使用經驗。 
 
2. 「內容」：內容面的協商溝通領域包含 task structure 中從「提問閱讀

分析」→「提問討論」的步驟。此步驟主要在於觀察活動

參與人接觸題項後是否進行自我對話，以及用什麼樣的語

言結構提出自己的意義建構。 
 

3. 「意義」：意義協商溝通領域包含 task structure 中從「形成各自意見」

→「形成集體意見」的過程。此步驟中活動參與人透過溝

通協商行為形成自我意義建構，並嘗試理解他人意義建構、

以及促進他人理解自我意義建構。 
 

4. 「回應」：最終回應產生之溝通領域包含 task structure 中從「完成中

文回覆」→「完成英文回覆」。此步驟中團隊以集體意義

建構之回覆內容完成線上填答。此階段則牽涉語言轉換過

程，團隊勢必需要形成一機制來完成語言轉換與作答，機

制的協商與產生可加以觀察。因此「回應」部份可拆成「內

容」(實質回應內容)與「形式」(作答規則之協議與作答形

式)等兩方面來分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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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 sensemaking 的 bridging 過程可能存在於 CC 線上焦點團體 task 中

不同的 structures 之間，亦或是單一 structure 之內；同時，sensemaking 過

程是不斷於自我與團隊之間交互發生的。 
 

 經過該日討論之後，由於未能歸納出明顯參與觀察重點、或明確研究方向。

故決定就先以錄影、錄音方式紀錄下當日互動過程供日後分析。 



 

64 
 

 ◎CC 焦點團體會前討論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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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焦點團體情境現象分析： 
 

 CC 線上焦點當日座位分配如下圖： 
 
 

 
 
 
 
 
 
 
 
 
 
 
 
 
 
 
 
 
 
 

 
圖六：焦點團體當日空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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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執行觀察與現象說明 
 

本小節從「介面」、「內容」、「意義」、「回應」等四個主要協商溝通領域

來分述 CC 線上焦點團體執行過程中觀察到的現象(或 sensemaking 發生的可

能性)。此部份並不直接處理從理論面出發的現象分析，而純粹作現象描述： 
 

A、「介面」協商領域： 
 

 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所採用之網路焦點團體介面可參考「附錄二十

一」之存檔畫面。其運作方式為：由主辦單位事先 post 出所有提問(共
六大題項)，由於線上焦點團體預計舉辦兩日，故提問從第五題開始

算是第二日才需要作答的提問。每個題項參與者除了可 post 上自己

的回答之外，另可針對任何一則參與者文章提出回應與再回應。 
 

 由於介面設計堪稱簡單易用，且部份參與成員可能於事前已經登入

熟悉過，故於討論會當日並未花費太多時間熟悉該介面，而直接進

入討論如何完成此次 CC 線上焦點工作上，也就是與介面之間的

sensemaking 過程幾不存在。(或可詮釋為平台對於參與者而言 make 
sense)。 

 
 至目前為止，相關討論場域為傳播學院 428 專案研究室中，然而考

量人數眾多且無投影設備，故團隊移駕至預先借用的傳播學院 431
教室。 

 
 使用介面方面的共同經驗是於教室中即時使用、即時觀看、而即時

產生的。由於使用介面為主辦單位訂死，故不存在 Russell 在 task 
structure 中關於「介面呈現模式相互修訂調整」的 sensemaking 過程。

然而既定介面與使用者之間 sensemaking 過程還是存在的。 
 
B、「內容」協商領域： 
 

 於討論過程中李嘉維首先提議是否我們首先將問題看過一輪，大致

知道問題方向與相關領域知識後，各自簡短作答，然後進行討論。

然而團隊成員認為為求「效率」起見，不如就開始一題一題討論，

立即形成各題答案。 
 

 上線之後團隊立刻發現題項數量非常驚人(共 37 小題)，與原本預期

可能十題之內，各題深入作答的提問方式截然不同。團隊立即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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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目前介面上既存的其他使用者作答方式，發現其他使用者都約

略使用一至二句話簡答，因此我們也決定採用相同方式作答。 
 

 由於第二大項的提問較屬於參與人個人資料調查，故團隊決定由報

名人李嘉維先獨立撰寫第二大項的提問，其餘團隊成員則開始從第

三大項的提問開始討論作答。 
 
C、「意義」協商領域： 
 

 最初開始進入實質討論程序時，意義建構過程還算清楚，即：閱讀

問題→個人反思問題→分享個人思考→聆聽他人思考→彼此修訂思

考→完成同意意見。然而此完整模式並未能持續太久。 
 

 個人觀察是由於題目數量對於團隊來說，已經立即形成壓力，故於

此階段甚難有餘裕讓參與人針對問題本身進行充分自我意義建構。

參與者也未能有時間參考或尋找其他相關資料作為意義背景意識。 
 

 團隊閱讀逐一閱讀題項之後立即發現題目稍有曖昧不明的狀況(例如

題項 3)，且平台中已經發言的其他參與者也反應相同疑問。故許多

題項的討論會先聚焦於「關於題目問題方向之內容詮釋意義」本身，

反而不在於「如何形成共識並作答」這件事。簡言之就是有點「連

題目都看不懂」的問題。不少提問流於空泛或缺乏定義，致使作答

時耗費多數時間在思考「題目在問什麼？」而不在於「怎麼回答」。

這可能屬於團隊與提問之間的 make sense 問題。 
 

 由於上述現象，本階段「形成各自意見」→「形成集體意見」的發

生過程產生一個很有趣的結果，即團隊到後來對於提問的詮釋，反

而來自於先去閱讀「別人如何回應」，團隊從他人回應中，回溯問題

意識，以詮釋他人回應的角度來回頭詮釋提問。也就是形成「理解

他人的意義建構」先於「自我意義建構」的流程扭轉。仿照 Dervin
的公式可以改寫成： 
 
「理解他人的意義建構」 
(即先閱讀他人作答，此處他人指的是其他已經 post 回應的焦點團體

參與者) 
   ↓ 
「自我意義建構」 
(即消化他人作答內容之後形成自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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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助他人理解我的意義建構」 
(即討論網路既存回應內容，此處他人指的是團隊本身) 
   ↓ 
「形成集體意義建構」 
(即協商完成共同理解並回應)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團隊後來習慣於閱讀完問題之後就先去

看別人答案，致使團隊對於網站上其中一、兩位參與者的答案特別

有認同感(因為簡單易懂)，進一步對於該參與者產生特殊情感投射。

再仿造 Dervin 公式則會變成： 
 
「理解他人意義建構」 
   ↓ 
「內化成為自我意義建構」 

 
 上述現象呈現出應答過程中，「意見領袖」的角色反而不存於實體團

隊中，而是網路上團隊所認同的某位焦點團體參與者。到這個階段，

於 CC 線上焦點團體回覆工作上(“the task”)，已經出現另一個強而有

力的參照”the group”。故上述「圖五：CC 焦點團體會前討論分析架

構圖」中，”the sensemaking group”應修正如下： 
 
 
 

 
 
 
 
 
 
 
 
 
 
 
 
 
 

The Group 

佳蓉 

伯燁 

光瑩 

芷芸 

嘉維 

詩宜 

數典旺祖計畫 其他虛擬網路參與者 

 

 

Mark 等其

他積極發

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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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現象發生之主因，來自於語言理解、以及題項含混等原因。不

少題項的討論是熱烈、互動性強、且深入的，然而該互動對於實質

產生確切集體共識卻無明顯幫助，致使團隊越感疲乏挫折。最後為

省時省事起見而逐漸演變成該意義建構模式，且隨討論時間延長，

討論方式趨於快速獲得共識。也就是「效率」逐漸成為意義本身，

而不在於「內容」，因此「追求團隊效率」的變項應加至圖五中。 
 

 團隊於 bridging the gap 的 sensemaking 過程，最首先的步驟是「理解

他人的意義建構」，這也就是團隊於 task structure 中尋求 search for 
good representation 的操作方式。 

 
D、「回應」協商領域： 
 

 於「回應」的實際產製面向，一開始主要由團隊的劉光瑩作打字 post 回

應工作，並由李嘉維執行引導討論進行之工作。多數題項的討論流於個抒

己見，題目認知基礎定義不明，使用過於模糊的語詞或主詞以至於無法聚

焦回應。隨著進行時間拉長，最後逐漸演變成團隊參考他人意見之後，除

非有重大意見差異，否則就由劉光瑩直接作簡單回應，並口頭朗讀打字內

容。團隊對於作答內容多無意見36。 
 

 回應本身並未依照先前規劃，先形成團體中文回覆內容之後，再解決語言

問題轉化成英文。而是因為特定團隊成員具語言能力，而演變成主要就由

該類成員直接完成回覆工作。也就是圖五 task structure 中的「完成中文回

覆」部份不存在。 
 

 週五晚間結束小組討論之後，成員發送 e-mail 告知本日討論過程以及暫擬

之五題項、六題項答案，請所有成員於週六下午之前可各自上線回應，並

針對五題項、六題項答案提出討論。然而於週六線上焦點團體結束之前並

無任何團隊成員於 e-mail 中提出討論。 
 

五、其他團隊成員相關執行經驗回應摘錄： 
 

 李嘉維：上線去看我們回應的答案也許看起來回答很少、也很淺。然而....
每一個題目都是經過大量仔細的討論推敲，所作出的回覆，今日總共討論

了超過五個鐘頭哩....。答案可能無法反應我們討論的過程，不過我們有全

程錄音錄影，歡迎索取觀賞...過程相當精彩... 
 

                                                 
36  針對此執行方式，團隊參與者楊佳蓉現場發言：這真是「萬佛歸宗」的解決方案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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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佳蓉：週五的 CC 線上焦點不甚成功，感覺上是一個實驗性質較多的研

究，其中最大的問題出在題目的題意很不明確，不論是知情或不知情有攝

影機記錄討論過程的旺組成員，都陷在討論題意為何的困境中，討論行為

沒有太大差別。第二天的線上焦點座談則無疾而終，因為主辦單位無預警

地提早關閉網站了。 
 

 方念萱老師：這計劃、活動屬於實驗性質（I guess）,所以有如許始料未及

的狀況...從傳播形式而言，論壇有各種形式、互動有各種動能；對研究網

路溝通的人來說，要集合過往沒有互信互動基礎（當然，如果純以熱衷

CC、希望推動 CC 的社群而言，該是有共同性的）而進行深度交流本屬

不易。昨天我聽聞各位的經驗，感覺線上討論難以深入，因為定義混沌，

以致於似乎彼此都只能模稜兩可地先拋出一些看法，本來這種時候靠的是

彼此探問、深究對方答案經驗脈絡，才能找出彼此異同，也才可能逐漸聚

焦，但是昨天好像沒什麼人彼此探問，所以形成 Q＆（lots of non-related, 
non-interactive） Answers,這樣一來，就比較像是教室裡一師問、眾生應

的現象，完全不是焦點討論所要（逐步聚焦、彼此交換意見而深化所浮現

的看法、意義）... 
 

 施伯燁：有時候題意不明，常花時間在了解題意，真正討論到各別意見、

形成共識的部分比較急促。現場我們先將問題用紙本發給所有人，先行各

自解讀後，再由英文較好的再次確認、討論。（但題意最後往往還是不甚

明瞭，討論上並不是十分熱烈）參與的人有嘉維（負責主持）、光瑩（負

責打字上傳）、旦旦（身體不適，較少討論）、佳蓉（大部分分享 CC 研究

經驗）、詩宜、和我。討論近四個多小時，到後面有點身心俱疲的感覺！

我感覺 collaberative sensemaking 比較有發生在－討論問題、回答問題、決

定何時收工、如何放棄作答等部分，尤其後面兩個主題參與度較高。 
 
李嘉維：綜言之，這次線上焦點團體進行討論過程還算熱烈，但與最後形

成的答案呈現之間尚有隔閡，這中間有許多因素摻雜。昨日的焦點團體討

論過程我有簡單紀錄下一些觀察心得，待焦點團體結束之後再整理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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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Making 相關議題討論： 
 

 權力位置對於 Sense-Making 過程的影響： 
Dervin 認為人的 sensemaking 過程永遠受到權力 context 之影響。在這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參與過程中，共有幾種不同的權力角色存在：例如權力

來源對於團隊參與形式的決定性影響力；實際報名者在活動訊息接收方面

的發言權力與主導性；線上焦點討論過程中主持主導人或語言優勢主導人

的影響力；主辦單位對於研究活動執行的主宰權力。 
 

 提問語言對於 Sense-Making 過程的影響： 
「語言的力量」是 Dervin 的 Sense-Making 方法論中所再三強調的，其中

又以中性提問語言為 sensemaking 的重要步驟。可參考該概念，針對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之提問內容作作內容分析，瞭解其提問方式對於應答者

的回覆意向影響性。 
 

 語言轉換過程對於 Sense-Making 過程的影響： 
本次CC線上焦點團體參與group sensemaking過程摻雜了一個重要中介變

項，即為語言的轉換。本次 group sensemaking 所有相關協商過程更是圍

繞著為因應語言轉換而形成解決方案，語言轉換除了直接影響具體意義建

構內容之形成外，最後逐漸形成語言建構帶領意義建構之趨勢，也就是語

言工具成為 task structure中的主要bridging要素，而非概念辯證上的趨同。

「語言轉換」應要被置放於圖五的修正架構當中。 
 

 其他議題包涵親身焦點團體與線上文字焦點團體執行上所形成的不同

sensemaking 互動方式；group sensemaking 過程中的沉默螺旋效應與參考

協商效果；溝通習癖溝通勸服本質等。 
 
以上為本計畫參與 Creative Commons 線上焦點團體研究之始末，相關之完

整產出於研究成果，請見下節之專文。 
 

(三) 使用者日誌調查 

本研究除了關注在使用者的一般網路使用行為以外，也希望能夠理解數典提

供的入口網站，如何對使用者形成意義與準社會互動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樣

本選擇上，主要依據一般網路資源或數典網站的性質，分為「教育學習」、「學術

研究」與「創意加值」等三種使用者類型，再依這三種類型進行立意抽樣與使用

者日誌研究。由於日誌法的操作需要受測者投注較多時間與心力配合，執行過程

較容易發生不可預知的狀態，因而拖延執行進度（Crosbie，2006；Hyldegå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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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Toms and Duff，2002；Bolger, N.,Davis, A., & Rafaeli, E., 2003），本研究特

在正式執行前舉行小規模的前測，一方面修正方法設計，另一方面也可以了解使

用者動態經驗和理論的關係。 
 
首先，在使用者日誌前測中，本研究以立意抽樣方式選擇樣本，包括前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專案助理，政大數位典藏計畫辦公室工讀的大學生，以及網

站平台美工設計師。三位受試者皆具有長時間接觸網路的機會，前兩位和數位典

藏計畫有較直接的關連，最後一位受試者則是以網路工作為主。 
 
接受前測者，均於 2009年 7月 16日接受電話及現場訓練，訓練的項目包括：

網路環境設定（啟用 Google 帳號、工具列、網頁紀錄）、表單使用說明（每次開

啟、結束電腦使用時或長時間使用電腦時，需填寫網路日誌，每日至少五份日誌）、

日誌填寫測試等。受測者皆為研究者較為熟識的朋友或學生，受試報酬為一千元

整。未能於現場接受教育訓練者，則需接受一個小時網路或電話訓練。 
 
前測於 2009 年 7 月 17 日 0 時－7 月 19 日 0 時期間進行（週五及週六，如

未能使用電腦，將展延受測時間），受試者於受試期間內需發表十篇以上網路日

誌。此外，前測網路日誌的填寫方式以「Google Doc」的表單程式製作為主（每

日更換版型，使用者只需加入我的最愛或書籤即可連續使用），並以「Google 
history」來輔助搜集網頁瀏覽紀錄。 

 
另一方面，前測所設置的使用者日誌選單與題目皆參考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

料中心（TWNIC）之 2009 年「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告（請參考

http://www.twnic.net.tw/ibnews.php）。網路日誌填答之題目與選項如下：使用者代

碼（請填入您的受試代碼）、上網地點（請問您在那裡上網？）、上網設備（請問

您是使用哪些設備上網？）、結束時間（請問您上網時，所使用的功能為何？可

複選）、網站類型（請問您上網時，使用那種網站？）、同步進行的活動（請問您

在使用電腦時，是否有進行其他活動？例如看電視聽音樂）、使用目的（請問您

使用電腦時，是否有特定目的？目的為何？最後是否達成目的？）、使用時的心

情（請問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使用經驗為何？請描述您美好的、不愉快或痛苦的

使用經驗？）、補充說明（除了以上問題以外，您還有何特別的想法要補充嗎？）。

於填答結束後，由訪員回收問卷及整理日誌與訪談資料。37本研究透過前測的過

程，重新思考與調整執行辦法；並藉由初步的資料和實踐典範下的意義建構與準

社會互動經驗研究的概念進行對話。 
 
前測完成後，本計畫修正部分問題與流程後，開始進行使用者日誌正式施測。

                                                 
37目前的資料回收狀況請參考網址：

http://spreadsheets.google.com/ccc?key=tU0iXbQWLiBopvlEMGJd1HA&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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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日期為 2009 年 8 月 26 日起，至 9 月 15 日止（受測者自訂五日，每日三篇，

如未能繳交 15 篇以上日誌，將展延受測時間），每位受試者費用為 6,000 元整。

問卷題目包括：代碼（請填入您的使用者代碼）、使用電腦設備（請詳述您使用

電腦時的軟、硬體設備。例如：我平常都把小白（Mac book）隨身帶著，但它裡

面灌了 XP 系統，所以還是習慣用 XP 上網、打打報告等等…）、使用電腦環境（請

詳述您使用電腦時的週邊環境。例如：一個人坐在咖啡廳角落的沙發上，聽著

Jazz Music，喝著香濃的 latte…）、電腦使用活動（請詳述您這次使用電腦的目的

與情況為何。例如：我這次本來是打算上網找明天報告的資料，結果收到朋友的

MSN，就忘了要找資料…）、電腦使用心情（請詳述您這次使用電腦的心情與印

象最深的經驗，不管是美好的、痛苦的皆可）、請問您這次使用電腦，有上數典

網站（http://digitalarchives.tw/）嗎？有何特別的經驗可以分享？請問您還有其他

的想法與經驗需要補充嗎？ 
 
而正式施測時的樣本選擇，系根據數位典藏成果網的設計，主要推廣的對象

為學術研究、教育學習、創意加值與技術體驗等三種族群。 
 

代

碼 
性

別 
年

齡 
教育

程度

職務 選樣因素 電腦／網路使用習性 

A
1 

男 5
0 

博士 大 學 傳 播

科 系 副 教

授 

除致力於圖書資訊研

究外，亦關注社會網

絡的歷史層面，具教

育學習族群的特性 

固定瀏覽國內外新聞網

站、交替使用三部個人電腦

（PC）、兩部 NB。 

A
2 

女 2
8 

博士 國 立 大 學

歷 史 所 博

士生 

經常使用文史資料，

曾開授資料庫使用課

程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

聞、社會網絡服務（SNS）
的重度使用者、38熟悉各文

史資料庫 

A
3 

男 2
7 

碩士 財 團 法 人

基 金 會 研

究專員 

從事族群文化研究與

新聞推廣，亦具創意

加值族群的特性 

固定瀏覽國內外新聞網站

（採訂閱式）、Web 2.0 搜

尋、39SNS、經營個人站台，

交替使用 PC、NB 與 iPod。

A
4 

男 3
3 

碩士 國 立 大 學

人 類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研究領域、曾參與數

位典藏計畫 
SNS 重度使用者、經營網路

拍賣，交友網站、依賴線上

社群的溫暖 

                                                 
38  社會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 System/service/sites）意指 MSN 即時通訊軟體、部落格、Facebook、
微型社交網誌（例如:Twitter、Plurk）等，若使用者長時間或多工交叉使用這些服務，便暫歸為

重度使用者。 
39  Web 2.0  搜尋意指使用者需要資訊時，會傾向在以 Web 2.0 概念基礎搭建的網站尋找資源，例

如：Google、Youtube、IMDB（International Movie Database）、Anobli、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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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B1 男 4
3 

碩士 大 學 傳 播

科 系 副 教

授 

大學傳播教師，且具

備學術研究與創意加

值族群的特性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

聞、Web 2.0 搜尋，PC、NB、
iPod 輪替使用 

B2 女 3
9 

大學 市 立 國 小

音 樂 科 老

師 

將數位典藏計畫資料

融入教學與推廣 
Web2.0 搜尋、使用專業的

雙螢幕高效能電腦、電腦使

用習慣受家庭活動與空間

影響、經營三種型態之部落

格 

B3 女 2
4 

大學 縣 立 國 中

地 理 科 教

師 

中學教師，因為較為

年輕，時常思考如何

融網路於教學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

聞、SNS 的重度使用者、偏

好以網路購物 

C
1 

女 2
4 

大學 公 協 單 位

的 網 站 美

工 與 設 計

兼職 

從事設計的發想研

究，具實作能力 
Web 2.0 搜尋、SNS 重度使

用者，並分開經營與管理 

C
2 

男 2
7 

大學 中 研 院 資

訊 相 關 計

畫 的 專 案

經理 

積極從事自由軟體運

動之成員，亦具學術

研究特性 

Web2.0 搜尋、SNS 重度使

用者、具專業網站編輯能

力、參與網路社群的實體聚

會 

C
3 

女 2
3 

碩士 藝 術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二年級 

研究與助理工作皆需

使用資料庫，亦具學

術研究的特性 

Web 2.0 搜尋、SNS 重度使

用者、P2P 與視頻網站進行

娛樂活動、40圖書館網站 

C
4 

女 2
5 

碩士 博 物 館 典

藏 單 位 的

攝 影 工 作

人員 

工作經常使用數位典

藏系統，對文史資料

研究極感興趣 

Web 2.0 搜尋、SNS 重度使

用者、透過 Flickr 發表作品

C
5 

男 3
1 

碩士 資 訊 公 司

產 品 開 發

部 產 品 經

理 

從事網路平台開發，

並具備商業行銷設計

的經驗與視角 

Web 2.0 搜尋與社交、使用

華碩電腦、運用電腦編寫教

材 

C
6 

女 2
6 

大學 媒 體 雜 誌

特 約 記

者、自由文

字工作者 

時常需要行動上網查

詢資料以輔助報導與

寫作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

聞、Web 2.0 搜尋、重度 SNS
使用者、筆電走天涯、透過

Flickr 整理與發表旅行記憶

 

                                                 
40 Peer to Peer 檔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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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網路日誌執行中，一共邀請了 13 位受訪者參與測試，總共提供了

193 篇網路日誌（樣本分佈、樣本效標與使用習性如下表所示）。取得所有資料

後，研究者以紮根理論的資料分析法進行分析，將所有資料進行開放性編碼與主

軸編碼。相關深具意義之研究成果請見下節專文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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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出文章：  

 
 
 
 
 
 
 
 
 
 

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理論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A Case Study 

 
 
 
 
 
 

翁秀琪、李嘉維、施伯燁∗ 
 
 
 
 
 
 
 
 
 

摘要 
                                                 
∗  翁秀琪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特聘教授，亦同時擔任「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

廣計畫」分項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主持人。畢業於德國曼茵茲大學傳播研究

所，研究領域包含媒介議題建構與民意研究、媒介如何建構社會運動、台灣的選舉研究等，教學

領域則以傳播理論、基礎採訪寫作、研究方法概論、大眾媒介與社會、批判傳播理論、媒介寫作

等為主。 
李嘉維為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曾任職於電視公司、以及擔任「數位典藏與學習之

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分項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專案經理。主要研究興趣為

網路使用者、文化公共資產等相關議題。 
施伯燁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班學生，及「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分

項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研究助理，主要研究興趣為網路使用者、新媒體與社會等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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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建構（sensemaking）是當代傳播、資訊處理、圖書科學、哲學等領域

重要的探討議題。意義建構過去的研究多半處理個人意義建構的過程與問題，而

本文的重點則在於多人「合作式意義建構」（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的探討， 
透過對於一個個案的分析來剖析「合作式意義建構」的現象，並試圖做初步的理

論探討。 
 

 研究發現「合作式意義建構」的發生流程，就是一次「行動者」「進出合

作意義建構空間」「並暫存任務策略」的溝通互動過程。意義建構理論可以協助

我們從溝通行為的不確定性與能動性之間，辨認其行動意義與結構浮現過程，並

敦促研究者反思理論的動態本質。它代表了一個知識典範的轉移，一個行動的知

識典範，一個實踐的知識典範。 
 
關鍵詞：意義建構、合作式意義建構、合作式意義建構空間、權力、實踐的知識

典範 
 

ABSTRACT 
Sensemaking is a core research topic in the intersection of many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aims 
to reexamine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 by focusing on its “collaborative” aspects 
and build u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 case study.  

 
As shown in our findings,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appears more like a 

communicative process than a set of fixed structure. A so-called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space” can be identified to portray the forming of momentary task 
strategies metaphorically as the temporality of a collective state of mind.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theory helps us to grasp the emerging process of 

meaning and structure in our daily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In this perspective, 
researchers should remember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ory. It pinpoints a paradigm 
shift toward action and practice.  
 
Keywords: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sensemaking, collaborative-sensemaking 

space,  power,  paradigm shift toward ac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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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理論 
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 A Case Study 

 
「意義建構」（sensemaking）是當代傳播、資訊處理、圖書科學、哲學等

領域重要的探討議題（Dervin, Foreman-Wernet & Lauterbach, 2003；Dervin, 
Reinhard & Shen, 2006；Russell, 2008；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念萱、李嘉

維，2009）。而意義建構過去的研究，多半處理個人意義建構的過程與問題，而

本文的重點則在於多人「合作式意義建構」（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的探討，

將透過一個個案分析來剖析「合作式意義建構」的現象，並試圖做初步的理論探

討。 
 
在深入討論個案之前，讓我們先看看近年相關理論。近年有關意義建構理論

的討論，約可以看到三種取徑。其一是美國傳播學者 Dervin 的意義建構方法論

（Dervin, 1999; Dervin, et al., 2003）；其二是資訊科學領域（如全球人機互動社

群每年定期舉辦的「意義建構工作坊」，Russell, 2008），從資訊搜尋角度討論

意義建構；其三是 Lacoff & Johnson 等從美國實用主義及「隱喻」（Metaphor）
等角度切入的取徑（Lakoff & Johnson, 1980; Teng, 2006）。 

上述第三種取徑的哲學家，近數十年雖然也是在討論「身、心、靈」（head, 
mind and body）如何共同成就意義建構這件事，所處理的領域也已經擴及認知科

學。但是，他們的層次是比較形而上的，本文為了聚焦，將把理論討論限縮在意

義建構方法論和從資訊搜尋角度討論意義建構這兩個範疇。 
 

理論探討 

 
許多學門都研究意義建構，例如心理學、收訊分析，及組織行為研究等。這

些研究取徑從現象學／詮釋的角度來研究使用者和閱聽人，同時關注結構和行動

者。同時，”sensemaking”與”sense-making”這兩個概念在不經解釋下，被指向以

現象學、詮釋取向，用敘事的方式來研究使用者和閱聽人。文獻很多，深淺不一，

但其中以 Dervin 的方法論取徑最為特殊（Dervin, et al.,2003）。 

Dervin 的意義建構隱喻 
Dervin（1999, 2003）發展出”Sense-Making Methodology”來研究人類意義建

構和溝通的現象。這個方法論取徑的發展已經有 30 年的歷史。被許多學門所採

用，也被許多學門用來發展專業上的實踐，特別在傳播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等領

域。 
 
Dervin 的理論主要著重在方法上的哲學導引，包括理論化和研究的執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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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義建構隱喻」（Sense-Making Metaphor），來說明她的意義建構理論（可

以參見 Dervin, 1999 文的圖一）。圖中呈現了一個處在時間空間、脈絡化情境中

的人。這個人正在試圖跨越一座橋，意味著（隱喻著）人被賦予在一個不斷變動

且充滿斷裂的「真實世界」中去橋接斷裂的任務。圖中的人被展示為面對一個起

因於生活中某種情境的裂隙(一個裂隙意味著「一個意義建構的需求」)。透過橋

接裂隙的過程，人們搜尋各種支援（例如：資訊），並在時空情境中涉入各種活

動，以求解決裂隙。 
 
而 Dervin 意義建構方法論的特徵如下： 
1. 傳播是一種實踐：傳播必須採用溝通的方法來研究與實踐，研究者必須

瞭解研究本身就是一種溝通的實踐。有效的溝通需要聚焦在六個 H 上：

頭、心、手、習慣、霸權，與慣習（head, heart, hand, habit, hegemony and 
habitus）。 

2. 確定性與不確定性：意義建構方法論預設人們永遠遊移於確定性與不確

定性之間。 
3. 用「動詞」取代「名詞」：意義建構方法論聚焦於人們為了建構意義或

無意義而進行的內在和外在的溝通過程。這種方法論有助於探討：人們

如何定義情境，他們如何整合情境知識為意義，他們如何定義他們的資

訊需求，他們如何與他人溝通。這種方法論強調的是過程和「動詞」，

而非敘述和「名詞」。必須注意的是，意義建構必須面對不斷變遷的情

境，習慣性的反應模式和不具彈性的反應都可能發生在意義建構過程

中。 
4. 是一種修補裂隙的方法：意義建構方法論的優勢之一在於它橋接不同研

究傳統和典範的能力。這種方法被稱為「裂隙間的方法」，因為它源自

於許多不同的研究傳統，例如：質化與量化、批判的與行政的、美式與

歐式的。這個方法最適合拿來研究人與結構的裂隙，混亂與秩序的裂隙，

以及用來研究情境中的資訊。意義建構方法論預設人是結構與能動性的

載體，而結構與能動性是處於一種恆久的互動狀態中。結構不能被視為

是一種「名詞」，結構也應該被視為一種過程。正因為它是一種「動詞」，

所以它才有能力橋接不同的學門、不同的研究者，和不同的實務工作者。 
5. 「權力」是核心概念：權力被視為是一種本體論上「真實」的力量，它

限制且促成了意義建構的過程。在意義建構方法論中，「真實」永遠應

該從現象學和詮釋學的角度切入檢視。這個理論希望適用於每日生活中

的平常人，而不是只針對專家學者。 
 
Dervin 的意義建構隱喻一方面是一種有效的教學和分析的工具，但是它的缺

點是過度簡化，容易導致對於意義建構方法論的深度和廣度的認識不夠。所幸，

隨後的豐富文獻使得此一意義建構方法論得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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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訊科學、資訊搜尋的角度談意義建構：空間隱喻的浮現 
 
除了上述 Dervin 的意義建構方法論之外，全球人機互動社群（HCI 

Community）從 2008 年開始，在其研討會中舉辦「意義建構工作坊」（sense making 
workshop），讓學術界和實務界不同領域的學者得以交換對於意義建構的研究心

得。 
 
根據這個工作坊的發起人，目前在 Google 工作的 D.M. Russell 的定義，意

義建構可以被視為「針對所收集到的資訊進行再現的過程，此過程可以使分析者

感知到資訊的結構、形式與內容」（Russell & Pirolli, 2009: 1）。 
 
針對我們所處的世界建構意義是一個隨處可見的行動，它涉及資訊的蒐集與

組織。然而，由於它的過程往往模糊難測（ill-defined），因此，對於學術研究

者、設計者、人工智慧分析者而言，意義建構都是核心的專業知識與能力，它涉

及認知與社會面向，需要運用到資訊、傳播和電腦科學等方面的豐富知識（Russell 
& Pirolli, 2009: 1）。 

 
意義建構除了是個人認知世界的方法與行動外，人們往往也需要與他人一起

建構意義、一起解決問題。因此，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的理解，也成為近年許多

研究的焦點（Chen, 2007 ; Dyrks, Denef & Ramirez, 2009; Vivacqua & Garcia, 2009; 
Paul & Morris, 2009; Zhang & Soergel,2009 ; Xie, 2003）。 

 
例如在 Dyrks 等人（Dyrks, Denef & Ramirez, 2008）的研究中，他結合人類

學方法以及合作式意義建構理論，針對法國消防隊在工作第一線上的合作式意義

建構行為進行觀察。由於消防隊員的工作是對於一個未知的空間進行瞭解的分享，

因此 sensemaking 成為消防工作的核心要素。在幾乎看不見的條件下搜索一個建

築物後，消防隊員繪製特殊地圖重現現場，這個特殊的地圖在共同創造意義的過

程中，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Dyrks et al., 2008）。 
 
當一組消防隊員進入一個火災現場時，他們通常無從了解環繞身處之環境和

情境，而有助於他們下判斷的資訊與資源也相當有限。一方面，可資參考的資訊

通常是不完整的；其次，容許他們處理資訊的時間也非常有限。因此，消防工作

的重點之一便在於持續地透過合作來建立一個分享的、對於共同所處環境的理解。

該實證研究說明了合作意義建構方法可有效協助團隊逐漸摸索空間環境並彼此

協助順利溝通，延伸來說，這是意義建構理論中「空間隱喻」操作化所帶動的提

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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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更廣的意義建構空間性觀點，例如 Chen（2007）的計量性研究，該研

究透過系統與計量的實證性方法，建構一個全球與在地間的社群圖象，以及全觀

的意義建構模式與測量方法，並區辨出「集體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與「群

眾智能」（wisdom of crowds）兩者間的不同。全觀的意義建構（holistic sense-making）
研究取徑，有助於了解意見交換、創意思考和集體智能。透過建立「知識溢散的

地理資訊系統」(Conceptual and geospati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輔以「結構洞

理論」(structural holes)，將有助於抓取網路知識「連帶」(ties)，並在知識節點之

間尋求關聯性。 
 
知識連帶性的視覺化工程，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流程來說極其重要。合作意

義建構的溝通本質，即在於團體協力蒐尋與創造一個共享的描述以完成共同任務，

也就是找出彼此之間的知識連帶。而視覺描述被證明不管在個人層次或團體的意

義建構層次都很有幫助，能提高解決問題的效率，有效增進團體溝通（Wu, Zhang 
& Carroll, 2009）。在社會脈絡中，意義建構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集體協力

的活動。在協力共同意義建構的過程中，個人會先搜集、評估與過濾，接著團體

會將與團體相關的資訊整合於討論之中。此觀察方法尤其適合考證跨文化、跨地

域的合作意義建構過程。 
 
對於「認知過程的空間視覺化工程」，在 Zhang & Soergel（2009）的研究

中採取另一種實證方式。他透過地理協作系統促動的緊急應變管理，採實驗法模

擬一場撤退計畫，並歸納一套完整的意義建構模型。過去在「知識表徵」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方面的研究，「圖像化」一直是展現心智活動運作

過程複雜性的主要方式之一，例如心智圖、模組圖、綱要圖及文字等。而 Zhang 
& Soergel（2009）認為成功的意義建構，應該是將個人原有的概念結構予以「增

值」(accretion)、「調合」(tuning)或「重構」(re-structuring)，也就是說，個人認

知行為在空間圖像化過程中逐漸修整成型。 
 
有別於上述意義建構研究繪製「由上而下」的集體認知空間，Russell（2008）

將詮釋眼光轉進至「由下而上」的個人資訊空間配置關係上。在針對 Google Doc
以及 Google Spreadsheet 等網路服務的使用田野觀察中，他認為「資訊在空間區

位中的位移生態」與「資訊意義成型」之間成正相關，其具體意義在於確認個人

資訊認知也具有空間序列特質。個人資訊搜尋整理行為與協同意義建構過程相同，

皆需處理「資料裂隙」（data gap）以及「結構裂隙」(structure gap)的問題，當

面臨裂隙時所產生的「資料迴圈」（data loop）與「結構迴圈」（structure loop）
解決方案則時時相交互作用與補充（Zhang & Soergel, 2009）。 

合作式意義建構的互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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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從空間概念切入討論合作式意義建構的取向外，也有從互動型態來

討論合作式意義建構的，例如 Xie（2003）把工作領域和使用者間的互動型態區

分為「任務活動」（task activeities）、「決策活動」(decision activities)、「合作

活動」（collaborative activities）和「策略活動」（strategy activities）四種類型。 
 
Xie（2003）進一步把任務的活動又再區分為任務的本質（nature of tasks）、

任務的類型（type of tasks）以及時間的框架（time frame）等三個面向來加以分

析。在任務的本質上，主要在於判斷該任務是「例行的任務」（routine），或者

是「新的任務活動」（new）；在任務的類型上，則是判斷屬於「更新訊息」（update 
information）、「搜尋特定訊息」（look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尋求已知

的事務」（look for known item）、「了解事務間的關係」（look for items with commons 
characteristics）、或者「求證訊息」（verify information）；最後，在時間的框架

上則是在確認屬於「急迫性」（urgent）或「非急迫性」（non-urgent）的事件。

這些面向的作用，都會進一步影響決策和策略活動。 
 
Xie（2003）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決策活動中，大部分受試者聚焦在三個

問題上：「要做什麼」（what to do）、「要怎麼做」（how to do）以及「何時

結束」（when to stop）。在要做什麼的問題中，使用者會先了解自己有什麼樣

的資訊需求，然後再去思考如何將這些資訊需求轉換為系統或人可以讀取的訊息。

而在要怎麼做的問題中，則是將資訊尋求的行為「詳加計畫」（plan oriented），

或者「視情況而定」（situation oriented）；最後，在何時停止尋求資訊的行為中，

則是得了解使用者是找到了足夠的資訊所以停止，或者只是單純的離開。 
 
在合作互動當中，Xie（2003）也發現三個主要的面向，包括：資源的類型

（types of resources，如客戶、團體成員、公司成員、公司內外的相關專家、公

司的顧問）；互動的類型（types of interaction，如諮詢、解答、驗證等）；及溝

通管道的類型（types of  channel，如面對面、電話、email、傳真等）。最後，

他歸納出三種資訊搜尋策略活動的類型，分別為：資訊資源（information resources，
電子、人類或印刷品）、資訊搜尋行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掃描、

搜尋、獲取、查證、比較、諮詢、選擇、追縱、測試和除錯）以及互動與注意力

的型態（interaction intentions，包括指出、發現、學習、評價、驗證、記錄、獲

取）。 
 
多人的意義建構不僅在個人的面向需要考慮，更複雜的是「社會關係」的存

在，而最簡單的社會關係包括了合作的、競爭的，甚至是競合的，而本文的討論

僅聚焦在「合作式的意義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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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選擇 

 
本文旨在研究多人行動中所產生的合作式意義建構，因此，所選擇之個案必

須為多人參與之行動，且行動性質適合觀察合作式意義建構之過程。 

選擇個案 
 
一個知名國際組織 XX 在 2008/9/18 時，於官方網站發佈了一篇新聞稿，該

新聞稿主要介紹一項該組織針對「非商業使用」所將進行的研究。該研究計畫最

主要之目的在於辨認「商業使用」和「非商業使用」在各種社群之中的意義。 
 
2008 年底該計畫已經執行了幾場焦點團體以及田野調查，於 2009 年該計畫

則計畫從數位內容的使用者角度，再展開調查研究，以蒐集創作者資料，探究創

作者如何理解其創作內容之商業使用與非商業使用的區別。該組織於 2009 年 2
月份，分別於舊金山（2/12）與紐約（2/17），舉辦面訪式的焦點團體研究，並

且開放數量有限的線上焦點團體申請，焦點團體執行期間為 2/18~2/20（網站上

說明預期總參與時間約需兩小時）。本研究的成員之一於 2009/01/30 以研究計畫

專案經理的身份，完成線上申請參與焦點團體的手續，並獲得主辦單位回信確定

入選，可以參加線上訪談。此線上焦點團體並非線上即時同步討論，而是採非同

步抽空填答的方式進行，總題數與題量不明。本研究回信主辦單位，確定參與此

次線上焦點團體研究。 
 
本研究隨後於2009/02/17收到主辦單位寄來的線上焦點登入帳號密碼信函。

信中說明執行方式為線上焦點團體縮減為兩天，總需時約兩小時。每日焦點團底

的主持人會貼出問題，由參與者回覆，參與者也可回應其他人的意見，登入次數

不限。此項線上焦點團體進行的時間為 2009/02/19（週四）9:00:00 AM Pacific Time，
一直進行到 2009/02/20（週五）11:00:00 PM Pacific Time。焦點團體使用的語言

為英文。 
 
本研究成員於獲知可以參與線上焦點團體討論後，隨即經內部討論過後，決

定此次焦點團體聚會討論方式如下：(1) 2/20（週五）：下午一點鐘借用教室進

行討論會，並完成統一回覆內容。(2) 2/21（週六）：第二波問題發佈之後，團

隊以 mail 線上討論的方式來組織回覆內容。(3) 從 2/20 半夜一點到 2/21 下午三

點期間，團隊成員任何時間都可隨時登入回應。團隊成員共有六人參與討論並協

力完成線上焦點團體行動。 
 
此時，本文第一作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合作式意義建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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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團隊會議中提及可以利用此次參與線上焦點團體的機會，進行一個合作式意義

建構的個案研究，這就是本研究的由來。 

提出個案研究的觀察架構 
 
在確定要進行一個合作式意義建構的個案研究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

計畫：使用者小組」成員三人（即本文作者）隨即針對「線上焦點團體之合作式

意義建構觀察研究活動」，於會前再聚會進行討論，並發展出研究與觀察架構（請

參考圖 1）。 

 

圖 1 合作式意義建構理論架構圖（觀察前，本研究繪製） 

 
依照本次線上焦點團體執行內容(即上圖的「工作」)，我們可將其「工作結

構」再細分為：「系統介面使用」→「提問閱讀分析」→「提問討論」→「形成

各自意見」→「形成集體意見」→「完成中文回覆」→「完成英文回覆」等七個

子任務。 
 
針對參與團隊成員部份(即上圖的「參與之團體」)的理解，係參考 Dervin 對

於人的隱喻，也就是所有人都處在一定的權力關係、知識系統、或社群關係等框

架中，而產生對於外在人事物的理解（Dervin, 1999）。 
 
另外根據 Dervin（2006）意義建構（Sense-Making）的概念，可簡化為以下

採隱喻方式之方法論公式：「在各式各樣的結構之中」，「於各種情境條件之下」，

「去建立」「跨越時空隔閡」的「橋樑」。 
 
簡單來說，Dervin 的意義建構概念是：「自我意義建構」→「促進他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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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理解他人的意義建構」→「協助他人理解我的意義建構」之流程。除

了 Dervin 的意義建構方法論提示之外，我們再輔以 Russell（2008）從工作結構

出發的意義建構概念中著手研究，也就是從「根據議題收集資料（Collect 
information on topic）」→「尋找好的再現方法（Search for good representations）」
→「建構再現（Instantiate representations）」工作流程的反覆修訂概念，將本次

線上焦點團體研究觀察概念，修訂為如圖一的研究觀察架構。 
 
綜言之，本研究以 Dervin 橋接裂隙的意義建構概念，以及 Russell 的工作結

構分析觀點來接合本次線上焦點團體研究中的「工作」和「參與的團體」，並嘗

試以參與觀察及事後分析現場全程錄製的影片，來理解發生在這次焦點團體活動

合作式意義建構現象，並初探合作式意義建構的理論意涵。 
 
從上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本次線上焦點團體回覆工作過程中，共包含了四種

不同面向的協商溝通領域，它們是： 
 
「介面」：本次線上焦點團體回覆工作過程中，首先團隊需對於 XX 組織所

採用之網路介面作初步了解。分享對於該介面呈現方式之理解、討論使用方式、

形成共同使用經驗。 
 
「內容」：內容面的協商溝通領域包含「工作結構」中從「提問閱讀分析」

一直到「提問討論」的步驟。此步驟主要在於觀察活動參與人接觸題項後是否進

行自我對話，以及用什麼樣的語言結構提出自己的意義建構。 
 
「意義」：意義協商溝通領域包含工作結構（task structure）中從「形成各

自意見」→「形成集體意見」的過程。此步驟中活動參與人透過溝通協商行為形

成自我意義建構，並嘗試理解他人意義建構、以及促進他人理解自我意義建構。 
 
「回應」：最終回應產生之溝通領域包含「工作結構」中從「完成中文回覆」

到「完成英文回覆」。此步驟中團隊以集體意義建構之回覆內容完成線上填答。

此階段則牽涉語言轉換過程，團隊勢必需要形成一機制來完成語言轉換與作答，

機制的協商與產生可加以觀察。 因此「回應」部份可拆成「內容」(實質回應內

容)與「形式」(作答規則之協議與作答形式)等兩方面來分別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式意義建構的「橋接」過程中，可能存在於此次線上

焦點團體工作中不同的結構之間，亦或是單一結構之內；同時，意義建構與合作

式意義建構過程是不斷於參與成員的自我對話與團隊之間的對話間交互發生的。

同時，本次線上焦點團體是清楚的議題導向式團隊合作，可以從這個個案研究觀

察參與團隊對於議題之意義詮釋與產生回應的過程，並藉此探析合作式意義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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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 
 

焦點團體情境現象分析 

焦點團體當日實體的空間位置 
 
本計畫的研究助理共六人，於 2009 年二月 20 日（週五）下午一點鐘開始，

借用某國立大學教室進行團體討論，並在現場經過團隊討論後，統一回答國際團

體 XX 的線上焦點團體主持人所提出的問題。  
 
本次參與的六位助理分別是：助理 L（本研究專案經理，為本文作者之一）、

助理 S（本研究博士班助理，為本文作者之一）、助理 Y（本研究博士班助理）、

助理 K（本研究碩士班助理，英文能力佳，在整個活動中負責中、英文間的翻譯）、

助理 D（本研究碩士班助理，當日身體不適，較少發言）、助理 L1（本研究專

任助理）。 六位參與線上焦點團體的助理，除助理 L、助理 S，和助理 Y 之外，

其餘三位助理在集體線上進行焦點團體時，並不知道本次線上焦點團體的目的之

一是要透過參與觀察及事後分析錄影帶的方式探討「合作式意義建構」此一議題。

但是，在隨後的研究會議中，正式將此次的作法及研究目的告知團隊中所有的助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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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線上焦點團體座位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從上圖中我們看到，助理 L（為本研究專案經理，英語能力佳）和助理 K（為

本研究兼任助理，英語能力佳）配置有筆電。 正因為他們配置有筆電，掌握了

對外溝通的工具，因此是團隊中權力的擁有者，相當程度掌握了此次合作式意義

建構過程中對內（團隊內）與對外（國際團體 XX 與線上焦點團體其他參與者）

的溝通主導權。這兩人或因為在團隊中的角色位置（是專案經理），或因為能力

（英文佳）而掌握了工具，進一步掌握了溝通的權力。 

焦點團體執行觀察與現象說明 
 
本小節從「介面」、「內容」、「意義」、「回應」等四個主要協商溝通領

域來分述本次線上焦點團體執行過程中觀察到的現象(或 sensemaking 發生的可

能性)，並附上現場錄影轉錄的相關文字記錄。本文並就以上四個協商溝通領域

所觀察到的現象背後的理論意涵，並抽取出討論過程對話中，部份具有詮釋意義

的字句來進一步討論。 

「介面」協商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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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線上焦點團體所採用之網路焦點團體介面運作方式為：由主辦單位事先

貼出所有提問(共六大題項)，由於線上焦點團體原先預計舉辦兩日，故提問從第

五題開始算是第二日才需要作答的提問。每個題項參與者除了可上傳自己的回答

之外，另可針對任何一則參與者文章提出回應與再回應。 
 
助理 L：那介面方面大家都看過了對不對？介面這邊不管我們有沒有回

應過，大家回去都可以再去回應。現在看起回應還不算太熱烈，但介面

看起來還滿有趣的，它是想塑造線上聊天的感覺。今天的目的除了討論

出題目本身之外，還有它的使用方式的一些探討。 
 
由於線上焦點團體所呈現的介面設計堪稱簡單易用，且部份參與成員可能於

事前已經登入熟悉過，故於討論會當日並未花費太多時間熟悉該介面，而直接進

入討論如何完成此次線上焦點工作，也就是與介面之間的意義建構過程幾不存在；

或亦可詮釋為平台對於參與者而言並未造成任何使用上或理解上的門檻。 
 
使用介面方面的共同經驗是於教室中即時使用、即時觀看，進而即時產生的。

由於使用介面為主辦單位設計提供，參與者無法修改，故不存在 Russell(2008)
在「工作架構」中關於「介面呈現模式相互修訂調整」的意義建構過程。然而使

用者與既定介面之間的意義建構過程還是存在的。 
 
過去有關使用者與介面之間的意義建構關係，多半是透過對於「互動性」

（interactivity）這個概念進行理論探討的。例如 McMillan（2002）回顧媒體與互

動性相關的三個傳統：（一）人與人互動（human-to-human interaction）, （二）

人與資料（內容）互動（human-to-documents interaction），以及（三）人與系統

互動（human-to-system interaction），其中的「人與系統互動」可以適用於本例

中的人與介面互動。McMillan 指出，在使用互動這個概念時，必須釐清所指的

互動究竟為上述三種互動的哪一種。必須注意的是，互動有時也會同時包括或都

不包括這三種面向，不過，不論討論何種互動，「控制」的面向都應該被納入考

慮，因為它會改變互動的本質。 
 
McMillan 對於「控制」的重視，與前述 Dervin 所說的：「權力」是意義建

構方法論的核心概念，實有異曲同工之妙。在 Dervin 那裡，權力被視為是一種

本體論上「真實」的力量，它限制且促成了意義建構的過程，此一理論希望適用

於每日生活中的平常人，而不是只針對專家學者。 
 
在此一案例中，介面的控制者為主辦單位，換言之，權力握在主辦單位的手

上，參與的團隊對於介面並未有置喙的餘地，再加上瞭解此次研究用意的三位助

理（助理 L、助理 S，和助理 Y）並未刻意在過程中引導其他助理對於介面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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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討論。 
 
因此，平台對於參與者而言並未造成任何使用上或理解上的門檻，但是也未

能因此促成積極的合作式意義建構。 

「內容」協商領域： 
 
討論過程中，助理 L 首先提議是否應將問題先看過一輪，大致知道問題方

向與相關領域知識後，各自簡短作答，然後進行討論。然而團隊成員認為為求「效

率」起見，不如就開始一題一題討論，立即形成各題答案。 
 
助理 L：題目真的不少，大家決定一下怎麼回答吧？我們先把題目整個

Overview 一次，如何？ 
助理 Y：好哇。你要全部看完，再一次討論，還是一題一題來討論？ 
助理 L：你們覺得如何？ 
助理 Y：我覺得全部看完再討論，會把時間都浪費在 Review 上。 
助理 L：好，那我們就一題一題來。既然人家連 I don’t know 都敢 PO
了，我們怕什麼！（笑） 
 
上線之後團隊立刻發現題項數量非常驚人(共 37 小題)，與原本預期可能十

題之內，各題深入作答的提問方式截然不同。團隊立即略為閱讀當時介面上既存

的其他使用者作答方式，發現同時上線的其他使用者都約略使用一至二句話簡答，

因此團隊成員也決定採用相同方式作答。截至這個階段為止，團隊的「合作式意

義建構」都還是停留在作答形式和作答方法上的討論，並會參照同時上線的其他

使用者的作法。 
 
由於第二大項的提問較屬於參與人個人資料調查，故團隊決定由報名人（助

理 L）先獨立撰寫第二大項的提問，其餘團隊成員則開始從第三大項的提問開始

進行討論、作答。 
 
由於主辦單位本次焦點團體的主要目的，在於收集全球有關「非商業性使用」

的定義，因此團隊成員會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各自的看法，再由英語能力甚佳的

助理 K 負責以英文回答並上傳資料。以下節錄一些當場助理間為了回答線上問

題時的對話（針對題目 2.3）： 
 
助理 K：（把英文題目口譯成中文）你或你的組織有沒有用過授權的內

容？什麼是非商業性使用？ 
助理 S：這個（提問的方式）和組織有關，那（回答的立場）可能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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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了。 
助理 Y：有沒有人上過一個期刊論文網站？思博網。那個就有授權的問

題？要買點數，我就有這種經驗。 
助理 S：從學校連進去就不用錢。 
助理 K：那我如果下載一些 MP3 或電影可以嗎？ 
助理 Y：不行啦。 
 
以上是團隊對於何謂「授權內容」進行討論，但似乎得不到共識，此時，助

理 S 的一段話，轉變了團隊的意義建構參考架構。 
 
助理 S：可以先看看 2-3 別人是怎麼回應的？別人的回應是說：這個問

題太模糊啦（It’s too vague）。我們如果不懂又有什麼關係！ 
助理 L：好，從 2-3 這題開始，我們用數典的角度來回答問題（按：所

有參與者均為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助理），子計畫的身份應答？ 
助理 L：為了加快回應速度，我先用中文或英文記錄下來，再看怎麼

post 上去，大家就先繼續下去討論（00:34:15）。 
 
負責此次線上焦點團體的助理 L，發揮他的「權力」，將回答定位於「以組

織立場」回答。 團隊並在進行半個小時的時候（00：34：15）開始意識到時間

及效率的問題。例如，下面針對問題 3-1 的討論，主要在討論如何定義非商業使

用： 
 
助理 D：如果只是把參考書賣給別人也是商業使用嗎？ 
助理 S：市場、大量複製、散佈、流通可能是關鍵？ 
助理 L：這題必須先回答，下個題目才會出來，我們請助理 K 直接在上

面回答。 
助理 K：我這樣寫好了，大家參考看看。 
 
團隊對於何謂「非商業性使用」進行討論，但是在沒有共識的情況下，最後

由英文能力佳的助理 K 自行決定上傳內容（回應問題 3-2）。 
 
助理 K：（把英文題目口譯成中文）如果你要從創作者的角度來定義非

商業使用，你的答案會和剛剛的不一樣嗎？ 
助理 L：這個活動的主辦人發現我們都還沒 PO 意見，寫信來催了。 
助理 L：你覺得這是不是沉默螺旋效果，這種大家回應的方式？除非有

人想出出風頭，我覺得和參與者間的信賴有很大的關係。 
助理 Y：我覺得已經失去焦點團體的意義。 
助理 L：一般的焦點團體大家不太可能這麼偷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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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上面的討論已經岔開主題，成員因為觀察、參與，而提出了「沈默

螺旋」現象及對線上焦點團體的進行方式進行反思與批判（回應問題 4-3、4-4、
4-9）。 

 
助理 S：（把英文題目口譯成中文）什麼情況下你會把商業使用轉換為

非商業使用？ 
助理 L：數典的東西有二元性，有些可以加值賣錢，有些沒有，可以用

資料的品質來分類。 
助理 L 依其對於數典組織運作的瞭解，一個人決定的本題的回答方向。 
助理 K：（把英文題目口譯成中文）商業和非商業間，你考量的因素有

那些？ 
助理 L：說不定這次想研究的是非商業使用的概念，和 CC 上面的非商

業使用概念是否一樣。加速、加速！ 
助理 K：我們只回答了一半耶… 
助理 L：快快快… 
 
時間的壓力再度出現，與團隊在逐一閱讀網上焦點團體之題項後，立即發現

題目稍有曖昧不明的狀況，且平台中已經發言的其他參與者也反應相同疑問。故

許多題項的討論會先聚焦於「關於題目問題方向之內容詮釋意義」本身，反而不

在於「如何形成共識並作答」這件事。簡言之就是有點「連題目都看不懂」的狀

況。不少提問流於空泛或缺乏定義，致使作答時耗費多數時間在思考「題目在問

什麼？」而不在於「怎麼回答」。這可能屬於團隊與提問之間的意義建構問題（回

應問題 4-7） 
 
助理 K：我們要不要討論下一題。 
助理 L：如何，題目看得懂嗎？ 
助理 K：所以要有點像苦勞網要到戲院上映的話。 
助理 L：所以這回答比較像這樣，如果 content provider 要標示姓名。 
助理 Y：那置入性行銷呢… 
助理 S：我覺得不能從效果來推論商業或非商業使用。 
助理 K：我看不太懂這個題目的意思耶？是說這個 work… 
助理 L：我覺得是在說有支助關係時，是不是還算是非商業行為？ 
助理 K：像我們如果在學校放電影，星巴克就贊助我們這個電影，現場

還擺一星巴克的東西，這樣還算非商業使用嗎？ 
助理 L：這樣聽起來就不是非商業使用的，因為你的商品是被 charge
的，這樣可能就不是我們所認定的非商業使用。 
助理 Y：有些非正式影評效果滿好的，這樣的話也算是商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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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 K：所以說這個也算是商業行為。 
助理 Y：但是要註明說，這不能做置入性行銷的行為。 
助理 K：看我這樣回答可不可以，我覺得這還是 commercial use，因為

內容不是免費提供給我，而是贊助商提供。 

「意義」協商領域： 
 
團隊成員最初開始進入實質討論程序時，意義建構過程還算清楚，即：閱讀

問題→個人反思問題→分享個人思考→聆聽他人思考→彼此修訂思考→完成同

意意見。然而此完整模式並未能持續太久。這個合作式意義建構的模式，在回應

問題 4-6 時，最為完整的呈現。 
 
助理 K：（把英文題目口譯成中文）你做這個決定，會不會因為對象是

營利或非營利組織而定？ 
他們是在說組織性質，會不會影響到你授權的方式？ 
助理 L：David 和 Peter(以上均為假名)聊起來了耶！ 
助理 Y：我怕他們到時候找我們聊！ 
助理 L：那苦勞（網）呢？（意指苦勞網會不會因為對象是營利或非營

利組織而決定授權方式？） 
助理 K：不會耶，我們的東西都 CC 授權。（助理 K 是苦勞網的義工） 
助理 L：數典的授權好像太複雜了。 
助理 K：所以如果是非營利組織，我們就可以非商業授權。 
助理 S：我想到另一個例子，像微型樂園是商業組織，可是他們做文化

公共活動。 
助理 K：所以，要看內容的性質而定，Case by case! 
助理 Y：像董氏基金會也會弄很多商業活動、代言活動。 
助理 L：也就是說，非營利組織有魔頭，營利組織也有好人。 

 
團隊在這個問題的討論上非常的完整，成員相互詰問，並提供自己的經驗，

最後也形成了共識，是本個案中少數有呈現「合作式意義建構」的部分。但是，

可能由於題目數量太多，且經常發生英文語意理解及專業題目理解上的問題，這

些問題對於團隊來說，已經立即形成壓力，故於此階段甚難有餘裕讓參與人針對

問題本身進行充分自我意義建構。 參與者也未能有時間參考或尋找其他相關資

料作為回答焦點團體問題的基礎。 
 
回應問題 3-3 
助理 K：你從非商業使用的認識是從法律上的認識而來的嗎？（是。助

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行回答。） 
回應問題 3-4 



 

93 
 

助理 K：你同意其他人對非商業使用的定義嗎？（大部分同意。助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行回答。） 
回應問題 3-5 
助理 K：你的答案和其他人的相容嗎？（是。助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

行回答。） 
回應問題 4-2 
助理 K：你是使用什麼樣的型式？（文字、圖像、影片和軟體助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行回答。） 
助理 S：我們每一題不要超過五分鐘好不好？ 
助理 L：不行，不行，我們討論太久了。 
助理 S：4.9，4.9…（意指趕緊回答問題 4-9） 

 
由於上述現象，本階段「形成各自意見」→「形成集體意見」的發生過程產

生一個很有趣的結果，即團隊到後來對於提問的詮釋，反而來自於先去閱讀「別

人如何回應」，團隊從他人回應中，回溯問題意識，以詮釋他人回應的角度來回

頭詮釋提問。也就是形成「理解他人的意義建構」先於「自我意義建構」的流程

扭轉，這種現象可以在團隊回應題目 4-8 時觀察到。 
 
助理 K：（把英文題目口譯成中文）你是業餘者或是專業者？ 
助理 Y：我們要算什麼，如果你剛才是說你是組織的 PM，應該是專業

者。 
助理 L：看我在弄什麼東西啊！別人的回應都是說，使用目的才是重要

的。 
助理 K：就像 David(假名)說的。 
…………………………. 
助理 L：他的問題都好模糊喔，他的第二句，make distinction，什麼的

distinction？不如說我們這一題用提問的方式，問說 distinction 是什麼意

思？ 
助理 L：這個問題是不是說… 
助理 K：這題的意思是不是說，如果是 Content provider… 
助理 L：這題的問法很奇怪… 
助理 K：可不可以看一下 Peter（假名）的回應。他是說一個靠攝影維

生的人… 
助理 S：我認為問題是在問，作品是否會影響到市場、同行的利益，而

做為商業行為的考量。 
助理 L：那這邊的意思就是說，和你要求授權時，他是業餘或同行，會

影響授權的條件。我覺得這邊是在問心裡狀態。 
助理 K：好啦，好啦，我要貼出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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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 L：好好，貼貼。 
助理 K：看一下 David（假名）怎麼回答？……. 
助理 Y：還要這樣討論下去嗎？ 
助理 L：現在開始，電腦輪流傳，一人回答一題，不管怎麼回。 
助理 Y：我們看一下 David(假名)怎麼回答好了。 

 
根據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如仿照 Dervin 的公式就可以改寫成：「理解他人

的意義建構」（即先閱讀他人作答，此處他人指的是其他已經 post 回應的焦點

團體參與者） 「自我意義建構」（即消化他人作答內容之後形成自我意義）

「協助他人理解我的意義建構」（即討論網路既存回應內容，此處他人指的是團

隊本身） 「形成集體意義建構」（即協商完成共同理解並回應）。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團隊後來習慣於閱讀完問題之後就先去看別人答

案，致使團隊對於網站上其中一、兩位參與者的答案特別有認同感(因為簡單易

懂)，進一步對於該參與者產生特殊情感投射。再仿造 Dervin 公式則會變成：「理

解他人意義建構」 「內化成為自我意義建構」。 
 
上述現象呈現出應答過程中，「意見領袖」的角色反而不存於實體團隊中，

而是網路上團隊所認同的某位焦點團體參與者。到這個階段，於線上焦點團體回

覆工作上(“the task”)，已經出現另一個強而有力的參照團體（the group）。故上

述「焦點團體會前討論分析架構圖」中，意義建構參與的團體（the sensemaking 
group）應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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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意義建構參與團體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上述現象發生之主因，來自於語言理解、以及題項含混等原因。不少題項的

討論是熱烈、互動性強、且深入的，然而該互動對於實質產生確切集體共識卻無

明顯幫助，致使團隊越感疲乏挫折。最後為省時省事起見而逐漸演變成以效率為

主的意義建構模式，且隨討論時間延長，討論方式趨於快速獲得共識。也就是「效

率」逐漸成為意義本身，而不在於「內容」，因此「追求團隊效率」（時間）的

變項應加至上圖中。 
 
助理 K：哇，還有十題喔，我的媽啊。 
助理 L：好，我們趕快把這個幹掉。 
助理 Y：好，今天我們先做完這些，剩下的我們再討論。 
助理 K：好，這一題就寫 Yes! 

「回應」協商領域： 
 
團隊於「橋接」（bridging the gap）的意義建構過程，最首先的步驟是「理

解他人的意義建構」，這也就是團隊於「工作結構」task structure 中尋求「好的

再現方法」（search for good representation）的操作方式。 
 
於「回應」的實際產製面向，一開始主要由團隊的助理 K 作打字 post 回應

工作，並由助理 L 執行引導討論進行之工作。多數題項的討論流於助理間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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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己見，題目認知基礎定義不明，使用過於模糊的語詞或主詞以至於無法聚焦回

應。隨著進行時間拉長，最後逐漸演變成團隊參考他人意見之後，除非有重大意

見差異，否則就由團隊中英文最好的助理 K 直接作簡單回應，並口頭朗讀打字

內容。團隊對於作答內容多無意見。 
 
回應問題 3-3 
助理 K：你從非商業使用的認識是從法律上的認識而來的嗎？（是。助

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行回答。） 
回應問題 3-4 
助理 K：你同意其他人對非商業使用的定義嗎？（大部分同意。助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行回答。） 
回應問題 3-5 
助理 K：你的答案和其他人的相容嗎？（是。助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

行回答。） 
回應問題 4-2 
助理 K：你是使用什麼樣的型式？（文字、圖像、影片和軟體助理 K
未經團隊討論自行回答。） 

 
回應本身並未依照先前規劃，亦即：先形成團體中文回覆內容之後，再解決

語言問題轉化成英文。而是因為特定團隊成員具語言能力，而演變成主要就由該

類成員直接完成回覆工作。也就是圖中「工作結構」task structure 中的「完成中

文回覆」部份不存在。 
 
週五晚間結束小組討論之後，成員發送 e-mail 告知本日討論過程以及暫擬之

五題項、六題項答案，請所有成員於週六下午之前可各自上線回應，並針對五題

項、六題項答案提出討論。然而於週六線上焦點團體結束之前並無任何團隊成員

於 e-mail 中提出討論。 

團隊成員對於相關執行經驗回應摘錄：   
 
以下是在線上焦點團體執行完畢後，團隊成員對於整個個案進行過程的反

思。 
 
助理 L：上線去看我們回應的答案也許看起來回答很少、也很淺。然而....
每一個題目都是經過大量仔細的討論推敲，所作出的回覆，今日總共討

論了超過五個鐘頭哩....。答案可能無法反應我們討論的過程，不過我們

有全程錄音錄影。 
助理Y：週五的線上焦點不甚成功，感覺上是一個實驗性質較多的研究，

其中最大的問題出在題目的題意很不明確，不論是知情或不知情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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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記錄討論過程的團隊成員，都陷在討論題意為何的困境中，討論行為

沒有太大差別。第二天的線上焦點座談則無疾而終，因為主辦單位無預

警地提早關閉網站了。 
助理 S：有時候題意不明，常花時間在了解題意，真正討論到各別意見、

形成共識的部分比較急促。現場我們先將問題用紙本發給所有人，先行

各自解讀後，再由英文較好的助理再次進行確認、討論。討論近四個多

小時，到後面有點身心俱疲的感覺！我感覺 collaberative sensemaking
比較有發生在：討論問題、回答問題、決定何時收工、如何放棄作答等

部分，尤其後面兩個主題參與度較高。 
 

從本個案的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中浮現的相關議題及理論意涵 

權力位置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的影響 
 
Dervin 認為人的意義建構過程永遠受到權力之影響。在這次線上焦點團體參

與過程中，共有幾種不同的權力角色存在：例如國際組織 XX 作為權力來源對於

團隊參與形式的決定性影響力；實際報名者在活動訊息接收方面的發言權力與主

導性；線上焦點討論過程中主持主導人或語言優勢主導人的影響力；主辦單位對

於研究活動執行的主宰權力等，在在都會影響合作式意義建構進行方式與結果。 
 
另外一種討論權力與控制的理論角度是從科技所提供的臨場感切入。科技所

提供的臨場感是一種在虛擬環境中的心理感受，其主要因素分別為：「存在感」

（presence）、「沉浸感」（immersion）、和「互動性」（interaction）。透過「建

構個人心理的運作模式」(construction of a mental model)，以及「讓人意識到所處

的位置」 (attention allocation)等運作機制，人得以對科技空間產生臨場感 
(Schubert et al., 2001)。科技空間臨場感的主要功能，在於提起參與人之「注意力」

(attention，也就是涉入感，involvement)，和形成「空間認知」（spatial cognitive，
也就是心理沉浸感）。雖然這並不是以理論因素所進行的分類，但相關研究認為：

涉入感就是一種心理的經驗與狀態，是關注使用者在特定刺激與活動之中的能量

與注意力；而沉浸感也是一種心靈上的經驗，這種經驗是指在持續不斷的刺激與

互動當中，讓使用者被籠罩在一種特定的情境之中。 
 
相似的網路社群研究也證實了，透過適當的「介面與社群屬性設計」，將可

有效組織形成網路社群的「身份認同感」(identity-based attachment)、以及「情感

連帶感」(bond-based attachment)，縱使當中社群成員組成與參與目的永遠是「不

可控制與非預期的」(Re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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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的行使經常展現在介面的控制上。在此一案例中，介面的控制者為主辦

單位，換言之，權力握在主辦單位的手上，參與的團隊對於介面並未有置喙的餘

地，再加上瞭解此次研究用意的三位助理（助理 L、助理 S，和助理 Y）並未刻

意在面對面的過程中引導其他助理對於介面進行積極的討論。因此，平台對於參

與者而言並未造成任何使用上或理解上的門檻，但是也未能因此促成積極的合作

式意義建構。 
     

對於工具的掌控也經常是權力的來源，例如我們在「焦點團體當日實體的空

間位置」一節中討論到的助理 L 和助理 K，他們或因為在團隊中的角色位置（為

專案經理），或因為本身的知識能力（例如助理 K 的英文能力佳），得以配置

筆電，也因而掌握了合作式意義建構中的權力位置。 

合作式意義建構之互動型態分析 
 
本文前曾述及，Xie（2003）把工作領域和使用者間的互動型態區分為「任

務活動」（task activeities）、「決策活動」(decision activities)、「合作活動」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和「策略活動」（strategy activities）四種類型。 
 
前引Xie（2003）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互動分析的文獻中所呈現的互動面向，

在本研究個案的分析中，幾乎都可以看到，例如：就任務的本質而言，但本研究

的研究發現，本次任務活動屬具體的任務活動（上網回應 XX 團體的焦點團體問

題），就「任務的類型」而言，本次任務活動屬「回應特定訊息」（非商業性使

用的授權），就「時間的框架」而言，屬於急迫性（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焦點

團體問題）。 
 
就時間這個影響因素而言，由於語言理解、以及題項含混等原因，不少題項

的討論是熱烈、互動性強、且深入的，然而該互動對於實質產生確切集體共識卻

無明顯幫助，致使團隊越感疲乏挫折。最後為省時省事起見而逐漸演變成以效率

為主的意義建構模式，且隨討論時間延長，討論方式趨於快速獲得共識。也就是

「效率」逐漸成為意義本身，而不在於「內容」，因此「追求團隊效率」（時間）

的變項便成為本個案中重要的影響因素。 
 
就「決策活動」而言，本研究團隊也在長達五小時的合作式互動中，共同決

定「要做什麼」、「要怎麼做」和「何時結束」。 
 
在「合作的互動」中，浮現的「資源類型」只有團隊成員; 「互動的類型」

包括成員間相互的討論（面對面的互動）、參考網路上其他成員的答案（人與網

路資訊互動），至於「溝通管道的類型」則有面對面、網路和 emai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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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也有許多面向是在 Xie（2003）的研究中沒有的。例如，有關

空間的討論在 Xie 的文章中就都付之闕如，本文在以下小節中將集中討論本個案

所發現的，空間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的影響。 

空間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的影響 
 
本文在前引文獻討論中發現，不少「合作式意義建構」實證研究案例中，其

關切核心主旨與「空間性」息息相關（Dyrks et al.,2008; Chen, 2007; Zhang et al., 
2009; Russell, 2008; Harvey, 2008）。   

 
前述的理論都從「空間區位辨認」角度出發，我們一步步抓取出意義建構理

論的空間詮釋向度，除具體而微地彰顯了意義建構理論當中所存在的「空間邏輯

本質」之外，也說明了個人與群體溝通活動中所發生活動的，其實正是對於空間

知覺的描繪與摸索。「空間」是諸多文化社會研究領域中的「關鍵字」(Harvey, 
2008)，然而在傳播溝通研究領域中，「空間感」卻甚少浮出檯面。Harvey 認為

「空間本身既不是絕對的(absolute)、相對的(relative)，或是關係性的(relational)，
它可以視情境而定，成為其中一種，或是同時是全部。空間之適當概念化的問題，

是透過與空間有關的人類實踐而解決的」(同上, p120)。 
 
即便意義建構理論從未將「空間」作一個理論關鍵字來看待，然而透過意義

建構理論在各項實證研究或理論操作過程可發現，於某種程度上而言，意義建構

所在意的「時-空連貫本質與恆動性」概念，是可與 Harvey 的空間觀相互對話並

導引出異於過往的溝通活動研究橫切面。 
 
以這次的 XX 線上焦點團體執行個案觀察來看，溝通行為存在與進行於實體

物理空間(如教室座位安排)、及網路虛擬空間(其他網路發言者、以及線上系統本

身)之間。這些空間區位直接或間接影響了該團隊內之權力施行、討論氛圍、溝

通進行方式、求援對象、以及對議題之詮釋申論。已有研究指出，集體意義建構

協作方式有利於成果產出，然而研究發現到縱使有很多人希望能夠在網路上與他

人協同合作，但實際網站上提供的功能卻很有限（Morris & Amershi, 2009）。這

種虛擬式的跨時空焦點團體執行方式面臨互動性嚴重不足的缺陷，形成參與團隊

與執行目的之間的裂隙。因此我們認為，在虛擬焦點團體執行介面與溝通設計面

向上，未來可從空間向度的意義建構觀點再深入研究並提出建議。 

語言轉換過程對於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的影響 
 
本次 CC 線上焦點團體的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中摻雜了一個重要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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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語言的轉換。本次合作式意義建構的所有相關協商過程更是圍繞著為因應語

言轉換而形成解決方案，語言轉換除了直接影響具體意義建構內容之形成外，最

後逐漸形成語言建構帶領意義建構之趨勢，也就是語言工具成為「工作結構」中

的主要「橋接」要素，而非概念辯證上的趨同。「語言轉換」的影響及於本研究

的介面協商、內容協商、意義協商，和回應協商等四大領域，應要被置放於附圖

5 的修正架構當中。 
 

結論與討論 

 
檢視本次 XX 線上焦點團體執行參與過程，最能被清楚辨認的關鍵發現，在

於整個「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與原先本研究所提出之「線上焦點團體之合作式

意義建構觀察架構圖」理想型(ideal type)之間所產生的大量「相互裂隙」。質言

之，也就是田野研究現場對於理論觀察假設之修訂與辯證。 在本研究原初之觀

察架構中，我們嘗試將意義建構理論發展至今的兩種不同對話支線共冶一爐，即

「方法論層次之意義建構理論應用」(以 Dervin et al., 2003 為代表)與「實用應用

層次之意義建構機能操控」(以 Russell, 2008 為代表)，進而辨認出「任務結構」

(task structure)、「任務協同合作」(task collaboration)、乃至「參與團體」(groups 
involved)等流程要件，並透過意義建構方法論的觀察角度從之貫串中介。 

 
然而經由實際研究操作觀察後，我們發現，本個案團隊之互動與協同合作意

義建構過程中，無論在「介面」、「內容」、「意義」、以及「回應」等任務過

程，皆出現各式非預期因素、碎裂化，甚至流程逆轉的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基

於單一個案的深度描繪，恐無助於應對真實世界中協同合作樣態之多樣性回應，

因此，本研究不採取回頭修訂該「合作式意義建構觀察理想型」之方式；反之，

我們將嘗試回歸意義建構理論的基礎核心，再解讀本次田野經驗資料與預設架構

之間的差異，並指出此「相互裂隙」所顯現之理論與方法論意涵。我們將從「意

義建構方法論協助我們看到了什麼？」以及「意義建構作為意見座標指引」等兩

個面向進行討論。 

意義建構方法論協助我們看到了什麼？ 
 
在意義建構方法論中，一個不斷被提及的基本概念在於，該理論認識到「人

們永遠遊移於確定性與不確定性之間」(between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Naumer 
et al., 2008)。植基於此立場，意義建構之理論功能因而並不在於直接訂立「有效

的協同合作範式」以供人遵循；而在於凸顯「協同合作過程中人們所採取之策略

多樣性與歧異性」，以追求有效溝通之實現，並成功達成某協同任務目標。延伸

來說，這便為意義建構理論所秉持的「動詞論」理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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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動詞論」，也就是 Dervin 所謂的「動詞而非名詞」概念(Verbs instead 

of nouns)，指的是意義建構方法論關注人們內在與外在的溝通要素，他們認為真

正重要的是將焦點放在溝通過程與動詞，而非描述符號(descriptor)與名詞，人的

意義建構過程是隨著情境不斷變化的。意義建構理論的「動詞論」觀點，所觀照

的是一種動態性的理論存在本質及其功能，因而提示研究者並不應視意義建構理

論為一組僵化系統(fixed system)，反而是一種溝通情境以及觀察指引(guideline)。
意義建構理論所真正彰顯的則是「如何理解溝通情境與立場」，而不在於指導「達

成目的之有效手段」。 
 
本研究於「理論理想型」與「田野觀察」之間所發生的「裂隙」，即來自於

溝通行為與情境的動態性(即動詞性)。因而，透過合作式意義建構理論觀察角度，

該「裂隙」並非證陳理論理想型(即名詞性)之修訂必要；相對地，該「裂隙」就

是研究發現本身(亦即動詞意義浮現之處)。Dervin 認為，研究者無須害怕「不確

定性」的存在，因為「不確定性」既是溝通行為的自然本質，也正是發現知識的

冒險趣味(Dervin et al., 2006)。 
 
理想的方法論應該是開放且具彈性的，透過不確定感，研究者們得以自行摸

索，並對研究領域做出貢獻。從學術領域的親身觀察當中，Dervin 發現大多數人

具有將「溝通」同等視為「說服」的普遍心態取向，因而導致學術圈內形成溝通

障礙。因此，她認為目前急需進行的，是透過意義建構觀點去尋回「傳播溝通行

為中的遺失環節」(missing link)，即一種「自我意義建構、促進他人意義建構、

理解他人的意義建構、以及協助他人理解自身意義建構」的同理心操演。 
 
當面對歧見時，一個團隊時常傾向採取的思考模式，是直接跳躍到「共識建

立」階段，然而這種相對主觀態度將無助於溝通對話的發生。所謂「基本溝通困

境」(fundamental communication paradox)，意指人們於溝通行為過程中「樂觀態

度與悲觀態度並陳」的狀態。人們對於樂觀觀點的立場，殿基於可說服別人與改

變現狀的期待上，然而這希望通常會落空(歸咎於大家對於「溝通概念」的錯誤

態度)，進而因此感到悲觀。 
 
本次 XX 線上焦點團體合作式意義建構觀察研究過程中，起初雖並未準備從

「溝通效果期待」面向參與分析，然而經實際合作意義建構過程以及與國際團體

XX 所建構的虛擬系統互動後，以「溝通期待」這個橫切面來看，肇因於網路平

台互動性不足、亦或題意不明或題項過多，所直接引發的「溝通成果期待落空」

心裡挫折感，實為不言自明。 經此次的個案經驗研究後，Dervin 的意義建構方

法論協助確認了一個事實，即：「以尋找正確解答為基礎目標的語言溝通行為，

期望很可能會落空」。這落差感不時穿插在由線上焦點團體主辦單位基於研究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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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場所架設之線上平台、所規劃之題項之內、該參與團隊與線上國外參與人之

間、該參與團隊之內的協同過程、以及本研究之理論推測與實證觀察之間等。 
 
「橋接」(bridging)是意義建構理論中另一重要關鍵動詞，研究者不僅要在研

究方法層次去嘗試橋接跨越不同典範，也應在認同不確定性恆存的前提之下，不

武斷地涉入田野脈絡，並提煉協同合作意義建構過程中各種裂隙與權力運作發生

之處。意義建構方法論預設了「人」是結構與能動性的載體，而結構與能動性是

處於一種恆久的互動狀態中，正因「結構」應被視為「動詞」，所以它才有能力

橋接不同的學門、不同的研究者，和不同的實務工作者（在本研究中是不同的團

隊成員，主辦單位和平台上參與討論的外國參與者）。因此意義建構並不是一個

線性的過程，它通常是反反覆覆地，不會依循同一條路徑前進(Russell, 1993; 
Zhang et al., 2009)。如果要問意義建構理論究竟可以協助我們看到什麼？應該說，

它可以協助我們從溝通行為的不確定性與能動性之間，辨認其行動意義與結構浮

現過程，並敦促研究者反思理論的動態本質。 

意義建構作為意見座標指引（Compass to the Allocation of Opinion） 
 
Dervin 提出意義建構理論模型的原因之一，在於讓研究者對使用者資訊尋求

的意義建構過程進行分析，並讓詞語的背景動機浮現出來。Dervin 認為使用者雖

然有能力對真實進行陳述，然而除了讓使用者對問題與需求進行陳述外，研究者

易必須透過系統性的方法對使用者的資訊需求過程進行描會與觀察，才能穿透使

用者在進行陳述時因語言使用與觀察能力所形成的限制，例如使用者在進行這些

陳述時可能連結不同的時間、不同的情境及不同的言說（discourse）（鐘安淇，

1999，p.44）。 
 
Russell 透過 Dervin 的理論方法，經由實證方式發現了「複雜學習迴圈」

(Learning Loop Complex)現象，意旨「意義建構者」(sensemaker)在團隊任務中，

會不斷進行「尋找描述」、「說明描述」、以及「轉換描述」(Russell et al., 1993)。
這些充斥空間隱喻的描述，反覆協助釐清個人的意見座標指引，以安撫混沌環境

中的不確定感。 
 
意義建構過程中在個人層次中，「描述」的生產過程最終具體成為「什麼被

說出了口」；而在集體層次上，合作意義建構理論轉而關注合作過程是「怎麼發

生的」(what is going on) (Dyrks et al., 2008)。Dyrks 認為「意義建構」與「決策」

是不盡相同的。當面臨決策時，我們問的問題是「我們該做什麼？」；然而當進

行意義建構時，我們注意的則是「怎麼發生的？」意義建構著重的是行動與詮釋

之間的互動(interplay)，而非對於我們選擇的評估。當行動是重點時，詮釋才是

核心現象，而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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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社交網站的研究中發現，個人意義建構是透過對團體的詮釋而來，透

過這些詮釋，個人才能得知如何以及何時與他人進一步互動(DiMicco et al., 2009)。
團隊之內每個個人的溝通實踐將繪製出意義空間中整體意見座標，將意見逐漸修

訂累積、並庫存放置。而認知及學習理論的研究，則發覺了在意義建構過程中「心

智」的變化。他們認為：(1)知識就是在腦海中儲放及連繫各個概念；(2)利用適

度的表徵非常有助於展現心智活動（意義建構亦不亦外）(Zhang and Soergel, 
2009 )。  

 
接合從意義建構基本預設到認知學習等相關領域研究發現，說明了從「個人

意義建構」過渡到「團體合作意義建構」的過程中，其「協力過程」、「相互詮

釋行動」、「方向找尋」、以及「協調之後的策略方法」，同等維持意義建構理

論的基礎空間性以及個人性。整體來說，合作式意義建構是一個「起始於個人」、

「實踐於團隊」、「存放於詮釋」、而「終結於個人」的意見座標定位過程。 
 
對於觀察合作式意義建構活動而言，我們當認識到協同合作的核心特徵之一，

乃為無法避免的衝突與緊張感。然而誠如意義建構理論所執之基本立場，溝通行

動讓人脫離孤獨或空虛，縱使溝通過程可能渾頓或浮動，但正因為每個人都可以

是理論家，所以該溝通就絕非毫無意義，甚而是許多重要發現的「必經途徑」。

本次 XX 線上焦點團體田野觀察也忠實呈現上述過程，該團隊最終在意見座標定

位與表述過程中逐漸摸索出協同策略，以紓解源自於跨語言隔閡、提問的模糊性、

溝通碎裂化、甚而題項多寡等原因所累積的「不確定感」(或可稱以空間裂隙、

團隊內部張力、或任務達成壓力等)。 
 
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牽涉「深刻自我意義建構」、「對他人意見的同理心」、

「對差異化的認知」、以及「協同策略的暫存狀態」。意義建構過程是私密、個

人化、力求理性卻不必然有結論的。我們不妨將每次的合作意義建構過程視為一

次「打火任務」。 於任務當中，團隊首需確認火源位置（裂隙）、於火場中彼

此出聲照應（摸索空間區位與意義定位）、乃至最後成功滅火（跨越裂隙完成任

務）。過程也許渾頓混亂且狀況連連，然而隨著每次的任務完成，皆有助於個人

經驗累積，並逐漸優化團隊效能，形成有效策略。 
 
這次的 XX 線上焦點團體活動乃虛擬性與跨區域性，該團隊在回應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觀察到團隊成員從其他人的線上發言內容中， 持續判讀發言者的文化

背景與意見座標，進而參考該發言的社會脈絡，回頭模塑造團隊自身可順利完成

任務的有效策略。例如當團隊發現線上有人勇於直應：”The question is too vague!”
後，才赫然體認到一種截然不同之文化回應邏輯的存在（也就是文化脈絡差異化

的凸顯）。可以想見，跨群體、空間、以及文化的 CMC 合作式意義建構活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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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將會是人們主要的協同合作方式之一，那麼在日益減少中的社會脈絡中如何為

意見定位、如何設法降低防禦心裡、如何增強資訊協同搜尋效果，以及如何在反

覆恆動狀態中追求意義，都將會是未來意義建構研究中重要研究課題。 
 
經過以上的討論，本文最後以一個架構圖來呈現研究結果。圖 5 的「合作式

意義建構理論架構圖」，乃摘取論文中幾個重要觀點重新組織而成。 此圖並不

回頭修訂文中原本所提之「觀察架構圖」，而應可被視為一個「田野觀察反思架

構圖」。原始觀察架構圖（即本文圖 1）乃一提示觀察策略的理論理想型，經田

野實證參與之後，浮現出一些新的行動元素，進一步補充了合作式意義建構過程

之細節與變異處。 

 
圖 4 合作式意義建構理論架構圖（觀察後，本研究繪製） 

後語 
 
質化研究是一個從經驗資料到理論建構的過程。研究者在進入田野前，固然

需要具備因應當下研究的理論視野與準備，就像本研究在圖 1「線上焦點團體之

合作式意義建構觀察架構圖」中所呈現的。但是，研究者也絕對不能被這些理論

視野所侷限。研究者要有能力看到先前理論視野所無法解釋的部分，唯有如此，

才能對理論做出貢獻，因此，我們在進入田野後，發展出圖 5 的「合作式意義建

構理論架構圖」來呈現本研究的理論意涵。 
  

本論文的圖 5 採取 3D 立體透視的方式，除了嘗試捕捉空間元素對於意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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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提示作用之外，另外還試圖說明：「合作式意義建構」的發生流程，就是一

次「行動者」「進出合作意義建構空間」「並暫存任務策略」的溝通互動過程。本

次線上焦點團體意義建構研究成果，最終在「理論與行動結構的能動性」觀點上，

也呼應了意義建構方法論的核心溝通主張。 
  

我們最後想要強調的依然是：意義建構理論可以協助我們從溝通行為的不確

定性與能動性之間，辨認其行動意義與結構浮現過程，並敦促研究者反思理論的

動態本質。它代表了一個知識典範的轉移，一個行動的知識典範，一個實踐的知

識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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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典範之使用者與使用經驗研究： 
以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的使用者為例 

 
 
 
 
 
 
 

《中文摘要》 
本文採取實踐典範的使用者研究取徑，以數位典藏與學習成果入口網的使用

者為例，提出兩個研究問題：其一、在數典成果入口網站上，各種類型的使用者

如何接收訊息、賦予意義，形成特殊的實踐行為與使用經驗？其二、網路使用者

如何賦予網路資源獨特「意義」與「價值」？在實踐的典範之中，研究者可以如

何重新進行全觀的使用者經驗分析，進而發展出「實踐取徑的使用者研究」？ 
本文根據使用者日誌的經驗研究結果，提出一個從實踐典範切入，研究使用

者整體使用經驗的理論架構。 

 
關鍵字：實踐典範、使用者、全觀的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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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目的與理論背景 
 
智人（Homo sapiens）41有別於其他物種，最重要的特質之一被認為是工具

與技術的發展，以及高度的抽象思考、道德文化與審美觀念等。因此，以人為中

心的觀點成為西方哲學中非常重要的起點（例如人類中心主義，Humanism）。然

而，在「後人本主義」（post-humanism）與「實踐典範」（practice paradigm）的

持續發酵，行為主義與人類中心主義的觀點開始鬆動，學術界開始著力於探索「身

體」、「非人」（例如：工具、科技物）以及「情境」線索間的連結。因此，本研

究嘗試從實踐典範出發，探究人類在使用特定媒介與科技物時的特殊經驗。 
 
首先，本文試圖認識這群人的存在，並予以命名為「使用者」（Users），探

討使用者為何成為眾多學科中的重要研究對象與行動主體。其次，在使用者的使

用過程中，所產生的知覺和感受，本研究認為過去的「行為主義式經驗分析」，

不足以探究使用者的深層經驗，因為「使用經驗」應該是一種「默會」（tacit 
knowledge）與「整體」（holistic）的感受。因此，本文將過去「資訊處理」的人

機互動隱喻，轉向實踐典範與後人本主義的思維，探究使用者的身、心、靈如何

與外在環境與科技物(或工具)產生複雜的「扣連」（coupling）。最後，本研究所

關心的主要是，處在各式各樣「資訊通訊科技」（ICTs）環境中，使用者如何產

生行動，科技物如何從客體轉換為主體，特別是以數位典藏性質為主的網路資源，

如何鑲嵌在特定使用族群的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之中。以下先從「向使用者轉」、

「向身體轉」、「向社群轉」和「向境物轉」等四個面向耙梳當代從實踐典範切入

的使用者經驗研究的理論脈絡，再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 
 

一、 向使用者轉：以使用者為重心的研究取徑 
 
對人類的稱呼，在不同的學科領域間各司其「詞」。例如，哲學界稱他們為

「主體」（subject），社會學界稱他們為「行動者」（actor），傳播學界稱這些人為

「閱聽人」（audience），人機互動領域或資訊科學界，則習慣稱呼他們為使用者。

因此人類在不同的學科領域間有不同的稱呼，也承載了不同的學科典範與意涵。 
 
Dervin, Reinhard & Shen（2006）曾指出，傳統以內容（例如娛樂與資訊）、

使用族群或媒介系統來區分，都已經無法因應當代的媒介趨勢。但是，上述 Dervin
等人的研究發現，當代的使用者研究仍然用不同的術語、理論和模式，雖然各

個領域的專家學者都提到應該有跨領域的交集，但實際上大多還是故步自封，

沒有解決策略，仍受無形的權力、結構、傳統、慣習所束縛。於是，目前最重

要的並非強化原本對使用者刻板印象，而是刺激原有的研究領域加以反思、作

                                                 
41   維 基 百 科 編 者   (2009).  人 .  Wikipedia,  .  Retrieved  05:07,  10 月   20,  2009  fro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oldid=1140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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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更好的使用者研究。 
 
因此，不論是人機互動領域的使用者的概念向閱聽人轉，或是傳播領域的

閱聽人研究向使用者轉，甚至打破原有的學術界線，是當代或未來對使用行為

研究不可或缺的面向。例如，Livingstone（2004）便回顧傳播領域的閱聽人傳

統是否能夠與當代的資訊科技接軌，認為傳統的閱聽人研究成果必須重新被檢

視。大約十年前，大家均熱衷於收訊分析和俗民學研究。曾幾何時，研究重心

轉向網際網路和電腦遊戲，從公共媒體轉向國際品牌，從大眾閱聽人轉向「迷

群」研究等等。而新媒體和傳播科技是「文本中心的」（text-centered）。它們

不僅是承載象徵意義的物件，同時它們也承載了多重、異質、變動的象徵性訊

息，在閱聽人研究的傳統中，使用與收訊原本應該是連續地，但是到了大眾電

視的時代，使用媒體和收訊被分開了，且收看電視的活動多半在家庭中進行，

阻絕了研究者觀察研究的機會。在新媒體時代，收訊再次必須透過對於使用的

分析而被點滴收集。因為使用者／閱聽人越來越被要求透過視覺、聽覺和身體

參與傳播活動。 
 
在使用者研究中，除了以人類為中心的思考外，在日常生活面向方面也有

長足發展。例如，Bakardjieva（2005）從科技的「社會建構論」（SCOT）、媒體

文化研究、現象社會學角度出發，分析日常生活與網際網路的使用者。他認為，

使用行為並非一種規則，或主體的意志，而應是人類身為行動者得以動員手邊的

文化工具來回應社會情境。但是在過去科技研究，往往將使用者視為被動的族群，

為創新研究的末端，例如一群單純的顧客或沒有反抗能力的接受者。因此，他認

為使用者應該是一個「主動的貢獻者」（active contributor），應該具有形塑科技的

力量。 
 
從人機互動的關係進行使用者的研究，Oudshoorn & Pinch（2003）認為使用

者已經成為資訊科技研究中的核心，而使用者與科技物間應該是一體兩面的「共

構」（co-constructed）關係。他認為，從 1980、1990 年代，社會建構論取代了線

性的創新傳布模式，將視角置於使用者身上。但是社會建構論對於使用者的角色

探討不夠深入，也沒有探究使用者如何針對已經發展成熟的科技做出貢獻，直到

90 年代後期，才開始探討使用者如何參與科技物的構成。 
 
此外，Pursell（2007）指出，「向使用者轉」取向（turn to the users）可以回

溯至 R. S. Cowan 的研究。在 1970 年末葉，Cowan 把科技史與婦女史拉到一起

研究，強調婦女作為科技使用者所促成的科技轉變，將焦點放在使用者身上可以

豐富科技史，也可以促成對於科技為何成功或失敗的瞭解。女性主義研究者將科

技的使用者視為主動，而非消極的科技接受者。過去的科技研究習於將女性視為

科技的犧牲者，近來，則強調女性在納用科技時的主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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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向身體轉：從理性使用到美感經驗與整體經驗 

 
女性主義學者 Haraway（1991）所提出的「賽伯人」（Cyborgs）概念，即挑

戰了性別身體與人類身體的定義。她認為現代科技環境中，人類與機械之間的界

限已經消失。她在《賽伯人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中宣佈，賽伯人將取

代純種生命體，所有人類都會變成「混血」（hybrid）而生的存有。但是，賽伯

人的生存環境卻不是由全然真實所構成，亦非由各種再現所縈繞，而是存在於「虛

擬真實」（virtualities）之中，是一種「中介的存有」（mediated being）。也就

是說，賽伯人觀點，批判過去「人類中心主義」（anthorpocentric），重新思考

人的身體，以及探尋其間差異。因為過去的思考往往將人的身體視為「同一的身

體」（homological），而對女性主義而言，則應該重新拆解為「性別化的身體」

（gendered body），再進一步去理解媒介與人的關係。 
 
借著女性主義與後人本主義觀點，身體及身體的「體現」（embodiment）成

為心理學、社會學、哲學、傳播學與人機互動中的關注焦點。主要認為身體並不

只是一個「封閉」（self-enclosed）、「自足」（self-contained）的行動「元件」

（unit），而是一個尚未結束（unfinished）、開放（open）、競逐（contested）、

依賴（dependent）和脆弱的（vulnerable）身體，而且在不同的性別、人種、族

群、殘疾甚至是社會階級上，都有不同的體現與細微地差異，都有待更進一步的

觀察。而且，女性主義的科技研究認為，使用並不會決定（determines）科技本

身。也就是說，女性主義者媒介科技研究取徑，將「科技的體現」（technological 
embodiment）與形式進行更複雜的分析，這種分析取徑並不是窄化使用的社會面

向，而是面對媒介科技形式，了解它們如何＂揉合＂（binding-use）在使用的社

會脈絡之中，體查其中意義，了解特定媒介科技之所以出現（Loon, 2008）。 
 
因此，對於使用者的使用與身體經驗，受女性主義與體現觀點的影響，資訊

處理典範下的認識論，轉向了實踐取徑認識論（Stern, 2003; Schatzki, Cetina & 
Savigny, 2001）。例如，近年來認知心理論方面的「體會之知」（embodied cognition）
論述認為，認知思考的中心不僅在腦袋裡，而必須以身體（甚至情境）做為認知

研究的起點。 
 
這一場對於「人類心智的哲學」（philosophy of mind）的論戰，自笛卡爾以

來的「心物二元論」到人本主義者以「人」（主體、使用者、閱聽人）為主的提

法，至此，進入一個全新脈絡。 但是，即使是在強調體會之知的陣營中，也還

是有不同流派與主張。 
 
例如，代表人物之一的 A. Clark（Clark and Chalmers, 1998; Clark, 2008）。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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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8 年提出＜延伸的心靈＞（The extended mind）一文後，十年來從未間斷

探索人類「心靈」（mind）的界線，其主要的問題意識為：人類心靈與世界（環

境）是否截然二分？直接挑戰自笛卡爾以來的心物二元論。而對於心物究竟是合

一抑或分離的哲學亙古問題意識，傳統上有兩種回應，其一認為在身體之外的，

也就是在心靈之外；其二認為人類所形成的意義不在人類的腦袋裡，而是由外在

所決定，也就是心靈的外在論。而 Clark 則提出第三種主張，也就是「主動外在

論」（active externalism）， 認為環境在驅動認知活動中，扮演了活化角色。 
 
Clark 在其 2008 年的書中，透過大量認知研究案例與論證，說明人類認知活

動中，並非只靠人類的「腦與心」（head and mind）即能完成，身體（body）在

人類認知活動中也同樣扮演重要而積極的角色。因此，質疑傳統認知理論以人腦

（Brainbound）為主，視心靈必然為內在的，並且被等同於頭腦（或是頭腦與中

樞神經系統）的說法，進而提出「展延」（Extended）此一概念，視思考與認知

為直接地，或條件式地仰賴身體或外在有機體的環境運作，因此，人類的認知活

動交織著頭腦、身體與世界（環境）三者。 
 
本文認為，Clark 展延認知理論將有助於本研究在探知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網路資料（含數位典藏網路資料）與科技物（例如電腦）時與「認知」（knowing）
及「身體」（doing）相遇（encounter）的部分，至於「情意」（feeling）的部分，

並非 Clark 處理的重點。必須強調的是，所謂人類使用媒體時的「整體經驗」，

除了認知（頭腦）與身體之外，情意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所謂的「整體

經驗」（holistic experience），應該是指身、心、靈合一的狀態。 
 
同樣脈絡下的論述尚有 Goldman & de Vignemont（2009），他們認為體會之

知的概念往往相對於傳統的認知典範（將人腦比喻為電腦，將身體比喻為電腦配

件），身體（包括情境）不僅是心智運作的結果或輸出裝置，而應該反過來將身

體視為認知運作的中心，以認知者對自己身體感受進行探討，重新思考經驗現象

與身體間的關係。也就是說，過去在行為主義或傳統的認知典範中，往往將經驗

視為一種感官可以經驗到的事物，是在笛卡兒以降的「經驗主義」（empirical）
傳統上思考，透過感官可以接收到的訊息與活動，視為是經驗面主要的核心。然

而，當代的使用者研究，不能僅僅將體驗視為感官與身體的經驗而已，而應該再

向體現的概念轉。因為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互動，不僅止停留於感官與型式之中，

而是形成了一種共享的「存有狀態」（Being）。意即，人機的互動經驗，不僅是

感官和身體的延伸，而是一種整體的經驗與美感經驗。 
 
在此一脈絡下，McCarthy & Wright（2004）曾指出，HCI 的研究對使用經驗

強調日常生活經驗的偶然的（contingent）、機會的（opportunistic）的性質，而社

會學與人類學在關照人與技術的關係時，須注意行動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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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境（situation）；然而要發展一個關於「感性經驗」（felt experience）是很困

難的，因為經驗兩個字模糊且包含廣闊，因此他借實用主義者 Dewey 的觀點，

指出在了解技術經驗時，美感是經驗中的精鍊形式，這種美感不是分析式的，它

的核心是體驗，而非客體的形式性質。而且經驗無法化約為知識、行為或感覺等

類屬，而是包含了行動、思考、感覺、賦予意義的整體。經驗乃是由自我與客體

之間的關係所構成─藉由關注、感受人們行動，以及他們所使用的物與工具。要

能夠將技術視為一種美感經驗，必須要能夠將人與技術之間的各種界線，視為是

由維持它們的對話關係所構成，並且，將人與技術的關係視為是始終開放且變化

的。而在McCarthy & Wright最後提出使事物具有意義的「六個過程」（six processes 
of sense making)，其中包括了：期待（Anticipating）、連結（Connecting）、詮

釋（Interpreting）、反思（Reflecting）、擁有／據為己有（Appropriate）及詳述

／依次列舉（Recounting）（亦可參見翁秀琪等，2009）。 
 

三、 向社群轉：從傳統社區到強弱連結的個人網絡，從地緣關係到「流動空

間」與「無時間的時間」 
 
另一方面，實踐觀點認為，行動秩序的形成並不是一種內在的心理動力，

而往往是互動、技巧與詮釋等實踐的現象共同決定了秩序。例如，Barnes（2001）
即有別於傳統社會學的鉅觀分析（功能或系統），從個體的角度來詮釋社會秩

序的生成。他認為，實踐是一種存在於個體與脈絡之間而加以組織的「活動網

絡」（nexus of activity），這個活動網絡並不全然受結構所支配，亦無法受個

人的干預而影響。對他而言，社會就等於是這張活動網絡，它是超越個體的現

象，但並不是個人「釋義」（explanantia）的集合，也不是傳統社會學的想像。

實踐取徑所分析的對象應該是一個「集合的實體」（collective entities），有別

於「個人主義式的分析」（individualist analysis），因為實踐應該是一種集體

的過程與成就，是透過人們互動和共同努力而成。 
 
因此，對使用者與使用經驗本身的探討以外，使用者所身處的網路空間與

社群現象，亦是在實踐典範中不容忽視的出發點。例如當代諸多對網路社群的

研究，都將網路上的使用者視為一群自願參與者，具有某些共同性的集體，形

成相對穩定的團體關係與身份認同。 
 
例如，最早探討虛擬社群概念的學者 Rheingold，他將虛擬社群定義為「一

群特定的人們在網路空間中，參與長時間的公開討論，並產生了的情感與關係」

（Rheingold，1994）。就其定義可知，時間、空間及心理要素同樣為虛擬社群

中的重要關鍵。的確，網際網路的特質包括去中心化、匿名性、即時同步、電腦

中介溝通等，確實造成虛擬／實體社群間溝通上的重要差異。例如，在網際網路

出現之前，傳播媒介所促成的溝通方式，主要是少數對多數、面對面的溝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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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仰賴血緣、地緣關係所組成的社群，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群、社群與社群的

互動多半也以「強連結」（strong ties）為主的互動。而在網際網路所組成的虛

擬世界中，反而有助於「弱連結」（weak ties）的拓展，依個人情感、任務或各

種共同利益而組成虛擬社群，關係的連結更為複雜，社群的組織更為扁平，透過

CMC 的互動方式，虛擬空間的溝通文明於焉成形。例如，Castells（1996/2000：
405）指出，虛擬社群確實是社群，但不是實體的社群（社區），不會依循實體

社群的溝通與互動模式。虛擬社群以弱連結為基礎，極度地多樣化且專殊化，它

有其自身的動態屬性。由此可見，用虛擬／實體二元方式所進行的比較基礎無法

清楚說明，虛擬世界的互動也可能比實體社群的互動更真實（Turkle, 1995）。 
 
所以，透過通訊協定所形成的虛擬社群，是否改變了實體社群的生態？或許

的確產生了深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並非改變了社群形成的條件，而是它對時

空地景的重塑，吸納了傳統社群在線上進行互動，也提供個人有更多的選擇，從

虛擬世界中尋找更多志同道合的伙伴達成任務。而兩者運作的邏輯儘管不同、溝

通的介質不同，時空環境不同，但同樣都需要有溝通行動及共同利益而存在。 
 
但是，虛擬社群與實體社群之間的關係為何？虛擬社群帶來更多還是減低複

雜的社群關係。例如，從 Granovetter（1973、1986）提出的「弱連結理論」（weak 
ties theory）來看，他發現對個人在找工作最有幫助的資訊來源，並非是親密關

係較強的強連結，反而是較不熟悉的朋友所形成的弱連結，對個人任務結果反而

具有最大協助，並得以整合社群的存在。當時，作者是以傳統的社群與社會關係

進行研究，並沒有發現傳播科技在弱連結與社群之間所產生的可能性。 
 
但是，在網際網路所形成的網絡社會時，許多研究者（Putnam, 1995; Willman 

& Gulia, 1999 等）發現，虛擬社群不一定會和實體社群對立，兩者乃是社群的不

同形式，具有特殊的法則和動態，和其他形式的社群互動。尤其在先進社會中，

出現了「個人社群」（personal community），個人非正式的社會網絡，是由六、

七個親密的朋友，以及上百個微弱的弱連結而形成，且不論團體社群或個人社群，

都同時在線上和離線運作。 
 
因此，在傳統的實體社群之中，最重要的成員屬性之一為地緣關係，不管是

社區或國族，都有一定的地理空間作為參考依據。不管是小型的社區居民，或大

到民族國家社群，都有一定的空間限制，社群的關係會依地理概念而形成。例如

人類學者對特定地區的文化研究，分析特定時區、物理空間下的社群關係，從而

理解我族與他者之間的分別，以及他者行動的意義。 
 
然而，在虛擬科技所建構的網絡社會中，物理的時空限制在傳播科技的輔助

上獲得延伸，而個人所處的「位置」，也由物理關係形成的社會網絡，轉移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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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協定（IP）、E-mail、匿稱等所決定的「鈕結」（tie）。在這個鈕結上，個

人的移動能力與移動方向更為豐富，不受某種實體的物理空間所侷限。因此，虛

擬社群的組成，不是由地理關係而決定，而往往是以特定「任務」（Task，例如

資訊搜尋、娛樂）或「旨趣」（interest）而集結，地理的景觀也無法借由傳統民

族誌方法，循地理軌跡分類我群／他群。 
 
虛擬社群對實體社群的影響，放在虛擬空間與網際網路交織的空間來看，虛

擬社群的地理結構不受物理的時空限制。例如 Castells（1996/2000：423）指出，

「流動空間」（space of flows）與「無時間的時間」（timeless time）乃是新文化

的物質基礎，形成既真實又虛擬的文化。他認為，在網絡社會裡，是由空間組織

了時間，而這種網絡社會的流動空間是由電子交換迴路、由節點與核心所構成，

但仍脫離不了被權力及管理菁英所支配。由此可見，虛擬科技可以為社群帶來時

空的改變，而時空的改變，對人類的活動與社群皆有所影響。 
 

四、 向境物轉：從人到非人的通訊協定與超時空機緣 
 
自西元 1500、1600 年之間，最能代表西方哲學思想便是「人本主義」

（humanism），認為人有「自我宣稱」（self assertion）的能力，人類就是思想

家、創造者和行動者，是由人類（而非神）支配世界萬物，也有能力行使智慧與

各種物質結構。因此，這種無神論的態度不斷擴張，認為人類是意義、價值、真

理和存有的唯一因素。到了二十世紀，人本主義還是佔有了一席之地，認為人創

造意義、價值、真實和道德，人是一切事物的中心。而所謂的後人本主義便是在

挑戰此一觀點，並對實踐觀點產生重大影響（Schatzki, Cetina & Savigny, 2001）。 
 
雖然，實踐並沒有大一統的方法，對許多實踐理論者而言，共同的標準往往

只有「一系列的活動」。而且，這些理論不僅僅是探究活動本身，也探討這些活

動與外在事物之間的扣連。而實踐典範除了關心「一系列與人有關的活動」

（practices are arrays of human activity）外，部分的實踐觀點（特別是 STS），認

為實踐當中並非只有「人」的活動，應該還包括了「非人」（如機器或科學發現

過程中的客體）的部分。但大部分的實踐觀點還是承認，實踐的「網絡」（nexuses）
往往是由「人造物」（artifact）、「混合物」（hybrids）及「自然物」（natural object）
等所中介而生的體現，而非自然天成的存在（Schatzki, Cetina & Savigny, 2001）。 

 
故，實踐理論往往也會投入「物質主義」（materialist）者的陣營，來了解

這些物如何和許多非人類的實踐產生扣連。實際上，因為人類的活動是被社會環

境與非人類所構成的，要了解特定的實踐過程，唯有進入到物質世界當中才有辦

法理解。例如，民族誌方法論學者進入到科學研究的發明過程當中，了解整個科

學發明的過程是如何利用人與物的網絡所共同促成的。因此，實踐理論的觀點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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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了傳統社會學的「社會本體」（social ontology）。對實踐理論而言，「社會」

是一種被體現的場域，由物質所交織，而實踐便是透過這些共享的理解而運作。

這種觀點瓦解了傳統社會學獨尊個人、活動、語言、意義系統、生活世界、組織

／角色、結構或系統等各種社會理論對社會的定義。例如，ANT 理論倡議者 Latour
（2005）便主張傳統的「社會（society）應改寫為「涉／匯」（association），

因為社會集合的組成是由人與非人的網絡所組而成，而且他們強調「對稱性」

（symmetry）的觀念，認為對人的分析觀點（包括能動性、意圖性、知識等），

同樣適用於非人的分析。 
 
因此，對實踐觀點而言，社會學分析的對象應該是實踐場域。例如，要分析

行動，而行動本身即鑲嵌在實踐當中，是由許多個別的對象所組成。要分析語言，

而語言也僅僅是一種論述的活動，也是一種實踐的現象，各種制度與結構都會影

響語言本身。也就是說，實踐的觀點本身有許多不同的見解。尤有甚者，對後人

本主義者而言，非人的行動者並不僅僅是一種中介的角色，它們有可能促成行動

或是行動本身。意即：實踐對他們而言，人類和非人都同等重要。也就是說，他

們透過實踐來分析社會，而且他們所謂的社會也有各種的可能性。 
 
所以，後人本主義主要由兩個觀點切入：第一、客體主義（objectivism）：

認為社會觀察不能獨尊人類，應該擴及人類生活中的非人的部分，社會應該是人

與非人共同決定彼此（Pickering, 2001）；其次，實踐先於個人（或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認為實踐的活動比個人的心智更加重要，心智應該是實踐之下

的產物，對知識的形成也有不同的看法，知識並非源自於個人心智下的產物，知

識和真理變成由人們的互動以及世界的安排所中介而成的。進一步，知識也不是

個人的財產，而是由他們所從屬的團體與物質條件而生。對他們而言，實踐是意

義、語言和規範的來源（Rouse，2001）。 
 

貮、研究問題 
 
過去，在國內網路資源之使用者研究，曾有人以大規模的網路問卷調查，勾

勒出使用者與各類網站在「認知面」（knowing）、「情感面」（Feeling）與「體驗

面」（doing）之「準社會互動經驗」（para-social interaction）。42而該研究取徑與

研究資料，受到量化研究方法囿限，僅能將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予以切割成三

個 構 面 ， 分 別 探 究 使 用 者 與 科 技 物 在 不 同 面 向 上 的 「 共 構 關 係 」

（co-construction）。 
 
而在向實踐轉的思潮下，本研究試圖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使用者日誌），重

                                                 
42  請參考翁秀琪等（2009）。＜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社會互動研究：理論建構與使用者研

究＞。《新聞學研究》，1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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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探討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使用經驗與「共構關係」，特別是使用者、科技物與

環境三者之間的扣連。尤其，在使用者的互動關係當中，不僅是被動的科技接收

者，往往也會對科技物賦予個人意義，而此種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形成，將

是影響人機互動經驗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 
 

一、 網路使用者如何賦予網路資源獨特意義與價值？在實踐典範中，研究者如

何進行全觀的使用者經驗分析，進而發展出實踐取徑的使用者研究？ 
 
其次，本研究將以「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科畫」43（簡稱「數典」）

所建製的網路資源，為本次研究核心個案，並以之探討不同類型使用者如何接受

訊息、賦予意義，並形成特殊實踐行為與使用經驗。選擇該個案主要目的，一則

因為該計畫為國內最重要的非商業網路資源建制團隊，其提供的服務與平台亦非

常豐富；二則，因為該計畫從 92 年執行迄今，從內容建制到社會文化推廣不遺

餘力，近年來也以使用者為導向進行入口網站的改良與優化。44最後，以各式各

樣的使用者為考量，也應該是國家型計畫最重要的使命，因為該計畫的資源是取

之於公眾資產（包括藏品、歷史、地理、人文、生態等），也應該回饋給全民共

享。因此，本研究以該個案為核心，試圖探問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是： 
 

二、 在數典成果入口網站上，各種類型的使用者如何接收訊息、賦予意義，形

成特殊的實踐行為與使用經驗？ 

                                                 
43  有關該計畫之詳細說明，請參考數典官方網站（http://teldap.tw/）。 
44  數典計畫之成果，將整合為單一窗口展示與瀏覽，網址為：http://digitalarchive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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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為了深入理解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本研究認為質性的研究方法不

容或缺，尤其是以日常生活脈絡研究為主的「網路民族誌」（internet ethnography）、
「使用者日誌」（user diary）及「放聲思考」（think aloud）等網路使用者調查方

式。其中，網路民族誌研究方法在執行上曠日費時，放聲思考研究也未能適切捕

捉使用者的日常生活（Miller & Slater, 2000）。因此，本文將嘗試以「使用者日誌」

此一質性研究方法，進行使用者意義共構與互動經驗研究，並試圖打造一個從實

踐典範與使用者出發的理論架構。 
 

一、使用者日誌 
 
網路使用者日誌的特點是，能協助研究者了解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從這些日

常生活中的細微經驗，搜集使用者日常狀態中的社會、心理、生理的「經驗流」

（ongoing experiences）（Bolger, N.,Davis, A., & Rafaeli, E., 2003）。而且，使用者

日誌往往能重新表述個人在特定情境與時刻的對外說法與內心想法，這些日誌中

的插曲與事件，皆體現「我在此時此刻」的觀點（Forthergill, 1974；轉引自 Toms, 
G. E., Duff, W., 2002）。因此，本研究試圖通過這些經驗流的還原，協助研究者掌

握使用者日常生活中的「規則」（rule）與「慣習」（habitus），透析使用者在使用

科技物（例如電腦、網路等）時的「應對技巧」（coping skill），進而從這些生活

型式的分析，探討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與互動經驗。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兩大研究問題，本文除了關注在使用者的一般網路使用

行為以外，也希望能夠理解數位典藏計畫所提供的入口網站，如何及是否對使用

者形成意義與準社會互動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樣本選擇，主要根據數位典藏

成果網的主要推廣對象：學術研究、教育學習、創意加值與技術體驗等三種族群

分類進行立意抽樣。 
 
由於日誌法的操作需要受測者投注較多時間與心力配合，執行過程較容易發

生不可預知的狀態，因而拖延執行進度（Crosbie, 2006; Hyldegård, 2006; Toms and 
Duff, 2002; Bolger, N.,Davis, A., & Rafaeli, E., 2003）。因此，本研究特在正式執行

使用者日誌前舉行小規模的前測，一方面據以修正方法設計，另一方面也可以了

解這種方法是否確實能掌握使用者動態經驗和理論關係。 
 

二、使用者日誌前測 
 
（一）執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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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立意抽樣方式選擇前測樣本，包括前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專案

助理，政大數位典藏計畫辦公室工讀的大學生，以及網站平台美工設計師等共三

位前測樣本。三位受試者皆具有長時間接觸網路的經驗，前兩位和數位典藏計畫

有較直接的關連，最後一位受試者則是以網路工作為主。 
 
本研究之前測於 2009 年 7 月 17 日 0 時－7 月 19 日 0 時進行（週五及週六，

如未能使用電腦，則允許受測者展延受測時間），受測者於受測期間內需發表十

篇以上網路日誌。此外，前測網路日誌的填寫方式以「Google Doc」的表單程式

製作為主（每日更換版型，使用者只需加入我的最愛或書籤即可連續使用），並

以「Google history」來輔助搜集網頁瀏覽紀錄。 
 

（二）前測執行過程與檢討 
 
本研究透過前測過程，重新思考與調整執行辦法；並嘗試從初步資料中，和

實踐典範下意義建構與準社會互動經驗研究的概念進行對話。這樣做，是為了確

保使用者日誌這種方法確實能具備研究效度。 
 
經嚴謹前測過程，本研究在方法上的改進包括「題項設計」與「資料蒐集」

兩部分，分別說明如下。 
 
題項設計部分可分為填答形式與問題建構。原第一部份的題項來自資策會的

調查題目，並以複選式選單的方式呈現，包含上網地點、上網設備與網站類型。

但受測者表示，網站的類型時常曖昧不清，或者是他們常交錯重疊的使用，因而

發生不知如何勾選的情況。再者，受訪者在描述使用電腦的經驗時，也經常提到

所處環境（電腦螢幕、辦公室、家中）對其心情的影響，可見開放式的填答方式

能讓受訪者有更大的空間表達其經驗。 
 
對應於使用者和科技物在體驗面、認知面與情感面的準社會互動經驗，原問

題是環繞於同步進行的活動、使用目的和心情。但使用目的之問題可能引發誘導

性的爭議，因而改成較為開放的「電腦使用行為與活動」；而體驗面的部分因為

和電腦設備與周遭環境相連，不再另建題項。 
 
前測訓練時，部分受測者表示填寫使用者日誌「好像在寫網誌」，初步資料

也顯示在此心情下填寫的使用者日誌，提供較多的資訊與情感經驗。因此在正式

使用者日誌的題目說明後，本研究重擬一些較軟性語氣的填寫範例，幫助受測者

進入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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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蒐集的部分，本來請受測者提供網頁使用記錄，用意是想掌握使用者拜

訪的網站與停留多少時間。但，經過初步執行，此方法可能遭遇侵犯隱私，以及

資料過於瑣碎的問題，而且對研究分析沒有直接幫助。因此，在正式進行日誌研

究時，不採用網頁記綠，改以開放式的問題，讓使用者自行提供曾瀏覽的網站與

進行描述。本研究同時發現，要求受測者一天繳交五份日記在執行上較為困難；

而且使用者常因為有填寫的壓力，反而在登錄資料時出現以條列的方式簡略帶過，

失去「日記」文類應該帶有的個人情感與口吻。因此，正式執行階段，改以一天

至少三份為限，也更符合一般人早、中、晚三階段的作息。 
 

三、使用者日誌正式施測 
 
（一）執行日期： 

 
使用者日誌正式施測期間為 2009 年 8 月 26 日至 9 月 25 日（受測者自訂五

日，每日三篇，如未能繳交 15 篇以上日誌，則展延受測時間）。在正式受測前，

使用者會先填寫一份個人資料表，題目包括個人基本資料與聯絡方式，還有日常

使用電腦和網路的三大問題：電腦使用習慣（作息與偏好等）、經常使用的網站

與電腦接觸史。 
 

（二）問卷題目： 
 
1. 代碼（請填入您的使用者代碼） 
2. 使用電腦設備（請詳述您使用電腦時的軟、硬體設備。例如：我平常都把小

白（Mac book）隨身帶著，但它裡面灌了 XP 系統，所以還是習慣用 XP 上

網、打打報告等等…） 
3. 使用電腦環境（請詳述您使用電腦時的週邊環境。例如：一個人坐在咖啡廳

角落的沙發上，聽著 Jazz Music，喝著香濃的 latte…）45 
4. 電腦使用活動（請詳述您這次使用電腦的目的與情況為何。例如：我這次本

來是打算上網找明天報告的資料，結果收到朋友的 MSN，就忘了要找資料…）
46 

5. 電腦使用心情（請詳述您這次使用電腦的心情與印象最深的經驗，不管是美

好的、痛苦的皆可）47 
6. 請問您這次使用電腦，有上數典網站（http://digitalarchives.tw/）嗎？有何特

別的經驗可以分享？48 

                                                 
45這兩題旨在了解使用者的情境脈絡與身體感官的經驗，了解體會之知與使用者研究者行為間的

關係。 
46本題比較以理性面為出發，希望從工具性及功能性的角度，解釋使用者使用電腦時的意義。 
47本題比較以感性面為出發，希望從情感面理解使用者的行為與意義。 
48本題旨在對數典網站進行使用者行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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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您還有其他的想法與經驗需要補充嗎？ 
 

（三）樣本選擇 
 
根據數位典藏成果網的設計，主要推廣的對象為學術研究、教育學習、創意

加值與技術體驗等三種族群。因此，本研究之受測者以該分類進行立意抽樣。 
 
在數位典藏網成果入口網的設計上，學術研究的推薦主題包括：生物、考古、

地質、人類學、檔案、拓片、器物、書畫、地圖遙測、善本古籍、新聞、漢籍全

文、影音與建築。也就是針對歷史、地理、考古、民族、傳播藝術與生物等學術

領域的研究者，包括教授與各級研究人員。 
 
而針對教育學習方面使用者的設計，則以教育分級如國小生、國中生與高中

生等，進行入口連結的規劃。其提供的精選成果網，包括：台灣本土音樂家之影

音典藏-李泰祥大師、蛙蛙世界學習網與兒童數位博物館等。推廣對象即以自然

科、語文科、社會科與術科（音樂）的中小學教師為主。 
 
創意加值方面的設計所訴求的群眾面則較為廣泛，包括：數位典藏創意加值

商用平台49與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簡稱 CCC）創作集50，本研究進一步的

歸納，具體推廣對象可能包括：藝術、創作設計、文化傳播的接案學生或從業人

員、CCC 的創作及發行者、專家型的使用者，例如圖書資訊與數位典藏相關助

理及工作人員。 
 
除了上述的三種推廣對象的特質與背景，受訪者的電腦與網路使用習慣，以

及受訪者和數位典藏計劃或相關典藏資料庫使用的關聯，都會影響研究資料的豐

富度，並使經驗資料不致在普遍的網路使用中流於分散。因此，在進行研究取樣

時，網路近用性、性別與典藏系統的使用習慣都一併納入考量。 
 
經過以上考量，本研究在網路日誌執行中，一共邀請了 13 位受訪者參與測

試，總共提供 193 篇網路日誌。 
 

                                                 
49  http://www.teldapbridge.org.tw/teldap/bridge/index.php 
50  http://digitalarchives.tw/Theme/CCC/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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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使用者日誌資料分析、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使用者個案基本資料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網路日誌執行中，一共邀請了 13 位受訪者參與測試，

總共提供了 193 篇網路日誌（樣本分佈、選樣因素與使用習性如下表所示）。取

得所有資料後，研究者以紮根理論的資料分析法進行分析，將所有資料進行開放

性編碼與主軸編碼。首先，本文先就學術研究、教育學習與創意加值等三種類型

的使用者進行觀察與詮釋，最後再嘗試建構在實踐典範下全觀的理論模式。 
 

表 1 樣本分佈與基本資料 
代

碼 
性

別 
年

齡 
教育 
程度 

職務 選樣因素 電腦／網路使用習性 

A
1 

男 5
0 

博士 
 

大學傳播科系副

教授 
除致力於圖書資訊研究

外，亦關注社會網絡的歷

史層面，具教育學習族群

的特性 

固定瀏覽國內外新聞網站、

交 替 使 用 三 部 個 人 電 腦

（PC）、兩部 NB。 

A
2 

女 2
8 

博士 國立大學歷史所

博士生 
經常使用文史資料，曾開

授資料庫使用課程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聞、

社會網絡服務（SNS）的重度

使用者、51熟悉各文史資料庫

A
3 

男 2
7 

碩士 財團法人基金會

研究專員 
從事族群文化研究與新

聞推廣，亦具創意加值族

群的特性 

固定瀏覽國內外新聞網站

（採訂閱式）、Web 2.0 搜

尋、52SNS、經營個人站台，

交替使用 PC、NB 與 iPod。
A
4 

男 3
3 

碩士 國立大學人類學

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領域、曾參與數位典

藏計畫 
SNS 重度使用者、經營網路

拍賣，交友網站、依賴線上

社群的溫暖 

B
1 

男 4
3 

碩士 大學傳播科系副

教授 
大學傳播教師，且具備學

術研究與創意加值族群

的特性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聞、

Web 2.0 搜尋，PC、NB、iPod
輪替使用 

B
2 

女 3
9 

大學 市立國小音樂科

老師 
將數位典藏計畫資料融

入教學與推廣 
Web2.0 搜尋、使用專業的雙

螢幕高效能電腦、電腦使用

習慣受家庭活動與空間影

                                                 
51  社會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 System/service/sites）意指 MSN 即時通訊軟體、部落格、Facebook、
微型社交網誌（例如:Twitter、Plurk）等，若使用者長時間或多工交叉使用這些服務，便暫歸為

重度使用者。 
52  Web 2.0  搜尋意指使用者需要資訊時，會傾向在以 Web 2.0 概念基礎搭建的網站尋找資源，例

如：Google、Youtube、IMDB（International Movie Database）、Anobli、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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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經營三種型態之部落格 
B
3 

女 2
4 

大學 縣立國中地理科

教師 
中學教師，因為較為年

輕，時常思考如何融網路

於教學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聞、

SNS 的重度使用者、偏好以

網路購物 

C
1 

女 2
4 

大學 公協單位的網站

美工與設計兼職 
從事設計的發想研究，具

實作能力 
Web 2.0 搜尋、SNS 重度使

用者，並分開經營與管理 

C
2 

男 2
7 

大學 中研院資訊相關

計畫的專案經理 
積極從事自由軟體運動

之成員，亦具學術研究特

性 

Web2.0 搜尋、SNS 重度使用

者、具專業網站編輯能力、

參與網路社群的實體聚會 
C
3 

女 2
3 

碩士 藝術研究所碩士

班二年級 
研究與助理工作皆需使

用資料庫，亦具學術研究

的特性 

Web 2.0 搜尋、SNS 重度使用

者、P2P 與視頻網站進行娛樂

活動、53圖書館網站 

C
4 

女 2
5 

碩士 博物館典藏單位

的攝影工作人員 
工作經常使用數位典藏

系統，對文史資料研究極

感興趣 

Web 2.0 搜尋、SNS 重度使

用者、透過 Flickr 發表作品 

C
5 

男 3
1 

碩士 資訊公司產品開

發部產品經理 
從事網路平台開發，並具

備商業行銷設計的經驗

與視角 

Web 2.0 搜尋與社交、使用華

碩電腦、運用電腦編寫教材 

C
6 

女 2
6 

大學 媒體雜誌特約記

者、自由文字工作

者 

時常需要行動上網查詢

資料以輔助報導與寫作 
固定瀏覽入口網站之新聞、

Web 2.0 搜尋、重度 SNS 使

用者、筆電走天涯、透過

Flickr 整理與發表旅行記憶 

 
二、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學術研究：賽伯學者、知覺展延與突觸經驗 

 
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受試者，本次調查的對象有兩位大學副教授（同時是學術

研究者也是教育學習使用者），碩、博士生以及非營利組織研究專員各一名，其

研究主題主要是以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為主（包括傳播、歷史、人類學）。其電腦

的接觸較早，在網路使用上結合了工作、休閒與各式各樣的活動。例如，以下兩

名典型學術工作者（A1 與 B1）的日常生活與電腦使用。 
 
「每天早上電腦開機之後，總是進行同樣的儀式：1.NCCU Mail、

2.Google Mail、3.教學網站（在職專班學生通常在開學前一週工作坊之

                                                 
53  Peer to Peer 檔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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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便開始做作業、問問題）。」（A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起床盥洗後，收 mail、看網站新聞，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只有

碰到重大事件，才會買報紙來看。對習慣打開電腦就上網的我來說，筆

電不能上網，就等於不是電腦，使用它的意願銳減。」（B1 使用者日

誌，2009 年 9 月 10 日） 
 
進一步，在不同的學術研究者的網路資源使用上，也存在著其慣常的習性。

例如，個案 A1 習慣使用圖書館目錄、電子期刊或遠端資料庫。而 A2 在平日生

活，除了「心血來潮」時，使用中研院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念書時，若遭

遇不解其中典故的問題，亦會進入「漢籍全文電子資料庫」與「中國基本古籍庫」

等具專業門檻之資料庫進行搜尋，而且非常重視這些資料的「正確性」與「完整

性」。例如： 
 
「用筆電（Lenovo x60）閱讀 PDF 檔案的電子期刊資料，而我的

資料收藏在 X 大提供給教職員的知識管理網站，透過網絡存取閱讀。」

（A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2 日） 
 
「唸書時，看到作者徵引了後漢書的荀采的故事，就上漢籍全文電

子資料庫，以「荀采」為關鍵字，「後漢書」為限定搜尋，但居然找不

到荀采的例子？！很奇怪啊~~但若不限於後漢書，反而能在漢籍電子全

文找到兩條相關資料。不曉得哪裡出問題？另外，也用漢籍電子全文查

了搜神記中韓憑跟何氏的故事。讀英文書大概就是這點討厭，如果

glossary 沒做好，要查人名實在很難找。所以要找這個故事只好用最兩

光的方法，在限定「搜神記」的查詢下，以「何」為關鍵字查，但查出

太多東西了，後來試著以「何氏」才順利找到。」（A2 使用者日誌，

2009 年 9 月 14 日） 
 
「試用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資料庫時，原本是要查自己的東西，但

發現我的題目還太籠統，所以用關鍵字查出來的東西很繁雜，必須一一

揀選，不過我實在沒有空慢慢看過七百多筆的資料。後來想到前陣子北

京的朋友給我一份清單，請我幫她從內閣大庫查這些檔案。我沒有買這

個資料庫的影印費用，本來想說最麻煩的方式大概就是直接螢幕拷貝，

再把檔案寄給朋友。沒想到 firefox 在開啟每個檔案都問我要不要下載，

我試著下載之後，檔案就直接在我的電腦桌面耶！」（A2 使用者日誌，

2009 年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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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大部分的資料庫都非常專精於特定領域，因此使用者是否能順利找到

所需的資料，端視使用者的背景知識及技巧（skills）是否足夠，並不是每個資

料庫都能符合使用者的學術旨趣；但是，本研究發現，使用者通常也會隨機應變，

找到自己所要搜尋的資料。 
 
「使用思博網，這個資料庫臺大有購買，可以免費下載臺灣的中文

期刊，品質還不錯。但進去必須先以臺大 VPN 登入變成臺大 IP，才能

免費下載。但思博網在使用上有幾個問題：1、這個網站的搜尋功能常

常怪怪的，有時會找不大到文章，必須變更關鍵字多試幾次，不過這是

目前所知臺灣比較完整的中文期刊資料庫，所以還是很仰賴它。2、期

刊收得並不全。例如這次我所找的兩篇《新史學》中的論文，在 2004
年可以在該資料庫找到，另外一篇 1996 年就無法下載。」（A2 使用者

日誌，2009 年 9 月 9 日） 
 
再者，學術性的資料往往是目的性導向的使用，並不是提供給一般使用者作

為休閒娛樂使用，因此能夠符合使用者的學科背景，知識領域，能夠透過有效的

「檢索」，快速、正確的取得完整資料，是學術使用者「依賴」網路資源的重要

因素。例如： 
 
「這次我有使用 CNKI 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查找下載 1993 年的

期刊原文。中國期刊網是我從碩士班便開始使用的大陸期刊資料庫，但

近年有越來越覺得難用的感覺，主要問題也是在檢索上。以這次查找的

論文為例：黃嫣梨，〈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社會科學戰線》，1993:2，
223-249。先以篇名「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輸入，檢索到兩筆跟顧太

清相關但不是本文的文章。後來以「社會科學戰線」找期刊，結果出現

「高校理論戰線」等期刊，還高達 702 頁，後來以作者名字侷限在 1993
年的條件才找到這篇文章。找論文真的很麻煩，不過好處是該資料庫提

供 CAJ 跟 PDF 兩種格式下載，CAJ 檔的檔案比較小，不佔硬碟空間。」

（A2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9 日） 
 
進一步，學術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往往是需將資料轉換成知識，對人文社會

科學領域的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資料便是圖書及歷史文獻。就學術傳播的流程

來看，一篇學術論文的產製過程包括了檢索、篩選、閱讀、消化、轉譯等等，因

此，對使用者而言，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最大量、完整的資料與後設資料，是

網路資源使用上所重視的因素之一。 
 
「星期天訪談新竹鄭家後代，提及其祖父曾與蔣中正一同寫書法，

希望從國史館數位典藏網站計畫裡找出蔣中正文物檔案找到資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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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找出任何相關內容。使用國史館人名權威查詢系統查資料，似乎

查不到任何東西。沒有查到任何資料！浪費許多時間。」（A1 使用者

日誌，2009 年 9 月 14 日） 
 
此外，學術使用者在網路資源的使用上，大多還是以檢索方式為主，尋求最

有效的學術「工具」，這種工具的應用不止是系統本身，往往也分散在各種資料

庫中。因此，學術使用者借由搜尋引撆的功能，在最短時間內得知資訊的來源，

再進一步到資料庫系統上取得資料，形成學術研究與網路資源互動中最常見的現

象。例如： 
 
「下午學弟傳他在網路上找到的滿文版上諭八旗檔案給我，因為很

有趣，所以我 google 了一下「上諭八旗」，第一條便從數典網站連到

故宮的善本古籍資料庫，而且還有中文版的書頁，很有趣。」（A2 使

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4 日） 
 
有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學術研究工作本身與電腦使用之間存在著互補又

互斥的矛盾關係。因為研究工作需要專注及思考，但電腦網路不僅提供書寫表達

的工具效能，也允許多功能同步運作與瀏覽，甚至是和朋友保持聯繫、隨時溝通

也很方便。此外，本研究發現學術傳播行為網路化的現象。當學術工作者面對大

量的網路資源時，儲存資源與整理資源的工作也就越來越需要借助「外部」的記

憶體與資訊「代理人」。例如： 
 
「進入學校網站的教職員專區，查看學生選課情形，碩專班

「XXXXXX」課程竟有十七人選，讓我嚇了一跳。瀏覽 GMail，沒看

到重要信件；打開 Google 閱讀器，看看我訂閱的兩百多個部落格有無

重要文章，結果也沒甚麼；再到 Google News 和中央社，看看扁案宣判

了沒，發現下午四點才宣判。」(B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3 日) 
 

在當代的學術工作中，電腦與網路最常被學術使用者作為記憶的工

具。正因為數位時代中資訊量快速成長，人類的記憶能力有限，過往最

容易留存資訊的紙張，被電子化的代理工具所取代或增加。例如： 
 
「有了筆電後，陪祖母時可以邊聊天邊瀏覽網頁，有時突然對論文、

教學、工作跑出靈感，就順手記下，以後再好好發展。」(B1 使用者日

誌，2009 年 9 月 13 日) 
 
「晚上又讀完兩篇主題相關的論文。讀書前先用 endnote 建立書目，

這兩篇論文在思博網查過後，確定因為年代太早所以沒有收錄。一邊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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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一邊因為分心所以不斷地在 FB玩心理測驗，心虛了再繼續念論文。

讀完之後會用 word 寫摘要，再附件進 endnoe 歸檔。讀到第四篇論文時，

看到註腳有相關文章，所以上中國期刊網（CNKI）去下載該篇文章。」

（A2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9 日） 
 

然而，處理記憶與處理思考，在慣於使用電腦的使用者身上，仍可看到「紙

筆人」的影子。 
 

「一早起來修訂論文，先將論文印成紙本，坐在 iMac 前逐句細讀，

看到需要修改的，轉身到 iMac 修訂。紙本易讀也容易批註，電腦修改時

容易搬移段落、容易藉由「文件導引模式」看到整篇文章的架構，進行

結構性的思考和修改。」（B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4 日） 
 

然而，數位時代中的學術工作中，卻也充滿著各種危機與轉機，同時挑戰著

學術工作者的應變能力。 
 

「為了能夠在開會時上網展示相關網站、即時查詢資料，特別選擇

在星巴克開會，向星巴克購買上網卡，星巴克人員說火車站有許多免費

的無線網路可抓，不需買網卡，我試著連上無線網路，連不進去，這時，

會議已經開始，重建工作者開始發言，發言內容重要，我既無時間重買

網卡，也覺得打字不夠快，索性闔上筆電，用紙筆記錄將近兩小時的會

議非常緊湊，我不停的記錄、不停的回應，結果，再也沒有打開筆電。」

(B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電腦上網，知道有沒有人為了公私事務找我，避免耽誤要事，是

我的習慣；幾個小時上不了網，我就會不安。」(B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9 日) 

 
綜合以上觀察，學術研究使用者從資料到知識的轉譯過程，並不是一種直線

前進式的過程，也不僅僅是在實驗室或研究室的發明。當電腦與網路進入到了學

術場域後，網路資源與計算工具一方面在為大腦進行備份，另一方面也在建立「突

觸」（synapse）54的網絡。也就是說，在電腦與網路環境中的學術研究工作，大

量的處理各種資訊，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為自己建立各式各樣的「思考環境」，

而這種思考的環境，並不只是利用學術工作者的「大腦」，或依賴於腦路或電腦，

                                                 
54一個神經元可以經由突觸將訊息傳送到另一個神經元，突觸是兩個神經元間的微小空隙。

Chemical synapse. (2009, September 28).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03:52, 
September 28, 2009,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hemical_synapse&oldid=3166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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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將大腦中的神經元「展延」（extended）55至外在世界可茲利用的「行動元」

（actant），56而這些行動元可能是電子化的書寫工具，也可能是壓縮時空的中介

工具。然而，學術工者便是在拾撿零散片遺的零件，透過嚴謹的學術工程，隨機

應變，尋找突觸間併發的慧詰。 
 
典型的例子之一，一名大學教授（B1）在日誌中提到，「有了筆電後，陪

祖母時可以邊聊天邊瀏覽網頁，有時突然對論文、教學、工作跑出靈感，就順手

記下，以後再好好發展」。顯見，知識工程雖然繁複，但靈感卻時常不經意的出

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並不一定在實驗室或研究室）。因此，不斷電與不斷線（頭

腦、電腦與網路）的工具更形重要，因為腦袋不僅僅長在「頭上」與「身上」，

更散見在各種與人造物連結的設備上。這些設備一方面要成為提供「知識素材」，

另一方面要成為人們的「外接硬碟」，有些時候還要扮演著「研究伙伴」的角色。

誠如受試者 B1 再次提及，「電腦彷彿我的家人，在家時，總是與它為伴」。 
 
然而，這些外顯的突觸經驗，往往也反過來影響到了學術工作所需的「專注

性」。例如，A2 在日誌中，多次提及因為想上社交類型的分享網站，或是在網路

上「流連忘返」與朋友用 MSN 通訊軟體聊天太久，一直分心，無法專注於讀書，

「下次還是不要在電腦前念書好了，好容易分心。念書念一念就想去逛 PTT，看

新聞(因為新聞有八卦化傾向)或 FB」，但又需要以書目軟體建立書目、做摘要與

查資料；A1 則較容易因為電話而分心，寫不下去的時候會中斷，在網路上收信

與閒逛。 
 

（二）教育學習：分散學習、體會運思與格物致知 
 
在本研究中有關教育學習方面的使用者，大致可以分為兩個族群，一類是大

學教授（A1 與 B1），另一類是國中、小教師（B2 與 B3）。前者網路使用特性，

除了教學使用以外，與研究工作密不可分；而後者的使用特性則集中在教學與休

閒之間交替使用。對大學教師而言，電腦與網路提供比過往更多的可能性，讓教

學與學習可以分散在任何提供連線之處。例如： 
 

「今晚為下週要開始的課程上傳教材資料，大都是 PDF 檔，開始

出『XXXX』課程工作坊的實作作業，一面查網頁，一面翻書、一面打

字。」（Ａ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55  請參考 Clark, A. (2008).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New 
York: Oxford. 
Clark, A., and D. Chalmers. 1998. 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58, no. 1:7‐19. Reprinted in The 

Philosopher’s annual, Vol.21, ed. P. Grim, 1998, and in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and 
contemprorary readings, ed. D. Chalm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6  請參考 Latour 的 ANT 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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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導的碩士生因病回台南休養，但還繼續寫論文，幾天前，她

寄來前三章草稿，我與她約定，今晚九點用 Skype 討論。我先在她寄來

的論文草稿上加註意見，透過 Skype，逐一跟她討論為何要改、如何修

改。有兩次，想請她看某個網路文件，就用 Skype 簡訊功能傳給她網址。

又有兩次，覺得我以前寫過的文章可以讓她參考，就透過 Skype 傳送檔

案功能，將檔案傳給她。雖然一南一北，但溝通無礙。」（B1 使用者

日誌，2009 年 9 月 13 日） 
 
「下學期開七門課、十七學分，這暑假陸續用 Google 協作平台建

構好七門課的教學網站。今天最後檢查，我一個網站一個網站看，增減

了幾個單元、訂正上課日期和成績評量辦法，大約花了兩個小時做好。

用網路當教學平台，可以隨時增刪教學內容、連結參考資訊，很方便。」

（B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3 日） 
 

然而，對國中、小的老師而言，最關心的問題是這些素材對學生所產生

學習效果。因此，網路上的各種素材，能夠達到什麼樣的學習成效，是他們

念茲在茲的問題。例如： 
 

「認真的瀏覽數典網站裡關於台灣史的資料，真是相當豐富，我對

其中那部安平追想的卡通片蠻感興趣的，感覺上，如果用這樣的方式來

向學生介紹台灣史，應該會比硬梆梆的社會課本好上許多。只不過，應

加上去的非史實的愛情故事雖然增加觀眾的興味，但以我對學生的了解，

觀賞過後的重點，會只停留在這個副學習上，台灣史的部份，可能還會

是懵懵懂懂，有一好沒兩好啦。」（B2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0 日） 
 

雖然，數位典藏平台上有許多能夠吸引學生的多媒體素材，但如果要應用到

國中、小的實際教學現場，則又受限於許多時間、空間與設備的問題。例如： 
 
數典網站竟然出現有卡通的圖案，看了安平追想 1661 的預告，有

日本三國誌卡通的感覺，雖然不知道是不是我的電腦音效壞了？還是怎

樣沒有聽到聲音。如果上課上到鄭成功這段歷史的時候，能播這影片我

想學生應該就不會想睡覺了，比起文字這她們應該會比較感興趣，只是

學校的硬體設備有時候真的不太夠，想要用點多媒體的教具，去借個器

材裝一裝，一堂課一半時間就沒了...還要段考有進度呢...唉（B3 使用者

日誌，2009 年 9 月 10 日） 
網路資源對國中、小的教師而言，正如 Fu, Su & Yu（2009）針對網路資源

的學習成效研究發現，過去的線上教學，往往是以傳統的教學型態為主。但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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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許多的網路資源與線上學習結合，讓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後才能達到效果
57。誠如「學習金字塔」（learning pyramid）58理論中所強調的「做中學」（practice 
by doing），將遠比傳統上以講課或閱讀的方式，讓學生習得的收獲更多知識（講

授的方式只能保留 5%的學習成效，但做中學或教學相長仍可以記得 75%-90%左

右的學習），許多的研究也證實，用遊戲的方式，可以讓學童願意花更多的時間

在學習，產生更高的學習興趣。 
但是，對國中、小教育者而言，數位典藏的資料往往還是一種「課外讀物」

或「補充教材」，在不影響「正式」教育的品質，以及時間、空間、設備允許的

條件下，才有可能挪用到教學現場。然而，老師們卻仍希望利用這些素材來提高

學生「學習興趣」，或者說試圖在數位典藏裡找尋「有趣又有意義」的素材。例

如： 
我相信社會課本若用這個方式呈現，一定可以吸引學生，就好像現

在的孩子，他們對歷史故事最強烈的印象就是三國時代，跟漫畫、動畫、

電影、電玩有很大的關連，只不過，我也一直在想，也一直再向孩子說

明，以前我第一次讀鹿鼎記，韋小寶的樣子可以任由我自己憑空想像，

他可以是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但看了周星馳的電影之後，明明知

道這部電影是在搞笑，但腦子裡的韋小寶就被定型了，抹都抹不去。我

想這不是好事。水可以覆舟也可以載舟啊。（B2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4 日） 
 

因此，對於國中、小的教育學習者來說，電腦與網路在日常生活中除了個人

偏好（例如：玩遊戲、創作、社交、網路購物），絕大部分是用以教學，或是不

自覺和教學有關的相關活動。工作內容包括：設計教案、連絡學生、線上教學與

討論，而且使用的空間深受教學環境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執業教師通常擁有超

過一台以上的電腦，並在教室、辦公室、家裡交替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國中、

國小教師雖然有心從網路上捉取適當的資料作為補充教材，但礙於硬體設備不足，

往往只能作罷。 
 

（三） 創意加值：網路社群無所不在，「展延心智」（extended mind）、「集體

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與「機巧戰術」（tactics and making do） 
 
參與本研究創意加值群組的使用者，可以就其性質進一步的區分為創作設計、

                                                 
57  學習性的遊戲是以知識成長為目的。因此，對於以知識成長為目的的遊戲設計，大部分的研

究者以教育學者 Benjamin Bloom（1956, 1984）所提出的思考的六個層次（bloom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記憶、理解、應用、分析、整合、評估（memorization、comprehension  、

application  、analysis、synthesis、evaluation）來建立學習導向網路資源的效果評估方式。 
58根據美國緬因州的國家訓練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所發展出來的學習金字塔顯

示，學習者在兩週以後還記得的學習內容，會因為不同的學習方式而有很大的差異。位於金字塔

頂端，學習效果最差的是排行第一的聽講，其學習保存率只有百分之五。其次為閱讀、視聽、示

範與展示的教學方式，而成效較好的則是團體討論、做中學與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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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工作與資訊專家等三大類型。創作設計的受訪者包括網站美工設計者、數位

典藏攝影工作者與國小音樂老師；傳播工作類的受訪者有一名雜誌記者與兩名網

路公民記者及編譯；專家級的使用者則參考自數位典藏相關計畫的專案經理與資

訊公司的產品經理。 
 
綜觀來看，創意加值工作者的生活幾乎和電腦網路密不可分。一方面，他們

與前兩類的使用者相似，把電腦與網路視為工作與思考進程中的一部分；但另一

方面，他們也將散佈的人際社群收納於電腦與網路，在不同的空間，以若隱若現

的方式相互陪伴，並持續進行自己的活動，例如： 
 
update 我朋友們在 facebook 和 plurk 上面的發文，並且自己也發了

一個 pu（plurk，微型社交網誌噗浪）和回了一個 facebook 上面的信。

都兩年了，每天都和他們在一起互相合作度過忙碌的生活，做的事情可

能不是很有意義或讓人成長，但是這樣相處的情誼是真實的，在我這輩

子來說，是第一次有這種體驗，可以讓自己成為幫助大家的人（C1 使

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 日）。 
 
本來是要睡了，但因為朋友打來講了難過的事情就決定陪他一起趕

工 (MSN 式的陪伴)，想想自己好像也有些東西沒有做完、順手做一下

（C2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3 日）。是為了一個別人才繼續用電腦

的感覺真奇怪（MSN 式的陪伴），本來就是要睡了（C2 使用者日誌，

2009 年 9 月 3 日）。 
 

此外，使用者經常因應日常生活的需求，轉化網路資源為管理社交關係的重

要管道。例如，以下兩位受訪者皆利用線上資源，進行線上溝通以安排聚會等。 
 
前幾天跟朋友聊天聊到想騎腳踏車去淡水玩，於是點了「淡水古蹟

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來看，研究一下除了淡水老街、漁人碼頭外，還

有哪些景點可以逛逛 。網站中不但有 3D 動態導覽，還分別簡介了各個

古蹟的建築特色、歷史背景及文化意義，好方便，和朋友討論行程 瞬
間多了好幾個景點可以去（C4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5 日）。 

 
這禮拜有朋友生日 臨時決定明天要約聚餐，主辦人在 Plurk 發出

邀約訊息，時間、地點都用 Plurk 密噗大家一起討論出來的，哈哈哈，

真方便（C4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7 日）。 
 
先用PPS看最新的韓劇，中間和布比MSN上約星期天吃飯的餐廳，

最後約在公館附近的杜鵑。我所知道的好吃餐廳都在前門，為此我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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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意上 PTT Food 查台大後門有沒有好吃的店，但結果有點令人失望＠

＠（C3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上述的資料反映出創意加值使用者對於新進流行的社會網絡或科技服務，擁

有較高的採納興趣、應用範圍與黏度（stickiness）。以 C5 使用者來看，因為大家

都在玩，所以「Facebook」也成為生活例行的一部分。當社群間的朋友相互通報

出現哪些有趣的新玩意，他也會立即追蹤使用： 
 
最近很流行一回家就打開 facebook，當然我也被大家影響了，所以

例行性的打開了 facebook，做完了該做的工作之後，我拿了我的 papago
進行更新，今天朋友跟我說更新完的畫面變得很漂亮，所以我上網去

download 了他的更新程式，很快的就更新完了，畫面也變得很漂亮，

接著我就拿著他去玩，玩著玩著就睡著了，醒來的時候我總會去收一下

email, 同時我記得今天在玩手機的時候發現手機可以經由 3G 登錄

ebuddy 然後執行 im（msn 即時通）的程式, 於是我也上去註冊了一下，

在 gamil 裡面同時去進行登錄的動作（C5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對於創意加值的使用者來說，快速取得資源以及互動討論，都是創作與報導

重要的過程。因此，網路的「人際社群」也顯見於工作應用，不能被單純歸類為

一種交際娛樂或是讓人分心的活動。 
 
用 msn 請一位學長幫我找了兩位受訪者，下午來約訪，該學長建

議我上批踢踢會有更豐富詳盡的資訊。（C6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8
日）。 

 
msn 上同時跟三個人哈啦，順便問了幾個可能的受訪者（C6 使用

者日誌，2009 年 9 月 9 日）。 
 
有一搭沒一搭的寫稿，因為手上稿子非常多，所以 word 檔同時開

了四個以上，包括不同篇稿，還有整理之前的採訪筆記。 同時斷斷續

續上 msn，覺得不能聊天要工作就下線，但隔一段時間又會發現得上

msn 找人，問資料或者找尋可能的受訪者，或是想到什麼八卦要問人（C6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這次我在 MSN 上面跟很多人交談後，我發現還有不同的國家的人，

可能我在玩 FACEBOOK 的時候加入的吧，網路讓我們認識了很多不同

國家的人，更廣泛了我們的領域。（C5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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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網路出現後，「社群」的概念亦趨複雜，其指涉的不再只是實體的人際交

往，更延伸擴大至隨網路聚合、跨越時空障礙的「虛擬社群」。由於創意加值的

使用者總是電腦網路不離身邊：「幾乎只要不睡覺，就是在看書或電腦，而電腦

比例又比書高很多」（C6 使用者）、「我醒著的時間，幾乎都在電腦邊讀書、工作，

我使用一台 Mac 桌機、一台 Window 筆電，隨身帶個可以上網的 Ipod Touch」（B1
使用者）、「無時無刻都在用電腦… 工作與娛樂兼有之」（C2 使用者），當他們在

生活、娛樂或工作產生問題時，各類依 Web 2.0 概念架設的內容網站，像是 Google
的搜尋引擎、Youtube、世界電影資料庫（IMDB）、網路虛擬書櫃（aNobli）與

批踢踢實業坊等，便成為得力的助手、貼身的萬能家教，以最快的速度、最廣的

舖線幫忙解決各類疑難雜症。 
 

我發現自己越來越有隨時想到什麼就隨時動手的習慣，不管前一刻

在幹麻也不管有沒有完成，只要腦袋裡面突然想到了新的事情想知道就

馬上動手 google，或上 youtube。使用電腦工作的時候是這樣，看書的

時候也是這樣。剛剛用 PPS 看韓國目前最新的韓劇 Style，描述時尚雜

誌的製作與背後故事，也不知怎麼的突然就被我按下暫停鍵，然後搜尋

Anna Wintour（穿著 Prada 的惡魔中影射的美國版 Vogue 主編）的資料，

其實也只是想知道為什麼 Anna 可以這麼呼風喚雨，而韓劇中的女主編

雖然光鮮亮麗但還要為雜誌多處奔走而已（C3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4 日）。 

 
做 DM，從下午就開始做總算漸入佳境，但是已經耗費掉這麼多時

間才勉強算是做好半面，所以有種緊張感，阿阿阿阿。使用的軟體是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做到一半發現需要在 ill 裡面做表格，但是並不

知道要怎麼在 ill 裡面自動產生，所以就 google 了一下，在一個叫做「黑

秀網」的論壇找到解答，然後就做了，這部分倒是滿快的。而且今天下

午耗費掉很多時間的原因是要下載免費的字型，終於在我 google 了老

半天，嘗試了許多大陸的無用下載後，找到有國人分享的華康字體，完

整的分類正是我想要的！但下載還是下載了好久，因為要用便當狗和一

個下載網站。本來還想下載那種管理字型的軟體，但下載太慢了，就不

管它先手動管理了。後來還去下載了一個向量的拳頭圖，還 ok，不過

可能還要自己改一下，才有一種更為 rock 的 fu。（C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2 日） 

 
本研究認為可以從展延心智、「集體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與「機巧

戰術」（tactics and making do）來思考使用者與網路社群共享資源的關係。Clark
（2008）提出相對於認知計算模式的展延心智論點，主張（科技）物從來不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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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是人類思考與發想的環節，它們各自扮演重要的物理機能，在認知系統

迴路中，提供大腦感知判斷豐富且可依賴的資源。也就是說，電腦與網路不只是

網路使用者記錄、傳達或是找資料的中性載具，而是與人們思維同步的知心夥

伴。 
 

和受訪者請教遊、留學的經驗，並且請教人資界對於海外經驗的看

法，邊聊邊打，幾乎口說和聽打是同步作業，同時也在 word 檔上記下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待寫文章時整理。因為估計路程頗長（約半個小時），

所以坐定之後就打開電腦整理早上還沒有寫完的文章，包括把最後幾個

段落完成、修改修辭、訂正錯別字，最後再把文章看過校對一遍。約莫

在要到站前三分鐘完成這篇文章，回到家有網路就可以寄給出版社。

（C6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1 日） 
 
我非常少用記事本，採訪記錄和約會都是記在腦袋瓜裡或者電腦

word 檔或 excel 檔，於是剛剛打開 excel 檔看看這個月工作進度是否來

得及，喜歡用電腦記錄的原因是，我打字很快，而且格式清楚。（C6 使

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4 日） 
 

Clark（2008）的討論多集中於科技物，像是本文前文提及的電腦與網路。

但在創意加值使用者經驗裡，那群素昧平生且幾乎從未謀面人的經驗與知識成為

他們繼續閱讀、工作與娛樂的必要參照，類似一種更隨機的心智共組。C3 的使

用者日誌特別強調那份「隨時動手要去查」的焦慮，「只要腦袋裡面突然想到了

新的事情想知道就馬上動手 google，或上 youtube」。 
 
另一方面，創意加值使用者的知識建構和學術研究較不同的是，他們多循「集

體智能」的途徑，而非專家學術型的資料庫系統。法國學者 Pierre Lévy 提出「集

體智能」解釋虛擬社群的成員經過大規模的合作與討論形成有別於傳統學問，卻

具有影響力的專門知識（Lévy，1999；轉引自 Jenkins，2006）。相較於 Levy 提

出來的集體智能概念，Peter Walsh 則認為，人們對專業知識的傳統看法正在消失，

或是至少就藉由網路空間更開放式的傳播過程而有所改變。他認為，專家典範需

要某個人的知識，而這是比較深固的；但是集體智能所解決的問題是在開放的過

程中進行，這個過程是你來我往的，獲得的解決方案是共聚的智慧；其次，專家

系統創造出外者與內者的界線，但是集體智能則是每個人都可參與貢獻的；最後，

集體智能的形塑與傳統專業知識最大不同的是，集體智能既無秩序，也未經演練

（Walsh，2003；轉引自 Jenkins，2006）。59  
 

                                                 
59 Jenkins, Henry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niversity, p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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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kins（2006）在 Convergence Culture 一書綜合帶出上述集體智能的概念，

旨在討論當代媒介匯流的現象。他認為匯流不當只被視為集各種功能於一身的技

術過程，而是消費者自主尋求新資訊，進行內容連結與分散的「參與式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其中作為消費者的閱聽人不像以往只是被動的觀看，而

是更主動的參與創造與流通媒介文本。 
 
有趣的是，即便集體智能本身已是對抗過去傳統知識的立基，使用者在參與

網路活動時，仍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搜索策略，此主動創造力或可借 de Certeau
（1984）的日常實踐理論來理解。de Certeau 指出主體在社會場域中，施展各種

機巧（making do）所使用的「戰術」（tactics），是一種以時間換取空間，見招拆

招的微型抵抗，也是更貼近生活經驗的即興實踐，相對於權力者單一、深謀遠略

且大規模的「戰略」（strategy）。也就是說，網路世代不僅對知識組構的想像產

生改變，對於獲取知識乃至資訊的方式，也會因應使用者所處的情境與需求，開

展更多可能。 
 
舉例來說，受訪者 C4 喜愛觀看電影、閱讀與發表心得，因此在找電影的相

關資料時，不會從 Google 的大型搜尋網站或是官方開始，而會直接進入討論內

容豐富的國際電影資料庫，並搭配他獨到偏好的討論版與部落格。即便使用者每

天要閱讀的資訊十分龐雜，仍會多角化的利用一些既有的科技功能與個人累積的

默會知識（tacit knowledge），進行篩選、評比與反思，再進而回饋，不一定全盤

接收。 
 
另一方面，「貨比三家」的消費戰略更徹底落實於網路；受訪者 C1 運用各

種集體智能的力量蒐集情報，並悠遊於實體及虛擬通路間。在過程中，使用者既

不會一味聽信於商家資訊，亦不會在眾說紛紜的集體討論中隨波逐流，而是不斷

自我對話，逐步內化資訊以增進生活體驗，同時鍛鍊出快速且獨特的判斷性格，

在細微的生活瑣事中進行自我培力。 
 

因為考慮到了以後電腦的用途，所以說就努力找了很多關於我喜愛

的 ThinkPad 的事情(我喜愛到還推薦我哥去買了一台)，然後就覺得自己

還是要明白沒有什麼我買得起的筆電可以達到我目前桌機的效能，除非

我變得非常強壯(好啦我真的沒辦法帶著 2kg 的筆電移動，想想看做火

車還要帶其他的東西...)，我參考的網站是 PChome 購物和我一直都在偷

偷觀察的 y 拍賣家"小高黑店"以及 mobile1，pc 是作為比價的依據，

mobile1 是作為性能認識。發現大家都說 2D 繪圖不需要什麼高級顯卡，

CPU 和 ram 多一點就可以，想想我不玩遊戲也不跑 3D 繪圖，不自覺對

於自己的荷包有種較為踏實的感覺 XD。（C1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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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去逛了一下書店，看到架上有一本 illustrator 的書，是日本人

寫的翻譯書，整個覺得很實用，裡面有許多我沒有用過的技法(昨天以

前的工作沒有需要這樣的東西)，加上新接的案子(好啦我一直都覺得那

是我的，其實我還在測試期)，所以有點緊張，要做的東西完全不同了

所以想說要來補強一下，所以回家以後就上了 findbook 找書，發現上

面寫天瓏最便宜，但這個時候有想說來看看新出來的相似書籍有什麼，

所以就會去博客來，因為才有內容預覽的圖。但一進去才發現博克來更

便宜耶！為什麼呢？findbook 已經不只第一次出現這狀況了，資料不是

很準，這樣本來建立的美意就打折了，是因為沒有人捐錢嗎？（C1 使

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 日） 
 

值得注意的是，不管是創作設計、傳播報導或資訊專家的使用者，「分享」

與「發表」都是參與網路的重要動力與經驗，使用者就是集體智能的貢獻者。發

表內容可以是一般的日記、心得、見聞報導、閱讀摘要到技術資訊與影像等。   
  

晚上看了電影《成名在望 Almost Famous》，上 PTT 電影版看人家

的影評，到 imdb 網站查電影配樂，登入豆瓣網(http://www.douban.com) 
把電影鍵入自己的觀影紀錄 ，寫了一下心得，順便看一下大家的討論

和相關的電影，有看到人家推薦，想看的，就先加進觀影紀錄，才不會

忘記（C4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6 日） 
 
登入 Plurk，和朋友推薦現在正在公視播出的人生劇展，一邊查接

下來還有什麼好看的片（C4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17 日） 
 
敗 CCC 許多有趣的圖文所賜，看"清代科場作弊指南"讓我覺得心

情很好。跟嚴肅的歷史所同學們（在 PPT 上）分享這個東西，也有點

期待大家的回應如何～不曉得它在內容上能不能通過歷史所學生們的

檢驗呢？（C3 使用者日誌，2009 年 9 月 25 日） 
 
花了不少時間，把上週看的兩本書《觀看的方式》、《灰色的隱喻》， 

書摘記在 aNobii 網路書櫃上(http://www.anobii.com/ )（C4 使用者日誌，

2009 年 9 月 17 日） 
 

從有趣、閱讀、記錄、分享再回到期待，創意加值的使用者在日常生活的網

路使用過程中，更進一步體現 McCarthy 與 Wright（2004）討論美感經驗時，提

出使事物產生意義的六個過程：期待、連結、詮釋、反思、擁有／據為己有、詳

述／依次列舉，也十分符合 Jenkins（2006）所描繪的主動的「參與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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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作為消費者的閱聽人不像以往只是被動的觀看，他們能主動的參與創造與流

通媒介文本。 
 

伍、 綜合討論：從實證典範的使用行為到實踐典範的使用經驗理論架構 
 
針對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在數典成果入口網站上，各種類型的使用者如

何接收訊息、賦予意義，形成特殊的實踐行為與使用經驗？本研究已經在上節中

有十分詳細的分析與討論，不再贅述。此處，僅針對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網

路使用者如何賦予網路資源獨特「意義」與「價值」？在實踐的典範之中，研究

者可以如何重新進行全觀的使用者經驗分析，進而發展出「實踐取徑的使用者研

究」？ 本研究提出以下的討論。 
 
當代主要的科學知識，可以追溯到科學哲學的流變。自從十六世紀文藝復興

運動發生之後，許多歐洲哲學家（如 Barkeley、Hume、Newton）都採取了「經

驗論」的立場，認為人應當將其知識限制在可觀察的範疇之內，因此開展出了一

股「科學主義」（scientism）風潮。到了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學家孔德（Comte, 1855）
將培根（Bacon）觀察自然的方法（強調經驗才是作為人獲得知識的基礎，主張

觀察法、歸納法），延伸到觀察社會當中，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源，提出

「實證主義」（positivism）一詞，在知識論上採取「極端經驗論」立場，認為人

類知識應當僅限於收集「事實」，找尋其間相關，藉以對自然世界做出正確的描

述、預測與控制，捨棄形上學的猜測及用不可見的實體來解釋自然，而在方法論

上，則主張用「實驗」及「假設驗證」的方式，藉以獲得通則化、規律化解描述

與解釋（Hughes,1990；黃光國，2003）。  
 
例如，在過去數位典藏相關的使用者研究上，往往將「使用行為」視為一個

「刺激」（自變項）後外顯的「反應」（依變項）。以問卷調查及統計技術，分析

「認知面」、「情感面」以及「體驗面」對「準社會互動」關係的影響，認為透過

客觀的網路問卷設計，搜集回來的資料，可以反應使用者使用網路資源的因素，

更能夠透過這些因素（自變項）及行為之間的變項操作，得知個人行動的意義。

也就是這種變項分析，將行動轉化為認知面、情感面與體驗面等測量指標，再透

過各種的調查工具，解釋人類使用網路的因素，可視為實證典範下的研究取徑。 
 
對實證主義而言，社會科學如同自然科學，個人與外在世界可以做截然二分。

但是社會世界中的事物不僅對科學家而言具有意義，對生活於其中的人也充滿意

義。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有意識的行動者，思想、言語、行動皆有一定的社會

規則可以依循，不僅行動對行動者具有意義，社會世界中的事物也都對行動者具

有意義，實踐的社會學首要目的應該是在於闡明這個有意義的「秩序」，但並非

自然科學所主張的「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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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韋伯（Weber）認為，所謂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

證明為結果豐碩有效，方法只是作研究的一種技術，所以方法的領域之中，便不

能有教條，也無所謂正統可言。他認為社會學和自然科學不同的是，社會學家研

究的不是無生之物，而是要分析社會關係和一種活動，隨著環境不斷發展而演進

的各種社會行為。人的活動產生社會關係，而人類的活動則受一種不見於自然現

象的性質所影響－意義（meaning）（錢永祥譯）。而實踐觀點除了重視意義本身

之外，更重視字詞及行動者在脈絡之中所產的意義，認為人類行動的意義來自於

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抽離了特定脈絡，行動便失去了意義。  
 
又如，Geertz（1999）將韋伯觀點結合人類學的分析途徑，認為人是懸掛在

由他們自己編織成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文化便是這種網，文化的分析不是一種

探索「規律」（law）的實證科學，而是一種探索意義的學問。因此，文化分析的

工作除了是釐清意義的結構之外，更像文學批評，並且確定這些意義結構的社會

基礎和意涵。因此，對於使用經驗的觀察有不同層次的意義結構，實證主義的傳

統是一種「淺描」，僅止於「解釋」了特定的行為和態度，分析使用者的「動機」

與「意向」，但這種方式僅只停留在意義的表層。而 Geertz（1999）所強調的是

對於行動的「深描」，必須深入的「理解」使用者「為何」長時間投入，使用者

的「文化」對於網際網路，有何不同的詮釋框架。 
 
因此，前述從現代到後現代，從實證主義到反對實證主義，從整體的結構觀

點到微型敍事，仍是二元對立的論證。然而，實踐觀點便是試圖超越這種（主觀

論／客觀論、象徵性／物質性、理論／實證、整體／個體等）二元對立，建立一

個「生成的建構主義」（structuralisme genetique）。例如布迪厄提出「慣習」（habitus）
的概念，使社會和個別的行動者能夠調合，從最枝微末節的日常行為之中，像飲

料的選擇、穿著的品味，都可以發現宰制關係的存在（Bonnewitz,2002）。 
 
也就是說，個人「行動」必需來自於結構化的「脈絡」（或稱「慣習」），因

此實踐的分析提供了研究的「可能」和「不可能」。可能是指對於行動的考察，

必需更深刻的關注於整全的社會背景和行動的關係。但是在行動之中不能只透過

掌握技術和規則，更重要的是實踐情境，這是難以形容、難以描繪的，所以這種

不可能也是知識累積和傳授之間最大的阻力，唯有個人在實踐之中才能體會，從

行動中「獲致智識」。所以，「使用」也是如此，個人如何學習到網路資源的知識

和能力，並非掌握到其中的「規則」而己，更重要的是在個人實踐之中，從實踐

中逐漸體會、掌握及意會問題的能力。  
 
實踐觀點最重要的精神在於超越「行動」與「結構」之間的二元關係，實踐

可以說是一種「結構化的行動」，也可以說是一種「行動中的結構」。因此它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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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種新的方法論的取徑，一方面，它不只是從行動中找尋個人內在的「意圖」，

也不只是從社會結構分析使用者的社會關係，而是從使用者在使用之中「儀式化」

的行動之中，詮釋行動者和情境脈絡之間的「結構化關係」，重視的是這種結構

化的「形式」，超越各個使用者對於使用所產生的意義所組織而成的關係體系。

因此，實踐的觀點回到了行動，但是個人行動的「意圖」並不是最重要的，而是

在整個的行動脈絡之中，這些行動產生了什麼樣的意義。也就是說，透過問卷尋

問受訪者為什麼使用什麼網站並不是實踐主義者最主要問題，因為理解個人行動

的意義，也不代表能夠整全理解結構化行動的全貌。而是從這些儀式化、例行化

使用網際網路的行動之中，透過社會整體的角度，分析這些經驗麼成為了一種特

定的人機互動型式，其在社會中又具有什麼意義。也就是說，從實踐的觀點而言，

目的是要了解使用者的經驗，應該要回到人造物、時間、空間與日常生活的脈絡

的關係去理解。因此，本研究將實踐典範下的使用者整體經驗研究用下圖來予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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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上面的圖來說明從實踐典範切入來研究使用者整體經驗的理論架構

草案。透過上圖中的概念試圖說明，要追尋人與物之間的活動網絡，進而探知人

類與科技物、環境（日常生活）互動的整體經驗，就必須進到日常生活與科技物

所體現的時間、空間等情境脈絡及身體知覺（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之中。

而在實踐典範下，使用者與技術物之間的關係並不是單純可以用理論化的規則來

描繪，也無法像「說明書」一般「指引」人機活動。因此，為了實際掌握網路在

各種類型的使用者身上的具體運作，本研究採用了網路日誌法來進行研究。本文

確實也發現透過網路日誌來進行觀察，可以更深入了解「數位典藏網路資源」提

供了什麼樣的實踐機緣，60其機緣一方面指的是環境，另一方面也同時指向了使

                                                 
60  機緣概念機緣是借環境心理學者 Gibson（1949）術語，解釋技術物本身物質性，所能承載其

主體行動的可能性。 

Knowing Feeling 

Doing

SPACE

EVERYDAY LIFE 

TIME 

ARTIFACT 

Holistic 
Experience

圖  5  實踐典範之使用經驗研究理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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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和使用者在不同情鏡中所使用的工具（例如手提電腦、網路資源等）。也就

是說，人和科技產品之間的關係，像是一種隨著不同情境中的雙向互動，科技產

品的物質性之所以能夠作為人們使用的基礎，而人們使用科技產品的過程又隨著

不同的情境而有不同的實踐方式。例如，網路資源提供了一種展延思考的可能性，

但也受限於特定物質的基礎而運作。所以分析網路使用時，不能去除實踐脈絡（包

括了時間、空間、科技物）所交織的時空，一但忽視了實踐的脈絡，對於科技產

品的解讀可能就會落入「科技決定論」或「社會建構論」的窠臼。回到現實日常

生活中的科技使用環境，並透過實際的觀察和解讀，或許才能呈現並捕捉「使用

經驗」和「網路資源」作為為工具，在環境中不斷互動與扣連，以及人類在使用

工具時如何因時、因地制宜，甚而能「即興演出」的真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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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Holistic User Experiences based on Practice Paradigm: 
An Analysis of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Website Users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olistic user experiences 
based on practice paradigm. By focusing on the target users of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website, it proposes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how do 
different kinds of users take up their own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by receiving and 
making sense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cond, how do users invest internet resources 
with their own “meanings” and “values”? In this regard, how can researchers 
reinvestigate user experiences holistic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user diary,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olistic user exper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paradigm. 

 
 

Keywords: practical paradigm, users, holistic user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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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本子計畫於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領域，98
年度計畫主要著重於智慧財產權之新聞框架研究。從法律的討論觀點切入，藉由

法律相關文獻的理論回顧與統整，觀察著作權概念發源的起源及脈絡，並探討數

位內容與過去傳統實體財產權、紙本智慧財產權本質上差異，進而比較大眾媒介

與實際網路使用者之間對著作權詮釋所引用之隱喻方式習慣的差異，得以理解目

前在對數位資源解讀的過程中，不同框架之間的角逐與競爭過程。 
 
資料蒐集時間自 2002 年 9 月 1 日起，至 2009 年 3 月 1 號止，共計 8 年，通

過中時報系的「知識贏家」新聞資料庫，以「Creative Commons」、「Science 
Commons」、「Open Access」、「創用 CC」「數位典藏」、「侵權」為關鍵字進行搜

尋，再行篩選與文化資產使用、公共資產使用相關的新聞資料。從資料來看，主

流媒體的報導量由 2006 年開始增多，而在 2007 年開始進行大量報導。 
 
其中，媒體針對侵權行為報導中，從行為本身出發者，具有非法/侵權、不

正當/貪小便宜、高獲利/暴利三種框架，所建構的使用者特質為：大眾無知，但

不知者仍有罪、知法犯法、貪小便宜、強盜邏輯等，共四種類型。另外，理解大

眾媒體中，對公眾授權、侵權行為與智慧財產權所有權人的看法所可能具備的框

架以後，為了瞭解目前政府官方如何闡釋智慧財產權，本計畫藉由觀察各種政府

所舉辦的宣導競賽的文宣內容，觀察政府欲以何種框架詮釋智慧財產權、相關非

法數位檔案獲取行為，另一方面也檢閱在報導中記者如何呈現這些政府官方的活

動。 
 
最後，本計畫也針對目前網路使用者之間平常取得數位檔案的管道進行調查，

以參與觀察法的方式，檢視 P2P 軟體與其他擺脫政府官方控制的機巧活動，例

如黑暗術等，並觀察使用者在對這些方式與正版數位軟體之間關系的討論，以瞭

解實際在使用過程中，經常被用以詮釋非法使用的框架。綜上之研究成果，產出

〈著作權的隱喻競爭〉之一文，並發表於「2010 年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構建

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一) 文獻回顧 

本計畫之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領域，於 98 年度中主

要著重於智慧財產權之框架。從法律的討論觀點切入，藉由法律相關文獻的理論

回顧與統整，觀察著作權概念發源的起源及脈絡，並探討數位內容與過去傳統實

體財產權、紙本智慧財產權本質上差異，進而比較大眾媒介與實際網路使用者之

間對著作權詮釋所引用之隱喻方式習慣的差異，得以理解目前在對數位資源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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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不同框架之間的角逐與競爭過程。 
 
在理論探討中，在法律相關的文獻範疇，以隱喻（metaphor）作為主要軸心，

探討過去對智慧財產權的發展歷程，提出相關看法的學者的不同意見，包括智慧

財產權的發展與人類文明之間如何避免扞隔、智慧財產權之所以同時需要給予保

護以及限制的相關理由與爭議過程，本小組藉由理論的回顧，探討在目前對數位

檔案的智慧財產權的討論是套用何種框架？而在歷史發展的脈絡中，這些框架何

以在競爭的過程中，突破重圍，取得主導權？而在這些框架之外，還有哪些其他

的可能？而這些目前的框架實際適用於數位檔案的程度為何？ 
 
由於數位典藏計畫蒐羅了大量的具有文化價值的數位內容，與其讓這些有助

於文化發展的資料封存於資料庫中，開放給眾人運用將能發揮更大效益，因此如

何促成國人如何使用將是理解如何典藏之後，下一步更值得探討的問題。立基於

此，本計畫先行理解在目前的授權方式之外，蒐集平面媒體的報導為文本，觀看

一般媒體對於其他授權方式如 Creative Commons 或 Science Commons 等的報導

與相關的框架與內容，藉以瞭解目前主流媒體中，對這些相關內容的報導頻率與

框架為何。 
 
由於智慧財產權概念來自於國外，回到在地實際生活經驗，本計畫欲理解目

前主流大眾媒體與官方活動中，如何報導或詮釋非法數位產品？存在哪些框架、

隱喻與論述？因此，以初步的文本分析，觀察當中如何建構使用非法數位產品者

的形象、如何框架使用非法數位產品的行為，回扣理論的討論這些論述服膺何種

價值與利益？  
 
為更進一步貼近實際使用，將關注焦點更聚焦於網路使用者，本計畫採取參

與觀察法，瞭解當前網路使用者非法數位產品的實際使用情況，並以歸納整理目

前網路使用者對非法數位產品的論述，觀察當中論述可能存在哪些框架。 
 
數位產品本質上與傳統文本概念最大相異之處在於其可以輕易大量複製、分

享的特質，且幾乎完全沒有成本，且數位產品原來的設計便是必須複製，方得以

運行，但如此格式的產品出現以後，使得掌握主要版權來源者深感威脅，進而提

出對數位產品的積極限制，在 Andrew Currah(2006)的研究中便觀察好萊塢(成熟

的集中寡佔廠商—六個製片公司)和網路(分散化架構的的點對點檔案分享61)之
                                                 
61 點對點技術（peer-to-peer， 簡稱 P2P）又稱對等網際網路技術，是一種網路新技術，依賴網

路中參與者的計算能力和頻寬，而不是把依賴都聚集在較少的幾台伺服器上。沒有客戶端或伺服

器的概念，只有平等的同級節點，同時對網路上的其它節點充當客戶端和伺服器。這種網路設計

模型不同於客戶端-伺服器模型，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型中通訊通常來往於一個中央伺服器。參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9E%E5%B0%8D%E9%BB%9E%E6%8A%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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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衝突，他認為廠商沒有採取最有利的策略去發展數位傳佈的市場，而是經由

一種效果有限的對網路傳佈的「設計」(中心化伺服器端，而非 P2P 共享軟體)
的方式，想要掌控數位商品以及減少網路傳佈對廠商收益的(負面)影響，保持該

產業寡佔的市場結構。針對這種正在轉變中的現象，Benkler 也指出目前正處於

資訊生產產生劇烈變革的關鍵時刻，「社會生產」現象現在已重塑了市場

（markets），同時提供了加強個人自由、文化多樣性、政治論述以及正義等等

新的機會。 
 
這些目前擁有大量版權者不僅在科技上發展得以限制數位產品的管道，也成

立相關團體得以在法律等公共論述空間中獲得一席之地。James Boyle（2008）便

指出我們現在正處在「第二次的圈地運動」（second enclosurem movement）當中，

只不過這次圈的不是草地，而是人們心靈的無形資產。過去被當作公共財、或者

是無法被商品化的東西，開始被認為是「財產」，並為相關的財產法所規範。目

前擁有大量版權者費盡心思，希望繼續將滑溜的數位檔案抓在手中的同時，也造

成了過去被視為公共財的資產不斷的被商品化，使得人類知識受到前所未有的無

奈限制。Christopher May (2000)認為不應該只重視這個時代資訊是被以經濟價值

衡量，多過於社會價值，從批判的角度，永遠要去問更好的可能(分配/社會秩序

等)是什麼？要如何能夠達到？ 
 
嚴峻的智慧財產權也經常與言論自由之間發生衝突，Neil Weinstock Netanel

（2008）論述智慧財產權已經使得言者往往無法有效地傳達他們的訊息，並追溯

傳統與數位媒體之間的衝突，也思考了目前如 YouTube、MySpace 上一些音樂分

享與 Google Book Search 訴訟等等的爭議，已經與傳統認為智慧財產權是「自由

表達的引擎」（the engine of free expression），因其提供了藝術、音樂、文學、電

影等創作的關鍵性經濟激勵（vital economic incentive），建構出我們的公共領域，

但今日的智慧財產權成為一種鎮壓（quash）的手段。 
 
然而實際網路使用者對於這些智慧財產權其實與這些版權擁有者所提出的

框架有所差異，從目前對非法數位檔案的盛行也可以看出這些情況，Eric P. 
Chiang, Djeto Assane(2007)的研究由消費者行為面向的實證資料，調查校園大學

生對版權法態度以了解經濟與人口統計學因素，發現經濟誘因與對風險的感知有

影響，這些誘因不足以扭轉他們對檔案分享的傾向。由國外的數位產品的生產者

與使用者之間對智慧財產權的認知上有著相當的差異，而在詮釋這些數位產品的

複製行為也抱持著不同的看法，因此本計畫將焦點轉移到本地的情境，觀察實際

台灣數位檔案的框架的競逐過程。 
 

                                                                                                                                            
%E8%A1%93&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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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報導調查 

本計畫在數位典藏著作權新聞框架調查研究調查分為兩大方面：（一）理論

回顧：智慧財產權概念探討；（二）文本分析與資料整理：1.大眾媒體報導（a）
關於公眾授權內容（b）關於侵權行為；2.官方如何闡述智慧財產權；3.一般網路

使用者對非法數位產品的使用與論述。為體察台灣目前針對數位格式檔案的運作

情形，本計畫主要針對大眾媒體報導內容、官方文宣內容以及實際網路使用者對

非法數位檔案的看法與行為，以下茲簡述之： 
 

1. 大眾媒體報導內容 
 
A. 關於公眾授權內容 
 

時間軸由 2001 年 9 月 1 日起，至 2009 年 3 月 1 號，共計 9 年，通過聯合報

報系的「聯合知識庫」以及中時報系的「知識贏家」新聞資料庫，以五組關鍵字

－「Creative Commons」、「Science Commons」、「Open Access」、「創用 CC」以及

「數位典藏」進行搜尋。 
 
值得一提的是，在資料搜尋過程中發現，相較中時報系對於 CC 相關概念報

導的普遍缺少關注（每一關鍵字九年內的平均報導數不到 5 則），聯合報系九年

內出現「數位典藏」此關鍵字的報導高達 377 則，然在篩選過程中，發現即便「數

位典藏」多所出現於報導中，仍有近四成比例的報導，其主旨多關注在產業技術

面向，或媒合商機等，較與文化遺產、公共使用無關，故由 377 則揀選至 222
則，文本總數量分配如下： 

 
歷年兩大報系每關鍵字報導數量 

 聯合知識庫 知識贏家 

 CC SC OA 創

用

CC 

數

位

典

藏 

總

數 
CC SC OA 創

用

CC 

數

位

典

藏 

總

數 

2001 0 0 0 0 4 4 0 0 0 0 0 0 
2002 0 0 0 0 10 10 0 0 0 0 0 0 
2003 1 0 0 0 23 24 0 0 0 0 0 0 
2004 0 0 0 0 16 16 0 0 0 0 0 0 
2005 1 0 0 1 29 31 0 0 0 0 0 0 
2006 0 0 0 0 23 23 0 0 0 2 0 2 
2007 0 0 0 1 44 45 0 0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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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 0 0 1 58 61 0 0 0 0 7 7 
2009 1 0 0 0 15 16 1 0 0 1 6 8 
總

數 
5 0 0 3 222 230 1 0 0 4 13 18 

 
整體而言，框架可分為三類：1.宣傳宣導 2. 有利於文化創意產業 3. 有利於

文化創意產業。 
 

B. 關於侵權行為 
 

資料蒐集時間自 2002 年 9 月 1 日起，至 2009 年 3 月 1 號止，共計 8 年，通

過中時報系的「知識贏家」新聞資料庫，以「侵權」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再行篩

選與文化資產使用、公共資產使用相關的新聞資料，共得 154 篇。從資料來看，

主流媒體的報導量由 2006 年開始增多，而在 2007 年開始進行大量報導。 
 
媒體針對侵權行為報導中，從行為本身出發者，具有非法/侵權、不正當/貪

小便宜、高獲利/暴利三種框架，所建構的使用者特質為：大眾無知，但不知者

仍有罪、知法犯法、貪小便宜、強盜邏輯等，共四種類型。 
 

C. 智慧財產權所有權人對非法產品的看法 
 

大眾媒體報導中，除了報導侵權行為之外，也倚重版權者以受害者的角度發

聲，其中音樂產品的版權者—歌手，經常會是受訪的對象，因此以歌手為例，從

中瞭解在大眾媒體中握有智慧財產權人的看法，以「歌手」與「盜版」為關鍵字

搜尋聯合知識庫與中國時報所屬知識贏家結果如下： 
 

 聯合知識庫 中國時報

2004 25 26 

2005 16 15 

2006 19 7 

2007 11 12 

2008 8 5 

2009（至 10/25） 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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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從 2004 年至 2008 年，報導則數呈現遞減，但 2009 年聯合知識

庫的報導卻較以往增加，主要有五篇討論盜版的技術問題，三篇與盜版法治相關，

三篇與 2009 年金曲獎二十年眾歌手以反盜版為名，合作一首歌曲有關（但相較

於 2001 年金曲獎的反盜版主題，報導數量有 10 篇報導，並且大規模舉辦北中南

反盜版演唱會，2009 年的金曲獎提及反盜版只有找歌手錄製單曲的新聞）兩篇

與查獲盜版業者有關，其餘六篇中與明星較為相關，兩篇討論台灣歌手到中國大

陸被盜版，一篇歌手談及自己發現自己創作被盜版，一篇是歌手被指控抄襲時表

示自己討厭盜版因此不會抄襲，一篇是創作人討論自己小時候購買盜版的經驗，

另一篇則是歌手間爭執買榜時，討論不如將經歷花在查緝盜版，缺乏歌手出面指

控盜版的報導。 
 

2. 官方如何闡述智慧財產權 
 
理解大眾媒體中，對公眾授權、侵權行為與智慧財產權所有權人的看法所可

能具備的框架以後，為了瞭解目前政府官方如何闡釋智慧財產權，本小組藉由觀

察各種政府所舉辦的宣導競賽的文宣內容，觀察政府欲以何種框架詮釋智慧財產

權、相關非法數位檔案獲取行為，另一方面也檢閱在報導中記者如何呈現這些政

府官方的活動： 
 

A. 各類宣導競賽資料蒐集過程 
 

三項比賽內容與資訊、各別新聞內容移至「政府智財權宣導之一_海報比賽」

「政府智財權宣導之二_短片比賽」「政府智財權宣導之三_音樂創作比賽」。 
 
以著作權、宣導、比賽相關關鍵字(如短片由我創)等搜尋聯合知識庫與知識

贏家，共計 4 則新聞(聯合報與經濟日報)，其中 3 則為短片創作比賽訊息(第一屆

比賽結果、第二屆報名訊息與結果)，1 則為音樂創作比賽報名訊息，且都只是簡

單的新聞稿改寫。(新聞原文附於後)另外海報比賽訊息在網上搜得一則中央社稿

刊在於大紀元時報。 
 
B. 相關活動搜尋方式與概觀 

 
經由 google 關鍵字搜尋︰以「著作權」、「智慧財產」、「宣導」、「比賽」等

交叉搭配搜尋。 
 
相關政府單位資訊搜尋︰根據過去收集資料，相關官方單位應是保智大隊、

教育部、經濟部智財局。其中，保智大隊主要業務為查緝，宣傳部分為成員參與

相關座談，以及發佈查緝業績新聞稿；教育部主要通過各級學校行政層級宣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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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出文章 

 
著作權的隱喻競爭  

The Competition of Copyright Metaphors 
孫式文∗ 

 
 

摘要 
自17世紀起，智慧財產的隱喻就一直扮演著形塑著作權發展的重要角色。

時至今日，數位媒介的發展讓各類資訊的複製與傳佈變的快捷，且成本低廉，

而管轄這類複製和傳佈的法律也相應的更動頻繁，並且日趨繁複。支持強著作

權的陣營持續不輟的將著作權框架為產權，以合理化其擴大著作權保護範疇的

訴求。而推動自由軟體和自由文化的陣營也相繼建構出一些與財產相庭抗禮的

隱喻，例如版權左派、公共領域、公共地等。本文將分析這些隱喻的競爭如何

建構了多元的社會真實，而非僅是一場纏鬥不休的修辭競技。 
 

關鍵字：數位媒介、隱喻、框架、認知、隱喻競爭 

Abstract 
The metapho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pyright since seventeen century. In the age of digital media, 
copying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kind of information become easy and free. The 
laws applicable to such copy and distribution are wide-ranging and frequently 
shifting. Those who support strong copyright persistently frame the copyright as a 
property right in their demand of maximizing copyright protections. In the 
meantime, those who advocate free software or free culture construct a number of 
metaphors, such as copyleft, public domain, and common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how the competition of copyright metaphors has constructed a multiple 
social realities, instead of a merely rhetoric battle.  
 
 
Keywords: Digital media, Metaphor, Frame, Cognition, Metaphorical competition 

                                                 
∗ 孫式文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博士，現為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副教授，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之學術應用與

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主持人。學術專長為傳播理論、隱喻、創造力。近期研究範

圍涵蓋數位傳媒創意、數位媒介隱喻等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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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的隱喻競爭  
The Competition of Copyright Metaphors 

 
壹、續論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s)法令的名稱，引導我們以

日常生活中所熟習的有形財產的概念去理解人類心智活動的成果、價值與權利的

管理，此種理解的方式是一個跨域的認知，稱為隱喻（metaphor）。［智慧創作是

財產］（AN INTELLECTUAL CREATION IS A PROPERTY）的隱喻結構中，智慧

創作是目標域（target domain），財產是來源域(source domain)，是（IS）標示由

來源域跨往目標域的方向。在此跨領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之下，智

慧創作的處置權利被視為是財產的所有權，而形成今日通俗使用的智慧財產權的

名詞稱。 
 
「著作權」（Copyright）在當今的法律中是一種智慧財產權，而智慧創作是

財產的隱喻，自17世紀起就一直扮演著形塑著作權發展的重要角色。著作權人對

於作品的處置權利，由國家賦予有限期間的排他權，獨占權，任何人未經同意不

得使用，保護期間結束後，該作品歸屬公共領域 (Public domain)，供眾人自由使

用。承接［智慧創作是財產］的隱喻觀點，［著作權是產權］（COPYRIGHT IS A 
PROPERTY RIGHT）也成為我們文化中通用的隱喻性概念。 

 
財產、財產權隱喻的影響不僅在語言層次形成通俗的詞彙，也深入我們思考

與推理的認知層次，並且經由政策與法律的制訂、行政與司法體系的執法、以及

商業團體的操作，更進一步的建構我們的社會真實。在［著作權是產權］的隱喻

框架下，未經授權的近用或傳佈版權物被看待成違背公平正義的侵權行為。

Patricia Loughlan（2006）以智慧財產相關的研究與司法案例為分析對象，整理

出法學論域常以海盜(pirates)、掠奪者(predators)、寄生蟲(parasites)、竊賊(thieves)、
偷獵者(poacher)，和搭便車者(free-riders)指稱未經授權的使用者。這些詞彙是財

產權隱喻的變異，皆導引出侵害他人財產的負面意像，只是各自側重不同方式的

侵害行為；海盜與掠奪者是目無法紀的暴力搶奪他人財物，寄生蟲是為了自體營

生而悄然的吸取他人的養分，竊賊與偷獵者是暗中將他人之物據為己有，搭便車

的人是坐享他人成果。這些隱喻的變異有助於著作權人在不同的情境中，皆可以

立足於公平正義，貫徹其制裁未經授權使用的主張。 
 
在這些［著作權是產權］的隱喻變異中，偷竊是政府單位與商業團體聯手製

作文宣時，最常使用的隱喻，例如，我們在看電影或是出租影片時，會先看到一

則宣傳短片：「你不會偷車子；你不會偷錢包；你不會偷電影。下載、盜版，就

是偷竊。盜版是犯罪行為」。在聽廣播時，我們會聽到：「你知道偷車違法，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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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偷東西違法，但是你知道嗎？下載沒有經過授權的音樂、影片和軟體，也是一

種違法行為，非法下載就是偷竊創作者的心血結晶，也違反智慧財產權，拒當網

路小偷，支持正版，創作市場才能蓬勃發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醒您」64。這

些文宣，邀請閱聽人以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財產概念去看待版權物，將未經授權

的近用或使用版權物類比為偷竊，偷竊著作權人的勞動生產及其衍生的經濟利益。

宣導的策略是承襲社會中判斷是非對錯的價值標準與法律規範，以合理化與正當

化著作權法的立意與執法。 
 
隨著重製與散佈數位檔案技術的發展，「最大著作權保護」（maximum 

copyright protections）的支持者經由［著作權是產權］隱喻，推動「數位版權管

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 DRM，下文簡稱 DRM），對於數位檔案「加密」

（encrypted）保護，解密的金鑰（key）只提供給付費購買使用權的消費者。1998
年，娛樂與軟體產業更成功的遊說美國國會議員通過「數位千禧年版權法案」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下文簡稱 DMCA），禁止製造或銷售任何可用

以規避 DRM 的工具。DRM 與 DMCA 進一步擴展「著作權是產權」隱喻，對數

位檔案採行加門上鎖(locked door)的控制，並將規避者的行為形容為「破門而入」

（breaking and entering），強調其蓄意的暴力入侵（Herman, 2008）。 
 
隱喻將抽象的概念放入具體的、熟悉的語彙中，可以成為分析、辯證與溝通

法律原則與政策的重要工具（Ritchie,2007；Smith, 2007）。在傳統的法學研究與

教育中，隱喻曾經被視為是遮蔽、扭曲真相的修辭技巧，背離法律的精神與價值。

近代的法學研究則開始援用 1980 年代認知語言學的隱喻研究觀點，重新審視法

律與隱喻的關係，並且形成兩個新的觀點：（1）法律隱喻的溝通與說服效用，並

非單純的來自字面的意義，實質上，是來自於人們在特定社會脈絡裡共享的生活

經驗與價值（Wintier, 2007; Herman, 2008）；（2）隱喻性思考的系統性與融貫可以

提供法律原則在適應社會的複雜情況時所需要的彈性（Johnson,2007; Winter, 
2007）。本文第二節將說明此一轉折的歷程，以及新興的兩個觀念。 

 
［智慧創作是財產］、［著作權是產權］隱喻，如前所述，對於社會與文化政

策的發展有著長久且深遠的影響，但是本文沒有駁斥或是對抗這些隱喻的意圖，

去辯論智慧創作是不是財產，著作權是不是財產所有權的問題，思考的方式與範

疇將會侷限在「財產」、「財產權」的隱喻框架之中，而忽略了其它可用以理解智

慧創作、作者權利的隱喻概念。本文意圖承接概念隱喻的論述，在第三節探討著

作權制中權衡公益與私利關係的隱喻性思考，在第四節分析著作權權利論述中的

                                                 
64  該廣播著作權隸屬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可在「著作權好用網」的「下載區」 「廣

播廣告」 「網路小偷篇 20090402」網址：  
http://www.copyright.net.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196&Language=1&UID=3&ClsI
D=4&ClsTwoID=0&ClsThreeID=0&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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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觀點。 
 

貳、法律與隱喻 
 
隱喻在法律的理論與實務中一直是個棘手的議題。二十世紀初，諸多美國大

法官指出隱喻用之於法律所導致的負面效應，並且主張限制，甚至避免使用隱喻。

1926年，Benjamin Cardozo 出任美國大法官之前，判決母公司需負責賠償搭乘其

子公司鐵路而受傷的乘客（Berkey v. Third Avenue Railway, 244 N.Y. 84），在判決

理由中，Cardozo 揭穿母公司暗藏於「隱喻迷霧」（the mists of metaphor）裡的訴

訟策略，並且批判隱喻對於法律的影響：「隱喻用之於法律需要被仔細的檢視，

原本用來解放思想的工具，卻往往以奴役思想為終」（The whol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y corporations is one that is still enveloped in the 
mists of metaphor. Metaphors in law are to be narrowly watched, for starting as 
devices to liberate thought, they end often by enslaving it）。1948年，美國聯邦最高

法院判決公立學校教導學生從事特定宗教的儀式是為違憲（McCollum v. Board of 
Education），在該案中唯一投反對票的大法官Stanley Forman Reedy反駁「隔離教

堂與國家之牆」的隱喻（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主張：「法

律原則不應當來自隱喻」（A rule of law should not be drawn from a figure of 
speech）。 

 
上述案例顯示傳統的法學研究將隱喻視為是一種表達主觀價值，構作辯論理

由、達成說服效用的修辭策略，並且憂慮事實與真相會在隱喻的操弄之下被扭曲

或是被全然的遮蔽。由此觀點理解隱喻的運作，隱喻顯然的抵觸了法學理論的要

旨與精神 ── 法律是基於客觀事實，依循倫理與理性，形成獨立、自主，且不

可動搖的原則。但是法律的論理（reasoning）又無法全然的排除隱喻，特別是在

具有高度爭議性的司法審判中，法官對於複雜案情的解釋、推理與判決，雖然在

一定程度上受到法律原則、先例、和專業規範的節制，但是法官形成判決理由的

心像，往往在不自覺的狀況下，受到隱喻的影響，而隱喻的選用又似乎夾帶了審

判者主觀的價值判斷與意見。法學界常以「黑白交接的半陰影」（penumbra）來

描述隱喻在司法審判中，動搖法律原則的可能性，然而這項警告的本身卻也是一

個基於隱喻性思考的說理（Henly, 1987；Bosmajian, 1992）。就實際的現象而言，

法律的個個層面，從基礎的原理、案件的分析、到判決的理由，皆無法避免的使

用隱喻（Smith, 2007）。更令人不解的是，一些原本只是在法庭中用以論述或說

理的隱喻卻被廣泛的引用，而形成著名的法律隱喻，並且長期主導西方法學的發

展與司法案件的判決，例如，前文提及的「著作權是產權」、「黑白交接的半陰

影」、「隱喻迷霧」、和「分隔教堂與國家的牆」，皆顯現了法律無法排除隱喻

使用的困擾。法律與隱喻之間難以切割的糾結關係，甚至被推論為是法律本質所

使然，隱喻的字面意義與實際意義之間的弔詭，可以巧妙的遮蔽法律的矛盾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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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1989）。 
 
隱喻並非僅是一種修辭策略或弔詭的語言現象。1980 年代的認知語言學研究

讓我們對於隱喻有了不同於傳統語言學的認識。隱喻是一種跨領域的認知現象，

由熟習領域中觀點的取捨，去瞭解另一領域的經驗秩序與推理型態（Lakoff & 
Johnson, 1980）。隱喻的跨領域認知，不是任意武斷，無所根由，而是以身體活動

與感知的型態為基礎，在跨領域的調節中，衍生並同步節制抽象的概念與推理

（Lakoff & Johnson, 1999)。據此主張所建立起的理論稱為「概念隱喻理論」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其分析與描述的模式稱為「二領域模式」 
(two-domain model)。 

 
近代的法學研究採納概念隱喻的理論論述與分析模式，重新檢視法律與隱

喻的糾結關係。研究法律隱喻的觀點從語言層次的修辭策略，進入認知層次的

理解、思考與推理，探討的範軸也擴展至法律隱喻的時代背景，及其意義所根

植的社會情境（e.g., Smith, 2007; Wintier, 2007; Herman, 2008）。隱喻性思考提供

法律原則在適應社會的複雜情況時所需要的彈性。法律的原則與推理來自於人

類的理性與判斷，而人類的理性與判斷不會僅僅依循一成不變的線性邏輯，或

是固守脫離情境脈絡後的規則，實際上，是在不斷的與環境互動之下，而富含

因應情境的想像力與自行調節的能力。這些想像與調節往往是以身體活動與感

知型態為基礎的跨域認知，也就是隱喻性的思考。深入探討法律隱喻的運作原

則與認知基礎可以解析法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法律如何在歷史的脈動

中，一方面持守公平正義原則的恆常、穩定與可信，同時又能在不斷浮現的新

社會情境中調節與變通（Johnson ,2007; Winter, 2007）。 
 

 本文下節嘗試以概念隱喻理論，分析著作權制中公益與私利之間的關係。 
 
參、由畫土分疆到文化生態的隱喻框架 
  
自1710年世界第一部關於著作權的成文法──安妮法案（The Statute of Anne）的

制訂，智慧產物最終回歸公共領域一直是著作權制度的一項重要本質。如何在公

益與私益之間取得適度的平衡也是著作權制度無法避免的議題。著作權的制度設

計──作品在保障期限終止後進入公共領域，讓著作權與公共領域之間的關係，

乍看之下，似乎是一種隨著時間移動而保護狀態改變的遞嬗，但實際上卻是形成 
Jessica Litman（2006）所說的著作權人與公眾之間的對立。這樣的對立在市場經

濟制度之下，與財產權利的概念結合，演變成畫土分疆的地域之爭。特別是在資

源有限的情勢下，權衡和決定公益與私利的疆界時，總是處於此消彼長、彼長此

消的競爭態勢。隨著著作權保護期限延長、保護標的增生、保護效力擴張，公共

領域則相對的日漸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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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制度的畫土分疆不僅限縮公共領域的範疇，同時也匡限公共領域、

公有地的價值與意義。著名的隱喻──「公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rdin(1968)，描繪了公有地在人們無所節制的私利下，被過渡的使

用，卻乏人維護，最終難逃消耗殆盡的命運，此一隱喻影響諸多政治、社會政

策的訂定（Lessig, 2002）。公共領域逐漸失去其原有的價值與意義，成為著作權

的負面表述；公共領域被普遍的視為是著作權保護區之外的，沒有法律保障的

荒原（wasteland）（Boyle, 2003；Samuelson, 2003）。落入公共領域的智慧創作，

猶如殞身於垃圾堆的廢棄財產，任由拾荒者處置（Samuelson, 2003）、猶如乏人

照料的孤兒，失去權益的保障，而這個法律界的通用說法──「落入公共領域」

（fallen into public domain）更強化了這樣的觀點（Ochoa,2002）。 
 
「落入」（fall into）意指物件由上而下的位置移動，上與下對應我們在空間

中的經驗，以身體為座標而感知的方位、方向。這個直立的方位在文化場域中

成為評價的隱喻，是一種「方向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居於上位的是比

較好的，居於下位是比較差的，由上位落入下位，是由較好的狀態落入較差的

狀態。「落入公共領域」的說法為著作權保護區域與公共領域之間標示出上與下

的位階，隱含私利位居於公益之上，著作權保護區域優於公共領域，私人智慧

財產的經濟效益高於公共領域的文化價值。這種方向隱喻常在使用者不自覺的

情況下節制說理的方式與語彙的使用，並且不經意的透露出評價之意。積極推

動著作權法改革，建立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的重要學者，Lawrence Lessig
在 Eldred v. Ashcroft 的案例辯論以及著述中，也是不自覺的使用了「落入」公

共領域的說法。所幸 Lawrence Lessig 在 2004 年出版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
書中，改以「進入」（enter）或是「變成」（pass into）取代「落入」，而讓公

共領域恢復與著作權保護區的平行位階。 
 
James Boyle 以英國 15 至 19 世紀的圈地運動類比著作權的發展趨勢。圈地

運動把公有土地圍起來變更成私人的財產，著作權擴張私人所有權的保護是第二

次圈地運動，而「這次圈的是心靈的無形公有地」（the enclosure of the intangible 
commons of the mind），蠶食鯨吞我們文化中的公共領域 (2003, p.37；2008, p.45)。
Boyle（1997；2007；2008）主張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思維，去思考著作權制

中公益與私利失衡的議題。這個政治思維可以從美國 1950-60 年代興起的「環境

主義」(environmentalism)擷取論述的觀點，特別是促成環境保護運動的兩個概念

──「生態」（ecology）與「外部性」（externalities），可用於思考私人財產的

交易與使用行為，所造成的公共領域損害，並且造成整體文化生態的損害。 
 
本文認為「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論述，應當用來突破著作權制中，

由財產隱喻映射而來的畫土分疆的思考框架。文化生態一如環境生態，是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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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和難以預料的相互牽連，對生態系統而言，外部性所產生的影響，無論是正

面的或負面的，都不會受地域疆界的劃分，而阻隔其影響的流動範圍。以生態系

統去理解文化的發展，智慧創作所產生的公益與私利無法再以地域疆界的概念做

出清楚的劃分，兩者的關係不再是敵對的競爭，而是環環相扣的相互牽連，應當

互助合作產生綜效。從智慧創作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的經濟性質來看，智慧

創作的價值不會因更多人的使用而減少，反而是在流通與使用中累積價值，在價

值累積的過程中，我們也無法以地域疆界的概念去劃分何者歸屬於著作權人，何

者歸屬於公眾。再以 Yochai Benkler（2006）的「網絡資訊經濟」（networked 
information economy）來看，地域疆界的概念也不適用於當今的協同式資訊生產

與經濟模式。 
  
本文下節分析著作權的權利論述之中的隱喻觀點。 
 
肆、著作權制的權利隱喻 

 
主張著作權是作者自然權利的論述，通常以 17 世紀末，約翰.洛克 (John 

Locke)《政府論》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第 2 集中的財產理論（theory 
of property）作為說理的基礎。洛克所說的財產是指任何東西因為人的勞動力介

入，而使其脫離原本屬於共享（common）的自然狀態，就變成個人的財產。個

人財產權是自然的權利，因為人擁有自身的勞動力，以勞動力去轉化自然物，而

得到的報償，天經地義的屬於投入勞動力的人。洛克的勞動-報酬原則雖被用以

推論著作權是自然權的道理：作品是作者的勞動產出，作者的勞動遂賦予作者與

其作品之間的自然權利關係，然而，洛克本人卻認為著作權法中的獨佔與壟斷不

利於知識的流通，而應當予以限制（Rose, 2003）。 
 
洛克的勞動-報酬（labor-desert）原則與農耕經驗中的播種與收割( sowing and 

reaping )原則的道理一致，而促成私有產權、自然權利、與農耕經驗的概念相融

合，形成了 18 世紀辯論著作權政策的法律隱喻 ─［著作權是農地勞動產權］以

及［著作權是自然權］，這些隱喻的著名表述，如 1726 年 Louis D’Hericourt 的論

述：「人擁有處理其勞動果實的自由」（the fruits of one’s own labor, which one have 
the freedom to dispose of at one’s will）；1767 年 Lord Mansfield 的論述：「作者理

所應當的收穫他個人獨創與勞動的金錢報酬。」（an author should reap the 
pecuniary profits of his own ingenuity and labor）（其他相關案例請參閱 Rose, 
2002）。 

 
我們歷經工業革命、數位革命、進入資訊經濟的時代，而［著作權是農地勞

動產權］、［著作權是自然權］的隱喻依然被廣泛的使用於合理化、正當化著作權

所代表的社會正義。在近年著作權的政策辯論和相關判例中，作者或發明者的付

出與權益常被表述為：「播種」（sow their seeds）、「滿頭汗水」（the sweat of 
the brow）、「心智勞動」（labor of mind）、「勞動果實」（fruits of labor）、

「期待收穫」（look forward the reaping），而未經授權的使用則相對應的被表述

成「未播種的收割」（reaping without sowing）（Loughlan，2006）。農耕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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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不再是今日的主要生產模式，也不再是多數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但是在我們的

文化中，傳承了許多農耕時期歌頌勞動價值的諺語與詩詞，例如，「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粒粒皆辛苦」、「春種一粒

粟，秋收萬顆子」，播種與收割的勞動價值已深植於我們文化，成為牢不可破的

說理方式。再者，在今日的勞動市場中，以工作時間、工作成果計算薪資的制度，

讓一般的受薪階級還是日復一日的體驗著「勞動─報酬」的私有產權觀念。即便

在法學研究中，著作權已不再是自然權，甚至被視為是特權（privilege），但是在

我們的文化經驗與生活體驗中，著作權是自然權的隱喻，依然具有相當的說服

力。 
 
然而，作者與創作之間還有另一種可以視為是自然權利的隱喻觀點。在安妮

法案立法期間，英國小說家 Daniel Defoe 以親子關係為比喻，主張作者應當享有

出版書籍的權利：「一本書是作者的財產，『是他創造的小孩，是他腦子裡的孩子』」

（A book is the author’s property , ‘tis the child of his inventions, the brat of his 
brain）。以父母與子女的關係類比作者與作品的關係，而未經授權的使用就像偷

走作者的小孩一般的不道德。我們的文化中也常見如是的隱喻表述，例如，伽利

略是現代觀測天文學之父 (Galileo Galilei was the father of modern observational 
astronomy)、居禮夫人是現代物理學之母 (Marie Curie was the mother of modern 
physics)、創用 CC 是 Larry Lessig 的發明（智力小孩）（Creative Commons was the 
brainchild of Larry Lessig）(Boyle, 2008, p.181)。 

 
勞動─報酬原則與親子關係皆可作為作者與作品關係的隱喻，此點正是隱喻

的特質：一個目標域可以由不同的來源域來理解，不同的來源域帶出不同的視野。

勞動報酬原則隱喻側重實用主義與功能主義，勞動產物經由市場交換所產生的經

濟效益是勞動者的報酬，也是勞動者的勞動動機，勞動者與勞動產物的關係通常

終止於報酬取得之時。親子隱喻彰顯的則是Robert Merton（1985）所說的社會認

可與聲譽，這種認可與聲譽是不能讓渡的，也沒有終止之時。兩個隱喻各有其適

用的情境脈絡，脫離適用情境的隱喻則失去其說服性與合理性。親子關係的隱喻

不適用於市場交換；父母不能因為養育子女的勞動，而具有獨佔、販售子女，以

換取經濟利益的自然權利。同樣的，勞動─報酬原則的隱喻也僅在市場經濟的機

制下可以作為著作權是作著自權利的論述依據。 
 
另一個挑戰著作權之權利基礎的概念是Copyleft (中文翻譯為著佐權（劉孔中、

莊庭瑞，2005）、著作權左派等，本文使用原文，以便於分析)。Copyleft 是自由

軟體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在1984-1985年間創作的新字，倡議保護軟

體的使用、修改、散布，以及散布修改後軟體的權利。從隱喻的觀點來分析，

Copyleft是一個饒富趣味，與copyright正面交鋒的隱喻。先由字的組成來看，

copyright是一個複合名詞（compound noun）由copy和right兩個名詞所組成，第

一個名詞（copy）修飾第二個名詞（right），說明第二個名詞（right）的特質、

目的，以及適用的場域。Copyleft仿效Copyright的組合方式，並且承襲該組合的



 

162 
 

第一個名詞（copy），但以left替代right作為第二個名詞。在left的對應下，right
的方位意義被凸顯，意指水平橫向軸線上與左端相對的右端。這個左與右的方位，

運用在政治文化的場域中，也是一種如前所述的「方向隱喻」，對應出政治意識

型態光譜上的左派與右派。Copyleft以left替代right，這個替代首先顯示copy的範

軸中並非只有一種權利觀點，同時，在left的參照對應下，Copyright中的right 所
指涉的權利，被置入政治意識型態光譜，不再是純粹的權利概念，而是意指政治

立場保守的右派所擁護的權利。Copyleft承接Copyright中的copy框架，再以方向

隱喻對比出copyright長期以來隱而未顯的意義，以及不自覺的意識型態。 
 
Copyleft不僅在概念的層次重新界定copyright所主張的權利，在具體的施為

為上，Copyleft亦承襲著作權法制中以法令契約達成保護與控制權利的邏輯，但

是所保護的權利以及權利的主體則與Copyright相左。Séverine Dusollier（2006）
援引「用主人的工具拆卸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being used to disassemble 
the Master's House）類比自由文化運動所訂定的授權機制。這個類比雖然饒富趣

味，但是主人的稱謂隱然的矮化了自由文化運動的身份與位階，拆卸房子的動作

將自由文化運動的授權影射為一種破壞工具。本文認為Copyleft和創用CC的授權

或許挑戰部分著作權法的保護範疇，但是授權主要的意圖是為公有財的近用建立

規範性的秩序與原則，而且這些建制是墊基於著作權法之上。 
 
自由文化運動的授權機制還有一項有趣之處，就是法制化、契約化我們文化

中歷史久遠，但依然盛行於今日的價值觀。以Copyleft為例，授權的主張是：作

者依然應當主張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權利，然後依據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權利，用授

權的方式規範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權利，在授權契約中明訂作者允許他人自由的使

用、散布，與修改原作，但也必須採取同樣的授權模式，允許衍生著作的自由散

布、流通與修改，以確保這些作品能持續的供社會大眾自由使用。其中，保證自

由使用權利的授權，承襲了基督教「你們白白的得來，也要白白的捨去」（Freely 
ye have received, freely give）的教義；保證知識創新與累積的授權承襲了「站在

巨人肩膀上的」觀點，不過這些道理、觀點的運作，不再依賴人們自發的奉行，

而是受到法制、契約的強制約束。 
 

伍、結語 
 

著作權法立法三百年來，隨著科技的創新、社會的變遷，而不斷的修訂。在

印刷術的時代，著作權對抗的是擁有印刷工具的業者為了商業目而盜版。在數位

時代，人人皆可隨興的使用複製、散佈、改作著作的技術，著作權法捲入大眾的

日常生活，讓非商業性的個別使用者屢屢遭到著作權人、或是執法機構提起侵權

告訴，這樣的發展令人不禁質疑著作權法保障的是什麼樣的公眾權益與社會正義？

如果多數人的日常行為被視為是違法，那麼這項法制顯然的違逆了眾人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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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經驗與價值判斷，自然也喪失了法律維護社會秩序與規範的要旨。本文嘗試

使用概念隱喻的理論分析著作權制中權衡公益與私利的思考框架，以及著作權權

利論述中的隱喻觀點。這些隱喻性思考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他們的要點在於能否

適切的分析、辯證與溝通著作使用與流通的價值與原則，此處所謂的適切是適切

我們共享的理性、價值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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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計畫應用推廣活動執行成果 

 

本計畫 98 年度計畫執行期間自 98 年 1 月 1 日起至 99 年 6 月 30 日止（含計

畫延期期間）參與了許多學術研討會與推廣活動，並與其他計畫、團隊共和同作

辦理活動，累積了豐富的會議與活動紀錄，本計畫從中吸取各界發展經驗並內化

為計畫未來推動時的參考方向。除此之外，本計畫也主動辦理推廣活動，如「建

立數位公共領域研討會」、「藝霞年代放映會」、「出版電子報」等，收束本計畫的

研究心得之外，也把具有創新性之推廣活動主動往外傳散，俾使相關單位能看見

數典內容推廣與應用之更多可能、展現多元面貌。以下分別從國內外學術與非學

術活動參與、與公開徵案團隊之合作推廣、發表專題文章等方面分而述之。 
 

一、舉辦和參與相關計畫之國內外學術活動和推廣活動 

 

(一) 舉辦研討會：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收束本年度研究心得與促進分享交流，本子計畫於 2010年 1月 16~17日，

由本計畫隸屬之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與第一

分項「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於台灣大學共同舉辦「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

構建與在地實踐」學術研討會，本子計畫主要籌備 1 月 17 日場次。 
 
本次研討會舉辦目的在於透過數位典藏技術與學習機制的建立與應用，以

「典藏多樣臺灣，深化數位學習」為主要目標，追求呈現臺灣於人文領域、社會

領域、自然環境領域中的多樣性脈絡，與在地文化的主體性。在數位典藏與數位

學習工作的推動下，並追求建立一個內含豐富文化資源的「數位公共領域(digital 
public domain)」，使典藏成果開放釋出供社會大眾近用，全面地將典藏與學習、

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領域，以具體擴散資訊傳

播與交流所能達成之社會效益。 
 
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探討面向，涵蓋創用 CC、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之保

護、資訊使用者介面探索、數位時代中之人權、第三部門參與公共文化等與數位

公共領域相關議題。期待能凝聚使用者社群近用典藏學習之經驗與知識，廣邀國

內學者、學術研究人員、文化產業人士、「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項下計畫成員、關心數位典藏與知識公共化議題之社會大眾蒞臨參與。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透過數位典藏技術與學習機制的建

立與應用，以「典藏多樣臺灣，深化數位學習」為主要目標，追求呈現臺灣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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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領域、社會領域、自然環境領域中的多樣性脈絡，與在地文化的主體性。在數

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工作的推動下，並追求建立一個內含豐富文化資源的「數位公

共領域(digital public domain)」，使典藏成果開放釋出供社會大眾近用，全面地將

典藏與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領域，以具

體擴散資訊傳播與交流所能達成之社會效益。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與「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

跨分項合作，以「數位公共領域」為核心議題，邀集國際與國內法律學、新聞學、

傳播學、社會學等不同領域研究者，彙集跨領域多元觀點，釋出知識公共化之理

論研究與在地實證化經驗累積之重要成果。 
 

會議名稱 「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 

會議時間 99 年 1 月 16～17 日（星期六、日） 

會議地點 台大法學院 

會議網址 http://aspa.teldap.tw/conference/  

會議海報 

 

與會目的 
子二計畫為主辦單位之一，三位主持人皆有發表，會中也聽取相關計畫針對

公共領域的學術與實務經驗探討，作為計畫未來發展的討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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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人 謝昇佑、施伯燁、卓珊、王思涵、陳儀芳 

大會議程 

日期 題目 發表人 職稱 

1/16
上午 

Protecting the Indigenous 
Knowledge of the Native Hawaiian 
People 

Jon M. 
Van 
Dyke 

夏威夷大學 Manoa 校區法學院教

授暨美國國際法學會執行委員 

Songs from the uma –Bringing the 
indigenous musical tradition of Siberut 
Insland (Indonesia) into the public 
domain 

Gerard 
A. 
Persoon 

萊登大學文化人類學與發展社會

學學系教授暨 IIAS 亞洲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Protecting Indigenous Cultural 
Expression in Australia: Rethinking 
the Public Domain 

Prof. 
Leanne 
Wiseman 

澳洲格里菲斯大學教授暨澳洲農

業智慧財產中心副所長 

1/16
下午 

數位時代中的創用 CC 與公共領域 劉靜怡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

用推廣分項計畫主持人 

原創性與公共領域—原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作保護中的兩難命題 
黃居正 

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

用推廣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歸屬與

運用—集體財產管理的制度與效

能 

 

黃居正 
/邱盈翠 

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

用推廣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

用推廣分項計畫專案經理 

從著作權法觀點論數位典藏成果

之資訊近用-以公共領域為例 
謝銘洋 

台灣大學法律學院教授  
/授權平台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主

持人 

綜合討論   

1/17
上午 

從知識公共財管理到公共知識生

產：理論與實踐的兩難 
方念萱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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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

發現理論 
翁秀琪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

主持人 

數位典藏系統使用性設計探索 李峻德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共同主持

人 

1/17
下午 

著作權的隱喻競爭 孫式文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

主持人 

台灣資訊倫理與數位人權現況與

不足-從數典談起 
許瓊文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主持人 

原住民數位典藏與在地力量：以

佳興部落為例 
洪貞玲 

台灣大學新聞所副教授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共同主持

人 

第三部門參與數位典藏推廣與應

用：以雲嘉南數位弱勢地區為例 
羅世宏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

究所副教授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共同主持

人 

綜合討論   

 

會議記錄 

題目：從知識公共財管理到公共知識生產：理論與實踐的兩難 
發表人：方念萱 
評論人：管中祥 
評論內容： 

管老師主要從自己經營國科會徵案計畫的實務經驗，對方老師論文提出回應。管老

師認為，文章中提到文化的部分（按：即本地一般人對公共的理解），是很重要的面向，

他提到，比方這一陣子台灣對公共媒體的討論，到底台灣有沒有公共文化？有人說，如

果有的話，可能像傳統的大樹下、廟口之類的；但如果是這樣，現代的媒體組織、行政

組織的文化，應該怎麼看待呢？事實上，他們有很多物質基礎、權力關係是不一樣的。

另外，公共的概念也會談到獨立性的問題，例如我們在談到一種公共的機制時，都

會討論到他的獨立性，可是這種獨立是一種真空的狀態嗎？到底應該置身於既有的權

力、政治系統之外呢？還是應該把政治權力都拿進來攪和呢？有的人認為，當我們談到

公共的時候就應該去政治化，可是，事實上，所謂政治，如果政治只停留在政黨政治，

這種說法或許可以成立，但是，若回到政治的概念，像是身體的政治、性別的政治、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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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政治、年齡的政治等等，這樣一個政治過程、鬥爭，是不是應該放在公共裡頭被檢

驗？ 

因此，管老師認為在台灣，公共的問題不只是公有物的概念。他接著以公民影音資

料庫為例進一步說明。首先，他提到，國科會的數典計畫一向很重視產值，但是，像公

民影音資料庫，他不知道有什麼產值可言。公民影音資料庫的重點在社會運動，包括新

的、正在發生的，還有一些 NGO 既有的影片的建檔。因此，公民影音一方面是資料庫，

也是另類媒體（不是獨立媒體，因為他靠國家的經費支持）。不過管老師要談的問題是，

當這樣的另類媒體進入體制之後，會發生一些新的「挑戰」，比方，如果沒有拿任何經費，

只是單純的另類媒體，那麼大家就只是熱情參與，但是，當拿了經費之後，就有一些延

伸問題的出現，比方勞動條件等等。在公民影音資料庫團隊的經驗中，他們的成員會要

求把運動的精神帶到組織裡面，比方說要求經費預算透明化、未來如何做，成員要有參

與權。然而，畢竟是國科會的經費來源，就存在一定程度的勞資關係，因此，成員也會

在這個方面要求，比方勞健保。以上是他們團體內部關係的部分。 

在外部關係中，由於這個計畫狠重要的一點是「拍攝即典藏」，我們拍下來的東西很

快就是放在網站，並且，只要是拍攝的當事人，都會拿到 COPY，不需費費。另外，當面

對一些影像工作者要索取影片時，會採取要求其影片一部份也開放公共化的方式來談。

而「如何使拍攝的影片」更廣泛地被使用，也是公民影音資料庫考慮的問題，管老師提

到，在作法上，公民影音資料庫採取的是以專題的方式進行，以推廣相關議題。 

不過，公民影音資料庫面臨大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國科會計畫停了之後，這些資料

怎麼辦？事實上，這也是許多 NGO 共同的焦慮，因為，很多 NGO 的活動，公民影音資料

庫是唯一的獨家。因此，如何永續經營是很重要的議題。另外，在資料來源上，公民影

音資料庫曾想過開放讓公民記者可以自行提供性質相同的影片，問題是，這樣一來，整

個平台就變成了 youtube 一般，而無法管理。 

 
題目：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理論 
發表人：翁秀琪 
評論人：陳百齡 
評論內容： 

百齡老師主要從兩個方面來談，首先先釐清這篇文章的概念，再來提出他自己的看

法。 
首先，這篇文章提出了一個新的概念，也就是合作式的意義建構。最早，意義建構

主要的概念是源自於 B. Dervin 來的，而這位學者在 1980 年是非常重要的跨領域研究者，

她當時提出意義建構的概念時，主要是發現圖書館的館員在幫人們解答問題的時候，老

是雞同鴨講，老是沒有共識。自那時候起，他便從圖書館的經驗開始探討社會建構真實

的概念，原來人們在認知問題的時候其實是和他週圍的情境是相互有關連的，自此提出

意義建構的理論。所以我們不能單從其他外在的變項（比如人口學變項去分析他的資訊

需求），而是需要去看他在彼時彼地之下，人是在什麼樣的情境，他在生活當中與資訊

產生了什麼樣的斷裂，他是怎麼看待問題的，從這個地方去詮釋解決資訊需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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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人們的資訊需求不是一陳不變的，而是在動態的環境裡，去尋求他對於意義的理解。

也就是說，一個人對於資訊的理解，有許多的因素在其中，圖書館員不能只看表面上問

的東西，而是要去了解問問題的這個人背後的因素。 當時她是從這個地方來看，後來廣

泛的受到圖書與資訊科學界的接受。是從資訊的需求來看人們如何溝通或找資料的一個

過程。 
翁老師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更推進一步，認為意義建構這件事情不只是一個人在

做，而是一群人協力的完成，這個概念在現代的認知科學方面也談到的相當多。比方說

最近的認知科學裡，談到所謂的「配置型智能」（distributive cognition）的概念，意思是

說當人們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不是單靠他一個人去解決。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在發現

或解決問題的時候，可能透過「器物的協力圈」，比方說我們找資料的時候透過我們的

電腦、網路或圖書館的藏書，我們共同協力來發現和協力解決問題。我們也可能透過「社

會的協力圈」，我可能和不同的人咨詢來解決。所以，社會的配置型智能，探討人們怎

麼樣糾集群力去完成任務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變成現在我們用來觀察人們如何解決問題

的主要概念。 
但是，意義建構目前主要是放在解決問題或任務這個部分，而發現問題其實比解決

問題更難，因為當我們發現一個問題的時候，解決問題的方向其實已經呼之欲出了。所

以，人們怎麼湊在一起，從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不單是相關，而且前者（發現問題）

可能比後者（解決問題）更為重要。 
例如，我舉一個極端的例子，網路上現在有許多的「人肉搜索」。就是當新聞發生

了以後，有許多的網友會發動進行找尋相關人物。如車禍的現場肇事者逃逸，這時候有

人就會在網路上召集一群人，把當事人找出來。有趣的是，我們發現後來焦點往往跑到

別的地方，於是我們便問事情為什麼會這樣發生，顯然集體或群眾的智慧在當中便會產

生某種路徑，而這個過程值得深思。 
在現在的許多行業裡，往往也透過許多的討論，來形成問題意識，再一起去解決問

題，在這種情況下，合作式的意義建構，其實是有必要去了解的問題。 
而合作式的意義建構，重要的其不是結果，而是在其過程裡的焦點是怎麼發展出來

的，誠如翁老師所提到的有諸多面向，例如介面、內容、意義及回應等，這是觀察合作

式意義建構的幾個不同的角度，可是更重要的可能是時間和空間上，比方說從個人對議

題的理解，隨著時間上的演進，議題如何改變。 
另一個問題是空間的問題，每一個人都有他的意見，他的意見和看法各自形成一個

座標，這個座標在不同的時間裡面會慢慢的移動，所以這個移動的過程到底是什麼，為

什麼最後會形成共同的意義。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分析出來的話，從而，我們可以

看到這些人從什麼地方出發，原來真正的想法是什麼，這樣的話就可以照顧到裡面參與

討論的人，他們對於問題的理解與背景，看他們真實的意義在那裡。 
那處理這個問題可能是和數典有關的，比方說過去我們處理事情往往是自上而下

的，而在網路世界裡，往往是下而上的去決定所有權的歸屬。在目前來講不能只看最後

的結果，而是要看他的意義在那裡。而合作式的意義建構看起來比較像方法論的東西，

一個能夠協助我們詮釋或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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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在建構以上理論後，以一個國際論譠作為個案來做說明。當我在看這個國

際案例的時候，發現此一案例其實有兩個不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際論譠裡參與的

人，另一個層次是本地的團隊。而在本文中主要用的個案資料是後者，是台灣的這群人

試圖去回答這個國際組織的時候，他們是怎麼的去進行建構。 
作者在文中引用了許多在地團隊的資料，但可惜的是這些資料中有各種不同的面

向，分別有不同的介面、任務、問題或回應，在不同的時間點或座標上面，都可能發生，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有深描的必要，也就是 Geertz 所談到的，當我們在看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深入的去看一些背後的本質。才能將資料做比較豐富的陳述，我們才能說出他

的意義。比較可惜的是說，在文中的資料主要是放在對話的層次上面，裡面雖然有許多

相互的對應，但是資料的陳述時可以有更多的層次。 
那在這篇文章裡面，作者有提到權力這個東西，權力的概念在不同的場域裡面有不

同的解釋，在小團體裡面每個成員就他們的位置進行不同的應對方式，對於程序的進行，

如何分配位置值得更進一步去描述的。在我看來，這是一篇理論建構的文章，而文章中

主要用一些例子來談他所舉到的概念。 
而前面談到的理論工具如果能更切合後面的資料，有更多的對話，我想文章的內涵

會更豐富。而就合作式意義建構的概念而言，這篇文章是非常有啟發性的，而就文章裡

面所引的 2008 及 2009 年的這些文章，讓我想到報社裡面處理新聞，新聞雖然是很不確

定的東西，而它要進行分析或詮釋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合作式的意義建構裡面發生的。

在每一個會議裡面，都是透過不同的協力圈來完成的。所以說，像這樣一個合作式的意

義建構模式，不只可以應用在當前的一些網路上的合作，在媒體中的研究中也有其應用

的可行性。 
 

題目：著作權的隱喻競爭 
發表人：孫式文 
評論人：馮建三 
評論內容： 

馮老師主要提出兩點建議，首先希望能注意到隱喻後面所牽涉的物質利益分配，而

後認為可以正面質疑挑戰智慧財產權的論述邏輯：第一，是智財權宣稱其所助益的文明

發展重要，還是合理分配較為重要？第二，智財權所保障的是私人創作，但亦有其他方

式可進行創造發明（意指 commons），公共政策是否能在其中發揮作用？ 
隱喻是一種修辭，也是建構我們世界觀之社會資訊的架構材料，當然也會涉及到跟

物質利益分配有所關係。之前莊庭瑞教授在徵求創用 CC 該如何翻譯時，出現「公社」、

「公有地」、「公共領域」、「公共空間」等種種辭彙，有人提及「公社」一詞易令人聯想

到「人民公社」，認為這是一個負面的字眼，連繫在一起並不妥當（之後 CC 也沒有翻譯

成中文，就使用「創用 CC」一詞）。由此可見隱喻確實聯繫了人們認為什麼是正當的、

而什麼則是有疑慮的。針對孫教授的論文，我大概做兩大方向的補充： 
作者在論文最後特別提及，文中的分析並非表示這些隱喻有絕對的對錯；而因為沒

有絕對的對錯，就不是要去駁斥或對抗這些隱喻，作者並沒有此種企圖。當然，的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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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張個人都有其自由與想法，因而無法控制個人要如何使用隱喻；但許多事情並不以

個人的意志、願望為依準，它出現在當下的空間，代表了一種價值觀念與社會資訊正在

進行，而後也會產生某種作用與影響。因此要考慮到這些用語修辭是符合誰的利益？何

者的利益在利用這些修辭時會得到直接或間接的暗示、肯定和提倡？而何者則得到相對

不佳的待遇？ 
此處牽涉到的問題是，有些修辭是可能被大力提倡，而有些修辭則否；更有甚者，

有些修辭是具強制性的──它不再只是修辭，而成為一個法律的強制。比如說像智慧財產

權此一用語即具有強制性，當然個人可以認為它是中性的，但它的確可強制人們不能從

事某些事情。我們所提倡的創用 CC 則屬於自由性質、不具強制性，希望能有更多的人

可以加入創作。在一邊具有強制性、一邊沒有強制性的情況下，也許就必須考慮兩者的

競爭情況：真的有競爭嗎？我認為假使有競爭，也是一個高度不平等的競爭。智慧財產

權得到國家的強力保護，不僅在保護過程中，獲益者會強力遊說讓法律可以更嚴格的加

以執行，甚至在經貿談判裡，國家（如美國）還會運用跨國的力量保護產品在他國的權

益。 
另外我再提一點，智慧財產權宣稱對人類文明有所助益，如果沒有 IPR 的保障，許

多創作行為都不會出現，人們會聽不到好聽的歌、看不到好看的電影等等。是否真是如

此，值得大家討論。作者在文中提及有關環境主義的觀點，當然值得贊同、提倡，但也

令人擔憂，因為此種論述採取了同樣的方式──與智慧財產權的修辭有所競爭，然後再慢

慢鬆動其想法。 
舉例而言，人們生活上因響應環保而開始流行綠色消費，但忽視了其實人類生活可

以更加簡單化，不必如此複雜。同樣的，現今社會最大的問題不見得是生產力的不發達，

而是分配關係的問題：台灣過去十年來普遍維持 2~3%的經濟成長，但除了部份人士族

群外，大眾的薪水不見得會相應增加。 
回到智慧財產權的問題，首先，是否如其所宣稱：沒有 IPR 的保障，人類文明將停

滯不前？以方才所言，器物文明的創新若真減少，也不是太快的事情；人類已快速耗竭

地球的資源，現今慢速社會學正被大力倡導。其次，人類文明還需要再持續高度發達的

生產力嗎？抑或是合理分配會更為重要？顯然現在的智慧財產權沒有辦法處理這個問

題，甚至故意不處理，試圖轉移大眾的視聽。 
最後，智慧財產權的問題不只是學界在討論，連部份主流力量都有意見，認為保護

期限太長，以致於受益者可以坐享其成，反而阻礙了創新，違背其原本帶動創新研發的

主張。其他諸如鄰接權等亦然，易造成他人動輒得咎無法引用。因此，繼質疑 IPR 的宣

稱之後，還要再質疑一個問題：不管是內容還是創造發明，目前都是以私人的方式在進

行，難道沒有其他方式嗎？不要忘了很多研究、創造跟發明也不是私密的在進行。公共

政策能在中間發揮什麼樣的作用？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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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李德財院士為本研討會致詞；右圖為與會來賓參與情形。 

 

左圖為第二天會議場次，由劉靜怡教授主持；右圖為劉教授致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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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本計畫發表人方念萱教授發表論文；又圖為評論人管中祥教授評論情形。 

  

左圖為本計畫發表人翁秀琪教授發表論文；又圖為評論人陳百齡教授評論情形。 

  

左圖為由劉靜怡教授代為宣讀本計畫發表人孫式文教授之論文；又圖為評論人馮建三教

授評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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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圖皆為與會來賓回應論文及提出問題之情形。 

 
左、右圖皆為與會來賓回應論文及提出問題之情形。 

  
本計畫也藉此機會，將計畫內出版之推廣專書《日藏生活》於現場發送給予會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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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與總計劃與各分項計畫推廣工作 

 

4. 2010 國際書展 

 

活動名稱 2010 台北國際書展：「學無涯，藏無垠」 

會議時間 99 年 1 月 27 日～2 月 1 日 

會議地點 台北世界貿易中心 

活動網址 http://www.tibe.org.tw/2010/  

活動簡介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一方面積極進行國家典藏文物與知識的數位化工程，讓這

些原本深藏於庫房、甚至在學人腦海中的知識與故事，能夠在數位世界上找到位置，被人搜尋。而在

完成第一步的數位化工程後，這些橫跨人文與自然、社會科學領域的豐富資源，如何能夠以便利的學

習模式傳遞到每一個人的面前，取得最大限度的應用、開出更燦爛的花朵，則是數位學習領域的重責

大任。這次台北國際書展本國家型計畫的參展，就是希望能夠將我國產官學界集體合作的研發成果和

全國民眾分享，並且希望激盪出更多的火花。
65 

與會目的 
於國際書展的活動中宣傳數位典藏及內容推廣之重要性，並於現場攤位展示

本計畫出版之「日藏生活」一書。 

活動摘要 

 

上圖為書展現場內數典專區展場準備情形。 

                                                 
65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第九卷第二期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read_topstory.php?nid=3438&lid=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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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國際書展內，數位典藏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攤位準備情

形；右圖為本計畫 98 年出版之《日藏生活》一書，發送一百本給現場對數

典推廣有興趣之參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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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8 數典成果展 

 

活動名稱 2008 年數典年度成果展：「典藏無限，學習無線－數位生活 1 等 e」 

活動時間 98 年 2 月 09 日至 2 月 28 日 

活動地點 科技大樓一樓展示區 

活動網址 http://ae.teldap.tw/97/result.php  

活動簡介 

 

活動記錄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每年都會舉辦成果展此大型活

動，乃是將計畫成果藉由電腦展示及書面資料呈現予社會大眾，期使能增加

民眾對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的興趣及認知。而除了電腦及書面展示外，每年

皆會舉辦記者會及相關推廣活動，透過與社會大眾分享數位化知識產出的交

流，將其意義及成果做最有效且最直接的結合。 
本計畫隸屬分項為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今年度

成果重點為「最佳授權實務」，選出一至兩件公開徵案作為案例，帶出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可能會遭遇的相關授權問題，如使用形態、授權模式（創用

CC／商業運作）、產學合作加值個案等。本次展出 GIS 應用展示、公民影音

資料庫、數位落差調查、公開徵案與最佳實務展示四類主題，由文化、社會、

學術、經濟面向呈現四分項應用推廣的方向。 
本計畫於此次成果展中展出計畫內「使用者研究」、「文化與知識公共資

產」、「創用 CC 授權條款與機制」、「學術資源開放近用」等相關領域。在「文

化與學術資產開放近用」之研究領域，透過深度訪談嘗試瞭解徵案執行過程

中面臨的授權問題，以及其推廣願景與規劃。在「使用者研究」領域中，在

入口網站盤點及網路問卷之後，接續舉辦三次焦點團體訪談，勾勒出數典網

站使用者輪廓與使用行為。此外，附上 97 年產出的七篇研究論文、三篇研

究摘要報告，以及舉辦五場以上學術活動的相關紀錄。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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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四分項助理侯俞如小姐向與會來賓介紹成果，右圖為總主持人何翠溶院士蒞臨參

觀。 

 
左、右圖為本計畫之會議手冊、計畫酷卡等宣導品展示。 

 
左、右圖為成果展開幕式之記者招待會，現場嘉賓與會致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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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9 數典成果展 

 

活動名稱 2009 年數典年度成果展：e 手掌握，資訊萬千 

活動時間 99 年 3 月 5 日～99 年 3 月 19 日 

活動地點 科技大樓一樓展示區 

活動網址 http://ae.teldap.tw/  

活動簡介 

 

活動記錄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每年都會舉辦成果展此大型活

動，乃是將計畫成果藉由電腦展示及書面資料呈現予社會大眾，期使能增加

民眾對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的興趣及認知。而除了電腦及書面展示外，每年

的成果展活動當中都嘗試以不同形態及方式呈現本計畫多元化的數位成

果；近年來重心皆以大專院校為主，於是一連舉辦了展場團體導覽及校園巡

迴主題特展活動。透過與社會大眾分享數位化知識產出的交流，將其意義及

成果做最有效且最直接的結合。 
今年 98 年成果展，在主題特展部分，參與台北國際數位內容高峰論壇

暨交流會展覽活動，已於 98/9/1~9/3 一連舉行 3 天，除了延續 97 年度成果

展之主題特展成果並向外推廣搭展，透過成果入口網導覽專刊的發送推廣與

參觀民眾進行交流互動。而在成果發表方面，每年都將於隔年年初(通常為農

曆過年期間後)選出一段時間，集結本國家型計畫內 20 個參與部會署及本國

家型計畫項下 8 大核心計畫共同呈現並配合計畫內各式對外宣傳活動，與大

眾一同分享 TELDAP 年度成果。今年主題訂為「e 手掌握，資訊萬千」，展

場分成二大區塊：主題區及計畫區。二大區都將以不同主題形式及設計型態

呈現各計畫該年重點成果及標竿重點。並推出一系列的推廣配合活動，包括

「專題系列講座」、「國際會議」、「商應大賽頒獎典禮」等。本次的專題系列

講座，規劃藉由最近熱門的電子書、文化創意產業等不同議題的切入探討，

邀請產、學、研界等領域等專家講者，以活潑實用、與大眾各面向生活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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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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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四分項助理侯俞如小姐主持四分項簡介；右圖為與會來賓參觀情形。 

 

 

(三) 參與國內研討會與舉辦推廣活動 

 

1. 參與中研院史研所數位資料庫開放國內免費使用授權使用 
 

會議名稱 中研院史研所數位資料庫開放國內免費使用授權使用 

會議時間 2009 年 02 月 20 日 

會議地點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會議網址 http://www.ihp.sinica.edu.tw/ 

會議簡介 中研院史研所數位資料庫開放國內免費使用授權使用 

與會目的 
本場主要是國內史料數位典藏開放使用的說明會。參與此會以了解國內數位典藏的進行狀

況。 

會議記錄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民國 91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立，是承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數位

博物館計畫」、「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依據國家整

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為人文與科技並重的計畫，也是目前唯一著重人文內涵的國家型計畫。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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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6資料來源：計畫簡介網站 http://www.ihp.sinica.edu.tw/~da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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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架構： 

 

2. 當天會議主旨 

 當天會議主要為各種類行資料庫資料庫的建置說明和使用操作的簡介。主要包括了「漢籍電子

文獻資料庫」、「考古發掘、漢代簡牘資料庫」、「甲骨文、青銅器、佛教造像、遼金元與漢

代石刻畫像拓片資料庫」、「傅斯年圖書館善本圖籍資料庫」、「西南少數民族資料庫」、「內

閣大庫名清檔案資料庫」。 

 各資料進入的網址是：http://applyonline.ihp.sinica.edu.tw/。 

3. 資料庫介紹 

 漢籍原典資料庫：入口網站： http : / /hanchi . ihp.s in ica.edu. tw 

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漢籍全文資料庫計畫」的建置肇始於民國七十三年，為「史籍自

動化」計畫的延伸，開發的目標是為了收錄對中國傳統人文研究具

有重要價值的文獻，並建立全文電子資料庫，以作為學術研究的輔

助工具。「漢籍全文資料庫」是目前最具規模、資料統整最為嚴謹

的中文全文資料庫之一。資料庫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其

中以史部為主，經、子、集部為輔。若以類別相屬，又可略分為宗

教文獻、醫藥文獻、文學與文集、政書、類書與史料彙編等，二十

餘年來累計收錄歷代典籍已達四百六十多種，三億五千八百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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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幾乎涵括了所有重要的典籍。計畫往後將以原建置書目為中

心，逐年增設主題，尚期為專家、學者以及愛好文化人士，提供品

質更優良的電子文獻，以及更完備的檢索工具。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8-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465 筆  

全文： 3 億 5 千 8 百萬字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hanchi . ihp.s in ica.edu. tw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開放團體或個人以授權方式免費使用  

國外開放團體付費使用  

 考古發掘、漢代簡牘資料庫：入  口  網  站： http : / /archeodata .s in ica.edu. tw/ 

內容簡介﹝典

藏範圍﹞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自 1928 年成立以來，發掘並收藏了諸多

珍貴的考古材料，就時間點加以區隔，資料來源可分為兩個階段：

1949 年之前，考古發掘及調查的地點在中國大陸；1949 年遷台之後，

開展的則是台灣田野考古。一、  大陸考古：大陸各地遺址發掘出土

之遺物、照片、記錄、檔案。包括新石器時代龍山文化考古遺址、

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安陽晚商文化、濬縣辛村西周遺址、汲縣山

彪鎮與輝縣琉璃閣東周遺址及其他採集、購置、受贈的大陸考古遺

物。二、  台灣考古：台灣各地遺址發掘出土之遺物、照片、記錄、

檔案。包括北部地區：臺北縣八里鄉十三行遺址暨十三行文化圈遺

址、中部地區包括「台灣省濁水大肚兩溪流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

究計畫」（與後續研究之重要遺址）以及南部、東部地區多處重要考

古遺址。上述之諸項發掘工作，在大陸考古方面，為第一代的中國

考古學家在二十世紀上半葉進行的，其中有些工作如商王大墓之發

掘，在往後數十年內之考古工作中未再發現，其重要性不言可喻。

就台灣考古方面而言，相關發掘出土物對台灣史前文化的研究和重

建提供不可或缺的資料。再者，史語所收藏的文物主要係考古發掘

品，與一般無出土資料的博物館收藏品不同，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

除了文物本身之外，該器物的出土系絡資訊，以及與周邊器物之關

係，更能提供古代社會與文化更多的研究資料。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56,171 筆  

數位圖象： 80,98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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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甲骨文、青銅器、佛教造像、遼金元與漢代石刻畫像拓片資料庫：入 口 網 站 ：

http : / /rub. ihp.s in ica.edu. tw/ 

1.漢代簡牘資料庫  

內容簡介﹝典藏

範圍﹞  

本資料庫整理校對與數位化的典藏品是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歷史文物陳列館所藏的漢簡，其中以 1930~1931 年瑞典考古學家貝

格曼（ Folke Bergman）等人在內蒙古與甘肅境內之額濟納河流域發

掘的「居延漢簡」為主，約一萬一千餘枚，另外還包括 1930、 1934

年黃文弼在新疆鹽澤發現的「羅布淖爾漢簡」（五十八枚），以及

1944、 1945 年夏鼐、閻文儒勘查玉門關、陽關及漢代邊防烽燧遺址

路線，所發現的「敦煌小方盤城漢簡」（七十六枚）、「武威剌麻灣漢

簡」（七枚）。這些漢代邊塞地區出土的簡牘文書直接、生動地記錄

了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期，當地軍民之軍事、法律、教育、經濟、

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舉凡漢代的吏制、養老、撫恤、秩奉、

農墾屯田、眥算、上計、邊塞防禦、算數、曆法等問題，均可從所

藏簡牘得到深具價值的研究素材，是國內一批價值非凡的文化資產。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28,072 筆  

全文：字  

數位圖象： 44,496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s in ica.edu. tw/woodsl ip_public/System/Main.htm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2 .青銅器拓片資料庫  

內容簡介﹝典藏

範圍﹞  

典藏對象為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的青銅器拓片，有品質

精美的全形拓片，以及數量龐大的銘文拓片。多為前故所長傅斯

年先生向收藏家吳式芬、劉體智、陳介祺等人購得。典藏品書目

為：《吳式芬所藏金文拓片》、《善齋藏器全形拓本》、《善齋金文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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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餘存》、《謐齋金文拓本》、《大興馮式玉敦齋吉金全拓》、《北平

孫氏讀雪齋藏器搨本》、《北平孫氏讀雪齋藏器拓片》、《北平孫氏

藏古兵器拓本》《雪堂藏金文》、《簠齋積古金文》、《簠齋吉金拓

本》、《阮氏家廟藏器四種》等等。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12,824 筆  

全文：字  

數位圖象： 16,269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140.109.18.241/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Search. jsp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備註  新版  

 

3 .漢代石刻畫象拓本資料庫  

內容簡介﹝典

藏範圍﹞  

本資料庫資料來源，主要是來自於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

年圖書館所收藏漢代石刻畫象拓本 1500 多件，這些拓本包涵了來自

山東、河南、四川、江蘇等地所出土的漢代石磚構造之墓室、棺槨、

祠堂、墓闕、碑等建築遺存之畫象石或畫象磚。其中多數拓片藏圖，

為民國 17 年 (1928)歷史語言研究所創建以來，至 26 年 (1937)抗戰期

間，經由傅斯年、徐中舒、董作賓、勞榦等前輩學者，透過贈送、

交換、購買或田野調查時拓製而得。在這批拓片藏品中，有不少現

今罕見的精拓本，較之目前國內外所出版圖錄更為精美、完整。尤

其是在 50 年代大陸地區歷經文革之後，不少漢代石刻畫象原石慘遭

破壞或已蕩然無存。這批早期的拓本，更可以協助學者，在原石細

部資料上提供不少佐證，極具參考價值，可說是彌足珍貴。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1,552 筆  

全文：字  

數位圖象： 3,948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s in ica.edu. tw/rub_public/System/Stone/h2_2.htm 

授權或付費機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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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4 .佛教石刻造像拓片  

內容簡﹝典藏

範圍﹞  

佛教造像拓片總數約 4,000 件，是全台灣收藏最豐富者。這些拓片

以中國為主，地區包括河南、河北、山西、山東、陝西、四川和甘

肅等，始自西元 5 世紀初，迄自民國，此外也有少數是外國的造像

拓片，如日本法隆寺金堂釋迦、藥師等造像記。從拓片上的收藏印

章來看，有的原為桂馥、端方、周星詒、徐乃昌、柯昌泗、潘士魁、

鄭盦、劉燕庭等人的舊藏，其中以周、柯二氏為最。陝西耀縣造像

的部分則是本所石璋如先生田野調查時所購得的。拓片內容包括造

像者之發願文、造像緣起、法會的邑義人力組織，是中古時期重要

的民間社會史料，許多原碑已不存，故拓片為唯一保存之遺物。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2,369 筆  

全文：字  

數位圖象： 2,369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rub. ihp.s in ica.edu. tw/~buddhism/main01.htm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備註  新版 

 

5 .甲骨文拓片  

內容簡介﹝典

藏範圍﹞  

典藏對象為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甲骨文拓片，約四萬

餘件，從來源來看，可將其分為考古發掘的甲骨，以及後來購藏的

甲骨與拓片。書目如《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圖版》、《小

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圖版》、《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

乙編．補遺》、《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鐵雲藏龜四百

種》 …等等。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21,15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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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字  

數位圖象： 21,156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s in ica.edu. tw/rub_public/System/Bone/home2.htm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6 .遼金元拓片數位典藏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藏有遼金元拓片約 2200

幅。其中以元代 (1260-1368)拓片佔絕大多數，約 1500 幅；遼 (907-1125)

金 (1115-1234)拓片各為 200、 500 幅，以及少數的西夏拓片，皆屬於

珍貴的歷史文物。內容涵蓋了墓誌、刻經、造像、題記、詩詞、道教、

佛教、聖旨等，豐富多采。該批拓片既有其他典藏單位所無有者，又

有品質遠勝於其他典藏單位所有者，都是遼金元史研究上極其寶貴的

資料。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2,100 筆  

全文：字  

數位圖象： 1,925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s in ica.edu. tw/rub_public/System/Yuan/search/02-1.html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備註  新版  

 傅 斯 年 圖 書 館 善 本 圖 籍 資 料 庫 ： 入 口 網 站 ：

ht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index.htm 

1.館藏善本圖籍書目資料庫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包含館藏善本書、古籍線裝書、金石拓本、俗文學等書目資料，讀者

不需授權即可跨資料庫上線檢索傅圖珍藏資料，民國九十一年（西元

2000 年）已將上述善本古籍相關資料庫整合於一檢索網頁

http : / /www.ihp.s in ica.edu. tw/t tsweb/fsn/opac.htm，可直接經由該網頁

點選所需檢索的資料庫，未來待開放機制建立後，亦會納入相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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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及程序，以提供檢索利用。截至民國九十五年（西元 2006 年）

十二月，該整合性書目資料庫共收錄 104,234 筆，其中古籍線裝書

47,622 筆，金石拓片 22,557 筆，俗文學資料 20,773 筆，善本書 13,282

筆。  

上線狀況  已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0000-00-00 

上線數量  Metadata： 104,234 筆  

全文：  字  

數位圖象：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03-1.htm 

授權或付費機

制  
免費  

 

2 .整編史語所檔案目錄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史語所檔案」為本所自民國十七年創所以來之檔案文書，包含了

人事、採購、公務信件、工作計劃、工作報告、會議記錄等。檔案

資料分為：  

1 .大陸時期檔案：  

(1)民國十七至廿六年間（西元 1928～ 1937 年）編為「元」字檔。

其中「元」字檔為檔案中份量最多的部份，編有 595 號，每一號下

收錄一至四、五十件檔案不等。  

(2)民國廿七至卅七年間（西元 1938～ 1948 年）編為「昆」、「李」、

「京」、「雜」、「南」字檔。「昆」字檔為雲南昆明時期文件，

「李」字檔為四川南溪縣李莊時期文件，「京」字則為復員後在南

京時期文件，「雜」、「南」字檔中主要為歷年工作報告、會議記

錄。此段時期正值對日抗戰及政府遷臺，為本所最艱辛時期。  

2 .遷臺後檔案：  

分為「楊」、「港」、「立」、「台」、「北」字檔，包含了楊梅、

南港時期檔案文書，目前正積極整理中。  

上線狀況  已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0000-00-00 

上線數量  Metadata： 25,009 筆  

全文：  字  

數位圖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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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03-1.htm 

授權或付費機制  免費  
 

3 .館藏印記資料庫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本資料庫的建置在於整合傅圖所有典藏之印記，並將傅圖典藏之

善本古籍、拓片上原鈐之收藏家、鑑賞者、題識者等印記予以析

錄，冀能獲取版本佐證、遞藏經過、印主梗概等，兼及篆刻之文

字書法與藝術之美。  

建置該資料庫主要包括之數位典藏計畫有二：  

1 .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藏善本圖籍：  

目前配合傅圖善本古籍數位典藏計畫一明人詩文集的執行，進行

「明代人物」印記的部份，並協助本所其他執行傅圖實體典藏數

位化之計畫，其材料上鈐有印記者之詳細著錄及查核。  

2 .拓片與古文書數位典藏計畫：  

目前配合金石拓片數位典藏計畫，進行各種拓片上鈐有印記的部

份。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981 筆（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  

全文：  字  

數位圖象： 892 件（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 s in ica.edu. tw/sealdb/System/index. jsp 

授權或付費機制  國內免費授權線上閱覽使用  
 

4 .善本圖籍數位典藏系統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傅圖希望以既有的數位化經驗為基礎，發展並建置專題數位典藏

資料庫，可透過不同欄位之設計，串連相關之典藏系統，以滿足

各種不同使用對象的資訊需求。  

使用對象可分為三個層次，由繁至簡依序為研究層級、教育層

級、公眾層級。研究層級所提供之內容為最完整之系統欄位，由

使用者個人選擇所需資源；教育層級則依其學校課程彈性萃取所

需教材資源；公眾層級則提供一般大眾對善本圖籍之基本認識及

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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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29,357 筆（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  

全文：字  

數位圖象： 296,635 件（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s in ica.edu. tw/rarebook/Search/ index. jsp 

授權或付費機制  國內免費授權線上閱覽使用  
 

5 .善本圖籍影像檢索系統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民國七十七年 (西元 1988 年 )，傅圖為使善本圖籍有妥善的保存環

境，以及提供讀者更方便、更迅速的檢索，評量當時電腦科技的發

展、文獻複製技術以及儲存媒體的現況，認為「典藏數位化」是文

獻保存與傳遞最優勢的方法，也是未來必然之趨勢，於是毅然決然

地在台灣地區最早以影像數位化方式來保存學術文獻，並採用當時

最先進的「王安整合影像資訊系統 (Wang Integrated Image Sys tem，

簡稱  WIIS)」，以光碟媒體儲存館藏善本圖籍的影像檔（規格：

B&W/200dpi），避免紙本圖籍因經常性的使用而損毀，同時也以改

善典藏環境、引進維護的新技術來延長珍貴文獻的壽命。迄民國八

十五年（西元 1996 年）止，善本圖籍已掃描成影像檔有五十一萬

頁，並於十月間傅圖「善本書全文影像系統」正式建構在史語所  

Novell  網路上，提供讀者檢用。此後，因王安公司不再支援 WIIS

系統，傅圖為因應當前資訊科技的發展、系統整合的需求等，改採

「漢珍 TTS 影像系統」（規格： B&W/300 dpi）。  

上線狀況  院內上線  上線時間： 2003-1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24,460 筆  

全文：  字  

數位圖象： 44,644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03-1.htm 

授權或付費機

制  
院內免費授權線上閱覽使用  

 

6 .人名權威檢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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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本資料庫的建置適用於傅圖館藏之相關人名權威檔之著錄，目的

在於整合傅圖館藏善本圖籍執行時所涉及之各式人名，同步建構

其基本生平、傳略資料及作品集等，以提供各種數位典藏之重要

考證資料。系統目前主要之架構包括四部份，如下：  

1 .明人詩文相關人物：  

配合館藏數位典藏之專題，建置其相關人物資料。  

2 .方志人名索引相關人物：  

依據館藏方志，建置其相關人物資料。  

3 .館藏印記相關人物：  

配合館藏圖籍之印記，建置其相關人物資料。  

4 .其他人名權威檔：  

因應各項數位典藏之需求，配合建置其相關人物資料。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802 筆  

全文：  字  

數位圖象：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03-1.htm 

授權或付費機制  國內免費授權線上閱覽使用  
 

7 .空間資訊系統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本資料庫的建置，為配合傅圖善本古籍數位典藏計畫 --明人詩文

集、館藏印記資料庫之執行，進行相關人物之著錄，另衍生篆刻

者人物之著錄，將人名權威檢索系統中相關主題之人物以集結方

式呈現於歷史地圖之中，以不同風貌呈現明人詩文集相關人物之

生平傳略及著作等資訊。  

上線狀況  測試性上線  上線時間： 0000-00-00 

上線數量  Metadata： 390 筆  

全文：  字  

數位圖象：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03-1.htm 

授權或付費機制  國內免費授權線上閱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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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館藏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影像資料庫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該資料庫所收錄之內容為台灣民間契約文書，包括買賣租典田地

房產契字、分家分管財產鬮書合約書、田地收租帳本、丈單執照

等，其中有為數不少的平埔契；此外，尚有寺廟、宗教臺帳、祭

祀公業、族譜、戶籍資料、各種訴訟和人身文件、書院學生作文

本及其他民間私人文件。  

上線狀況  館內上線  上線時間： 0000-00-00 

上線數量  Metadata： 5,655 筆  

全文：  字  

數位圖象： 5,781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 l ib . ihp.s in ica.edu. tw/c/rare/system/03-1.htm 

授權或付費機制  Metadata 免費；全文影像需付費  
 

 西南少數民族資料庫：入口網站： http : / /e thno. ihp.s in ica.edu. tw/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民國十八年到卅二年間，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的早期研

究人員，在中國南方、西南和東北地區，進行中國有史以來有

計劃的、科學性的跨省區田野調查工作。他們蒐集並且留下極

為豐富的近現代中國少數民族文物、文書與田野照片。這批民

族調查報告，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與少數民族相關的歷史學和

人類學研究，均具有相當重要的參考價值。  本計劃之目標為：

一、  建制田野照片、民族文書資料庫。  二、  架構「村寨網－

中國邊緣再造的西南少數民族」網站，對民眾推廣學術研究成

果，並作為相關學界的學術交流橋樑。  三、  建制中國西南民

族典藏及研究資料庫，以有效管理且開放數位化館藏資料的加

值利用。  本計劃之特色在於結合跨學科（人類學、歷史學、文

學）方法與視野，廣泛運用各種文物、文書（調查報告、方志

遊記、乃至小說、戲曲等材料）與圖像資料，來詮釋與呈現這

些材料背後的「人與地」(人與其環境生態的關係 )、「人與人」(人

群間各種社會認同、區分 )、「人與天」（人類之生命禮俗與宗教

信仰）等情境，同時呈現中國族群研究的多元論述與探討中國

民族形成的歷史過程。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2009-01-01 

上線數量  Metadata： 5,50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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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字  

數位圖象： 5,505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ndweb. i is .s in ica.edu. tw/race_public/ index.htm 

授權或付費機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內閣大庫名清檔案資料庫：入口網站： http : / /archive. ihp.s in ica .edu. tw/mct/  

內容簡介  

﹝典藏範圍﹞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約計三十一萬件，含清朝內閣收貯的制

詔誥敕、題奏表章、史書、錄書、塘報、黃冊、簿冊、朝貢國

表章，以及內閣各廳房處的檔案、修書各館檔案、試題、試卷、

瀋陽舊檔等，其中以題奏本章為大宗。這些檔案內容涉及明清

時代國家與社會各方面的事務，為研究明清史難得的原始材料。

上線狀況  正式上線  上線時間： 1998-09-22 

上線數量  Metadata： 21,7139 筆  

全文：字  

數位圖象： 211,000 件  

檢索介面網址  h t tp : / /www.ihp.s inica.edu. tw/db/gsa 

授權或付費機制  

國內免費授權使用   

metadata 免費 ;全文影像國內免費申請使用，如有列印需求， ,請

先向本所預，繳列印費用，收費辦法請參照以下網址：

ht tp: / /a rchive . ihp .s inica .edu. tw/mct / index.htm  
 

 

2. 參與 2009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際會議 

會議名稱 2009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際會議 

會議時間 2009 年 02 月 23 日（星期一）09：00 - 10：00 

會議地點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館 

會議網址 http://collab.teldap.tw/2009teldap/index.html 

會議簡介 
此會議為國內外數位典藏專家學者提供交流研究的場合，並讓國內學術界分享歐、美、亞

國家在數位典藏上的發展經驗。並將臺灣文化和生物多樣性，藉由典藏成果國際化之推

廣，讓國際上認識臺灣這個擁有豐富資源和多樣性之島國，進而推廣臺灣經驗於國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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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中討論的主題包含數典成果介紹、二期未來架構及展望、數位內容應用及智慧財產

權的應用。 

與會目的 

電腦與傳播科技日益進步，意味著書籍、音樂、電影、網頁等資訊，能以更為經濟的方式

加以儲存及使用。這個演講闡述 Universal access to all knowledge 的概念，並分享非

營利數位典藏機構 Internet Archive 的經驗，與本研究計畫的基調密切相關。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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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名稱 
“MIT OpenCourseWare and the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Unlocking Knowledge” 

Cecilia d’OLIVEIRA, MIT OpenCourseWare, USA 

場次重點 
MIT 看來並不只把 OCW 定位為讓學生可以學習的「線上課程」，而是各種不同程度或專

長的學習者、教育者都可以使用的教育性素材，透過 CC 的授權，OCW 讓教育者能夠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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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便的使用高品質的教學素材，進行創新、混搭，而不需要擔心版權的問題。從 OCW 對

於使用者身份的統計可以看出，自學者佔了一半，顯示開放式課程的觸角可以延伸到一般

的教育機構之外，讓體制外的學習者有進修的管道。 

詳細紀錄 

http://ocw.mit.edu/ 

1999: MIT became aware of its role as a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  

MIT 漸漸瞭解到自己擔負有扮演社會教育功能的使命 

• Charles Vest (pref. emeritus): "inheren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 web is a quest for openness and 

opportunity should be the bedrock of the university"   

• Susan Hockfield, president: "it's our mission to advance knowledge" 

OCW 是線上出版的機制, 並不是: 

• MIT education（MIT 的學歷） 

• degree-granting（不頒發學位） 

• online courses（線上課程） 

it IS: knowledge published online that ppl can make use of  

CC license: lets ppl use, re-use, translate  

使用者的組成： 

• self-learners: 50% 

• educators: 17% 

• students: about 30% 

challenges:  

• minimize faculty effort, increase benefit  

• develop a sustainable financial model: 4M US / year, fund-raising, new revenue sources 

 

場次名稱 
“Why share?: Re-energizing efforts to transform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sa PETRIDES, USA 

場次重點 

ISKME 組織在 2008 年的 iSummit 上發表了一篇有關於"travel well"的研究，旨在探討開放

性的教育性素材流通的情況，也就是在一特定脈絡下創造出的教育素材，在別的教學脈絡

下使用的可能性。這個研究對本計畫來說 似乎有可供參考之處，例如在探討數典的資源

如何被使用時，可能要注意影響教育者或研究者近用素材意願的因素，可能包括了：該資

料的 current 與否？其 他已經使用過該教材來教學的範例是否有放上網供其他人參考？該

教學性素材在教育者與學生之間的接受度如何？ 

詳細紀錄 

Institute of the Stud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http://www.iskme.org/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OER commons) http://www.oer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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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creation 

• facilitating scholarship (PLoS lets ppl leave comments and etc.) 

• incorporating geo data into education  

• adding value to resources 為知識加值 

do they travel well? 這些知識傳播的成效如何？ 

教育者決定素材的可用性時，會考慮下列幾個因素： 

• 以主題和摘要來決定該項資源適用與否 

• 教育資源的當下與否 resources have to be current 

• 其他教育者如何使用這些素材 knowing how other teachers use them 

• 其他專家或同事是否喜歡使用這些素材 knowing whether expert colleagues have tried and liked? 

• 學生是否喜歡這些素材 knowing if students like them 

參考：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2008). “Travel Well”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 Presentation of Ongoing Research. Presentation at iSummit 2008. Sapporo, Japan. 

Petrides, L., Nguyen, L., Jimes, C. and Karaglani, A. (2008).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quiring into 

Author Use and Re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Enhanced Education, 1: 98-117. 

(http://www.inderscience.com/storage/f114810235961712.pdf) 

OER commons: 

•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metadata from 2000 sources 

• use-generated model 在使用中慢慢發展出來的內容和模式   

• "Cape Town Declaration": all educators make effort to make all ppl al have access into the sum of 

human knowledge that all can use and contribute http://www.capetowndeclaration.org/  

 

場次名稱 
“Collaborative Works and Public Licenses” 

Tyng-Ruey CHUA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場次重點 
莊庭瑞這次主要是強調 CC 在本地的應用情況，以及應用的案例，然而本計畫比較希望得

知的 CC 在本地推行的困境或挑戰，卻沒能在報告中聽到，是有點可惜之處。 

詳細紀錄 

collaborative works and public licenses 

displaying sites that enable collaborative creative works 

e.g. Wiikipedia, CCmixer, debian 

公眾授權的樣貌 public licenses: (GNU, BSD, CC)  

• "some rights reserved"  

• participants make available some of their work 

• whoever agrees with the licenses can participate 

國內的 CC 協同創作計畫：CABACA 卡巴卡專案 http://cabaca.org/index.php/Main_Page 

本人為參與 CABACA 專案（「卡巴卡專案」，下稱「本專案」），以協力合作製作音樂專輯之一員，

本人承諾且同意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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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同意本專案所有協力人員（下稱「協力者）），得為本專案而使用本人創作再為創作，包含

重製、散布、演播、編輯及其他改作本人創作的權利。  

2. 本人同意本人創作，及任何因本專案而新創之著作，得被收錄與本專案相關之音樂合輯、網站或

其他編輯物（下稱「編輯物」）中，惟任一編輯物僅得包含協力者的創作。  

3. 本人同意，收錄於編輯物中的本人創作，採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

灣」授權條款 (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釋出供公眾使用。  

4. 協力者擁有編輯物的所有權利。任何協力者（包含本人在內），擁有自由使用編輯物的權利，而

毋須經過其他協力者的事先同意，惟該等權利係非專屬、且不得轉讓予協力者以外的第三人。 

5. Jean Marais （莫尚）及朱約信（朱頭皮）受協力者（包含本人在內）委託，處理編輯物之所有

事宜，包含得代協力者就編輯物與他人簽訂合約。  

6. 編輯物所產生之任何收益，應被使用於推廣本專案及協力者作品之用途。如前述收益於推廣本專

案及協力者作品外尚有剩餘，應回饋予協力者，並由其共享之。  

7. 所有前述授權皆為非專屬授權。所有協力者皆保有編輯物中其創作的完全所有權及相關權利，並

得自由支配其獨立創作，毋須經過其他協力者的同意。  

8. 就本人所知、且為上述授權所必要的範圍內，本人承諾擁有本人創作的所有權利（包含著作權），

以為上述授權。  

主要論點: these public licenses encourage collaborative work  

 

場次名稱 
“Open Content in India: An Overview”  

Subbiah ARUNACHALAM, CILIP, India 

詳細紀錄 

National Knowledge Commission in IN digitalizes and makes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knowledgecommission.gov.in/ 

• access of knowledge 

• concepts 

• creation 

• application to knowledge systems 

• services for better delivery  

Indira Ghand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http://www.ignou.ac.in/ 

把大部分的課程放上網 

Indira Ghandi National Centre for Arts (IGNCA) 

over 100000 pieces of Indian heritage 

http://ignca.nic.in/ 

 

場次名稱 “Sharing begins at home: experiences facilitating more open institutional teaching with 



 

201 
 

EdShare”  

Jessie HE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場次重點 

以「分享」為出發點的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其設計的重點是如何促進知識

的交流與分享，而非目前發生在臺灣學術機構的「藏起來不給別人用」。"repository"的

意思 應該是「儲藏庫」，而這樣的寶庫可以開放給哪些人使用，就取決於該機構對於開

放的想像了。 

詳細紀錄 

http://edshare.soton.ac.uk 

EdShare is:  

•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pository;  

• where people manage, gath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ollaborate to develop the content;  

• academics can provide tags & links;  

•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metadata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research 機構典藏? 應該是機構知識庫！ 

實用資訊：repository66.org 

http://maps.repository66.org/ 可以看全球各地機構典藏的分佈圖 

（臺灣的資料似乎並不 up-to-date，目前能看到有機構典藏的單位只有真理大學與中山大學） 

本場次提及案例的典藏作法分析： 

   國家 主持單位  典藏宗旨 典藏內容   法源  典藏作法  授權方式 

 MIT 開放

性課程 
美國 

MIT OCW

團隊 

"unlocking 

knowledge" 讓知

識為更多人所用, 

促進學術交流 

課程教學素材

(syllabus、講

義、作業題

目、投影片、

影片) 

學校自

我典

藏，無

國家法

源 

 將課程素材放上

網讓人下載使

用、重製、翻譯 

 CC 

BY-NC-SA 

OER 

Commons 
美國   ISKME 

 提供讓開放教育

性資源 (OER) 可

以集中交流的平

台 

 教育與學習

性素材的連結

與 metadata 

(描述與摘要)

 無法源

 提供資訊集中的

平台與連結資

訊、讓使用者評論 

主站為 CC 

BY-NC-SA，但

素材因提供者

不同而有異 

 CABACA 臺灣  卡巴卡團隊 
 促進音樂人的交

流創作 
 音樂創作  無法源

 將歌曲放上網供

下載 

 CC 

BY-NC-SA 

 印度的

open 

content 

印度  

國家知識委

員會

National 

Knowledge 

Commission 

將印度轉型為知

識社會。讓知識更

容易被近用、促進

知識系統的創新

與保存、知識傳

布、改善知識服務

 橫跨自然、人

文、管理、語

言、文化等範

疇 

印度總

理指示

執行 

 以不同的子計畫

方式執行，有大學

的開放式課程計

畫，也有 

 由印度 CC 組

織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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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Share 英國  
南安普頓大

學  

促進大學內教學

者與學習者對學

習資源的交流分

享與協作 

 各種形式與

主題的教育性

素材 

 學校自

我典

藏，無

國家法

源 

 將課程素材放上

網讓人下載使

用、讓使用者評論 

 提供分享者

自己選擇開放

層級 

 

 

場次名稱 

Keynote Speakers: 

“Universal Access to All Knowledge” Brewster KAHLE67, Internet Archive & Open Content 

Alliance, USA 

場次重點 

電腦與傳播科技日益進步，意味著書籍、音樂、電影、網頁等資訊，能以更為經濟的方式

加以儲存及使用。這個演講闡述 Universal access to all knowledge 的概念，並分享非營利數

位典藏機構 Internet Archive 的經驗，與本研究計畫的基調密切相關。 

詳細紀錄 

“Universal Access to All Knowledge”  

■Brewster KAHLE (Internet Archive&Open Content Alliance, USA) 

1. Free to all--波士頓公立圖書館的大門上，寫著這三個大字 

Brewster Kahle 從圖書館的概念開始談起。 

◎亞歷山卓圖書館68—是世界上第一座圖書館，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館，館藏約 70 萬卷。 

◎Internet Archive(網際網路檔案館)這個組織的願景，是要超越亞歷山卓圖書館所達到的成就，運用現代

科技，蒐集所有的知識，建立全人類共享的知識寶庫。 

◎美國國會圖書館 — 館藏 2600 萬冊書籍。若以一本書 1MB 的大小來估算，儲存國會圖書館裡所有的

館藏，需要 26TB。這樣的資訊量只要一台電腦即可儲存，成本約 5 萬美元，大約等於在舊金山買一個車

庫的金額。 

◎學童筆電計畫 — 一台廉價的迷你筆記型電腦只需要幾本書的費用，而小朋友只要有筆電，就可以閱

讀許多書籍，這樣的做法同時能省下運送書籍的費用。 

 

2.行動數位圖書館 

                                                 
67 這場演講的主講者 Brewster Kahle 是 Internet Archive 的創辦人，這個非營利機構是當前世界

上最大的數位典藏機構之一，Kahle 目前也管理該機構的數位圖書館。他在數位典藏的科技、商

業與法律等領域都相當活躍，多年來推廣知識近用的理念不遺餘力。相關介紹請參閱：

http://collab.teldap.tw/2009teldap/abstract/keynote/Brewster%20Kahle_Universal%20Access%20to%2
0All%20Knowledge.pdf 
68 根據史料記載，世界上第一座圖書館在亞歷山卓，建立於西元前 259 年，曾經是世界上最大

的圖書館，館藏多達七十萬餘卷，當初成立的目的是要讓亞歷山卓城成為國際性的希臘研究中心。

豐富的藏書加上亞歷山卓的地理位置，迅速讓這座圖書館成為當時科學、文化、藝術、哲學的知

識寶庫與傳播站，吸引許多知名學者前來此地講學、研究、交流，興盛達六百多年之久。關於亞

歷山卓圖書館毀損的原因，相關的史料並不多，只知道它先後毀於兩場大火。參考資料：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5%8E%86%E5%B1%B1%E5%A4%A7
%E5%9B%BE%E4%B9%A6%E9%A6%86&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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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隨選列印(print on demand)的科技設備，行動數位圖書館的箱型車可以把大量的書籍帶到偏遠地區。

列印一本書的成本是 1-3 美元，而平均實體圖書館出借一本書籍(借出、取回、上架)的成本也是 3 美元。

目前在印度有兩輛箱型車在進行行動印書的工作。 

 

3.百萬書籍數位化計畫(平面印刷資料的典藏) 

◎此計畫由美國政府捐贈掃描器，再由 Internet Archive 在各地成立掃描中心。目前已在 5 個國家成立 18

個掃描站，一天可以掃描 1 千本書籍，每頁的成本是美金 1 毛，平均一本書需要 30 元美金。 

 

4.Audio(聲音資料的典藏) 

◎收錄所有具有「文化重要性」的資源。 

◎數位化儲存一張 CD 的成本是 10 美元；其他類型的聲音資料數位化儲存(例如音樂會現場收音儲存)是

每小時 10 美元。 

◎著作權的問題 — 正在尋求開放存取與獲利之間的平衡。主講人 Brewster Kahle 舉了一個搖滾樂團的

例子：該樂團將自己的音樂作品放上網路，供樂迷免費下載，雖然無法透過這樣的方式獲得金錢上的利

益，但卻可以加強與樂迷之間的互動，為這個樂團爭取到更多樂迷的支持。 

◎目前在 Internet Archive 的資料庫裡，已儲存了 20 萬個項目，分屬 100 個不同的類別。 

 

5.Moving images(影像資料的典藏) 

◎內容包括不再受版權保護的舊電影、舊的政治宣傳片、廣告、演講、辯論、新聞影片…等影像資料。

◎每 6-12 個月必須重新處理已數位化的資料，因為新的設備與格式不斷出現。 

◎Television Archive — 過去 9 年來，Internet Archive 這個組織 24 小時全天候地錄下包括英國 BBC、伊

拉克文、華文…等電視節目，成本並不高。 

◎在這個開放內容概念推行的初步階段，仍有許多法律層面的問題等待解決，Internet Archive 是以一邊

做、一邊與現實磨合的方式來進行。以 Television Archive 為例，Internet Archive 陸續將錄下的電視內容

上線，但若發現典藏的內容涉及著作權的問題時，Internet Archive 會再將該內容拿掉。 

◎每一個小時的影像資料數位化的成本是 15 美元。目前已經有 5 萬個 video 上線，另有一百萬小時的電

視錄影資料尚未上線。 

 

6.網頁的典藏 

◎從 1996 年起，Internet Archive 每兩個月一次，將網路世界中所有的網頁典藏下來。由於網路上資料刪

除或更新的速度頗快，網頁平均壽命只有 100 天，典藏的腳步必須更為積極。 

◎網際網路內容的暴增：1996 年網頁的量約為 3000 萬頁，目前網際網路上則有 40 億頁。 

◎1996 年的 yahoo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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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異地備份： 

前面提及的古亞歷山卓圖書館，在數百年的榮景後毀於無情的大火。古埃及人雖將館藏備份，卻由於存

放在同一個地點，而造成了所有館藏付之一炬的憾事。記取這個教訓，Internet Archive 在進行數位典藏

的同時，也將資料異地備份。目前進行的相關計畫之一，是與新亞歷山卓圖書館進行交換計畫，兩個組

織將典藏的資料互相交換、儲存。Internet Archive 相信，在良好的交換協議之下，這些有價值的資料因

為有備份，而能長久地儲存。 

 

8.Digital research on mass collections 

一些例子： 

◎Long Life Research — Dr. Catherine Norton, MBL WHOI Library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as a social game — Prof. Luis Von Ah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omputers learning by reading all mathematics articles — Dr. Stephen Wolfram, Founder Mathmatica, CEO 

of Wolfram 

◎Classical literature with google maps — Prof. Greg Crane, Tufis University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learning — Prof. Phil Resnic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int on demand 

◎Copyright research — Prof. Lewrence Lessing, Standford University 

 

9.Open Library 開放式圖書館 

◎願景：One web page for every book — 每一本出版品都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網頁。 

◎目前該線上圖書館有 3 千萬筆書目紀錄，其中兩千萬筆可經由該網站近用。 

 

10.開放內容聯盟 Open content alliance 

◎網址：http://www.opencontentalliance.org 

 

11.推廣 

多數人習慣使用 yahoo、google 來進行蒐尋，知道 internet archive 的人並不多。因此 Internet Archive 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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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機器人來抓取該網站上的資料，讓 internet archive 在網路世界的能見度更高。 

 

12.經費 

Internet Archive 每年的預算 1 千萬美元：其中 3 百萬美元來自基金會；另有一部分經費來自各國政府(目

前有 15、6 個國家圖書館透過 Internet Archive 來進行數位典藏的工作)；由於 Internet Archive 典藏的費用

不高，陸續有愈來愈多的單位與 Internet Archive 合作。 

最後，主講人 Brewster Kahle 以康乃爾大學每年五千五百萬美元的圖書館預算做為比較的基礎，強調

Internet Archive 正在進行的是一個頗具效益的計畫。 

 

 

場次名稱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earning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Chun-Hsien LIU,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場次重點 
本場次主要講的是數位知識管理系統對 E 化學習的效益，與本年度計畫著重推廣有所關

聯。 

詳細紀錄 

1. 知識與知識管理 

 就「可表達性」來區分，知識可劃分為： 

(1) tacit knowledge：高度私人化、與個人生命體驗有關，難以形式化表達的知識。 

(2) explicit knowledge：可清晰以文字、圖像或其他符號表達之知識。 

 就知識的儲存對象（storage object）來說，可以劃分為： 

(1) employee knowledge：包括技術、經驗、習慣、制度和價值等等。 

(2) organization knowledge：包括操作過程、IT 系統、組織文化、teamwork 等等。這些知識是 employee

拿不走的。 

 knowledge management（KM）： 

(1) 在組織中創發、保存、散佈、應用、分享知識，並將 tacit knowledge 加以符碼化變成可以理解。

(2) 在對的時間把對的知識給對的人做正確的決定。 

(3) 有系統的對知識進行運用，以促使跟該項知識有關的工作可以最大化其效益。 

(4) 組織利用正式的方式，去獲得有用的經驗、知識和專業知識，以幫助組織開發新的潛力、提升

績效、增強顧客的評價。 

 知識共享與有學習力的組織 

(1) 知識共享是 KM 的目標。 

(2) 知識管理就是要讓組織的各個部門都可以獲得有價值的知識（不管出於哪裡） 

(3) 越多的知識在組織裡頭分享，就會有更高的價值為這個組織產出。 

(4) 一個有學習力的組織就是能進行知識分享的組織，可以創造、獲得、轉化知識，並藉由新的知

識來修正自己的行為。 

 

2. 知識管理與 E-learning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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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是一種訓練的媒介，它充分的運用資訊技術（IT），提供即時、具成本效益的訓練。它使

組織可以對員工們提供多樣化的訓練方案，並可以彈性的更新訓練的內容，並降低到外面訓練的成本（且

外面的訓練通常只有一個面向）。特別當現在的商品在市場壽命都很短暫，商品不斷的汰舊換新，客戶需

要的服務也不斷變化，因此公司需要很大的彈性和快速的方式去調整對員工訓練。 

E-learning 和 KM 都是為了強化組織的能力，但是兩者並不相同，兩者經常混淆。簡述如下： 

 Path of knowledge 

(1) KM 的所關注的是組織不是個人。 

(2) 在 KM 中講「學習」是針對組織（的演化能力）而言的。 

(3) KM 的目標是發展整個組織的集體知識，以幫助組織開發能力和為持存。 

 Pathe of E-learning 

 
(1) e-learning 的訓練是針對員工個人的。 

(2) e-learning 的最終目標是提出一套可以適用於學習者既有知是的教學的模式，並有助於發戰學

習的策略。 

(3) 員工訓練的目的是提升員工個人的能力，從而間接的提升組織的成效。 

不過無論是知識管理還是 e-learning 兩者都高度應用組織在資訊溝通技術上的基礎設施。 

3. E-learning as an Ope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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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e(1980)對開放系統的定義是：包含 inputs, operations, outputs, feedback, and boundary。其中 inputs

有四個來源：material, information, energy, people. output 則有 product, serve, concept。以下如圖； 

 Diagram of Open System 

我們可以把 E-Learning 看成組織中的一個次開放系統（sub-open system），KM 則是另一個次開放系

統。系統之外則是環境，不過環境隨著跟系統的關係疏密，可以分為好幾層（一個系統對另一個系統來說

也是環境）以下如圖簡式： 

 E-Learning as an Open System 

 

 

一個 e-learning System 要成功，不僅只需要公司財政、人力上的支持，公司是否對建立 e-learning System

準備充分也是關鍵。所謂準備充分包括了所需的基礎設施、編撰知識者的投資、合適的組織文化、員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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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知識共享的態度、發展 e-learning System 所需的知識、員工電腦使用的的技能、e-learning 所需技術的獲

取性等等。 

另一方面，KM 系統在 e-learning System 的建立過程中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把知識管理系統的完

善化，看成是完成 e-learning System 準備就緒的一項指標。（因為 KM 系統的建立就代表了組織內部已經

完成了知識共享的數位平台）。 

 

4. Enhance e-learning System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可以從四個面向討論 KM 對 e-learning System 的幫助： 

 Content：包括 tacit knowledge 的取得、專業 know-how 的取得、操作性知識的取得。

 Context：技術基礎設施面向、組織結構面向、文化面向。 

 Process：即組織化的過程。KM是一套對知識有組織的系統化管理，同樣的 e-learning 

System 也要形成一套系統化的教學模式。 

Temporal：因為市場的快速變遷，員工所需的知識日新月異，所以教學的模式必需保持高度彈性。KM 系

統有效地縮短了蒐集知識和符碼化 tacit knowledge 的時間，使得 e-learning System 得以是動態的系統，從

容應付環境變遷。 

 

場次名稱 

主題：TELDAP 計畫之回顧與展望（一） 

1.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產業發展成果  

陳國棟教授（中央資工系，數位學習分項主持人） 

2. 台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之數位化呈現 

 邱彭生研究員（中研院史語所，內容發展分項主持人） 

3. 最佳化的數位資料檢索、呈現與保存 

 陳克健研究員（中研究資訊所，核心平台計畫主持人） 

4. 數位典藏相關法律議題之探討 

劉靜怡副教授（台大國發所，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主持人） 

場次重點 
從本子計畫所關注的學術與文化近用、數位典藏介面與使用者等議題，進一步觀察數典內

部最新的發展，茲本子計畫研究之參考與學習。 

詳細紀錄 

陳國棟教授（中央資工系，數位學習分項主持人） 

1. 數位學習是一個大型計畫，由經濟部、資策會、工研院（負責數位學習計畫的整個架構）提供許多

資源。 

2. 數位學習計畫於 2003-2007 年為第一階段，執行五年期計畫。2008 年時與數位典藏計畫整合，為第

二階段。 

3. 從 2002 年開始，在數位學習方面的市場規模只有 7 億台幣左右。到了去年，市場產值已高達 134

億新台幣（請參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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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本計畫並沒有由教育部撥列預算支持。如果教育部願意將數位學習列入正規學制，對偏遠地區學

生會有很大幫助；但對私校而言，也擔心數位學習帶來的排擠效應，收不到學生。 

5. 本計畫在數位學習方面有幾個重要策略：包括建立需求面（創造在地及國際典範）、推動數位學習

政策（特別是教育部門）、提升數位學習產業、創造數位學習價值鍵、建立品管、整合、典藏機制

及國際合作等。 

6. 在數位學習的 R&D、promotion、技術等，我們皆採 SCORM69國際標準，作為國內數位學習品質標

準建立的參考，和國際數位學習接軌，並參與國際比賽。特別是 e-learning service 及 e-learning 

courseware 兩方面，我們透過這個標準讓學生學到想要的（請參考下圖）。 

                                                 

69 SCORM 又譯為共享內容物件參考模型或共享元件參照模式，由 ADL (Advanced Distribution 

Learning Initiative)整合各個學習標準制定而成。對數位內容教材的製作、內容開發提供一套

共通的規範。參考來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SC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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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本計畫也曾參加國際 ASTD70和 Brandon Hall71比賽，獲得佳績。例如在 Brandon Hall 比賽上，

我們相關的執行單位獲得了銀牌和銅牌，證明國內的數位學習產品有一定的國際品質與實力（與賽

者有 IBM、Samsung 等國際知名場商）。 

8. 本計畫也透過 TKB72、遠流等廠商，與美國、大陸、日本合作。 

------------------------------------------------------------------------------------------------------- 

Q&A 

交通大學李威儀教授：我覺得數位典藏這個計畫，花了近一億美元，比早剛才 OCA 計畫花的錢還多（每

年約 500 萬美元），作出來的成效卻差很多。我認為有一個很嚴重的缺漏，那就是大學和教育部在作什麼？

數位學習中最重要就是內容，生產內容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大學，為什麼他們都沒有參與。雖然後來教育

部參與了，但這也只是一個笑話，每年就作那三門課，要六十人修課，這算什麼數位學習啊？比我們交

大每年花十萬元來作的開放課程還沒有效益，我覺得應該重新檢視這個計畫、重新分配。讓大學成為其

中的關鍵角色，重新分配資源。 

                                                 
70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現今已邁入第 61

個年頭。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成立於 1944 年，是全球最大專攻職場學習與績效議題（Workplace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的組織。網站於：http://www.astd.org/。 

71 Brandon Hall 在數位學習領域佔有全球領導地位，除了長期的研究及顧問服務外，其連續 10

年舉辦之 Excellence in Learning Awards，每年更吸引 200 家以上國際知名企業共襄盛舉。參

考來源：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read_news.php?nid=2352。 

72 台灣知識庫，http://www.tkb.com.tw/web/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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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現場陳國棟教授未回應，主持人李德財教授以時間不足，下午工作坊時再進一步討論加以回應。 

台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之數位化呈現 

Representing Taiwan's Cultural and Natural Diversity Through the Agency of Digitization 

邱彭生研究員73（中研院史語所，內容發展分項主持人） 

1. 數典計畫目前在第二個階段，在第一期計畫中，我們花了很多時間、資源統一規範，而在第二期中，

則投入在內容加值和數位學習。 

2. 數典有八個分項計畫，我是第一分項的共同主持人，目的是建立台灣多樣性的知識網。而在本分項

中，還有三個子計畫，子一主要是處理數位內容建置與整合，子二是公開徵選工作，子三是機構典

藏部分，主要成員包括台灣大學、故宮、國史館、中研院等（請參考下圖）。 

 

3. 目前我們的作法是希望將資料，透過精選、RIA 技術，將資料變成知識（請參考下圖）。 

                                                 
73邱澎生研究員介紹，http://www.ihp.sinica.edu.tw/people_page/p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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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中有六個主題小組，分別為生物與自然、生活與文化、藝術與圖像、資料

與名人、地圖與建築、語言與多媒體（請參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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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方面，我們還有公開徵選計畫（例如數位島嶼），及應用加值計畫（例如教育、學術、商業等）

（請參考下圖）。 

 

6. 此外，本計畫也透過公開徵選，將更多的經費流用到民間。最早，只有 6 個公開徵選，目前已經增

加到 51 個計畫，徵案作品包括了李泰祥音樂、客家語言等，而且我們希望這些公開徵選單位，都

能夠有公開分享的理念（請參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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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計畫也建制了數位島嶼網站，希望藉由民眾分享在台灣生活中各個層面的照片，來增加內容的豐

富度。 

8. 增加了內容的多樣性後，我們試圖透過藏品精選、藏品分析資訊架構、藏品展示與服務，整合機構

計畫、公開徵選與數位島嶼中的內容，例如，將張連昌薩克斯風紀念館，或藝術與圖象主題小組，

將水仙花相關資料統合在一起。 

9. 未來我們將推出「台灣多樣性知識網」（預計今年 5 月份上線），讓使用者建立標記（tag），直覺式

搜尋，整合成個人的知識櫃，並加以分享給其他使用者。也可以由使用者建立時間、空間地圖，形

成使用者的知識地圖，甚至將資源連結到外部的部落格（請參考下圖）。

 

------------------------------------------------------------------------------------------------------- 

Q&A 

問（政大圖資系研究生）：數位島嶼開放讓每個人都可以上傳，這樣會不會淪流一般的個人相簿，有沒有

內容的審合機制？ 

答：因為我們在網站上架設了很多名家專欄，因為有這些東西，會讓使用者自行判斷，放上去的東西適

不適合，我們目前沒有強制性的篩選機制，所以有時候也有些個人的內容。 

問：是非常的簡單的網頁，還是內容非常豐富的網站，什麼樣的設計比較適合使用者？ 

答：我們已經交給一間民間的公司來執行，他們會搜集意見後，提供我們參考。 

 

最佳化的數位資料檢索、呈現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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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Digital Content Retrieval, Display and Preservation 

陳克健研究員74（中研究資訊所，核心平台計畫主持人） 

1.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家型科技計畫執行至今已累積數百萬筆多媒體素材，為使計畫成果得以妥善運

用發揮效能，本團隊以建置聯合目錄系統；知識化工程；分流分眾成果入口網；成果網站資源資料

庫；異地備份機制等，為數位資料提供最佳化的檢索、呈現與保存。 

2. 數典一期已建置數百萬筆多媒體素材，但分別來自不同機構與計畫。因此，目前以建置聯合目錄的

方式，透過分類及關鍵詞檢索相關資料達整體呈現的目的。 

3. 但個別主題內容的解析及呈現，仍以不同單位所各自建置的網站為主，內容侷限於該單位的典藏

品，或整個計畫之數位資料。或網站經營因計畫異動而結束75，因此本團隊提出一個新的數位資料

永續經營平台架構（異地備份及數位成果網平台），以供最佳化的數位資料檢索、呈現與保存。 

4. 本計畫以「網站與內容的經營分離」為基本原則，網站的經營必須將整體典藏內容數位資料作為基

本素材，依據不同主題、不同訴求，謀求最適當的經營模式；內容的經營是獨立於網站經營，數位

資料是分散式建置，但必須可以整合為單一的知識體系。 

5. 為達以上目的，有以下幾個經營策略：建構數位內容聯合目錄；推動數位內容知識化工程；建立成

果網資料庫，依使用者需求分流分眾；架構分散式網路異地備份系統。 

6. 聯合目錄是數典瀏覽及搜尋的平台，為統合不同學科領域與不同形式內容的資料庫，本團隊採用

Dublin core76作為單一的後設資料標準。例如故宮文物典藏，雖然是來自不同的來源，但有共同的

後設資料，就可以結合起來應用。 

7. 透過後設資料的規畫，我們可以彈性的分類。例如可依使用者社群分類（小學生、中學或社會人士）；

依使用目的分類（教育、藝術或研究）；也可以依機構來分類（中研院、故宮或大學）。 

8. 目前聯合目錄著錄有三百多萬筆的數位媒材，每件藏品的作權及授辦法等資訊逐漸登錄中。 

9. 在本計畫中有三種不同性質的物件，一種是典藏的數位化，其次是網站和計畫文件。 

10. 在數典計畫的相關文件方面，我們有超過五千筆的資料。未來我們將採用 Wiki 的方式來敍述與紀

錄（http://wiki.teldap.tw/）。 

11. 知識化工程為，將物件與物件，及物件與文件中關鍵詞的關聯性透過 metadata、文本、知識本體架

構或超連結形成網狀連結的知識體系。 

12. 本計畫透過建立物件內容關鍵詞典，開發自動化連結工具，發展數位典藏與學習知識本體架構

（ontoloty）及建立索引典（Thesaurus），以完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知識網的建構。 

13. 聯合目錄的不同位提供了建立同地、同時、同作者等不同事件關係的連結資訊。如何利用聯合目錄

物件的 Metadata 抽取關係訊息，建立連結形成數位典藏與學習知識網是主要挑戰。 

14. 此外，我們也需要建立中文的切割工具，因為中文的字和字之間沒有空格。因此建立 Teldap keyword 

                                                 
74 該篇共同作者有溫淳雅、黃冠華、洪崇熙、洪崇熙蔡舒婷等及陳克健研究員，陳克健研究員個

人網站於：http://www.iis.sinica.edu.tw/pages/kchen/contact_zh.html。 

75 此點，在焦點團體時有受訪者提出，不知是否因此而注意到。 

76  簡 單 的 都 柏 林 核 心 ， 一 種 圖 書 關 係 元 數 據 的 國 際 標 準 ：

http://en.wikipedia.org/wiki/Dublin_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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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會幫我們建立關鍵字間的連結，目前我們已經連結五萬筆關鍵詞。 

15. 一旦有了標記工具後，我們就需要同義字詞典，讓主題、類型、因果、事件間產生相關性連結。 

16. 為建立穩定、安全、存續性高的儲存管理系統，所有資料都在網路上儲存二份（一分在所屬的本地

端，第二份自動備份回中研究異地備份系統），並製作第三份備份存於磁帶中長久保存。 

17. 如何提升各參與單位將數位資料匯入的意願，將是本計畫永續經營所面臨的首要問題。而達成的策

略包括建立統一檢索和呈現方式（聯合目錄及成果網）、進行異地資料保存及政策支持。 

數位典藏相關法律議題之探討 

An Overview on the Licensing-Related Legal Issues of Taiwan’s Digital Archives 

劉靜怡副教授（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主持人） 

1. 本場次主要討論國內數位典藏實作中所遇到的法律議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些數位化的東西是

不是受台灣著作權法所保護？除著作權法之外，還有其他的相關法律或法令也涉於此嗎？ 

2. 數位典藏有部分受著作權法保障（請見下圖，粉紅色處）；也有部分受其他法律所管轄（請見下圖，

藍色處），例如 2007 年年底通過的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或與公共領域有關的法律（請見

下圖，黃色處），如國有財產法。 

 

3. 因此，數典的法律適用性非常複雜，完全是要視個別物件，視具體狀況而定。先看著作權法這部份，

如果要受著作權法保護，必須是一件構成受著作權法保障的「作品」（work），而要定義到底什麼是

著作權所定義的作品，常常就是引起爭執的問題。 

4. 另外，一個著作權保護的期間到底有多長？這在著作權法 30 條、34 條裡都有相關規定。但對典藏

機構、圖書館、或博物館而言，不太容易知道原著作人或著作權人去處，或什麼時候過逝的，是否

超過 5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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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及，許多博物館和典藏機構，不見得有典藏品的所有權，或只有持有權，把它數位化後，是不是

有權力給授權流通，會構成另一個法律問題。 

6. 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於 2007 年年底通過，2008 年開始執行。它打破時間區隔，讓法律前

或後出現的創作，同樣受到保護。因此，原住民的傳統智慧或文化創作，或新的創作，在此法保障

下，可以被數位化？被授權？是要向單一創作者，或向原住民部族取得授權？成為了另一問題。 

7. 數位典藏如果符合著作要件，在數位作品完成後，便自動取得保護。然而，接下來的問題是，著作

權的權益是誰所有的？ 

8. 在數位化過程中，需注意幾個問題。例如，很多機構讓員工來做數位典藏，或外包民間出做，也就

是所謂的「承辦」，這在著作權法 51 條、52 條中有實際規定。所以，數典機構必須要弄清楚將來

對於一些權益上的歸屬希望怎麼做，如果希望這些著作權、智慧財產權，將來能夠歸屬機構，進一

步作加值處理，則必需要和受僱人或受聘人在授權契約上，訂定明文約定（應完整授權，若訂為共

同所有，未來容易產生爭議。 

9. 過去數典計畫執行中，一直在想辦法將所有的典藏品數位化，尤其針對一些比較珍貴或年代比較久

遠的典藏品，有和時間賽跑的考量，沒有做太詳細或全面性規畫。所以在做法律解釋時，便產生了

諸多問題。例如，博物館請他的受僱人去拍照，往往沒有在契約講清楚，或約定成共同所有，雙方

各有二分之一，或你有三分之一，我有三分之二。然而，作品本身在切割就有困難，尤其在著作權

的權利實施、約定或授權上面有困難。 

10. 另外一個狀況就是說，這些典藏機構或博物館本身，並沒有這麼多的人力去做數位化的工作，所以

他有些工作必須去外包給外面公司。因此，現在我們就慢慢就把它變成一個標準化的流程，希望大

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能夠有一個比較詳細謹慎的處理。 

11. 另外有一個也是跟著作權法有關的問題就是，在我們國家級的計畫裡面有很多資料庫，在場應該很

多人知道關於資料庫的保護，資料庫的保護在美國有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77。

就是把資料庫本身當作受保護的對象。但是在台灣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法律，所以我們只能把它當作

著作權法裡的編輯著作來保護它。或者，如果有人濫用資料庫相關內容，濫用資料庫本身，目前唯

一可用的就是公平交易法裡面的市場不公平競爭的一個法律的規範。 

12.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規定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基本上做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對

於政府的資訊能夠盡量的公開，除了政府資訊公開法裡面的不得公開或禁止公開之外，理論上這個

法律適用在我們數位典藏計畫當中的一些相關的書籍資訊上。 

13. 還有，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對於已經數位化的原住民文化素材，當然也有適用的空間，

這是在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必須要一一去解釋的一些法律規範。 

14. 接下來跟大家談的是有關於加值方面的問題，加值方面主要可以分成兩個部份，一個是學術跟研究

方面的加值，另一個是商業化加值。 

15. 在商業加值面，我們必須先有典藏素材，然後將它數位化，讓它變成一個可授權的作品，那個授權

可能是一個圖片，可能是一個元素，可以做商業化的工作。但事實上並不是那麼容易，目前做的不

錯的機構，大概只有故宮，大家都知道故宮是現在台灣在做數位典藏機構當中做數位化的商業加

值，做的最成功、最顯而易見的機構。 

                                                 
77  相關說明，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of_Information_Act_(United_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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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外，自然科學博物館裡面有相當多跟自然生態科學相關的東西可以做加值，也非常穩定的在做商

業加值的工作，也有非常適合做數位學習的素材。 

17. 另外一個例子是國家圖書館，國圖有非常多珍貴收藏，也將藏品（書籍、期刊）做數位化，可是問

題是，它可能有持有權，但欠缺在網路上散佈的權益。對國圖來說，每一個作品都要取得數位傳輸

權的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 

18. 舉了這些例子之後，我們其實可以歸納一下我們大概有哪些困難，如果從市場的層面來看，可以發

現絕大部份數位典藏機構及從事數位典藏計畫的參與者，其實他對於市場上面到底有沒有需求？或

者是數位加值產業它到底有什麼需求？他其實不太去在意，你也很難苛求他去在意，因為他本來就

不是在這個產業裡面。譬如說他是一個博物館館員，你怎麼樣去說服他知道市場上面的需求。 

19. 另外在市場面上，教育成本蠻高的。這些教育成本可能是資金的調度，也可能是法律的障礙，或市

場行銷，而行銷的基本模式在台灣目前還是不成熟的。也有可能想取得授權者，在市場資訊上不對

稱。 

20. 另外一個問題，所謂的第三人授權或者授權代理商，台灣的廠商在經驗上十分缺乏，這些大概就是

我們要去克服的一些市場上的問題。 

21. 在法律層面，大部分的典藏機構、博物館、圖書館，也都沒有任何法律能力去處理日常的授權、加

值，或學術研究的授權。因此，就更不用談商業加值。這也可能是政府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為這

是本質上、結構上的大問題。有很多數位典藏機構對於典藏品有控制權、保管權、監管權，但他不

見得有完整的權利可以繼續進行授權，尤其要在網路上面進行傳輸時。 

22. 另外，還有許多不同類型的典藏素材，這些素材可能會涉及不同防禦法。例如原住民典藏品，在授

權過程中會產生很多不確定性的權限。 

結論是，不管是商業性或非商業性的授權，專屬性授權或非專屬性授權，其實對數位典藏創造了這麼多

的成果來說非常重要。所以，在權利上面到底應該要怎麼作，我其實有幾個基本的建議。第一個是，智

慧財產權的權利義務狀態必須要能夠理清（所以我們在作權利盤點的動作，也提供一個操作手冊）；第二

個，我們鼓勵授權代理廠商的出場，與典藏機構合作，產生商業加值的市場模式；第三個，我們主張有

更多非商業性的公共授權，在學術及文化領域的應用（如創用 CC 授權），讓全民可以共同享用。 

 

 

場次名稱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際會議創用 CC 授權工作坊 — 策略與技術 

場次重點 
介紹創用 CC 授權條款、討論公眾授權的導入策略、對創用 CC 相關技術專案，也將作一

概要介紹，並且將呈現創用 CC 授權於網路平台與商業整合上的實例。 

詳細紀錄 

壹、主題：創用 CC 授權條款介紹 

   主講人：王珮儀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為「授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

計畫」的專案經理。律師高考及格，並對台灣創用 CC 計畫提供法律諮詢服務。） 

一、什麼是 CC 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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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C 授權與著作權法的「合理使用」 

在引用著作時，如果可以找到著作人，可以參考著作權法規定的「合理使用」範圍，如果在此範圍之外，

就要與著作人聯繫，取得授權。CC 授權的目的，是讓使用者能夠在著作權人同意的授用範圍內，去使用

網路上或網路外的著作，即使著作人的授用範圍超過著作權法的「合理使用」範圍，CC 授權仍然適用。

2. 「開放性授權」概念 

此概念最早起源於自由軟體的通用公眾授權（GNU/General Public License）；英國則有 BBC 使用 Creative 

Archive Licenses，這是一種比較限縮的授權條款，限於英國境內使用，相對而言，CC 是比較開放的。此

外，還有開放音樂授權、開放出版授權等，但以全球趨勢而言，CC 為大多數人使用。 

 

二、三種授權形式 

1.授權標章 Commons Deed：一般人看的圖示。              

2.法律文字 Legal Code：法律條文，詳載授權的範圍。         

3.數位標籤 Digital Code：供機器（電腦）辨讀的程式碼。（讓 CC 搜尋引擎找到授權作品的方法，就是

「創作者將數位作品加上數位標籤」） 

三、CC 授權條款 3.0 版的變革 

創用CC授權3.0版

►1. 將「通用版」與「美國版」作區分

►2. 調和關於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及著作

權仲介團體授權金(collecting society
royalties)的處理

►3. 新增禁止背書(no endorsement)的規定

►4. 於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授權底

下納入相容性(compatibility)的架構

                           

1. 區分「美國版」、「通用版」：CC 授權條款原本以美國的著作權法為設計依據，但 3.0 版希望能更適用

於各國，有利於 CC 授權本地化，因此融入一些國際條款與討論，區分出「通用版」。 

 

2. 於 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授權底下納入相容性(compatibility)的架構     

舉例說明：當某創作者的數位作品是引用 2.0 條款，那麼後續引用此著作而產生衍生作品的人：  

(1) 可以同樣使用 2.0 或是 2.5、3.0 的「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授權條款。 

(2) 可以同時使用本國和他國的 CC 授權條款。 

(3) 可以同時使用 CC，以及和 CC 授權內容相容的其他授權條款。 

 

五、創用 CC 授權在法律面、管理面、商業面所需注意的事項 

1. 法律面：先確定誰是該著作的權利人。 

2. 管理面：先搞清楚欲使用的著作屬於何種性質，有無使用 CC 授權的必要。（例如：有些著作屬於公共

領域，不受著作權保護。例如：有些著作和國家機密、契約有關，也不能使用 CC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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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業面：確定要不要使用「非商業性使用」授權條款。若不採用，則表示他人可以將其用於商業用途。

 

六、現場提問： 

Q：如何定義 CC 的「商業性使用」和「非商業性使用」？ 

A：這是一個很模糊的地帶，因為「商業行為」的種類太多了，無法窮盡每一種去判斷什麼行為是商業

性，什麼行為是非商業。MIT 開放課程認為「商業/非商業行為」的判準，要「視使用者的行為而定，而

非視使用者的身份而定」，總之，判斷標準很多，但至今仍無統一定義。 

 

 

貳、主題：公眾授權導入策略 

主講人：張藝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為研究助技師） 

一、簡介民族所的收藏品 

中研院民族所是幫助台灣人類學、民族學有重要發展的一個機構，由於研究學者基本的研究方法是參與

觀察法，必須到田野進行研究工作，在研究期間可能會取得一些文物，民族所目前收藏最多的是各民族

的生活用品。 

民族所在收集這些文物時，最初是以「標本」的形式來收藏，將其作為文化的某種樣板，或是打算未來

用於研究用途。直到 1998 年，民族所正式成立博物館，由該館負責收集文物與典藏文物，這些文物是我

們整個數位典藏計畫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除了文物，民族所的田野工作者還收集了很多照片，這些照片的存在目的是為了「記錄」，這些東西可能

當時看來沒有價值，但是現在看來，卻是用來研究「變遷」的好線索。 

除此之外，民族所的收藏還包括契約書、日據時代和人類學相關的論文/書籍等，由於年代久遠，研究者

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才能接觸這些收藏品。 

 

二、民族所的數位典藏計畫 

1. 民族所從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第一期時即加入直至今日進入第六年，前五年大致完成了數位典藏的建

置，今年開始，要推動典藏品的釋出。 

2. 我們的目標是要建立一個「民族所數位典藏入口網」，在這個網站裡要整合所有數位典藏系統，提供

查詢系統。更重要的是，要讓一般民眾和研究者，藉由這個系統來引用我們的收藏品，或使用我們的收

藏品來做研究。 

3. 民族所遇到的兩個問題（這兩個題目也適用於所有要做數位典藏的機構，而且這兩個問題和技術無

關，純粹和政策有關）： 

(1) 為什麼要做數位典藏？(2) 做了數位典藏之後，要不要釋出？ 

而支持民族所要做數位典藏的立足點，在於： 

a. 中研院是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機構，其學術產出有「公共」性質，且學術研究要以「能見

度」為考量。 

b. 民族學或人類學的學科特性，被要求要有回饋被研究者的「倫理性」。 

c. 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的政策要求我們將資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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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該使用怎樣的授權方式？ 

民族所採取公眾授權的方式，主要是著眼管理面向： 

(1) 公眾授權在某種程度上具有較高的「倫理性」。 

作為一個學術單位，我們有沒有收藏和擁有的權利？使用公眾授權，可以緩和這方面的質疑。 

(2) 公眾授權相對於「所有權利保留」，管理成本較低。 

假設所有人都遵守我們的釋出條款，民族所勢必面臨許多和「使用」有關的「請求」，這些請求

絕大多數屬於教育用途，這樣的用途本來就是被允許的，而且幾乎是不收費的，但民族所又沒有

這麼多的成本去做授權管理。 

(3) 採用公眾授權，有助於建立「清查與取得機制」。 

(4) 這是技術上的考量。我認為「只有當你把東西用公眾授權方式釋出，你才會去認真想想你對這樣

東西所擁有的權利是什麼」，，所有這有助於我們建立「清查與取得機制」。 

民族所內部基於上述思考，認為應該要做數位典藏，而且用公眾授權的方式釋出。 

 

三、 民族所數位典藏的釋出與制度化 

1. 目標：希望在民族所內推動一些法規，讓採用公眾授權的釋出，能有法律依據。 

2. 進行程序 

(1) 建立數位典藏委員會處理相關議題。 

成立委員會的目的在於取得民族所內部的共識。 

(2) 建立釋出和採用公眾授權原則。 

我們在討論過程中，一直強調是「公眾授權」，而非公眾授權的某個條款，這可能和 CC 有

些違背。原因在於我們要切割「公眾授權就是等於 CC」。因為 CC 雖然讓大家對公眾授權有

一定的認識，但在數位典藏的推動上，基本上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CC 在某種程度上招

致一些反彈，所以我們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事不是選擇一個授權條款，而是讓大家認知「公

眾授權」是可行的。 

(3) 協助各子單位建立從授權取得到釋出的完整作業流程。 

(4) 通過使資料得以公眾授權釋出的規範 

通過法規，使資料能在有法律依據情形下，用「公眾授權」的方式釋出。 

(5) 選擇公眾授權條款。 

去年決定採用 CC 授權，但仍保留我們採用其他授權條款，或訂定其他授權法規的可能性。

3. 後續工作 

預計 2009 年三月底對外釋出入口網站的測試版，預計年中以公眾授權方式，將我們的收藏品對外釋

出。 

 

四、 現場提問 

Q1-1（方師）：我想確認一下，剛才說所有的釋出都是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A：對。 

Q1-2（方師）：我特別好奇「禁止改作」這一點。過去我們訪問徵案推廣團隊時，曾經有數位藝術家向國

內其他機構徵詢沿用原住民素材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學術界的人對於取得原資料放在不同脈絡，例如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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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對於藝術的原創性，感到非常疑懼。當然，從 CC 代表文化界的脈絡來看，其實它鼓勵傳散也鼓勵

創作，所以我想知道在每一個 CC 的推廣過程中，凡是使用「禁止改作」，其背後的一些想法？ 

A：我們決定採用「禁止改作」是策略上的考量。我們認為現階段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該怎麼去碰觸這個

問題。我們認為授權方式的選擇，以後也許可以做一些更改。 

我個人是滿贊同用「相同方式分享」去釋出一些東西，只是不一定在現階段。 

再者，民族所一些展品的特性，會讓我們考慮：我們有沒有權利用「可以改作」的方式對外釋出？尤其

是原住民東西受到原住民創作智慧保護條例的問題，或者基於倫理，有些東西是不應該被公開展示，這

必須是以每個物件來做考量，不能一概適用。所以要用原住民的東西，對人類學者來說，有很重要的倫

理的問題， 

在某個程度上，我個人不是完全贊成 CC 這個「改作」的 idea。尤其是中研院這種學術單位來說，我們

一直確保某些著作必須在原來的脈絡下，不應該被拿到另一個脈絡下被使用；所以它即使被改作，也是

在某個我們認可的脈絡下進行。 

Q1-3（方師）：可是脈絡是滿模糊的問題。 

A：對，還是很模糊。我想這是人類學的特性，每個東西都是個案，所以沒有一個答案。 

 

Q2：民族所這些規章和相關的規範、文件，有沒有可能提供外界參考？ 

A：我們整個推動的目標是「法制化」，所以我們訂了一些內部準則，還有一些授權書、對外授權條款的

範本，這些範本本來就是要對外公佈，當我們的網站成立後，這些範本會以網頁的方式呈現。 

 

Q3：貴單位在向外推廣你們的典藏品時，有沒有一些實際行為？ 

A：這要回到我們對數位典藏的階段性規劃。現階段我們的目標還是以研究者為主，我的計畫是這個網

站推出一年內，還是以研究者為對象，大約一年後，推廣到公眾。 

對於公眾如何使用我們的收藏品，我覺得還要經過討論。我一直覺得，過早著重於推廣，釋出的資料，

是一些公眾沒辦法親近的資料或設計（包括使用者介面、整個知識的架構），這樣對推廣來說，反而是負

面的影響。其實我們整個網站的資料，一般人也可以用，但我們現階段不著重於推廣。 
 

 

場次名稱 

The Digital Humanities Observatory: A 21st Century Collaboratory 

講者：Susan SCHREIBMAN,   

            Digital Humanities Observatory, Ireland   

講者介紹 

Schreibman是 Digital Humanities Observatory的創始人，DHO 

是一個新成立的國家級數位人文中心，設立在愛爾蘭皇家學院。 

講者本人相關計畫與機構： 

The Thomas MacGreevy Archive ( http://macgreevy.org ) 

The Versioning Machine ( www.v‐machine.org ) 

Irish Resources in the Humanities ( www.irith.org ) 

詳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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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一開場先介紹愛爾蘭與此計畫： 

計畫是全國性的，因此合作對象很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資金來源」的部份：各個大學之前是互相競

爭資源與預算的，但政府現在支持合作，合作對大家也比較有利，但很多人文學者還是不願意與他人合

作。而組織目前規劃的方向是要設立一個博士班，希望可增進跨領域的交流與合作，並設立一個信託基

金。 

 

宗旨與目標 

宗旨十分重要，組織只有透過宗旨才能定位。Susan特別強調「資源的來源」，組織目標便是「在資源之

下推動工作」，推動基礎建設、推動新的學術合作與各學界之間的溝通，Susan再次強調學者之間的溝通

很重要。 

 

如何建立數位的基礎建設－分「非技術性」與「技術性」 

1. 非技術性：這部份比技術性重要，因為計畫剛開始，儲備人力資源，找專家與諮詢，在愛爾蘭推動

五十個計畫，需要了解電腦的人與瞭解人文的人一起工作，一開始就要作對才行，教育性活動得盡

量推廣，讓大家知道會議的存在。例如本年度有個重要的活動便是「把虛擬社群的人聚在一起」。 

2. 技術性：如入口網站、數位研究計畫（DRA）內容管理的系統、架線上論壇以進行討論。目的就是

要「把大家集合在一起」，並且「拯救做不下去的計畫」。從「文化遺產角度」出發，與英國 ICT 合

作，使用他們的準則，分類也一樣，以其將來有歐洲整合系統，成立全歐洲資料庫。在虛擬社群的

部份計畫要以「社區」為中心，促進社會學習，並與倫敦國王學院合作。 

 

基礎建設 

DHO：DIGITAL REPOSITORY 

希望把所有單一的資料庫整合起來，大家在同一平台上溝通。 

 

Fedora architecture架構78 

1. 一種可以跨領域結合的技術架構。 

2. Susan以愛爾蘭的政治局勢為例，愛爾蘭的政治局勢非常詭異，若要了解愛爾蘭，得從當地資料與

史料來瞭解，所以資料庫應該要能把過去的單一物件重新整合，以期發現新的重要性。Susan特別

提到數位資料還是有生命週期的，他不是不會消失，例如數位資料要可以重新組合，以新的方式展

現出來。 

3. 合作：合作是互惠的，雙方相輔相成，彼此結合技術與想法。 

4. 推動「標準」：例如編碼的標準、資料保存的策略（把東西標上註解等）。 

                                                 
78  Fedora是一種數位倉儲系統，作為數位內容管理的解決方案之一，被廣泛地應用於信息交流、

長期保存等領域。在眾多的倉儲技術中，Fedora以其靈活性、擴展性為特色，可以用 Fedora倉

庫提供的軟件組來管理相關的軟件包集合。 

Fedora Commons：http://www.fedor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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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尋方法對的話，搜尋一個物件，其物件所有相關資訊也會出現，更進步的是，可以整合成資料庫。

6. 要解決死連結（dead link）的問題，便可以網頁歸網頁，內容歸內容，內容被儲存，網頁也會被儲

存。 

 

數位的孤島問題 

要減少數位孤島，過往數位孤島之所以產生，可能是因為科技限制， 

所以要放在同一個資料庫中進行整合，相容性要更好，才能促進合作。 

 

Q＆A： 

1. 政府經費方面：長期的永續經營是否可能？DHO 目前是短期的實驗還是有辦法長期合作模式？ 

 

答：這是一個大家都得面對的矛盾，政府要求單位要建立起某種架構，雖然政府政府現階段要求是永續

的經營，然而經費是有限，因此有其他開源的方式，例如政府其他的學術單位，文化單位，可以用「購

買」的方式，幫助我們永續經營下去，政府部門會付錢購買服務，此外還有「文化遺產部門」等。同時

我們與歐盟有合作關係，有來自歐盟的經費，與北美地區也有合作。 

 

場次名稱 Global Research Library 

講者介紹 

Lee Dirks 

講者簡歷：Direct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t Microsoft Corporation 

相關網址： 

GRL2020（http://www.grl2020.net/） 

GRL 

Global Research Library   

http://www.grl.com/ 

詳細紀錄 

GRL2020 的願景 

以區域性討論為主，讓一群人（圖書館員，IT人員等）討論如何提倡研究圖書館領域，並建立一個全球

網絡，與大家分享對圖書館未來發展的想法，並希望在未來各個區域的討論能夠連結。圖書館的未來應

研究如何增進「加值」add value，以全球為基礎 global basis進行，各領域應合作而非各自為政，因此內

容方面的搜與藏非常重要，要在同一平台標準共同典藏。GRL2020第一次開會是在 2007年秋天，關鍵內

容宣言為「未來全球的圖書館服務要能連結」，且過往圖書館往往只在末端被動地接受資料，未來應把重

點擺在「圖書館要如何往上走」。 

 

換言之，圖書館未來的進化目標： 

1. 共同標準，全球整合 

2. 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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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往上 

 

有 5 個重點 

1. 相容性 

2. 永續經營（資金問題）：該如何作才能使經費不至短缺 

3. 人員改變 

4. 一起合作的重要性 

5. 建立社群（這是對外的）：對外部的單位合作 

 

目標： 

1. 國際化 

2. 人：結合各領域專家 

3. 經費與資源：希望能用永續經營 

 

隔壁場次提出來的問題： 

GRL2020 最大的機會？如何才能達成最大的影響力？ 

講者認為討論重點是放在「基礎建設」，例如大型電腦運算。 

 

如何從用戶角度達成願景？User ‐Focus 

1. 相容性：才能把資料推廣到全世界 

2. 永續：有些網頁跟資料會不見，因此資料保存很重要 

3. 發展訓練課程：針對圖書館員或是科學家進行培育 

 

如何採取採取行動 

1. 定義工作小組 

2. 要找到示範性案例來研究，以說明我們想法是行得通的，這樣一來才能有說服更多人參與，講者並

舉例歐盟也有派人參加 GRL2020，因此 GRL2020 未來將與歐盟合作。 

 

新計畫：GRDI2020 

這是一個向歐盟提出的新計畫，主要基金來源是國際組織或國家，本來是在美國發展，現在是在歐洲，

目前亞太也有計畫在進行。講者提到數位基礎建設，可以幫助開發中國家獲得全世界人類的文化精神遺

產，於此同時我們不能忘記數位落差的問題，同時要削減數位落差。 

 

大會主席小結： 

全世界目前有著共同挑戰，大家面臨的問題都一樣，因為太多各式各樣的計畫在推動，這都需要協調，

尤其是基金方面。主席提到他特別喜歡地方草根性的活動，他認為不同的領域有不同的需求與標準。 

Q＆A： 

資科領域的與會者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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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起來的後設資料品質不夠好，要如何說服研究員使用？ 

 

Susan（在線上遠距）答： 

我們有設立數位人文的博士課程，這意思並非是針對「數位人文」社個博士班，而是在數位的前提下，

有各種純學科課程，例如歷史學，生物學等等。 

（按：其實這裡我覺得有點模糊，意思是一方面培養各領域的專家，一方面也讓他們擁有數位能力嗎？）

 

要如何讓研究員信任後設資料庫的資料（資料沒有被扭曲或毀損），方法是內部必須要建立信任感。典藏

中心（圖書館或博物館）要如何選出「典藏哪些材料」是非常重要的，篩選程序與標準很關鍵，這是品

質保證與品質管理，也是未來要進步的關鍵。 

 

 

場次名稱 How to Build Global Data Infrastructure 

講者介紹 
Simon C. LIN & Eric YEN,   

Academia Sinica Grid Computing 

詳細紀錄 

需要經費的問題，會不會發生在其他領域呢？傳統的學術溝通已經有了根本的改變，如提供資料的方法，

尋找資料的方法，發表的方法，如何跟他人合作等，皆已有重大改變。我們應從基礎架構開始，要能支

援各種不同的應用軟體，孤島時代必須要終結。因此首要關注合作問題，新的基礎架構很重要，才能處

理大規模資料。如何處理資料？應從數位科學（eScience Reminder）的視角，從全球角度，讓龐大的資

料庫結合在一起。而處理資訊密集的學科，光有中介體與設備不夠，無法分析新資料。例如：「eInfrastructure 

Ess」乃歐盟設計的架構，採用 WLCG（World Large Hadron Collider Computing Grid），依據使用者需求

來設計的，設計資料的流動方向，效能參數等等。 

 

LCG service history 

Issues of GDI Design 

1. 設計基礎架構的目標 

2. 平等公平開放的存取 

3. 分散的儲存系統 

4. 允許線上儲存 

 

如何統一標準 

數位基礎建設： 

1. 建立一般性數位基礎建設：資料會決定基礎架構的模式，而不是反過來由資料決定架構。 

2. 相容性：代表了合作與整合，也必須在不同資料庫間降低成本，開放存取。 

3. 最關鍵的議題：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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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1. 以使用者為導向 

2. 全球網格技術 

 

 

場次名稱 
"The Getty Vocabularies" 

Murtha BACA,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USA 

場次重點 

◎ 「Data value」看來是 Baca 最重視的一環，而她對於 value 的衡量標準並不從衍生產值

的角度來思考，而是從資料能在網路中被找到的容易度、以及資訊內容對於使用者是

否真正有用等方向去思考所謂資料的價值。Getty 主要從兩方面著手進行「資料加值」

的工作，其一是 Getty Vocabulary 計畫；其二是 CDWA / CCO 後設資料流程制定。前

者讓資料得以在當下使用者搜尋環境中讓資訊浮現出來(也就是讓 deep web 資料庫獲

得能見度)；後者則以多種資料庫集合和後設描述資料作相互補充，讓使用者所搜尋到

的資訊豐富多元且真正有用，兩種資料加值工作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 而在 Getty Provenance 資料庫方面，其實重要的地方在於它是協同合作式的博物館學

方法論。Getty Provenance 資料庫廣泛蒐集拍賣目錄、博物館資訊中藝術品的出處、轉

手資訊等，將這些資料庫開放使用，讓任何對於某主題感興趣的人，可以利用這些資

料去進行調查研究。Baca 說到，這種歷史資料庫的蒐羅概念其實是可以應用在任何領

域的。從最近圓明園鼠首兔首拍賣事件中，很明顯的看到了藝術品轉手資訊蒐羅之歷

史研究價值。  

◎ Baca 提到了 The Getty Vocabulary Program 直到目前為止都依舊受到質疑，原因在於機

構內部認為這工作實在過於勞心勞力了。但數典計畫始終沒有好好作關鍵字定義造成

了什麼結果？就是現在我於 Google 上輸入「肉型石」可獲得近三百萬筆資料(「肉形

石」也有三十萬筆)，而在新版「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79中，如果輸入同樣關鍵字，

結果如下： 

無符合資料!! 

建議： 

- 請檢查有無錯別字 

- 請換用不同的查詢字詞 

- 請改試較常用的字詞 

- 請減少查詢字詞 

這搜尋結果與我們兩年多前的測試如出一轍！如果單從「數位典藏肉型石數位資料」

於茫茫網海中的資訊能見度面向來評論，我們可以說，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這幾年

來數典計畫對於這單筆資料的建置努力為零。因為用這個關鍵字於 google 上搜尋時既

不會出現數典資料庫內容，且進入數典成果網後用同樣關鍵字也找不到任何資料：因

                                                 
79  網址：http://digitalarchives.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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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那些想蒐集「肉型石」資料的人來說，數位典藏計畫並不存在。這對於資訊建置

非常專業的數位典藏計畫而言，不是非常可惜的事嗎？ 

◎ 無論是 Getty 或是下一場演講機構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他們所在意的都是自己的數

位化資料究竟有沒有被充分運用？也就是不希望自己辛苦建置的資料落入一般使用者

搜尋不到的 deep web 中。「能不能在 google 上爭取到好排名」，當然目前就是最簡單的

衡量邏輯。Getty 用努力建置關鍵字來爭取搜尋能見度，以及靠後設資料庫的組合來豐

富化數位內容；Smithsonian 則是把數位影像投入公領域中。當一個資料庫被普遍認定

具重要使用意義時，想必其他的加值獲利可能性才有可能加成。 

◎ 目前數典計畫對於「數典成果推廣的想像」，是透過辦理成果展、參與書展、舉辦研討

會、辦理推廣活動等方式來進行，然而其所能接觸到的受眾皆屬有限，真正要讓數典

成果具廣泛社會意義，衡量標準終究在於當使用者試圖尋找相關資料時，數位典藏成

果是不是立即浮現出明顯而重要的參考價值。而當目前於搜尋排名都還見不到人影的

時候，就甭提資訊內容夠不夠好了。於研討會第一天，一分項的邱澎生老師提到他們

將於五月份上線的全新入口網站，將會有使用者 tagging、以及個人知識庫的服務，這

些概念的引入能否有效提昇數典成果能見度未來可再觀察，且這個新入口網是只處理

一分項的數位內容？亦或是會將整個數典資料庫都納入？目前還不得而知。 

◎ 資料庫的能見度同時要倚靠「推力」(把資料往外推)與「拉力」(把使用者拉進來)，讓

資料首先能被搜尋的到，是推出去的第一步，這方面的關鍵可能在於資訊精準度與專

業度。而使用者接觸到的資訊是否能成功把他們的注意力拉住，關鍵則在於介面友善

度與內容豐富性。由於在使用者研究小組中有接觸到社群經營的相關文獻，對於數典

社群的社群經營概念以及數典成果的推力拉力之間有些其他想法，有興趣者可參考使

用者網路平台80中的資料。簡短說來，以數典成果性質來說並不適合直接嘗試組織社

群，而是要將數典成果散佈到各種不同社群當中，也就是類似 Getty 與 Smithsonian 的

作法。 

◎ 最後再提 Baca 對於新科技的想法。前文已經提到，她認為新科技的運用並不在於只是

讓介面「更酷」，而是要讓資料組織更有效率且更具意義。這樣的經營理念，讓 The Getty

的網站看似簡單，實而背後是許多網路技術在支撐。Q&A 時就有人提到，Getty 的網

頁使用起來非常 user friendly，好奇幕後的製作經驗。總歸起來其實不外乎就是利用網

路技術來做好有效的 keyword tagging，以及整潔與組織良好的介面呈現。對比數位典

藏成果總入口網站，我們不只一次聽到使用者認為「黑底」實在影響視覺，然而不知

是對於美感的堅持，還是認為黑底看起來比較專業，到目前為止尚未聽聞總計辦有意

願要改變底色，從 emotional design 的角度來說，如果使用環境已經引發使用者反感，

那麼資訊內容恐怕都成為次要了。 

詳細紀錄 

                                                 
80  使用者平台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ndapuser/ 



 

229 
 

◎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GRI，美國加州洛杉磯蓋提研究所) Global Electronic Initiatives: Research 

Databases, Data Standards & Vocabulary Tools, Publications。Getty Research 乃 Getty Museum81所成立

的研究中心，針對博物館數位內容之應用、後設資料格式、關鍵字工具、出版品等領域，進行研究

發展。 

◎ Baca 曾為 MCN 的原始成員，本次演講會將焦點放在 Getty Vocabulary(蓋提詞彙計畫)的介紹，以及

一些面臨的困難與議題。 

◎ 首先介紹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Getty Museum82。數典計畫成員曾親自訪問該研究中心。目

前 Getty Research 重要的研究工作之一，是發展 CDWA(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 

CCO(Cataloging Cultural Objects)數位化標準，下圖簡述了 CDWA / CCO relationship diagram(其實就是

一種整合資料庫內容的概念)： 

 

 

◎ 透過 CDWA / CCO 建置標準，資訊將不只是資訊，而可以透過各種形式來表現。透過標準化的後設

資料的形式，數位內容於內在外在皆能相互連結。具體形式如下圖： 

                                                 
81  官方網站：http://www.getty.edu/ 
82  相關介紹可參考：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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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ty Research 的平台不只使用 CDWA / CCO 建置標準，於網路介面上，他們還將 google 搜尋服務整

合入平台中，結合深度後設資料庫(他們稱之為 Deep Web)，方便使用者能一次獲得最多有用資源，

以” Print after Poussin”為例，透過上述後設資料標準所呈現的搜尋畫面如下83： 

                                                 
83  該搜尋頁面：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digitized_collections/pou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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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 Web Database 的概念類似 google 的資料搜尋系統, 讓博物館網站資源得以在 google 搜尋排名上

升。Baca 認為，數位化不等於使用者可以找到你，因此如何透過資料庫設計來增強能驗度，將是非

常中要的工作(也就是 Metadata mapping 的概念)。 

◎ The Getty Provenance Index Database84是一個發展了三十多年的搜尋系統，其中完整紀錄了藝術品資

料，例如在 The history of the holding of an object 欄位中，就可以紀錄下一幅圖畫的經手歷程，連藝

術家的個人人際關係資料也會整合在一起。其中一個重要的服務應用是將該資料庫概念應用在二戰

大屠殺歷史紀錄上。 

◎ 除此之外，Getty 還致力於發展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art (BHA)，該 bibliography 目前尚以西方

藝術為主。 

◎ 在 The Getty Vocabularies 的介紹方面，Baca 首先問到：Why do we need vocabularies? 由於人們常常

不知道藝術品專業術語，因此需要建立常用單字的搜尋邏輯來服務 end users。 

                                                 
84  詳細說明可參考：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provenance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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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The Getty Vocabularies 所組織的搜尋系統包含 AAT online (art & architecture treasures)85、TGN 

(Getty Thesaurus of Geographic Names，整合地理資訊關鍵字搜尋)86、和 ULAN (Union List of Artist 

Names Online)87。目前使用率已達每月 150,000 人次。 

◎ The Getty Vocabularies 建立之重要性在於以下三點：1.作為描述文物、文物編目、以及文物紀錄的術

語參考資料；2.輔助線上搜尋行為；3.作為術語定義、詞條參考的線上資源。 

                                                 
85  實際搜尋頁面可參考：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vocabularies/aat/ 
86  實際搜尋頁面可參考：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vocabularies/tgn/ 
87  實際搜尋頁面可參考：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vocabularies/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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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來說，The Getty Vocabularies 協助使用者精準搜尋他們所需要的資訊，賦予使用者更大的彈性去

找到資料搜尋或比對，這種詞彙撰寫工作是每天都在進行的。而目前 TELDAP 顯然也需要類似的介

面，去尋找各個平台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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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etty Vocabulary Program 也發行線上版以及隨選印書服務(print-on-demand)，介紹影像數位化技

巧、後設資料格式、以及各式西洋藝術史介紹等88。 

◎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目前正積極發展多語言的國際合作89。而 CONA(Cultural Objects Name 

Authority)則是一種最新的詞彙資料庫系統，將會致力於處理 2D、3D 影像製作與蒐集，可能於 2011

年完成90。並且，Getty 的後設規格都符合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OAI) 91的格式進而相互匯流。 

◎ Baca 認為，目前對於數位博物館而言，重要的並不在於追求最新科技，而是思考這些新科技可以作

到的事情：例如有沒有幫助更多學生？能不能更有效組織資訊？而不光只是看這些新介面是不是「更

酷」而已。 

◎ 遠在網際網路發展之前，The Getty Vocabulary Program 在 1980 年代就開始嘗試建制。雖然 The Getty

的管理部門「至今」仍在懷疑作這些工作的意義，認為這過於勞力取向。然而不管機構內外，還是

有很多人認同進行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 最後 Baca 再次強調 keyword tag 工作的重要性，做好這個工作，才能讓博物館的數位資源自茫茫資

訊海中浮現出來而不會 hidden in the deep web。他們希望讓網頁出現在 google 的搜尋路徑中，讓 Getty

在 google 搜尋上的重要性明顯提昇。 

 

場次名稱 
"A Natural History of Unicorns: Smithsonian Collaborations in the World of Library, 

Archives, and Museums" 

詳細紀錄 

◎ 本場次由兩位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92服務的人員，來簡介該圖書館所進行的工作與概

念。史密森尼是一個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博物館群93，目前共有 19 座博物館、美術館、和國家動物園，

總共收藏 1.365 億件藝術品和標本。 

◎ Kalfatovic 從”Vast, But Not Infinite”的概念說起：一座圖書館的「資訊量」到底能不能被精準計算出

來？基本上每座圖書館資料量的計量方式不太一樣，都是用電腦程式以書本數量進行模擬其資料

量，因此資料量或許超大，但並非不可被計算出來。 

                                                 
88  The Getty Vocabularies 的取得方式可參考此網頁：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vocabularies/license.html 
89  相關資料可參考：http://getty.edu/ 
90  相關資料可參考：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vocabularies/contribute.html 
91  OAI 官方網站：http://www.openarchives.org/ 
92  該研究機構官方網站：http://www.sil.si.edu/ 
93  該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www.s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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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資訊的鍊結概念可以用下面這個圖來表示，儲存資料的機構散居各處，而資料與資料之間發展

出無數的關聯性： 

 

◎ 過去的知識典藏機構包含了圖書館、檔案館、以及博物館等三種，過去三種機構是合而為一的，現

在則分開了。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LAM)的結合，其實就是一種 Memory Institutions，收藏

了各種關於生態與人類歷史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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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有人說資訊數位化之後，紙本將不復具有存在意義。然而以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的經

營現況來說，其實許多人們還是非常希望能摸到書本的，那是一種無法被取代的應驗。例如語言學

家 Geoffrey Nunberg 曾經說到，歷史文物的其製成的電子檔之間，存在有觸感的差異、字跡的藝術感

等等原件無法被取代的要素。 

◎ ” What is google-able？”這是現在所有處理數位化資訊的人都會問的問題。在網路資訊爆炸的同時，

你的資訊要是在 google 上找不到，就幾乎等於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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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數位化本身的成本是逐漸下降中，一個一般規模大小的圖書館，大約以 50 Petabytes(10005 P)的

資料量就能全部數位化起來。因此，當前的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LAM)必須更加努力去發

現人們對於數位化資訊的使用需求，例如網路世代的年輕人，他們是一群終日與電腦為伍的人們，

其神經處理系統(wetware)與傳統世代已經大不同，這些年輕人已經從小習慣 multitasking 的工作模

式，數位內容設計必需要跟上這些改變。 

◎ 數位掃瞄技術的門檻降低，同時也是 LAM 未來的機會。再者，例如 Bookmobile94這類的計畫，也是

讓人興奮的發展。最後講者想說的是，使用電腦常會遇到” Blue screen of death”，實體圖書館可不會

這樣當機的。 

                                                 
94  過去的 Bookmobile 指的是載著書到處巡迴的行動圖書館，主要目的在於照顧那些無法近用圖

書館的市民(參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Bookmobile)。Internet Archive 機構也推動他們

的 Bookmobile 計畫，讓人們得以在 Bookmobile 上閱覽、列印、製作超過 20,000 本公共領域中

的電子圖書(參考：http://www.archive.org/texts/bookmobil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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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名稱 
"Developing the Smithsonian’s Web and New Media Strategy" Michael EDSON, Web and New 

Media Strate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SA 

會議重點 

◎ 目前在Slideshare網站上，可以找到Michael Edson的幾個present PPT可供參考95。Edson

提供了一個 Smithsonian Commons96網址，然而該網站目前無法進入。如果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網站中搜尋 commons，則首先會出現一篇 David Bollier 參與 SI

研討會時發表的報告97。 

◎ 聽完 Edson 的 present，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們將博物館數位資源投入 Flickr Commons 的

作法已經算是非常前進的作法，然而根據 Academic Commons98網站 2007 年 6 月的報

導，Smithsonian 曾遭到 Public.Resource.Org99組織抗議 ，認為他們典藏的圖片根本就

已經屬於無版權問題的公領域，而不該將圖片加上 Smithsonian 的浮水印。而

Public.Resource.Org 選擇的作法是從 Smithsonian 的網站上下載了近 6,000 張圖片，並

上傳到Public.Resource.Org的Flickr網頁100供大眾瀏覽使用。緊接著Smithsonian於2008

年宣佈加入 Flickr Commons，截至目前為止共分享了近 1,500 張「無已知版權限制」

的照片101。Smithsonian 加入 Flickr Commons 的動機與受到 Public.Resource.Org 挑戰之

間有無關聯？這點我們不得而知。這個案例目前尚未能深究，然而所凸顯的現象很顯

然就是「公共領域資源之版權問題」的高度複雜性與爭議性了。 

                                                 
95  Edson 的 slideshare 網址：http://www.slideshare.net/edsonm 
96  相關網站：http://www.si.edu/commons 
97  論文名為：Global Markets, Culture and the Commons 
98  網址：http://www.academiccommons.org/。該組織值得再深入研究，他們全然以 The Commons 的

角度，嘗試結合學院內外的資源去作知識分享。在 google 上 key in Smithsonian + Commons 第一個

出現的就是這則報導。 
99  該組織網址：http://public.resource.org/ 
100  Public.Resource.Org 的 Flickr 網頁網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publicresourceorg/ 
101  資料總數計算日期：2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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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Flickr Commons 的參與組織除了 Smithsonian 之外，還包括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owerhouse Museum, and the Brooklyn Museum 等等。於 Flickr Commons 的版權聲明中

提到，這些機構所上傳的圖檔皆屬於「無已知版權限制」102，意思是： 

參與機構確定「無已知版權限制」存在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種，例如： 

1.由於版權已過期，因此已屬於公共領域； 

2.版權由於其他原因流入公共領域，例如無法遵循所需的

正式手續或條件； 

3.機構擁有版權，但不想對其進行控制；或者 

4.某些機構擁有足夠的合法權利，可以授權他人不受限制

地使用作品。 

在 Flickr Commons 的版權頁，還可以分別點入所有參與機構各自的版權頁，於

Smithsonian 的版權頁103中特別有 FAIR USE IS PERMITTED 的規定，也就是當使用目

的為非商業教育目的時，得不需經過 Smithsonian 允許而使用該內容，惟需註明出處以

及不得更改內容。在 Smithsonian 的版權頁中，則並未再加以說明哪些 content 是「無

已知版權限制得自由使用」，那些是「版權屬 Smithsonian 所完全擁有」。 

 

或許他們就是利用 Flickr Commons 機制來為機構所屬內容作分流，即可進入公領域的

資訊上傳至 Flickr，而版權所有的資訊則留在機構網站裡。這樣分流的好處於 Edson

演講中就說到，Flickr 圖檔的點閱率不但比機構本身高，使用者會再因此回流至機構

網頁中，且對於機構本身產生正面印象，這些使用結果都有助於 Smithsonian 成果的對

外推廣。從這個案例中，我認為也凸顯了 CC 一直沒有發展出來的「教育目的授權」104

模式，這種 CC 授權需求在不同的數典場合中也曾聽聞過，記得當時創用 CC 的回應

是本地並無權去增加或修訂 CC 條款內容。 

◎ Q&A 部份有問及，如果有一些 Smithsonian 所上傳的圖檔，機構本身不具這樣公開使

用的版權時，是如何處理？Kalfatovic 表示他們會與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去談，並去說服

投入公共領域的價值。 

◎ 會後我前去與 Edson 一聊，因為我發現他對於 Smithsonian Commons 概念的發言角度，

是非常著重 citizens rights and tax-payers 概念的，因此我詢問他以目前本地現況而言，

思考 commons 問題時還甚少從上述概念出發討論，想請問他對於發展本地現況的建

議，同時我也向他表示，以目前的觀察，數典計畫的授權法律見解是愈加保守。Edson

認為，當有越來越多人問像我這種「對的問題」時，本地就會開始有機會，我們應該

要試圖嘗試去 spread the awareness。他很有信心的認為，縱使數典計畫現在也面對許

多法律屏障，然而「開放文化運動最後會是贏家」，因為知識只有分享才會成長。 

林國平處長隨後加入討論，他了解外界對於故宮也有很多開放使用的呼聲，但他認為

本地與美國最大的不同在於，美國很多機構類似 Smithsonian，都屬基金會或財團法

                                                 
102  取自 Flickr Commons 的版權說明網頁：http://www.flickr.com/commons/usage/ 
103  Smithsonian 版權頁網址：http://www.si.edu/copyright/ 
104  CC 與開放教育資源方面，可研究 CC Lean 這個專案計畫：http://learn.creative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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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主性強，相對策略制定上彈性也高。而國內機構多屬政府組織，因此公務人員

怕事或怕犯法的心態重，這並不是責怪公務人員，而是體制的不同讓決策模式或考量

也跟著不同。林處長確實點出將 Smithsonian Commons 經驗移植到數典計畫的困難

點，當本地投入資源、網路技術、數位內容都與國外不相上下的時候，整個數典計畫

的內容開放策略確實需要因應本地狀況(行政方面、或文化方面的)來作應變考量，以

尋求解套方法、以及發展更具策略創意的文化分享方式。 

在我與 Edson 簡單分享我們所關心的一些議題後，他表示非常希望我們可以把我們所

閱讀的資料或 syllabus 與他分享(名片如下)，他於會議當天下午即搭機離開。 

 

◎ 從以上 The Getty 和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案例中，有幾個共同提到的關鍵字：「競

爭」、「Google」、「機構發展」： 

「競爭」：這兩個機構都瞭解到，目前在市場上爭取資訊能見度是一場非常激烈的

競賽。他們不但透過技術上的創新去讓資料加值，且他們也認為機構有

義務讓市民(以及一般使用者)知道這些資料的存在與使用方式，沒有必

要把這些資料鎖在手上。且目前數位內容建置數量根本已經不是問題，

如何真正讓人看到才是問題(下午場次的 omeka 介面開放軟體，也抱持

一樣的態度)。 

「Google」：這兩個機構都認為，某種程度上說來，有沒有出現在 google 搜尋結果

上，對於使用者來說也就代表了你的資料存不存在。因此他們很多的努

力都在於試圖提昇本身資料於搜尋結果中的重要性，並藉此再把使用者

帶進機構中。 

「機構發展」：從 Getty 與 Smithsonian 的案例可以發現，他們體認到面對競爭，未

來博物館這類機構的存續與經營，將同時維繫在硬體與軟體上。硬體方

面組織必須要資源整合、創造組織優勢以及組織發展特色，來確保長期

穩定經營；軟體方面則要善用既有內容，鼓勵開放、資訊加值、並將軟

體所帶進的注意力挹注於硬體本身。我認為 commons 不單只是一個關

鍵字，那也代表著背後的經營理念、以及機構看待數位資料的態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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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決策將不只影響了機構如何看待使用者，同時更影響著使用者如何看

待機構本身。 

最後，也許我們可以反思，「競爭」、「Google」、「機構發展」這三個關鍵字，對於

數位典藏計畫來說又具有什麼意義？又提示了哪些發展方向？ 

詳細紀錄 

◎ Edson 首先由他對於圖書館的幼年經驗說起，他認為圖書館存在的意義在於，那是一個自由自在探索

摸索知識的場域，這種回憶也許影響了他現在所關注的議題，就是資訊自由與 knowledge commons。

◎ 報告之初他先 show 了一張序言，為什麼要先作這張 slider？因為他所進行的事情，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內部很多人尚不知情。且他希望今天所討論的議題無論您身為什麼角色，都應加以思索。

 

◎ Edson 首先提到，一個理想機構(a model institute)系統應要包含參參觀者、協同合作者、貢獻者、議

題企劃、競爭者、評論者等等，且在行動科技發展的當下，我們應當思考機構又應該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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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共文化角度出發，講者反思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應該作為一個什麼樣的機構？能夠成為怎麼

樣的榜樣？又能夠回饋什麼？  

 

◎ 一個理想的機構模型包含了以下要件：知識民主化與創新、創造自由與開放的公共資產、積極行動。

而對於所謂的 Smithsonian Commons，Edson 希望它不但可以是一個成功的公民訴求、成功達成的任

務、也能是成功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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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所有的知識創新都是基於別人的創新與作品。因此不合理的限制將造成阻礙與病毒，公共領

域的知識必須要開放。目前一些具體運動例如 The GNU operation system and Creative Commons，以

及 Corey Doctrow105的一些主張。 

◎ Commons 除了代表公共領域中眾人皆可用可享的資源之外，同時也代表著那是一個可任意組裝各種

原始物件，並予以創新的場域。 

 

                                                 
105  旺祖最近有一批購書剛到，其中就包含了 Corey Doctrow 的 Content: Selected Essay on 
Technology, Creativity, Copyrigh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此書目前編目中) 其個人網站：

http://craph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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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e 與 Commons 之間可有關連？一個有名的案例是 IBM，他們釋放為數眾多的智慧財產權到

公共領域中，從中反而獲得更多的創新機會與商機。 

 
◎ 簡言之對於 What is a Commons?這個問題，可以借用 Clay Shirky106的一段話來說說明： 

 

◎ 其他我們耳熟能詳的官方 Commons 案例包含：The 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OCTO)107組

織、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108、以及美國國會圖書館109。 

 

 

                                                 
106  網路與科技作家，個人網站：http://www.shirky.com/ 
107  OCTO 官方網站：http://data.octo.dc.gov/ 
108  NIH 官方網站：http://www.nih.gov/ 
109  美國國會圖書館網站：http://www.loc.go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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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官方的 Commons 行動之外，Edson 自己拿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圖像去幹了件好事(他笑

稱 SI 長官並不知情)，就是拿一些 SI 圖像去參加了 Flickr Commons110組織。經過一段時間，他們發

現 Flickr 上圖像的點擊率比博物館本身的點擊率來的高多了，額外效果是有效提昇了 SI 機構本身的

形象，且直接引發使用者對於 SI 網站的未來使用意願111。除此之外，也有少數多媒體內容以 Wikimedia

方式分享。他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知識分享112。 

 
◎ 從 MIT Open Courseware(OCW)的案例中，我們看到的是：以推廣來說，開放使用比任何合約都要來

的有效。 

                                                 
110  由 Flickr 所發起的組織，由博物館等相關內容提供者主動參與，將圖像上傳 Flickr 系統供大眾

使用。除了希望增加這些公共資產的近用程度，同時也讓一般大眾皆能再貢獻他們的知識與

資 訊 。 目 前 已 經 有 S  I  (http://www.flickr.com/photos/smithsonian/) 、 國 會 圖 書 館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brary_of_congress/)等 組 織 加 入 。 詳 細 說 明 可 點 選 網 站 ：

http://flickr.com/commons 
111  其作法讓我想起 LIFE Magazine 與 Google photo archive 的合作概念。網址：

http://images.google.com/hosted/life 
11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所有影像是在自建的 Galaxy of Images 網站上展示，網站上說明低

解析度影像可下載作教育或私人使用，其他使用則需依規定取得授權與繳交授權金。就嘉維

實際使用，網站上影像原圖有大有小。網址：http://www.sil.si.edu/imagegalaxy/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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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 Edson 目前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中希望推動 Smithsonian Common 的概念，然而以機構本身

的結構來說，其實是非常 Un-common 的，無論是實體方面還是虛擬方面。以下開始說明目前遇到的

挑戰：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博物館群整體來說是非常去中心化的(Edson 認為該博物館群中 99%的行政系

統都是去中心化的)，整個組織沒有任何唯一的中央知識組織機構，而是以 unit-based 方式進行。其

造成的結果是資源搜尋不易，品牌不易建立、平台整合不易、以及工作重複執行。 

 
◎ 除了建立品牌 brand identity 的問題之外，這種去中心化的行政模式造成 Smithsonian 在 google 上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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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排名都不高。此外，現在使用者接觸資訊的管道千百種，博物館的資料價值正在跟所有實體與虛

擬展示介面競爭中，如何脫穎而出？更開放的使用環境絕對是必要得113。 

 
◎ 最後，Edson 認為 Smithsonian Commons 的概念絕對值得繼續嘗試推動，這是一個以 commons 為中

心思考，回頭去改變組織本身運作邏輯的運動。如能初見成果，未來對於健全整個博物館生態將會

有重要意義。 

 
 

 

                                                 
113  Edson 所引述的這段話，來自”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http://www.pewinternet.org/)，該計畫之執行目標如下：The Pew Internet Project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a nonprofit “fact tank” tha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issues, attitudes 
and trends shaping America and the world.  在他們的 presentation 網頁中有一些有趣的講題可參考：

http://www.pewinternet.org/presentation_archiv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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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名稱 
Digital Preservation & Archives----“Digitisa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Tanya SZRAJBER, British Museum, UK 

會議重點 了解大英博物館數位典藏工作，及其與使用者的互動經驗 

詳細紀錄 

 
◆ 大英博物館數位典藏簡史 

大英博物館的數位典藏計畫始於 1976 年，最初是一個埃及古文物數位典藏的小計畫，發展至今已有超過

180 萬筆物件完成數位化典藏。估計大英博物館擁有 500-700 萬件文物，由核心文物的典藏開始，整個計

畫仍在持續進行。 

 

◆ 記錄標準 

由於大英博物館裡有各種不同類型的館藏，包括古物、雕塑、陶瓷…等，如何有系統的數位化(意即如何

在同一個結構底下容納不同的物件)是很大的挑戰。 

目前大英博物館記錄的項目包括：identification numbers(包含文獻參考)、物品特徵的描述(物品的形式、

材質、技術、銘文等)、位置與遷徙紀錄、地理出處與取得、作者、日期。 

大英博物館在日期和地理位置的標示上遇到一些困難，例如許多西元前的古物的製造年份已不可考，只

能記錄下它屬於哪一個時代。此外，由於許多地名一再改變，使得地理位置的標示成為另一個棘手的問

題。主講人 Tanya Szrajber 在此回應前一位演講者 Lewis Lancaster114的看法，表示以地理經緯度來做標示

是個不錯的想法，大英博物館將在下一個階段的計畫中參考。 

 

◆ Collection online (COL)115----館藏上線計畫 

大英博物館 COL 計畫從 2007 年開始進行，並且在去年(2008 年)8 月上線。在沒有推廣的情況下，今年

                                                 
114  2009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際會議第四天白天的議程以「Digital preservation & archives」為

題，包含兩場演講。第一場是由 Lewis Lancaster 主講的「Archive as event」，提出以「事件」而非

「物件」做為典藏的單位，以利於使用者找到所需的資料；第二場即本摘要的場次「Digitisa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115  網址：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search_the_collection_databa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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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有 26 萬人次使用該檢索系統，占大英博物館網站當月流量的 10.6%。 

由於資料庫仍在擴充當中，COL 中的資料每星期都會自動更新。 

 

◆ 基本問題：大英博物館應該向大眾開放多少的資訊？ 

大英博物館的答案是：全部116。 

這個決定是基於大英博物館的政策：由其員工產出的作品屬於公共財，因此必須向大眾公開117。 

 

◆ 使用界面 

考量使用者不同的背景與需求，大英博物館提供 4 種檢索方式： 

1.基本檢索 

2.進階檢索118 

3.Museum number and provenance 

4.Publication reference search 

(第 3、4 項主要提供相關領域的專家進行專業檢索) 

檢索結果的頁面上會出現標題、物件名稱、簡介、小圖片(如果有圖片的話)等資訊，使用者可以進一步

點選閱讀 full record。 

 

◆ 圖像 

圖像資料的使用率很高。與其他類似的線上資料庫相比，大英博物館對於其所提供的圖像品質頗為自豪。

使用者除了可以免費下載之外，也可付費使用更高品質的圖像119。 

服務種類 直接下載 線上傳送服務 向大英博物館購買120 

照片品質 High quality 

images 

Much higher 

quality images 

Very high resolution images 

費用 free free 需付費 

網址：www.bmimages.com 

 

◆ 使用者的回應 

                                                 
116  不過還是有極少部份的資訊例外，例如基於安全考量，有一些重要考古文物的位置並未公布，

以避免文物被盜取。 
117資料的使用規定：Users can use all of the   material and images on BM’s website   for approved 
purposes. Approved purposes are private or non‐commercial uses for education, academic study, 
scholarship or research by individuals or charities, societies, institutions or trusts existing exclusively 
for public benefit (but no other purposes). 
118  由於進階檢索頗為複雜，在介面與運作功能上仍有問題等待解決，大英博物館正在思考如何

簡化操作以方便使用。 
119  不過根據實際上線使用的經驗，並非所有的圖像都可以付費取得高品質的檔案。 
120  需要極高品質的圖像、或是將圖像做為商業用途時皆需付費，費用因照片用途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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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今年(2009 年)一月份有 26 萬人次使用大英博物館的檢索系統，館方希望能從中獲得實際使用的

評價。在每一個物件的介紹裡，都會有「Noticed a mistake? Have some extra information about this object? 

Please contact us」邀請使用者給予評論。 

大英博物館最多一個月收到 80 封使用者的電子郵件，有些使用者會提出意見與資料供博物館參考，另外

絕大多數的使用者，則是對大英博物館提供詳細的資料與高品質的圖像，表達讚賞與感謝。圖像傳輸服

務的效率也頗讓使用者稱道。 

 

下個階段的工作：To make such a resource available through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portals or networks，以

利匯集世界各地博物館的資料做為研究之用，並增加這些館藏的近用性。 

 

3. 參與 2010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際會議 

 

會議名稱 2010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際會議 

會議時間 2010 年 3 月 2～4 日（星期二、三、四） 

會議地點 中研院 

會議網址 http://collab.teldap.tw/teldap2010/introduction_cht.html  

會議簡介 

2010 年會議呈現「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成果，此次國際會議討論的主

題包含典藏成果的進展、數位內容應用、新的合作模式及數位學習相關應用等。藉由相互

交流發展數位技術及應用的經驗，將為數位典藏社群未來的合作帶來寶貴的見解。 

與會目的 參與新的合作模式及永續發展場次，聽取國內外組織運行之經驗談。 



 

251 
 

大會議程 

2010 年 3 月 2 日 (星期二)  

 

2010 年 3 月 3 日 (星期三)  

 

2010 年 3 月 4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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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錄 

主題：Sustainability and New Collaborative Model 

 

題目：What Sustainability?   

發表人：James Quo-Pin L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林國平） 

內容摘要： 

故宮博物館參與數典的計畫已經來到第二期，必須思考到大家都面臨的問題：永續經營的方式。博

物館的功能向來都是以展示、教育為主，參與數位典藏計畫後，必須不斷與各界合作，不斷的經驗交流

才能讓整個計畫永續發展下去，合作的對象包括影像技術、電腦技術、參與人員知識等。 

但是，嚴格說起來，博物館要能永續經營數典成果，不能光是自己埋頭苦幹、典藏、掃瞄的樂不易

乎而已，必須正視的有二：其一，business model；其二，collaborative network。不管如何，經濟面的永

續，是目前博物館所面臨的最大挑戰。 

故宮方面，針對 business model 提出了有三個目標，也是現階段已達成的成果： 

一、 image licensing：欲使用故宮之圖像者，需向故宮申請並付費 

二、 cooperative ventures：故宮設計典藏圖案之應用商品 

三、 co-branding：故宮與業界合作，利用典藏品圖像設計動畫、藝術品等系列加值產品 

四、 brand licensing：故宮與業者合作，將典藏品與食品概念結合 

 

★整理：故宮之永續經營 

故宮擁有雄厚的典藏實力作為一切商品加值的基礎，故其收入能不斷新增，為典藏的永續發展帶來

源源不決的財力支持。然而，盡其所能為商品加值或是創造故宮商標並非一般小規模典藏者短時間內所

能達到的境界，因而，在此案例中，能借鏡之處侷限於機構典藏如何利用商品加值擴大其財源以維護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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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Building Digital Archives Research Communities Through Network Weaving 

發表人：Chiung-Min Tsa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蔡炯民） 

內容摘要： 

台灣大學向來以研究領導典藏為發展策略，故其機構典藏之特色在於學術之專業性的建構與維持。

而台大數位典藏中心是負責整個台大數典計畫之機構，他們將使用者界定為校內教職員、學生為主，而

數典成果之定位在研究與教育兩樣為主。 

針對永續的看法，蔡炯民博士引用 1987 年 Bruntland 出版 Our Common Future 一書中對永續發展之

定義：「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needs」。 

因此，台大，身為一學術機構的角度，它提出永續發展的方法可分為三類： 

一、 環境：建立一個數位研究環境 

二、 公平：提供公開取用數典資料管道 

三、 經濟：財力提供 

台灣大學目前已有許多資料庫，包括珍貴的日據時代史料、總督府史料、國民黨史料等，皆已對外

開放給任何研究需求之研究生與一般大眾使用。截至目前為止，不只是內部典藏提供給研究者使用，現

在也慢慢得到來自外部學者提供的回饋，豐富更多資料庫內的後設資料。 

 

★整理：台大之永續經營 

    強調以研究與教育為主的台大機構典藏，針對永續經營的作法仍是著重於健全研究環境，為研究者

提供更便捷取用數典文獻資料的方式，而其永續的財力主要來自校內的支持，這是其他計畫所不及之處。

此外，值得借鏡之處，在於台大資料庫的專業性已經獲得外部學者願意主動加入建製後設資料，得力於

台大提供了良好的研究材料，正好是研究者需求所在，因此整個系統的運作可以慢慢朝向自主平衡的狀

態永續前進。 

 

題目：Digital Archives: Sustainability and Communities 

發表人：Mark Hedges,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內容摘要： 

典藏與永續都各自面臨了考驗，紙本為主的典藏有其先天的成本條件而不敵數位，然而，數位卻也

不是萬靈丹，其所發揮的靜態展示功能並不能提供長久發展之道，再加上數位的所有權經常呈現模糊的

狀態，有時在政府手裡、有時在私人機構、有時在獨立研究者手上，因此在在都增加了永續發展的困難。

講者以 NOF（英國樂透基金所成立的數位計畫）的實際經驗為例，提出永續發展可以參考的作法。

NOF 這個計畫於 1999-2004 年之間運行，花費經費高達 5 千萬歐元（相當於 20 億台幣），其下共有 155

個計畫，內容以成人、終身發展教育內容為主。NOF 運行的結果經統計，有 30 個網站是正常營運的，

10 個網站被更大的網站所併購，83 個網站存在但沒有再更新過，31 個網站則消失不見了。影響其產生

變動的因素概略可分為：伺服器壞了、可以取用但資料沒有再更新、技術過時遭淘汰、內容過時遭淘汰、

後設資料不正確、典藏品被隱藏起來等原因。 

因此，NOF 計畫所遭遇的永續問題，不光是財源募集的障礙，它所面臨到的還包括對下一代是否有

利、缺乏健全的計畫、以及機構的承諾等因素。講者進一步提出幾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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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能見度：把資料庫介紹到使用者社群裡，如 facebook、flickr、youtube 等。 

二、 增加使用性：為資料庫加入 tagging 功能，增加志願者的參與與動力 

三、 確認後設資料正確性：避免志願者的協助造成後設資料容易出現錯誤 

四、 讓後設資料為企業帶來利潤 

講者舉了東倫敦一家劇院典藏的案例，該劇院發起社區參與，讓在地力量能發揮對戲劇的喜愛，轉

而為戲劇付出典藏的心力。此外，講者也分析國內 TELDAP 計畫的問題，他認為 TELDAP 現在最缺乏

的是後設資料尚未國際化（英文化），因而讓國外人士想要取用的動機減少了，這是相當可惜的事情。

 

★整理：Marc 之永續經營 

來自英國的 Marc 直接道出許多蚊子網站在英國也是很普遍的事實，而解決的辦法一為讓其在地化、

引入志工的協助、產生參與的動力，另一則引入社群網絡、增加標籤功能，使網站的使用性、能見度能

藉由科技之便吸引更多使用者。值得一提的是，他強調後設資料的可貴性，其實能為企業或機構帶來一

定的利潤，因此讓利用志願力量增加後設資料、加強資料正確性的把關、也讓後設資料的語言符合國際

多數人可取用的需求，都將是資料庫、網站、數典成果能走向永續發展的重要元素。 

 

題目：Sustaining e-Resources: The United Kingdom experience 

發表人：Paul S. Ell, Queen’s University, UK 

內容摘要： 

講者分享英國的永續數位資源經驗，為讓新的數位內容可以配合新的數位科技，進而得以永續發展，

他分享了四種永續經營的模式，詳如下所述： 

一、 歷史統計資料庫：資料庫的後設資料要能永續經營，重要的是讓格式愈簡單愈好，如此一來

典藏者自然較容易上手，成本才會降低。 

二、 虛擬圖書館：建製虛擬圖書館針對散易四處與稀少資料的保存是重要且容易的方法，即便該

網站不再具有更新的功能（死網站），但其提供線上資料檢索的服務如政府檔案、報紙、手

抄本仍是重要的數典永續之道。 

三、 會議文件典藏：過去這類文件的取用困難在於資料未經分類、整合，因此研究者無法克服過

多紛雜資料障礙，因此解決的方法乃是將資料典藏起來之後，就交由專業單位進行維護，但

美中不足的是後續更新仍就會出現問題。 

四、 數位圖書館：以愛爾蘭研究來說，過去兩百年來的研究裡，近六十萬頁的資料分散在 80 種期

刊中，龐大的資料要如何增加其附加價值，可參考與線上的數位期刊結合，如 JSTOR，與其

協定好將愛爾蘭的研究資料綁為一捆，提升其在學術內被利用的重要性。而為公平的讓國人

使用與區別外國研究者，建議讓國人免費取用，而向外國研究者收取資料費用來解決此問題。

然而，永續發展不是件簡單的事，講者整理出兩大未來的挑戰： 

一、 設定典藏的規模：規模的大小將決定整個典藏後續經營的模式，除此之外，可結合相關研究

計畫，讓數位化可以與研究同時並行；此外，向 JSTOR 提供「愛爾蘭研究套件組」也是一個

利用既有資源來增加收入的好方式。 

二、 經費來源：不管典藏的附加價值能做多少變化，總是需要什麼人來捐款，這永遠都是永續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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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Paul 之永續經營 

提出「愛爾蘭研究套件組」置於 JSTOR 等老字號期刊下是其為數典永續發展所想出來的方法之一，

此法避免自己需自籌經費的辛苦，也能將數位化後的資料找到託管的單位，節省後續維護的成本。此外，

若是自建典藏的話，永續經營之道一定要先簡化格式的設定，如此才能讓先來後到的使用者、管理者、

維護者都能輕易上手，降低進入障礙。 

 

 

題目：Sustainability and New Collaborative Models 

發表人：David Bodenhamer, Indiana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USA 

內容摘要： 

 

講者所處了大學與某社區的合作關係已經長達 20 年之久，因此他將從過去的合作經驗裡，分享成功

的秘訣。永續發展的基礎建立在合作關係上，例如大學與社區的合作即能結合政府、教育、社區與企業

的力量一同關注數位典藏。 

合作需要注意些什麼？六個 W：what、where、who、when、which、why。而合作的過程最常發現的

問題，也是組織面臨時所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 Cognition：注意你的合作對象其知識背景與風格作為 

二、 Culture：注意你的合作伙伴其組織文化、特質 

三、 Communication：注意你與合作伙伴彼此的溝通沒有障礙 

四、 Consensus：注意與你的合作伙伴務必達成共識 

一個合作案可以成功必須達成七個要素： 

一、 視獲益為共同的實際目標 

二、 合作伙伴間需有共同的利益，例如兩間圖書館的合作必須要有共同利益 

三、 共同的投資：時間、金錢與知識的投資 

四、 共同的文化知識：透過有效溝通、協調達成 

五、 建立管理架構 

六、 需具備工作計畫 

七、 主動管理是必須的！ 

由於數位資展的特殊性，因此它不僅要滿足利害關係人的目的，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製造出「物

超所值」的感覺，無論是在情感上、文化上、精神上等都是。 

不動產經營者會以三個字來形容一建物的主要價值評估來源：地點、地點、還是地點；類似的概念，

數位產物的合作模式，以三個字作價值評估來源則可為：關係、關係、還是關係。創新合作的方式，必

須積極的交付成果，例如與經費提供者合作的話，需讓他滿意成果，而該成果又可影響經費提供者的聲

望地位的話更好。 

因此，具備合作關係且是一健康的合作關係，是數位產業永續經營的不二法門。 

 

★整理：David 之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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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09 年 10 月 06～09 日（星期二～五） 

會議地點 中央研究院 

會議網址 http://www.pnclink.org/pnc2009/english/index.html  

會議簡介 

網際網路與社群概念，正在對我們當代社會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PNC2009 年會從

數位典藏、數位學習、GIS、社會運算(Social Computing)、數位文化(eCulture)等不

同層面，提出諸多對當代資訊社會的觀察。 

與會目的 
從當代社會運算所提出的新觀點，擷取數位內容在典藏與推廣活動上可參考、反省

的面向。 

會議記錄 

主題：PNC keynote Speech 

題目：Recovering the Past through Computation - New Techniques for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cs 

講者：Stephen Griffi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A 

 

計算法為人文學科、藝術和社會科學領域的研究人員與學者提供了一種新的方法，讓他們得以成功

處理那些長久以來被認為用傳統方式切入將會太過困難的問題。本文討論最先進的新興科學研究方法，

以及其在發現、復原、重建、表現與分析上的應用，最終目的就是要對更廣泛的文物有更深入的瞭解。

許多重要文物是我們能否充分了解古代與現代世界的關鍵，但它們卻遭到忽略而終至毀壞，或是散落在

世界不同角落。這些文物包括載於各種媒體上的文字、手稿、文件、圖像、物件以及歷史遺跡。不同時

期的接續有其變化機制，包括破壞性的過程與做法，而計算法是我們對於這些變化機制瞭解的核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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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提供了一個將遺失部分大幅重建的方法。這種計算法通常使用範圍廣泛的多種工具大量處理原始資

料，並將結果與史料相互參照，以產生新的資訊。現在無論是學術工作、創新方法、富有想像力的思考

模式還是全球跨學科的合作，都可以用來增進我們對文化遺產的瞭解與知識，照亮人類過去刻劃的軌跡。

主題：e-Resource and Digital Repository 

題目：A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knowledge sharing networks for Humanity Researchers 

講者：Chao-Chen Ch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Presenter: Hao-Ren K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本文是台灣師範大學的亞洲研究蒐藏計畫裡所延伸出來的討論議題：人文科學領域研究者對於使用

社會網絡工作（social network）平台的經驗與接受度。研究者們是否願意參加社會網絡工作？是否願意

將它視為一分享平台，並貢獻自己專業知識給其他研究者？本文從 10 為人文學科教授與學生的訪問中得

出幾項結果： 

1. 只有五位教授曾參與社會網絡工作，大多是使用 Wikipedia，不參加的理由是缺乏時間、懷疑資訊的

準確性，有些更是連 fliker 都沒聽過。 

2. 多數學生使用過 Wikipedia，但其中有些對於查詢結果會產生懷疑。而多數學生都有使用過 facebook

的社會網絡平台。 

3. 教授與學生都使用網路查詢資料，但是沒有人為此編輯 Wikipedia。多數教授很勉強的透過社會網絡

工作平台分享檔案或個人照片，並認為這對研究而言並不重要。 

4. 學術平台常被拿來表達個人對爭議性議題的意見，像是政治議題，因為這無關乎專業知識，也致使

學者們不願意參與類似的社會網絡工作。 

5. 語言的障礙也是參與國際網絡工作的共同障礙之一。 

6. 所有研究者都覺得學術的社會網絡工作平台若只有少數會員，則線上的網絡工作就沒有必要，倒不

如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來的有效率。 

主題：Applications of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in the Fields of Academia,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題目：Digital Archives Rights Clearance in Taiwan 

講者：Ming-Yan Shie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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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在過去六年間，產製了許多數位的文本，而為了能夠更有效的利用這些典藏物，智產清

算(IP clearance)是相當必要的動作。而早在 2007 年，就已經在學界與社會持續推動這項概念。在此篇論

文中，即是從分享推廣智產清算概念為基底，並探究推廣的問題點。作者提到，在最初的管理上確實有

其難度，但在數典計畫的努力之下，推動了好幾個工作坊與研討會，並製作了操作手冊做為參考，成果

斐然。作者深信，智產清算是在數位文本與授權之間很重要的一步，而為了更進一步的將相關知識保存，

作者還收集了超過百篇的相關文章，規劃一座可供網際搜尋的網路知識平台。 

主題：Applications of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in the Fields of Academia,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題目：National Policy and Local Participation in Making Aboriginal Digital Archive: The Lesson from Taiwan 

講者：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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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落差，一直是推動數位典藏的一項重點問題。在資訊社會中，部落文化總是被置放在一個盲點之中，

不能放大。這篇文章的重點，就是在回顧數位部落文化產製與推廣上的努力。作者與其團隊設計了一套

可由公、私部門等重點人物參與並製作的共創平台，並制訂主要工作流程為建立團隊、調查原住民需求、

並從調查結果創作數位典藏的文物。在檢驗的過程中，該團隊發現了一些重要的因素，包括互信、瞭解、

溝通、協商與適當的來源，以便去完成這項專案。在這個專案中，可以得知當知識來源受過良好的訓練，

而能夠理解給予的定義時，原住民即可串聯傳統與科技，並可在共創的數位典藏層面享有長足的存續與

進步。不過，作者在最後還是點出了，需要培育本地的專家，以補足長久發展的問題。 

主題：Museum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題目：Cybermuseum – an E-engageme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Heritage 

講者：Philip Chua,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賽伯格博物館（也有稱之為數位，博物館博物館網址：http://www.cybermuseum.sg/）發展至今，已可令

業餘者、策展人、私人收藏家不必具備高深的 IT 知識，也能創作屬於自己的 3D 虛擬展品。在社會功能

方面，做為數位學習的工具之一，賽伯格博物館可以令策展人大幅減少佈展的時間，也能夠使用虛擬的

展示方法，突破空間的限制，將文物呈現於方家眼前。作者提到，在這樣的一個數位場域中，使用者可

以去碰觸他們在賽伯格博物館裡見到的文物，就像是在實體博物館中購買到的附屬品一樣。Web2.0 的技

術，也可以令其與其他研究者、參觀者暢所欲言，藉著此一平台，使用者可以分享他們的個人、家庭、

以及社群的故事，並將之數位化。3D 博物館更是超越 2D 博物館的界線，可以更仔細的看到每個展品的

細緻部分，同時可創造互動，線上的空間可提供給其他登入者找尋相同志趣伙伴聊天，也可做表情、把

各人表情、情緒置入線上虛擬人物裡面。最後，作者認為藉由賽伯格博物館的存續，能夠成為跨越地理

概念、傳遞共治社群的一帖良方。 

主題：Social Comput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題目：Social Computing and Its Influence in Education 

講者：Irwin K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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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首富已經不在是往昔大家所熟知的比爾蓋茲，反而是 facebook 發明人 Mark Zuckerberg 成為 2009

年首富，由此可知社交網站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數位時代裡發生了典範轉移現象，亦即掀起一場社會

科學的革命，讓舊有的創新、價值與權力結構重新洗排，舉例來說，創新過去是由上到下的決策模式，

現在要變成由下到上的思考；又如價值的建構，必須是使用者自己經驗出來才有意義；至於權力，則是

從制度的設計轉移到社群，而這部分也將大大影響教育。 

在數位時代裡，作者提出思考教育的方法必須把重點放在：「學習是經由經驗累積而來」之觀念，由

於個人在建構知識的過程中，其主動或被動掌握了既多且繁雜的資訊，除非經個人體驗過的經驗，讓知

識連結到生活所需，如此之學習方式才能奠定知識建構的基礎。學習是一個積極的過程，學習提供知識

內容、學習而能強健心智、學習以母語進行之效果最好、學習是社會活動不是一對一的私人行為，數位

3C 之概念：Connectivity、Collaboration、 Communities 正好為學習的三項特質作一註解。透過現在網路

技術，互動遊戲、書籤工具、部落格、推薦系統、PODCAST 等，都成為現在人的學習管道，同時也是

推廣者可以參考的媒介形式。 

 

延伸查詢： 

講者網站：http://wiki.cse.cuhk.edu.hk/irwin.king/  

VeriGuide：http://veriguide1.cse.cuhk.edu.hk/portal/page/index.jsp 

主題：Unfolding e-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題目：ALFAE and Its Engagement in eCulture 

講者：Yoshinori Sato, ALFAE Foundation &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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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AE 是取自 Area- wide-Laboratory for Food,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之縮寫，顧名思義即是關心糧食、農業與環境平衡等議題，ALFAE 的特色是集結工業、政

府、大學與市民的合作，以社交網絡的數位溝通形式增進人類生活福祉。面對當今全球暖化議題、二氧

化碳過渡排放、食物供給分配失調等問題，透過數位技術，應用軟體可以從遠端偵測含氧量、太陽照射

值、溫度、酸鹼值、植物生長速率等並進行交叉運算，偵測器可放置於沙漠、高山與任何需要偵測之處，

這裡累積的資料將可與其他系統合作，一起建製出全球性的 database。像這樣的環境資料庫，目前以與

UCC 咖啡、Suntory 酒品等公司進行合作，為其公司提供更精確的環境各項參考指數。延伸搜尋：

http://www.alfae.org。 

主題：Unfolding e-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題目：Integrating Field Stories & Digital Archive 

講者：Sun-Quan Hua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263 
 

 

作者以高雄鹽埕歷史記錄作為此文史資料庫的 database。在這個自己建製、自己典藏的案例裡，首

先，廣泛的蒐集此區域中的庶民個人史、建製老建築基本資料、傳奇故事、商店、飲食等材料。值得一

提的是，此團隊所做之典藏工作，不僅止於將過去的風華數位化並蒐藏於一資料庫裡，進一步的，為拉

近典藏工作與社區居民之距離，研究者依照過去所存留之記錄，於現在的生活空間裡再作一次當代記錄，

以為對照，因為此舉，而使得被典藏者也參與到典藏工作，一同體驗文化保存的人文價值。 

其他參資： 

 

（閉幕式：John Lehman 教授以「We are the future」一語作為結束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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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光碟一片） 

 

5. 參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權利資訊聲明書」個案解

說暨使用教學工作坊 

 

活動名稱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 

「權利資訊聲明書」個案解說暨使用教學工作坊 

活動時間 2009 年 10 月 12 日（星期一）14：00 – 17：00 

活動地點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研究大樓 704 室 

活動網址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3&Itemi

d=1 

活動簡介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是一種與既存智慧財產權體系平行

的特殊法制，具有確認原住民族特殊權利(sui generis)之存在，及確保特定文

化集團與其表現方式之正統性與完整性的功能。其特殊的權利概念，不僅一

般社會大眾感到陌生，更對許多就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所進行的影音、語

言、文物等各種形式的數位典藏活動，以及藉由數位化成果展開之推廣教育

應用與創意加值活動，在成果權利歸屬之界定、成果之展演、呈現及相關之

授權活動方面，造成重大的限制與影響。  

為此，「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及「拓展台灣數

位典藏計畫」共同成立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因應團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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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網站權利資訊聲明書」個案

解說暨使用教學工作坊。以示範計畫個案講解之方式，就與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相關計畫成果之向外授權，介紹團隊規劃完成之授權合約範本，以及

相關計畫成果網站於公開時應載明之網站權利資訊聲明書。工作坊中除了講

解法律文件之條款內容與法律意義外，並將同時說明使用方式，使與會者就

「原創條例」規範之因應取得基礎認識，並能初步理解如何在「原創條例」

的適用下，應用與公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相關典藏成果。  

活動目的 

本次工作坊由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二期四分項主持人劉靜

怡副教授主持，並由共同主持人黃居正副教授針對 

原住民文物典藏之各面向授權方式提出草案，希冀在工作坊上與參與同仁共

同擬出一條較為可行的路徑。 

  此外，針對近來與「原創條例」規範相關之時事爭議，如阿妹「阿密特」

專輯卑南古調授權事件、台東拉勞蘭部落祭典攝影事件等，本次工作坊也將

說明其中涉及的法令與法律爭點，使與會者得了解「原創條例」規範適用之

具體實例，並於數位典藏工作執行中，降低採集、數位化與後續應用「原住

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時觸法之風險。 

時間  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開幕致詞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劉靜怡 主持人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4:10~14:30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網站權利資訊聲明書」

示範計畫個案背景介紹  

報告人：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專案經理 邱盈翠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專任助理 徐嘉蔚  

14:30~15:20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網站權利資訊聲明書」

條款解說暨使用說明  

講者：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黃居正 共同主持人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  

15:20~15:40  茶敘  

15:40~16:20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與數位典藏相關議題最新發展  

講者：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黃居正 共同主持人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  

16:20~16:4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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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交流討論  

主持人：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劉靜怡 主持人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7:00~  賦歸  
 

活動記錄 

第一部份：原民網站授權的解說 

講者：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 黃居正 

議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網站權利資訊聲明書」條款解說暨使用說

明 

重點摘要： 

１．本次會議主要為說明數典資料的進用、蒐藏等權利釐清的法律文件格式，怎麼製作和內

容必須注意的細節。本次會議以個案講解的方式進行。選擇案例為：胡台麗老師—台灣民

族誌、錢善華老師—原音之美。（網址已嵌入，請直接按 ctrl 與滑鼠左鍵點選即可） 

 

２．台灣民族誌的網站優點：資料來源、製作過程交代很清楚；原音之美則是以典藏音樂為

主，並進行原民傳統音樂的記譜工作。有做教案規劃。就授權聲明的有無去比較兩個網站的

思維：台灣民族誌只有權利聲明，沒有授權書（也就是紙開放瀏覽，沒有開放下載使用）；

相對的，在原音之美方則有但值得一記的是台灣民族誌的作法：針對不同的資料所有權狀

態，決定資料開放的程度。但開放進用不表示放棄所有權，因此相關條款一定要放在網頁上。

 

３．本次會議重點為就釐清典藏標的、權利項目、以及使用者誤用與濫用的管理辦法搭配原

創條例，試圖設計出合適的授權模範條款。但目前的困境是沒有子法，但由於基於原創法的

精神，將來子法制定之後，可以溯及既往，因此必須先一步基於原創法之精神，把數位典藏

可能遇到的狀況制定規範。 

 

４．一般人往往誤認原創條例是登記保護主義，意即要登記才有權利保障。但事實上，沒有

登記不表示權利不被保障。因為只要一登記，就可以追溯既往（按原創基本精神），即便現

在還沒有子法，也要儘速擬定諸般授權的問題。礙於子法尚未通過，因此現行契約的擬定是

採消極的設計。（按：消極是指假設授權相關條例勢必會通過，然而就目前情勢來看，立法

團體無較大動作，因此此次擬出之草案被視為是消極的應對策略。） 

 

５．授權書之功能不僅只建立在兩造討論對價的議題上，更重要的部分在對人格權的保障。

比如有沒有誤用、誤解原住民文物的意義等等，都是原創法規範的範圍。此外，授權書最好

由資料提供者一端擬定，不要由使用端擬，因為使用端通常只會考慮自己的利益，在寫的授

權書上經常會有陷阱，沒有把資料提供者的權利充分保障。黃老師再會議場合出示一份由使



 

267 
 

用者擬定的授權書為例，說明當中少掉了多少原住民可以爭取的利益。 

 

６．網站提供者沒有義務提供使用者進用權利上的保障，使用者要進用資料時，必須自己取

得資料來源的授權。數典網站只是資料呈現的管道。網站提供者不需要自己負擔龐大的權

利澄清工作。 

 

７．數位典藏重要的目標不只是增進公共知識，而是要增進商業的運用。在積極意義上，不

能把將原住民的傳統智慧當成公共領域使用，而應該有償的運作，所以一定要把對價放在

契約中。對價的範圍（保障對象）包括（以影像為例）被拍攝的所有人、拍攝者、資料建

置者。 

 

8．權利主張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某個團體集體，例如部落集體決議。 

 

 

第二部份：特別議題—來賓戴明雄牧師的分享 

講者：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副教授 黃居正 

來賓：台東太麻里排灣族拉勞蘭部落牧師 戴明雄 

議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與數位典藏相關議題最新發展 

重點摘要： 

１．拉勞蘭部落豐年祭：欲攝影者必須申請攝影許可證，並在活動結束後繳回，並備留一份

攝影檔案予該部落作為存底。部落方的說法為：要求備份資料是基於部落無能力作記錄，因

此向拍攝者要求備份，表達感謝之意（感謝有人存留部落活動的影像資料）。 

 

２．拉勞蘭小米收穫祭事件：該事件的導火線在於—攝影記者將小米收穫豐年祭視為觀光資

本，認定藉由記者傳遞部落活動的訊息，將可帶來觀光收益，於是在祭典舉辦之後，不

欲遵守該部落的規定。強行將攝影資料攜出。 

 

３．《阿密特》專輯卑南古調授權儀式：歌手張惠妹新專輯《阿密特》引用卑南古調，原有

侵權之虞，但張惠妹所屬之卑南族大巴六九部落為保護族人，而趁勢舉辦部落對唱片公司的

授權儀式，並以無償的方式將卑南古調授權給自家人張惠妹表示支持。 

 

４．鄒族—特富野部落的作法：完全拉起封鎖線，不讓記者拍照。 

 

☆以上幾個部落在處理授權的作法差異甚大，意味著各部落間其實並沒有統一的法理可以去

管理授權的問題。這也在在凸顯了保存、典藏的規則在各部族之間沒有共識的矛盾。就戴牧

師的立場，他認為祭典的本質，掌控權其實在於部落本身。因此所謂的外來客，必須學習去

尊重部落的角度，應該視情況決定是否使用閃燈、是否拍照，以便維持部落的儀式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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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原民授權與三位老師研究的相關分析 

 

  在這次原民授權的工作坊中，透過幾個部落授權的個案，可以發現幾項有趣的議題： 

 

一、部落財產、文化、認同的動力：大巴六九部落即因阿密特專輯而有了探索卑南民族認同

的行動（此議題與方師、翁師都有相關，一為社群的共識問題、一則為集體實踐在部落裡生

成的形式。 

 

  從黃居正老師在會議中的說明，可以得知他認為確立授權聲明是具有正向意義的，除了

可供使用者在商業授權中的「對價」依據之外，還可以形塑原民社群向心集中的趨力，但關

於如何地運使這股趨力，就沒有較為詳盡的說明，對論者來說，這一個未經說明的區塊，正

好可以做為數典推廣的印證。比方說來，使用者小組一直以來持續鑽研的「向實踐轉」，以

及社群中群體的共同實踐，正好可以呼應大巴六九部落在張惠妹《阿密特》專輯中，授予使

用卑南古調的權力這起事件，不過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原民部族本有的「血脈」，這與數典推

廣絕大部分的社群成員組成結構，具有相當大的差異，但做為集體實踐（也就是部落成員，

個體間如何將授權視為整體一致的行動）理路的採集過程，卻具有相當大的價值。 

 

二、申請攝影許可證，以及《阿密特》專輯授權卑南古調背後的意義：在會議過程中，這起

事件的討論過程是較為激烈的，這當然是一則新聞議題，但在其背後，關於原民部族對文物

產權的擁有意識，是不是一項可以繼續討論的議題？個人認為此與孫師的智產議題的隱喻有

所關聯。 

   

  攝影本身，就是一連串的侵入動作，攝影者與被攝體之間存在著獵與補的關係。對於攝

影者來說，被攝體強制性的被捕獵，無論攝影者是在有意識或無意識之間，其操控的是單方

面的搜尋、拍攝、與收納，換句話說，在拍下照片之前，無論攝影者有無理論上的認知，“獲

取＂這一部份早已融合在攝影的實踐動作裡頭。因此，攝影記者的侵入，不論是拉勞蘭部落、

或者是小米豐年祭的原民部落，在面對鏡頭的當下，是被動、毫無防備的，這與張惠妹所屬

大巴六九部落的主動授權，是兩股強烈的落差。 

   

  從這點看來，無論是大巴六九、或是拉勞蘭部落，主動、或者是被動，視覺或是聽覺形

式，都點明了原民部落成員對其文物的擁有權已有了一定程度的認知，但在兩股截然不同的

意識之下，卻會產生兩段完全不同的對應行為，合理的猜測，是肇因於使用者有否主動確認

授權成立所致。但必須去解釋的是，當原民部落一致體會到文物產權的擁有權在己，這樣從

無到有之間的脈絡是怎麼形成的？換句話說，在還沒有使用者構成使用行為之前（儘管是激

烈或溫和的手段取得），原民部落是不是就不會意識到自己確實是擁有產權的？個人以為這

是個饒富趣味的議題。 

 

  此外，以戴牧師的經驗分享看來，拉勞蘭部落對於攝影者的侵入，備份資料的反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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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只針對使用數位相機的使用者，那麼傳統單眼使用者的侵入行為，該部落又是怎麼去選擇

性地認可？或許這也是另一個層面的「傳統與數位之戰」。 

 

三、 助理謝昇佑的整理之重點： 

 

黃居正老師的報告中，很清楚地強調原住民的傳統智慧不是公共知識，應該是屬於某個

社群或個人的資產，他因此非常強調一定必須採取對價關係，在使用原住民文化資產的同

時，給於相對的回饋。 

從會議上可以清楚理解，黃老師純粹是從「經濟正義」的角度思考，就此而言，有其道

理。畢竟，在尚且無法改變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下的社會關係中，原住民族是市場和政治

體制的弱勢；從一種務實的角度來看，透過立法為原住民爭取更多在自由市場上競爭或獲利

的武器，是最有實效的作法，也是在既有正經架構下，正義的體現方式。 

當然，對於任何一種實踐立場的選擇，只要有其自成一格的道理，理應都予以尊重。問

題在於，每一種實踐立場的抉擇，同時也就是一種「歷史後果」的賭注。當採取強化、落實

原住民文創法的方式以提升原住民現在政經地位弱勢的作法時，卻也同時重新定位了原住民

族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這種重新定位的過程，可能造成的一些社會和文化後果，必須加以

考量，例如，一般的社會學家都關注：主流政經框架對原住民文化的定位方式，是否和其自

身原有的認同一致？固然文化本身就是開放、流動，但在文化變遷的過程中，原住民族是主

動還是被動，卻是必須釐清的問題；並且，在文化轉化過程中，是否產生文化失調的現象？

又是否對既有的部落人際網路，造其具體影響原住民部落社會關係的具體案例為何？ 

又，以黃居正老師的作法為例，他服膺的是以自由市場的機制背後的私有財產化為準，

作為處理原住民民族文化公共資源的理論支持。然，正如 Ostrom 對自由市場的批判，已經

說明了，私有制並非治理公共財的良方。當然，Ostrom 也並非全然否定私有化作為一種公共

資源管理的可能方式，問題是，我們必須先釐清資源的型態，從而才能考慮維護該公共資源

的理想方式。就此而言，我們似乎該先一步釐清，當黃居正老師以市場機制中的對價關係，

作為處理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方式時，背後所假設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型態為何？是一種

生活方式、對待事物的態度和邏輯、還是一種可以客體化為商品的對象？ 

會議中，黃老師舉到尤瑪（泰雅族著名織布家）為例，說明所謂合理、公平的契約應該

如何擬定。他舉例說到，有一次義美要使用尤瑪的織布中的一圖案，當時正好他在場，他就

看了契約書，該契約書中，雖然提出了對價作為使用代價，但卻沒有交待他將使用該比資料

何用、用於何處？黃老師以此為例，指出，再正式的商業條約中，應該一項一項談，也就是

說，對方要用哪個圖案、用在何處、時間多久，分開講清楚，一筆一筆收費。於是，他當時

便以此規格，向義美要求重新擬定條約，同時重新談價錢；依他再會議中的說法，最後這個

契約沒談成，可能是因為這樣一來義美便覺得不划算而作罷。 

以這個例子來說，原住民「織布」再此展現為「商品」的意義，該商品所承載的文化意

義，僅剩下圖案等等感性直觀的線索。然而，在泰雅族部落，傳統織布活動是婦女社會網絡

形構的重要媒介，其功能與意義也不是展示或販售，而是服務於實用性的目的。除此之外，

通過商品化的轉譯，以個體為保障單位的法律權利落實，部落既有權力關係網絡將受到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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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比方原本泰雅部落以男性為經濟生活的勞動主體，但織品一旦成為商品，將使得女性轉

變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我自己接觸泰雅部落至今大概十年，從我知道的案例來看，這個轉變不見得是好的結

果。記得以前曾經再台北縣烏來鄉待過一個月，當地因為觀光知故，織布和舞蹈成為了部落

作主要的經濟來源，然而，當地婦女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因為其經濟地位的改變而跟著提昇。

相反，當地部落赴父權文化非但沒有隨之轉變，反而成為迫使女性必須辛苦勞動養家活口，

而男性可以無所事事的正當理由。 

大概這些理由，我會認為，固然原住民在當前社經地位中是絕對弱勢的地位，但是，這

並不表示，完全接受主流社經模式，並透過立法保障其權利和地位、授予更多法律工具以為

競爭武器，就是適當對抗方式。 

（活動公告，截取自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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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會場與與會人員情景，左起為計畫主持人劉靜怡教授、共同主持人黃居正教授、拉勞

蘭部落牧師戴明雄） 

 

6. 參與媒體新勢力—製作人十項全能養成班 

 

會議名稱 媒體新勢力—製作人十項全能養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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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09 年 11 月 10 日（星期二）09：30 – 17：30 

2009 年 11 月 11 日（星期三）09：30 – 18：00 

會議地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C201 教室 

會議網址 

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官網： 

http://www.magazine.org.tw/ 

媒體新勢力-製作人十項全能養成班活動網址：

http://www.magazine.org.tw/events/650/producer.html 

會議簡介 

  隨著 iPhone、Kindle 和 Youtube…等媒介不斷地推陳出新，雜誌、圖書等平

面媒體將不能滿足於刻板印刷文字的呈現；整合文字、影像與網路的多媒體出版品，

才能吸引讀者的目光、搶攻讀者的眼球。亦即，製作人，將成為下一世代的靈魂人

物，透過製作人與製作團隊的全新工作流程，領導媒體產業的未來發展。 

  製作人的概念，打破了過去一條線編輯的單向思維，開創多元溝通及互動的工

作模式，述說生動且立體的封面故事。搖滾天王 Michael Jackson 驟逝，中國新浪

網在短短二小時內，就製作出天王特輯的頻道，露出相關訊息；可以想像，製作人

或 PM 的概念與工作模式，未來將會在（平面）媒體全面引爆，全新的職能定位、工

作方式、能力需求及創意思考，都在呼應數位時代中 one source, multi use 的趨

勢。 

  故此，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即開辦了這場為期兩天的研習會，試圖將製作

人的扮演元素與技能，透過講述分享的方式傳授，激發同業的工作能量。 

與會目的 

  在評析徵案團隊的典藏內容、參透其目的與內涵、深耕數典意識的同時，我們

不免感到疑惑，這些數典徵案團隊在典藏程序的執行上，是否能夠有一套約定俗成、

或者是更為精密的實際規範做為構築典藏世界的參考？ 

  台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從《商業週刊》對製作人的深度報導中，得到了啟

發會議內涵的養分。製作人，在這個訊息萬變的知識時代，扮演的角色自然不同以

往，但一個全方位的製作人該具備哪些技能與識見，正式這場為期兩天的會議，所

要探討的主題。 

  站在推廣的角度來看，不論是商業或是非商業為出發點，都可以很明確的辨識

出＂以人為本＂的思維，儘管目的不同，但雜誌公會視內容為商品、數位典藏將內

容作共享，顯而易見地，都有著推而廣之的性格存在。 

  因此，參與這項會議的目的，除了吸取業界經驗的養分之外，還要能夠將商業

推廣與非商業推廣這兩條平行線作個對話。此即是參與會議的兩項主要目的。 

會議記錄 

☆場次一、趨勢力：什麼是製作人？ 

講者：數位時代總主筆  詹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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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是為期兩天，共計十場講座之第一場，主講者詹偉雄先生（以下簡稱詹）自網路時代來臨

之始，即留心網路使用者在數位洪流之下的定位與變革。雖然此次講座的設定對象為雜誌編輯與

相關同業，但從其講座內容來看，對分屬其他行業的網路使用者而言，也有一樣的參考價值。在

講座之始，詹即指出網路時代的製作人，必須具備幾種能力：對知識的本能、對方向感的敏銳度、

對物質（尤其是指視覺）的活用、對跨領域的認識、對社群的創造、對分工的實踐。以下，即為

詹氏對這些能力的見解： 

 

◇知識本能，也就是掌握資訊的進與出的能力。在當今網路如此普及的狀態下，資訊的進量多而繁

雜，網路上的知識雖然皆有其價值，但如何透過對當下時空性質的認識，而去切割出適合使用的

資料，有其學問。 

      

接著，詹舉出了雜誌業在網路盛行前與後的分別：網路未盛行前的雜誌，都是單一的社群讀者，

雖然有其閱讀族群，但無法跨足到新的消費群眾，因此相對於網路知識可以自由地在不同空間與

歷史層次上互文，傳統的雜誌業顯得特別單薄。 

         

為了激勵雜誌同業勇於面對傳播科技的變革，詹舉出了兩項知識本能的新定義：一、辨識不同議

題對於不同讀者的意義。二、超越自我的認知與破壞認知。這兩項定義對於雜誌同業來說，意謂

著閱聽人的設定必須考慮到不同族群對同一條議題的不同見解，不能失去宏觀的視野。而超越自

我認知與破壞，則是打破對原有媒體的認識，要跳出原先習慣的使用框架。 

 

◇對方向的敏感，指的是找出適合的議題。詹氏認為，一個優秀的製作人，必須能夠找出反映社會

現象的核心議題，並且有著將這項子題發展的更好的渴望（也可以說是本能），但在將子題發展

的更好之前，必須要先承認：不論是哪項議題，在這個時代下，都具有高度跨領域的性格。若沒

有這項理解，將來還是只會用同一種方法去操作議題背後的意義，而被徹底的侷限住。 

 

當然，詹氏也強調，任何一項娛樂媒體（在此特別是指雜誌業），都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滿

足不同類型讀者的情感，更深一層看，這份情感也就是娛樂性。所以，任何一位傑出的製作人，

都要懂得要發現議題背後的奇景（spectacle）、懂得用各種媒體去再現這份奇景、並賦予該命題

意義。 

 

◇物質（視覺）的活用，即在於雜誌上的圖像如何地去引導讀者，令其涉入閱讀的場域中。這項能

力的發展，有一小部分歸咎於方向的敏銳度，也就是要從議題的娛樂性中找出靈感、並懂得規劃，

將視覺圖示的各個層次作分工。 

 

完成視覺物質的創造之後，還要懂得控制。在這裡，詹氏透過雜誌版面的編排，具體地陳述安排

視覺物質的作法：在一般雜誌的圖像擺設上，越大張的圖片（照片），越具有強大的刺激性，在

頭條、封面故事、或是重點議題，往往會用大張的跨頁圖片；而在較為冷僻的議題、或是小品文

字的安排上，則是使用極小的篇幅與圖片呈現之，目的在減低讀者的情緒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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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的認識，在於理解一項議題在不同文本間的轉換是可行的。對於傳統的雜誌業者來說，要

理解跨領域的概念，其實不大容易。畢竟在其本業上早已有一套行之有年的產製流程，但在面對

數位洪流的衝擊之下，為了找出夾縫中的生存之道，還是必須去理解到「針對各項議題與現象，

製作人要能夠依據平台的特性，賦予文本不同生命力這件事情」。 

 

詹氏在會上舉出 Rolling Stone 雜誌的特性：跨界、鼓吹自由的兩大意旨，並從這兩項核心旨趣

往外放，從搖滾做為出發點，每期探索的主題打破疆界與制度的作法，做為跨領域觀念的註腳。

 

◇社群的創造，對於傳統的雜誌業者來說，固定的閱讀族群不僅是他們的衣食父母，更是雜誌風格

永續經營下去的重要元素。但面對時代的變化，懂得從各種不同的議題去創造新命題，才是永續

下去的重點。因此詹氏建議，新時代的雜誌同業，存活下去的不二法門，是從人與人之間早已形

成的疏離感中找出彼此自我認同的要素。也就是不同族群間的認同感。能夠藉著對彼此的認同，

才能找到自己，並且存續下去。這是詹氏念茲在茲的信條。 

 

◇最後，是整合與分工的能力。詹氏指出，在資訊取得特別容易的條件之下。光靠一個人是不夠的，

一個新時代的製作人，除了有上述的個人能力之外，還得懂得分工與整合。所謂的分工，就是權

力的極大分散數。但分散，不代表忽略管理，也就是開明的權力下放，不干涉部門的權責，但必

須知悉；不掌控部門的計畫，但必須理解。換句話說，新時代的製作人，要能夠統合各個獨立的

知識分工、還要能掌握感官需求的界限，做出適當的工作分配。 

 

☆場次二、企畫力：提案企劃的能力 

講者：遠見雜誌副總編輯  彭漣漪 

 

◎在如同總綱的”製作人”講座之後，對於新時代的雜誌製作能力，自然地就分從數個分項去傳授知

識。第二場講座的重點在於，陳述雜誌產製過程中的先端技能—專題企畫的實務技巧。主講人彭

漣漪女士（以下簡稱彭）本身是相當務實的雜誌總編，所以在上課的內容安排上，所講述的也是

一板一眼的紮根技巧。 

 

◇產出創意：誰說太陽底下找不出新鮮事？彭女士認為，無論是怎樣的題材，在許多層面或許已有

前人做過類似的企畫，但卻無損於創意的出現。她認為，能夠引起話題、有賣點的專案，就算是

與前人的觀念相似，但在不同時空背景之下，還是可以用不同的角度去可以搾出瓊露。與前人不

同，其目的在於創造自己的價值（此指雜誌社），所以儘管相同議題是可以運作的策略，但彭女士

還是較推崇自行創作這一塊。 

 

接著，她陳述了創意的概念。創意，意指前人未做過的，是獨一無二。為了能夠快速地確認創意

的新鮮度，建立一座自己的創意資料庫是必要的工具。建置資料庫是一項漫長的計畫，但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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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率是成本所無法比擬的。一旦有了自己的資料庫，在創意產生之初，即可透過資料庫的查詢，

徹底地找出現有可運用的資源。此外，創意的產生會座落在個人經驗與工作歷練上頭，因此彭女

士在講座中不斷提倡的，是體驗不同事物的美好。 

 

◇以客為尊、以客為本。創意的發想，不會是毫無根據的。以雜誌業來說，因為有了特定服務的閱

聽眾。所以從客戶端思考，以客戶的可能想法為依據，並延伸出有組織，可執行的創意，是企畫

的必要條件。彭女士指出，就算時代變遷、科技有所創新，以客戶想法為主體的思考方式，是絕

對不會變的。 

 

◇組織能力，羅織自己的想法，並懂得具體陳述。這項技能若能表現的好，其創意表現，就會有邏

輯、有層次。這項功夫絕不會憑空得來，因此彭女士建議，平時的就該試著具體描述自己的想法，

無論是口語、或是筆耕的形式，都可以漸漸地磨練自己的組織能力。 

 

一旦具備的基礎的組織能力之後，對於眼見的議題與現象，就可以適時地加入硬性或軟性的元

素。讓該項議題不會因為過於強硬而難以下嚥，也不會過於軟若而顯得毫無張力。此外，在論述

的組織裡，還要能跳出框架，分別從鉅觀與微觀的層次去切割主題，才會令這項主題具備深度與

廣度。 

 

◇接著，彭女士講述了如何地去強化企畫主題的適應性：所謂的適應，指的是所選題材對讀者來說

是否合宜。簡單地說，未成年的族群勢必不能閱讀花花公子雜誌中的某些題材，否則在正常的價

值觀還未固形塑之前，很有可能就此被影響，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這也就是規劃適當、合宜

的題材為什麼重要的原因。 

 

此外，企畫的題材雖然選出來了，但不能否認的是，不同的企畫者，也可能會因為他的背景、所

學、觀念等因素影響，而在題材的呈現上有所不同。對彭女士來說，企畫者也像是廚房裡的廚子，

同樣的食材，在不同廚師的烹調手段之下，也有高明與低下之分，味兒也不同。所以企畫時該當

任才適用，而不是一味地讓某些人或團隊去執行。 

 

◇連貫的服務鍊：在一道議題的成形之前，勢必經歷過千錘百鍊，可能是好幾十次的會議之後，才

得到寥寥幾個字。那麼這些成果是怎麼得來的呢？以彭女士的經驗來說，屢次的議題，都有一貫

的脈絡存在，從過往的概念到當下的想法，並進而推展到未來，都是必須在企畫會議時討論出來

的。對她來說。描繪一項議題的風貌，除了創意之外，還要考量到時間演進的脈絡。 

 

◇最後，她所要講述的企畫能力在於隨機應變。在訊息萬變的時代裡，許多的創意提案本身都有其

不可忽視的價值，但往往在最後是因為與現時的調性不合而被打入冷宮。為了避免這樣的悲劇發

生（也可以說是為了挽救步入昏黃的雜誌市場），彭女士建議與會學員，要懂得去結合時勢，創造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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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句話的意思是，主題是會隨著時間而去增減其價值，一項好題材，有時候只不過因為政策的轉

彎而變得毫無價值，相對的，一項如同雞肋的議題，卻也可能一夕之間翻紅，成為炙手可熱的話

題。所以一個新時代的企畫者，要能掌握彈性，適時地針對時勢的變化，調整既定的執行方案。

 

☆場次三、故事力：圖文表達的能力 

講者：紀錄片導演  吳汰紝 

 

◎當一個紀錄片的導演，遇上一群雜誌業者，這會是什麼樣的光景？答案是異常熱烈的一場講座實

況。吳汰紝，一位說故事的人，正對著不同領域的群眾，說著故事中的故事。說故事，對於雜誌

業者來說或許是再平凡不過的事情。每一期的封面故事，每一次的專題報導，都是一篇又一篇的

佳作。那麼，為什麼還要跟人學習說故事呢？更何況，這位教人說故事的講者，還是不同的領域

的媒體工作者？事實上，這樣的安排看似突兀，實則合理。理由在於數位時代的到來，傳統的記

述方法是否有變革的必要？在雜誌公會的安排之下，透過兩種不同說故事方法的激盪，可以期待

的是雜誌編輯的觀念與程序將會有所更新。 

   

◇在吳導演的觀念裡，說故事重視的是架構、角色設定、過程陳述、與特出性。架構：指的是線性

到非線性的過程。以影片拍攝（此處以紀錄片為主）的方式來看，說故事的手法，不見得一定得

平鋪直敘，在說故事的歷程裡，重要之處在於掌握每個事件區塊前後的邏輯以及環境背景的清楚

描述。 

 

吳導演一直強調的部份在於：人生都是一場故事，而其中的過程是可以賦予繼續深度的，但怎樣

的故事才顯得生動、引人入勝呢？為了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選擇故事和選擇主角，就變得越

發重要。她認為主角的設定必須考慮兩個層次：內在的慾望、以及對現況的反動。而過程的陳述，

自然重點在於衝突點的設定，好的衝突點，可以凸顯故事走向的概括，也可以引導觀眾省思，從

同理心中去理解故事的深度、與背後的意涵。 

 

最後，則是跳脫性。也就是與現實狀況相異的部分。說是相異，倒不如說是與常理不合、怪誕的

元素。比方說講座後半段，吳導演放了一部她所拍攝，探討愛情的紀錄片《尋情歷險記》，這部

片的重點即是強調愛情在每個情侶、夫妻之間的被構築的過程。當然，談起這一段段的”愛情故

事”，最讓吳導演覺得怪誕的，訴說著科技園區的宅男與不苟言笑的女性，如何地透過電子郵件

開始交往，而一步步步入禮堂的故事。故事裡的宅男大哥沒有社交圈，整日價與電腦程式為伍，

但他並非沒有情感與才華之人，相反的，透過高超的程式功力，他的電腦情書寫得文情並茂，只

差沒有欣賞的人；另外一位，是位工作狂大姊，她的生活圈裡只有工作，根本沒有時間與人交往，

網路交友的危險性又讓她不敢往前跨出去。有天，這兩個人相遇了，是一封寄錯了的電子情書，

開啟了他們的緣分…對吳導演來說，這樣特別的部分，正式說故事的過程裡，最令人感到好奇，

也最令人有所學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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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四、產品力：製作產出的能力 

講者：GQ 雜誌總編輯  杜祖業 

 

◎對雜誌業者來說，動人的故事與精美的圖文交織而成的篇章，就是可供牟利的產品。做為一個時

尚雜誌的總編，重視的就是如何將好的故事內容與圖像搭配，成為內與外、質與感皆精良的產品。

對杜總編來說，要製作出好的產品，必須要理解幾個層次：首先是產品的元素：在搞清楚後製部

門、業務主管需要的部分為何之前，必須謹慎地選擇製作的方法與素材，在一次次的開會、協調

之後，將可逐漸摸清楚產品元素的內涵，所以對杜總編來說，不斷的協調才是精鍊產品元素的不

二法門。而必須注意的是，在產品元素粹取的同時，還要能夠預先設想這些素材是否能夠應用在

其他的媒體平台上，以節省成本。 

  

其次提到的的是品質，這裡指的品質，是在不同平台的閱讀流暢度。因應不同的平台，自然要有

對應的表現模式，不足為奇，因此杜總編在此特別說明的是，在製作對應的表現模式之前，還得

要考慮到使用者的反應與建議。也就是著重在”人”的層面上。同樣地，為了顧及使用者的心情，

資訊素材是否新鮮，也就成了首要的目標，在資訊洪流之中，前一刻的新聞，往後不到一刻就成

了昨日黃花，為了持續地提升使用者的關注，在資訊素材的更新，也是不可忽視的。 

 

最後，則是形式。也就是在雜誌商品產出時，最接近前線的那個步驟。在會上，杜總編對於產製

的程序倒是著墨不多，應該是考量到在場的學員絕大多數皆為業界出身，因此在講述的過程中，

只針對概念化的重點陳述。也就是區塊化的編輯模式。對 GQ 雜誌來說，切割文字、並依據內容

性質組成區塊，是一貫的作法，理由在於過大的文字區塊會帶給讀者壓力，而採用這樣的理由，

原因在於 GQ 的產品元素並不是粗獷、豪邁的男性雜誌，而是細緻的、時尚的特質，所以會有這

樣的考量，還是因為設定了這樣的產品元素所致。 

 

此外，關於區塊的討論，杜總編特別從網路雜誌的觀點給予建言。他認為網路化的雜誌呈現，勢

必會有與實體紙本大不相同的表現方法，控制圖文區塊的大小、排列組合，也是往後雜誌業者該

注意的跨平台表現方法。 

 

☆場次五、媒體力：應用媒體的能力 

  講者：主持人、藝人  黃子佼 

 

◎做為一個不斷進化的藝人（此話為雜誌公會理事長俞國定先生所言），黃子佼的表現實在是相當稱

職。從原先參與華視《青春爭霸戰》出道的表演工作者，到現在懂得運用新媒體做為宣傳、分享、

紀錄，進而將媒體變成生活的一部份，他的心路歷程自然是比別人走的踏實得多，對於如何巧妙

地運用媒體，他的看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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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特性：也就是掌握各種媒體獨有的特色。廣播與電視在這次的講座裡並不是重點，他的主要

講題還是圍繞在網路上。事實上，前陣子的電影【不能沒有你】，就是運用了一部份的網路特性，

但他也提到，儘管再怎麼努力，還是沒有辦法讓所有的人都知道電影的消息，於是他領悟到：媒

體使用，還得要分眾化。事實上，在黃的媒體哲學裡，一直都認為應用媒體的最終極意義為：幫

助他人。簡單的說，就是運用宣傳的力量去點出社會問題、提醒人們注意生態現象的變遷、令貧

困者得幫助的管道。於是，黃子佼在使用媒體的第一課題，就是掌握媒介的特性，並運用分眾宣

傳，讓幫助的效益到最大。 

 

◇第二則是涉入性：指的是對媒體的熟悉程度。在課堂上，黃子佼一直提到他到目前為止，都還在

實驗著新媒體，不管是撲浪、臉書、或者是 BBS，都是他不斷實驗傳播方法的場域。不過他也提

到，到目前為止讓他覺得最重要，也最能隨心所欲改變的媒體，其實還是人（他認為，傳播過程

到了最後，還是會回歸最單純的人的興趣上頭）。因此，掌握了群眾的注目，就是成功之鑰（引伸

意義就是社群的力量）。 

 

◇最後，則是不斷調整的功夫：對黃子佼來說，使用媒體，就像是在演藝圈一樣，必須不斷地進化

自己，從使用媒體後得到的效果，去調整媒體的使用方式。這樣一來，進化過的使用者將會比別

人先擁有使用媒體資源的概念，自然而然地也會先行掌握住資訊，如此一來，他踏足的部分是先

端而非後端，自然就會有競爭力。 

 

☆場次六、通路力：滿足閱聽的能力 

  講者：華碩電腦 CEO 特別助理  張麗玉 

 

◎產品完成了，下一步就是要考慮怎麼將其具體的物件傳遞出去。要完成這項工作，需要就是強大

的物流能力，也就是通路能力。如何規劃出一條確實又精準的物流線，正是這堂講座的主要課題。

本節請到華碩電腦的 CEO 特助，從實際的工作經驗中，將”通路”的具體意義描繪出來。 

 

◇張特助認為：商品的內涵，是一項從由本質流動到通路的運作。換句話說，商品具有流動的內在

質性。因此我們不能刻意的將商品固化，必須要懂得因時制宜，選擇適當的形式去呈現。這點讓

我想起新力前任執行長出井伸之提出的”感質”概念，感質的意思是，運用商品的特質，讓使用者

得到感官的滿足，比如筆記型電腦可以運用金屬的材質特性，營造時尚感。 

 

◇其次是型態，這裡說的型態，指的是通路的模式。張特助意有所指的提出，傳統一直線的通路框

架勢必會被打破。在數位時代裡，不能再拘泥於點對點、或是點對線的思維，而是要能將商品“躋

身”進入各種平台，配合載體的形式，制定適合的通路策略。 

 

◇說起通路，就不能不提起距離的論題，這兩個元素恰好是一體兩面。在華碩的品牌營造策略中，

有一條這樣的規則：縮短通路的極致，就是沒有通路，也就是商品在客戶門口，在傳統的通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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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裡，勢必會侷限在交通費、運送費等層面，但網路使用觀成熟之後，對於通路的思維可以重新

定義：比方說在線上定貨可以取代到現場看實機、取貨的地點也不見得要在電腦賣場，還可以到

鄰近的便利商店拿到商品。 

 

◇接下來是服務的態度，對公司來說，通路的最末端就是客戶。因此勢必有直接與間接意見表達，

而要概括承受。張特助強調，所有的通路策劃，都要考量到客戶的批評，還要能平靜地面對批評。

這樣一來，服務態度令客戶得到滿足，即可持續地與客戶端產生緊密的連結，才能永續經營。 

 

最後張特助提到了年齡層成長的概念。在通路思維中，除了擬定對現時客戶的通路策略之外，最

好要能考量到這些現時客戶未來的變化（比方說五年後的青壯年，正是現在的少年轉變而成）。

 

☆場次七、溝通力：跨界協調的能力 

  講者：奧美廣告執行創意總監  胡湘雲 

 

◎組織成形之後，為了達到完美的運作，不論是上與下、平行連結、或者是策略同盟，溝通，都是

成功與否的重要因子。做為一個創意人，在執行概念傳達與接收，或者是部門內開會得到共識，

具備溝通的藝術，是絕對必要的。以下，請到了奧美廣告創意部門的執行總監胡湘雲女士為雜誌

同業講解這段溝通的歷程。 

 

◇溝通之前，要先掌握住核心概念，也就是掌握住概念最重要的一塊（主旨），在其外，所有的服務

鍊與動作都是為了成就核心而生。所以在核心產生之前，要能不斷反思、沖刷，這樣的論點有點

賴聲川的味道，在《創意學》裡，對於創見的產生，也要透過不斷思考、抽離現況放到另一個時

空條件下去檢視，最後才能精鍊出一個無可比擬的創意因子。但，思而不學則殆。在不斷的思考

沖刷之前，若沒有足夠的知識做為後盾，這些思考將會變得空泛。所以胡總監也鼓勵在場學員要

盡可能的涉獵各種範圍的知識。 

 

◇接著講述的，是溝通的過程。所謂過程，其實也就是如何確實地給予概念與接受回饋，要能夠減

少溝通中的雜訊，就要給予符合當下的策略，不論是表達方與接收方，都要對當下的狀態有共識，

為了節省時間與成本，還要能精簡地將彼此的訴求目的表達出來。 

 

  在團隊、部門間，也要掌握住”溝通的藝術”。胡總監舉其例子，在每週的會議中，許多創意人的

點子此起彼落，但不可否認的，有些點子確實是未經過思考、脫口而出的想法，對胡總監而言，

這樣近似於原石的想法，還是有琢磨的價值，因此在會議中，她採取的是鼓勵的方式，試著保護

這些微弱的創意靈魂。 

 

◇最後是溝通的管道，與通路類似的部分，在於兩者皆重視傳播末端的客戶，也就是客戶服務這一

塊。胡總監認為，掌握使用者跟核心互動的管道，並做出相應的輔助判斷使用者的需求，給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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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是創意成功的不二法門。 

 

在溝通執行之前，還要考量到分層傳播與大方向傳播的策略，對於客戶端來說。創意順利的傳達

到彼岸，就是成功。但這樣成功的例子，大多都是一個個的個案。廣告公司的觀點自然是希望能

夠讓越多客戶滿意越好，因此在不能兼顧的態勢下，選擇分眾或是大方向的戰略，都有其影響，

不得不慎。 

 

☆場次八、整合力：整合行銷的能力 

  講者：公視副總經理兼公共服務部暨行銷部經理  郭至楨 

 

◎整合行銷傳播早在 1992 年就有了初步的概念，但對雜誌業者來說，卻是個有些陌生的名字，理

由在於傳統的雜誌行銷方式還是著重在平面媒體，因此本場講座請到了公視副總經理郭至楨先

生，從《痞子英雄》的整合行銷經驗中粹取出整合力的元素。 

 

◇在一開始，郭副總便開宗明義的指出，整合的核心概念，是圍繞在現時知識、社會脈絡、文化層

次與經濟的結合體。所以整合的內容可以包山包海，對任何的受眾都可產生效益，但若要更明確

的直擊到特定群眾的心坎裡，還需要針對不同受眾去量身打造不同的行銷方式，換句話說，就是

站在客戶（受眾）的角度提供行銷的服務。 

 

◇理解了整合行銷的要旨之後，接下來談的，是操作整合行銷的能力。郭副總認為，要能熟練地操

作整合行銷，必須具備幾種能力：創作的能力，滿足消費者的期待，從消費者的需求去擬定策略。

搜尋的能力，找出核心概念的元素，並持續地存有，在不斷修改的戰略中，還要能保有核心意旨

的特性。賦予的能力，在現代的社會，單一主體走在單一平台上的現象已經越來越少見了，取而

代之的，是要懂得在不同載具上，改變主體的形式、賦予其生命。 

 

◇最後，是整合行銷的目的。對郭副總來說，整合行銷的終極目的為：滿足感官、呈現樂趣，要怎

麼滿足感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塑造高度感動，一個人的感動或許不代表什麼，但多數人的感動，

代表著的，可能是一個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時代意義。結合多數人的夢想，令其發揚，正是整合行

銷的特性之一。 

 

結合夢想之外，郭副總對整合行銷的期許是能夠不斷延伸主旨，讓概念一直傳下去，，前陣子三

稜的幸福房車廣告到追求幸福房車的主題概念，就是用同樣的元素，持續傳遞下去的例子。會這

樣期許，是因為傳播方式已經不同於以往直線、上而下的單一軸線模式，更常見的，是一對多、

甚至是多對多的社群概念。因此，創造目標社群的同理心。在整合行銷的同時，還要能夠塑造社

群成員間的同理心，促進內部的整體和諧。 

 

  講座後半段則是《痞子英雄》的整合行銷範例，可惜的是，礙於時間的關係，只有稍稍提到公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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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痞子英雄》中，強調人性非黑即白的元素放在網路上的設計，後續的資料或許可以透過整合

行銷的文獻去補足。 

 

☆場次九、控管力：專案掌控的能力 

  講者：年代電視台新聞部企劃組 

資深製作人  陳銘軒 

 

◎每一項創意、每一個個案，在成為商品（或是結案）之前，都需要有個綿密的掌控模式，這項工

作，相對於其他九個講座主題來說，顯得較為生硬。或許是因為管理的概念，不論在哪一行，都

早已行之有年，而雜誌與電視專案的管控，儘管有些不同，但大致上的流程與軸線是相近的。因

此這場的會議重點則以條列式記錄為主。 

 

◇控管的層次：1.高層次的控管重策略、中層次著重戰術、而低層次重執行。 

2.群眾分層兼顧是不可能的。所以要能分層掌握。 

3.各個角色定位的高低關係需要掌握清楚。 

4.控管專案，務須滿足客戶、電視台、閱聽人這三種層次。 

 

◇控管的流程：1.企畫設計的模式，要能夠持續連貫、延續。 

2.塑造固定的行程與任務，讓成員熟悉過程、知道何時該作什麼。 

3.確認目標與任務，選擇環境中適合自己的位置。 

 

◇預算的控管：1.編列預算、評估成效。 

2.掌握成本預算的概念，創造更多的效益。 

 

◇涉入的程度：1.控管者能掌握多少的專案中的概念。 

2.專案負責人自己能涉入主題的程度有多深，也就是在專案執行時，自己要能去

試著揣摩裡頭的角色，看能扮演的多像。 

 

☆場次十、未來力：創新想像的能力（綜合座談） 

  主持人：王彩雲  動腦雜誌社長  

與談人：葉耀琦  尖端出版數位暨品牌發展總經理  

       盧智芳 Cheers 雜誌總編輯 

       吳濱伶 PChome 電腦家庭副總  

       呂命君 希伯崙 LiveABC 總編輯  

       周暐達 UDN 聯合線上營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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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項專題講座結束之後，其實還是只有理論的基礎，而無實務去印證。為了平衡這樣的狀態、

並能與其他技能對話，雜誌公會在最後的講座上，請來六位雜誌業界具有龍頭地位的講者，展開

綜合座談，與其他與會學員分享自己的心得。 

 

  雖然各家雜誌業者間，有著不同的經營模式，而形成風格迥異的對話。但在會議當中，還是可以

簡單的抓出三個討論的區塊： 

 

◇首先是面對未來該有的特質： 

王社長認為一個未來的製作人，應該具備想像力、創新力、執行力。要能掌握時間與分配時間，

面對不斷而來的訊息，還要能慎思明辨，篩選適當、合宜的部分 

  

吳總編認為在未來，製作人需要能夠做為社群成員與知識體之間的橋樑，所以製作人本身要對自

家產品的有著高度的熟悉感。 

 

周總監則認為，因為工具的硬固性（也就是既有的使用框架）被打破了，所以使用者的因應媒體

特質，釋放創意的能力就變得更加重要。為了擁有這樣的能力，需要培養具備跨領域觀點的人才。

但在現在的社會裡，組織的力量比起單打獨鬥來的重要，因此，能夠形成漁網組織的形式是相當

重要的。（按：漁網組織的概念來源，是源自於收網時，只要拉起一端點，其他點也會跟著被拉

起，像這樣團體一起進化的組織感，即為漁網組織） 

 

◇接著是對雜誌業未來趨勢的看法： 

 

王社長鑑於網路上免費內容越來越多，勢必要改變雜誌業圖文成本的預算分配，還有圖文的使用

率，以創開源節流之效。 

 

葉總經理認為雜誌業不可避免的是，原先的單一編採方法應該要有所改變。要能懂得群策群力，

分配適合的工作給適合的人選，增加整合性。 

 

盧總編認為未來的雜誌業有兩個務須改變的部分：對內部來說，因為傳播科技的發達，MSN、

Facebook、Plurk 等溝通管道變多，於是可以溝通的空間與方法也變得更多。對外來講，比起雜

誌的紙本狀態，網路下載的形式變得越來越普及，也越來越多，因此是不是該思考雜誌內容的網

路化，變成付費下載的形式，是可以考量的部分。 

 

吳副總則是著眼在未來產品線的整合性，因為產品線的整合完成，人力的節省變得更有效率，所

以在就業部分、產線的調整也該有考慮。 

 

◇最後則是幾位業界領袖對未來的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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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總經理認為應對未來，就是要事先向後看個幾年，才能夠提早因應的時間。在當下評估往後的

可能效益，但這份功夫必須藉著工作經驗做為後盾，才能清楚的預測出未來的軸線。而也因為有

了預測的能力，在思考當下的問題時，自然而然地，就能夠往後多看幾年，事先設想該方案幾年

後的可能變化。 

 

盧總編認為，對未來的因應之策，就是要突破對原有媒體的理解，改變使用的方法，進而開創新

的藍海。 

 

最後，吳副總則是站在生產線的角度，觀看雜誌業的未來之策：對她來說，雜誌生產線的線上/

線下虛實整合，是必然的趨勢，傳統的編採方法自然是實際採訪為主，但懂得運用網上資源也是

必備的技能之一。此外，對網站的群眾號召力也不可小覷，理由在於社群的整合在這個時代裡又

再一次的被提起，因此面對社群整合，可以發展一套公眾管理的 SOP 流程。 

 

助理蔡宗和與會心得： 

 

在兩天期的會議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第五場的講者黃子佼說過的一句話：「原來真正專業

的傳播媒體是人。」他說這句話的時候，自然沒有援引任何的理論，但這句話背後的意思，相當引

人玩味。 

 

典藏文物的環境，從博物館的封閉到開放；在傳播模式的思維裡，從上對下的線性傳播到主/客體可

以彼此互文的雙向溝通；在社會學的觀點，從理論層次到向實踐轉，這些背景的內涵都指陳著一項

事實：以人（使用者）為本的時代，正悄悄的到來。 

 

麥克魯漢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這條觀念，雖然在現今毀譽參半，他自己也被貼上了科技決定論

者的標籤，但回思這項觀念的原點，對人，也就是使用者的關懷，是相當具有指標意義的。也就是

說，在我們周遭環境的任何媒介（或者是被視為媒介），都必然地是從人本主義的角度去發散，而產

生漸移（當然，現時非常熱門的後人本主義意涵並不在此處的討論之內，否則媒體與人的關係結構

只會更亂）。 

 

將這項觀念推導到雜誌業者的業務考量，可以很明快的得到印證。商業雜誌視內容為商品，為了將

商品販售出去，自然就得為廣大的受眾設定主題，甚至是量身訂作一篇特定族群才會感興趣的專題，

這當然是以使用者為本的製作程序。在以使用者為本的製作程序裡頭，還包括了內容分眾化、通路

客製化、以及服務週到化的縝密思維，商業化的模式大多是走這條路子，撇開在商言商的銅臭味，

這條周密的商品網絡其實很值得學習。 

 

為什麼這樣說呢？在作深度剖析之前，我們可以從數位典藏的原點看下來：西方的典藏意識，還是

從博物館的”收藏”概念為依歸，在封閉、幽暗的寶物櫃裡，擺放著的從來就不會是為大多數服務的

文物，經過了四百年左右的人本主義變革影響，博物館的藏品才漸漸地由封閉→有條件的開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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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開放→授權使用，這樣一連串的開放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時至今日，數位典藏自然不需要再

花上數百年去再現這樣的歷程，相較於以往，典藏物與人的關係要能形成構連，或許只需要短短數

年、甚至是數個月。 

 

可惜的是，儘管通路關係有了快捷而妥善的演進，但典藏的出發點還是駐足不前，這樣的現象當然

不能視為數位典藏的常態，只不過在一片以人為本的思潮之下，典藏單位的思維就這樣被硬生生的

分成了兩派：一派重視先典藏而後推廣 

一派則是重視典藏的過程，也就是典藏「形成典藏的價值」。這樣兩股截然不同的思維，連帶地影響

了相近的典藏模式。以一分項為例，在徵案的過程中，因為目的設定在典藏物本身，於是參加徵選

的團隊普遍有著考古、標本收藏式的性格， 

如此一來，典藏的文物自然而然地與在地文化、現時脈絡產生切割、形成斷層，走回了博物館引人

詬病的老路，與使用者的鴻溝被加深，若要再次產生構連，似乎又得仰賴策展人從文物性質、使用

者層次去規劃，但數位典藏並不是博物館，至少在我眼裡所見的數位典藏，並沒有具備策展人身份

的職位存在，既然如此，從「典藏後勢必有所用」的目標來看，最後的使用者還是圍繞在學院派的

研討會、說明會、甚至是商用授權上頭，如台大數位典藏中心。 

 

很明顯的，四分項的規劃目的接近後者。比方像是棒球維基館，林信成老師的計畫原點在於保護台

灣棒球的歷史與日漸凋零的耆老選手，而漸漸地藉由培力模式形成了龐大的社群，可以說是個一直

在進行中的”典藏”。其他的例子也是一樣，蛙蛙世界、千里步道，都是從一個可以維護的價值作為

出發點，持續地衍生組織，而後壯大。 

 

站在不同的位置，視野自然也會有所不同。分別從這兩個分項的觀點看來，明顯地，一分項的規劃

是走博物館的典藏方式，也就是機構型的典藏。機構型的典藏 

自然並不是全盤從使用者的角度著眼，而是有所謂的把關機制，審慎地挑選出素材裡有其價值的部

分作典藏，因此這些典藏物，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古籍、也可能是美輪美奐的藝術品。這樣的建構條

件下，所有的典藏物都可被視為是一時之選，也可說是典藏機構的自信之作，在極度自信的態度背

後，容易形成一套上對下的階層感，也就走回了傳統典藏與使用者之間的”餵養”關係，使用者對典

藏物的近用是有條件的、是有限制的，而且典藏物呈現的主體意識、與社會的連結，可能只會操在

寥寥數人的手中，變得有距離，而予人一種庭院深深的錯覺，而無法盡興的使用、玩賞。 

 

而四分項的出發點是親民、是生活周遭可碰觸的人、事、物。其典藏的物事或許在方家眼裡，是極

不起眼的玩意兒，但卻具備推廣與使用的性質，對於使用者來說，多了一份親切感。畢竟這些東西

可能就是平時都在使用的，或者是自己也曾參與過的活動。自然而然地在使用上，相對一分項的典

藏來說，是沒有隔閡的。 

就好像天地宮，廟宇文化幾乎是每個中國人的記憶，這卻不像古籍一樣，在使用的時候得去擔心其

磨損率，而更能夠讓使用者歡暢的使用。 

 

兩個分項間的矛盾情形，或許短時間內並不會有所衝突，但可預見的是，未來勢必會產生一股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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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爭論（或者在檯面下早已存在）。 

 

將思緒拉回最初黃子佼所說的話，所謂的數位典藏，究竟應該是先產生了意義而後才去作典藏，還

是要先有典藏再去構連其與人的價值？對哲學家來說，或許是個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問題，面對這樣

的矛盾，解套的方法在於是否能從典藏物中粹取時代性。比如古籍，換個角度想，不也是在前人的

時空下，生活中無甚殊異的日常用品嗎？既然如此，在數十年、數百年之後的典藏者，面對古籍的

態度，絕不可能像從前的老祖宗一樣隨意翻閱，將其知識運用在生活上，而最終只能用欣賞的態度

去使用之。 

 

在現時的時空背景下，典藏品的時代性是構築以人為本的趨力上，這正好呼應了典藏價值在這個時

代所重視的，應該是在群眾所認為的、群眾關心的事物上，於是典藏物的價值，自然就較不會與一

般大眾有所衝突，因為換句話說，這些典藏物的價值也是由現實環境下的”眾人”所傳播、所賦予的。

藉著眾人之力，這些價值不斷地被產製出來，不斷地再生，慢慢的走向永續發展的路上，源源不絕。

 

但我們在兩天的會議後，所學到的部分應該不只是這些。透過詹偉雄對製作人的詮釋，我們不妨可

將典藏者視為是數位典藏這項”商品”的”製作人”，對於商品來說，製作人應該具有從使用者角度規劃

出後續數年、甚至是在數十年後的使用價值，也就是說，在考量典藏物時，不能夠單從文物的歷史

價值與物質價值上去考量，而更該去注意使用者與物的連結，也就是要留意該典藏物對影響使用者、

或是被使用者影響的互動歷程。 

 

總結來說，這次為期兩天的研習會，在會後的所得，除了增加了不同視野的行銷觀點與實務技巧之

外，還印證了人本主義在商業與非商業的思維模式下，竟有著相似的基礎視點。除此之外，在我腦

海裡也浮現了幾個問題： 

 

一、典藏思維的矛盾： 

    物件的數位典藏，在現時社會裡，不單只從保護的角度去看待已成趨勢，後端的加值更令這批

典藏物可能後勢看俏，這正好反映出典藏物內蘊了供人使用的考量，既然如此，在典藏之初是

否該考慮使用者需求這一塊呢？既然勢必要商業化，典藏完畢後才來開發商機，何不先從需求

面去創造商機？否則，在一開始的設定是否就不該從加值著手？弔詭的是，不論是否要商業化，

藏品既然要有人看，就勢必要考慮到使用者才合理。 

 

二、究竟誰才是製作人呢： 

    這個並不是刻意要呼應標題，但我們必須正視，因為運用社群的力量而再造的數位典藏並不在

少數，這正意謂著，所謂數位典藏製作人的組成結構，已經漸漸在改變，並不單指特定的人選，

那麼，典藏物本身是否還要由固定的審核方式去評比，一定要符合條件才算有典藏的價值？既

然眾人都可能是製作人，那麼在審核的方式就該有修正的必要，否則都可能只是虛應故事。 

 

7. 參與 2009 數位典藏與數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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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數位典藏與數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會議時間 2009 年 12 月 02 日（星期三）14：30 – 18：10 

會議地點 台灣大學總圖書館國際會議室 

會議網址 
數位典藏與數位人文國際研討會官網： 

http://www.digital.ntu.edu.tw/DADH/  

會議簡介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的迅速發展，數位化(digitization)已成為文化資產保

存(preservation)、再現 (representation)、並提升其公眾近用性(accessibility)的重要工

具與方式。國科會自 2002 年開始推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即是以運用數

位科技典藏珍貴文化資產，並促進數位典藏內容的推廣普及與多元應用為目標；執

行至今已累積相當豐碩之成果。然而，在保存、再現、和提供公眾使用等功能之外，

這些豐碩成果更激發對數位典藏之進一步發展方向的思考：數位化如何能夠促進知

識的更深化發展。 

數位典藏是以數位形式保存實體文物，配合不同面向與層次之詮釋資料

(metadata)的意義連結、和資料分類管理系統的運作，構成更完整的文物資訊；並透

過各種視覺化(visualization)技術的運用、與網路平台的傳播，克服時間與空間的侷

限，使得這些文物與資訊能夠更容易地為社會大眾所親近與使用。但在保存與傳播

之外，如何更創意多元地運用數位典藏資源於教育、社會、學術、和產業等層面，

以擴展珍貴文化資產的教育功能與社會意義、並激發文化產業與知識經濟的加值發

展，實為數位典藏永續經營的關鍵。 

另一方面，從知識發展的角度來看，數位典藏也為資訊科技與人文研究的對話

整合開啟了新的窗口；除了提升資料分析的規模與處理速度之外，數位化也有益於

不同層次與類別之詮釋資料的關聯性與集體意義分析(例如：年代、出處、關係人、

與詞彙之頻率分析)。然數位典藏相關技術的發展，不僅是以開發更符合人文研究者

之需求的數位化技術為目標，更關注於如何透過數位科技的運用、並結合人文研究

者的學術專業，而能在既有素材 content 中發掘出新的研究材料與主題，進而推動數

位人文研究 Digital Humanities 的發展。當詮釋資料(metadata)能夠被轉化為具有意

義的知識(knowledge)，數位化技術將不再只是保存與再現知識的工具，而是能夠活

化與創造知識的重要方法。 

本研討會的目的，即是要促進人文領域與資訊科技的對話交流，共同討論數位

典藏與數位人文研究的未來發展方向。（以上會議簡介來自官網介紹：

http://www.digital.ntu.edu.tw/DADH/news.php ） 

與會目的 

瞭解台大數位典藏中心資料庫經營現況，及其運用於歷史學中的研究發現。另

外，則針對「從典藏民族誌影片之社區放映看資訊流動的形式與意義：以排灣族內

文社五年祭影片為例」場次，瞭解其推廣數典的模式。 

攜回資料 ■ 有相關參資：會議論文集、演講錄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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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方式 

     1.不需整理 

  V  2.條列式重點記錄 

  　 3.逐字謄寫 

若為 2.或 3.﹐請將記錄詳列於會議記錄處。 

記錄人 陳儀芳 

會議記錄 

發表人：陳瑛珣 

題  目：從合股築莊契約探討清代臺灣漢移民社會的合夥方式－以臺灣大學數位典藏發展中心歷史

數位圖書館古契書資料庫為依據 

現  職：佛光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副教授 

背  景：歷史、人類學 

◎ 本篇文章主旨是台大資料庫契約資料庫找歷史脈絡的經驗談。由於合股契約零散，資料容易軼

散；文章性質屬於區域社會史，需要跨學科知識配合；為突破龐大契約等紙本搜尋效率；因此

作者決定借用台灣歷史數位圖書館（網址：http://thdl.ntu.edu.tw/ ）。 

◎ 利用資料庫協尋地契資料，對電腦下指令、關鍵字是很重要的步驟，不過古今用字不同，是研

究者需多花心思注意的地方。不過，在使用前人最常用的關鍵詞搜尋時，亦會有超乎研究者所

預期的效果，這也提醒了研究者，電腦主動刺激研究者建構脈絡的方式，電腦並非只是靜態的、

資料整理的助手而已。 

 
◎ 而資料庫協助找出清代開墾高峰期後，一方面節省時間，另一方面學科互動可以一舉突破瓶頸，

例如地理學與歷史學的結合後，可從地圖 GIS 輔助工具裡克服歷史學家不容易掌握的語言分佈

範圍；又如，資料庫內的人、事可再延伸出家族史、企業史研究。 

◎ 資料庫的計量法得出的結果，如股份記錄、資金記錄等，當時代的人際關係，甚至都可以從契

約內容看出來。不過，資訊搜尋結果的重複率則是作者憂慮處與詮釋時的困擾，使用不當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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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降低資料精準度。 

 

 

發表人：陳志豪 

題  目：臺灣歷史數位圖書館與歷史研究的實際應用：以「淡新檔案」為例 

現  職：台大歷史所博士班候選人 

背  景：歷史 

◎ 本篇文章是利用台大數位歷史博物館資料庫（THDL）進行歷史研究，本文特別鎖定年輕的歷史

研究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其使用資料庫的心得。 

◎ 資料庫的新介面與過去不同，這次是針對歷史研究設計而來。資料庫的尋找方式樣可以事件尋

找、延伸人物尋找；另外特別的是，可以提供客製化設計，研究者挑選出搜尋後其中幾個案件，

在依其分類作客製化的搜尋。 

◎ 而 THDL 可提供瀏覽原始檔案功能。由於，過去將古文書掃瞄成數位檔時，一般都是將原稿與

打字檔一件一件分開來，而單看文字檔並無法瞭解文書重要性，必須搭配圖檔才能確認整個文

書脈絡。因此 THDL 提供原始檔案，文與圖互相搭配，把脈絡不足處補齊。另外，影像輔助文

書的不足、地圖檔也彌補光是打字的缺憾，克服了戴元輝所整理的淡新檔案缺漏。 

 
◎ 然而系統仍無法克服古今人名、地名換字的困擾，不過這是研究者的問題，不是系統問題。解

決的辦法，需從檔案中蛛絲馬跡延伸，過濾年代，關鍵字，搭配田野實地考察，已彌補資料庫

的缺漏處，例如現存牌坊可經由上頭的簽名、文字、人名落款來證明當時人際網絡與社會關係。

但是，歷史學家接下來要怎麼更慎重詮釋、運用這大批資料，是下一階段重要的歷史研究議題。

 

 

發表人：陳師沛、項潔、杜協昌 

題  目：史料整體分析工具之幕後—介紹「臺灣歷史數位圖書館」的資料前置處理程序 

現  職：台大資訊工程系博士候選人、台大資訊工程系教授、台大資訊工程系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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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有的，不過處理量變大也是一種幫助。所以，反而是資料庫要清楚界定：母體的來源、性

質，界定資料的運用範圍才是研究的自保之道。 

3. 整體的結果，亦可判別出中央對地方的態度，反應歷史學如何看待「菁英」，這是個很空泛的名

稱，可以全球也可以地方。因此，研究者本身要設定研究範圍是地域性而不是全體的問題。 

4. 母體數的變動，台灣的檔案增加有限，中國方面則不清楚。而未來跨機構的資料庫整合，要看

各機構的想法。 

 

發表人：童元昭、陳品姮 

題  目：從典藏民族誌影片之社區放映看資訊流動的形式與意義：以排灣族內文社五年祭影片為例

現  職：國立臺灣大學人類學系副教授、國科會計畫助理 

背  景：人類學 

◎ 為詮釋數典的推展是一種「合作」而不是單向引入，台大人類學系所申請的國科會計畫將早期

日籍學者宮本延人所拍攝的影片，數位化成光碟，選擇六個內文社部落放映，看地方如何因應

這機會，如何看待新的資料與影片。換句話說，當學院議題進入地方，具有不同歷史經驗記憶

的人如合理解、詮釋印象，並詮釋記憶。當學院主動提供材料後，地方是否有建立歷史主體性

的可能性。 

◎ 由於本文的核心關懷是：「這個片子，到了部落裡面放映，會激盪出什麼火花呢？」於是推廣單

位採取行動，找了內文鄉六個部落進行放映，然後記錄與比較六個部落所反映出來的結果。進

行推廣時，這個典藏起來的影像檔並不是只有放映那天才被看見，台大將影片製成光碟，另外

加印解說書籍，家家戶戶各發一套，使大家可以輕易取用到這個資源。不過，台大還是透過教

會、學校、部落組織的力量，把族人邀請到聚會所播放影片，並記錄族人對影片的心得，後續

則回到人類學對歷史經驗與記憶的討論。 

◎ 六個部落對於放映影片的態度，大不相同，，有熱切回應的，不過也有冷漠的，原因與籌畫這

件事情的部落力量有關係，綢繆公共領域事物的力量組成各不相同，有教會系統強的、有學校

系統強的、有傳統組織與現代民意代表結合後政治力量強的（亦即：鄉民代表本身也是頭目）…，

不同的力量對這個文化財的看法，是值得分析的一點。不過，另外一點，由於人人都可有這麼

一份文化財，所以就出現有人會把光碟當作是推展部落意識的象徵，即便台大不來放映，族人

也會自己舉行放映。 

 

助理陳儀芳與會心得： 

 

◎ 台大經驗令我覺得深刻，是因為族人的數位落差是一回事，但是當他們有能力使用這個資源後，

對於文化資產的態度其實又回到人的理性選擇或是 IRC 所談的十分相關。台大把文化財產丟回

給族人，看他們自己怎麼依內部原有的行事脈絡、準則進行數典使用，這會不會也是一種推廣

的方法？！沒有任何的後設，就是看著這件事怎麼隨著漣漪，一圈圈散開來，推廣團隊默默的

一旁紀錄就好。這實在是非常人類學式的推廣方式，換句話說，就是把推廣現場當作田野的參

與觀察了。 

◎ 我聽完這個案後，想到的是交大的模式，買空賣空，累積的是一種推廣的 know-how 能量，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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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banks 他們的 Science Commons 所推的 Research Web 資料庫強調的也是一種整合資訊的

Know-how，而我們之所以要出版 casebook，也是在宣傳 know-how。看到不同學科，如生物的、

文化的、藝術的…，大家手中可以推的東西，當然都珍貴，可是學科性質差異是否會影響典藏

推廣的方式，如台大昆蟲的徵案經驗中，叫好不叫座的原因又會是什麼呢？如果都把他們分析

出來了，則我們計畫的推廣 know-how 將形成重要的參考價值。 

 

 

8. 參與網路時代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由名人效益音樂創作與精品品牌談起 

 

會議名稱 網路時代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由名人效益音樂創作與精品品牌談起 

會議時間 2009 年 12 月 02 日（星期三）14：00 – 17：00 

會議地點 國立政治大學綜合院館 13 樓會議室 

會議網址 宣傳網址：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1311 

會議簡介 

「智慧財產權」指人類精神活動的成果而能產生財產價值者，並由法律所創設之一

種權利。近年來因科技不斷推陳創新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已成為各國在推動

經濟發展與貿易自由化過程中日益重視之課題，更被視為國家競爭力之指標。  

由於智慧財產權競爭所帶來的商機與巨大經濟利益，導致糾紛層出不窮，有鑑於知

識經濟的發展已成台灣產、官、學界無法忽視的重要課題。 

與會目的 

David Wall 本身專業在於網路犯罪與著作權的探究，從其著作論點總是圍繞著著作

權與再製就可見一斑。本次座談會的內容在於探討他眼中的「網路時代的智慧財產

權保護」，希望能從其觀點與數典推廣的產權產生構連。 

會議記錄 

◎在寫作會議記錄之前，有稍微查訪了一下他的著作。其實在很早以前（大約是 2000 年），在其專

著《The Internet, Law and Society》，就可以隱約看出他對於網際律令的觀點是較為軟性的，

屬於「讓使用者自己發展出適合的法理」這類的論述。不過這些概念是到了其在 2001 年主編之

《Crime and the Internet》中才成熟地有了具體的論述。在《Crime》一書中，David 特別撰寫

了一篇「Maintaining order and law on the internet」去描繪他對於網路律法的想像。從文章

裡他不斷陳述組織與管理的權力結構看來，他的出發點是比較屬於從管理者的角度去看待，這也

連帶影響了他對於智慧財產權的看法，從這場座談會中可以窺知一二。 

 

◎座談一開始，他的切入點是從貓王（Elvis Presley）的特徵裝扮開始，他舉出了一系列穿戴著貓

王特徵（梳的老高的飛機頭、喇叭褲、亮片點飾的披風）的人物，這些人裡頭不乏黑人與少數民

族、穿戴著貓王服飾的貓狗等等，舉出這些的原因在於，其刻意凸顯一項議題——名人特徵的扮

裝是否也算是要保護的著作權？為了加深這項議題的廣度，他還列舉了維多利亞白女王頭像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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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手槍（Sex Pistol）改製過後，用來作為某一張專輯的封面。像這樣的例子還有某間冰淇淋店

將女王頭像如法炮製的宣傳海報。當然，運用名人的特徵作為加深印象的宣傳方式，早有兩派喋

喋不休的爭論者為其辯白，在此不多著墨。姑且不論這樣的爭論是否有了結果，「再製名人註冊商

標的特徵」這項議題，其實在談的就是肖像權再製是否合理。貓王、維多利亞女王，逝者已矣。

但後人追隨先人行誼，究竟是否得宜？若需要控管，到哪一個程度才算是底限呢？這是 David Wall

在此座談會上提出的想法。 

 

◎在聆聽的過程中，我想起了若干年以前，在陳水扁還是台北市長的時候，有次跨年晚會他分身成

三人（麥可傑克森、宋七力、超人克里斯多夫李維），因為話題性十足，隔天成為了報紙的頭條，

好不風光。在當時自然普遍沒有著作權的概念，但這類照片拍攝初期，卻也不是為了商業活動而

拍。往深一層想，這正好呼應了昨天下午近傳會議上的一部份論點：著作權物的運用，是在哪一

種脈絡上。  

 

◎挾著這樣的思維往下寫，讓我驚訝的是，昨天的論點其實是可以與 David Wall 的想法產生構連的。

在座談會上，針對「名人特徵再製」的解套，正好就是從修訂法律著手，換句話說，針對實際著

作權物的使用脈絡，改變著作權的符應質性，就是他的核心論點，也正是這次座談會上，Prof. 

David 所要表達的內涵。 

 

◎從這個角度拉回 CC 的使用上，其實也可以發現一些相似的地方。舉例來說在某些音樂網站上，作

者放上可供下載的音樂，但下載前有個但書，要使用者依據這些音樂的用途而斟酌付費。管老師

的「公民行動影音資料庫」也有著根據使用方向而斟酌提供節目帶的例子（此為根據訪談稿得知，

若有謬誤之處還請老師指正）。其中所探討的似乎也不再侷限於商業、非商業，而是依據享用智產

的方式去決定對應策略。這樣的思維，就有些類比於 Giddens 在社會學上提出的第三條路。對比

於西方世界的著作權私有化進而護之、印度的社群無償共享，從兩造間找出不同的智財近用路徑，

應當也是必然之理。 

 

 

9. 自由軟體授權條款的法律分析 

 

會議名稱 專題演講：自由軟體授權條款的法律分析 

會議時間 2010 年 4 月 20 日（星期）14：10 – 17：00 

會議地點 政治大學綜合院館北棟 14 樓 271407 室 

會議簡介 

本演講分成三大部份：自由軟體運動與授權問題之歷史發展與脈絡、相對於智慧財產

權的另類授權方式的基本概念，以及在此概念框架下的軟體分類、個案介紹與分析 

此演講主要是介紹性質，像通識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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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目的 
藉由自由軟體運動，理解自由文化在當今以智慧財產權為核心的框架下，開創新局的

可能性與侷限 

會議記錄 

講者為自由軟體鑄造場的專案經理。自由軟體鑄造場是為了順應國內外自由軟體應用日益普及

的潮流，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於民國 92 年接受經濟部工業局「自由軟體產業推動計畫」所

補助成立，以擴大自由軟體在臺灣的應用幅度與研發能量，可算是目前台灣關於自由軟體之引界與

推廣的代表性團體之一。本次演講的內容，大都可在自由軟體鑄造場的網站取得詳細資料（請參考

http://www.openfoundry.org/），關於授權條款請參考下面的介紹網頁 

http://www.openfoundry.org/Law-and-Policy/Licenses/。 

此演講分成三大部份：自由軟體運動與授權問題之歷史發展與脈絡相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另類授

權方式的基本概念，以及在此概念框架下的軟體分類、個案介紹與分析。此演講主要是介紹性質，

像通識入門課程，重點不在於觀點的創新，而在於基本概念的推廣，甚至連案例介紹都非常簡短，

再加上演講之內容也與自由軟體鑄造場網站上的內容無異，因此，演講主體的內容，都從該網站篩

選而來，並附上原作者姓名。 

 

一、基本概念（作者 葛冬梅    2008/03/03, Monday） 

 

1.自由軟體 

英文字源＂free software＂指的是符合「四大自由」的軟體（註一）。四大自由是由 Richard M. 

Stallman 所訂定出來，包括：執行程式、研究與修改程式、散布程式以及改良程式四項自由，是以

程式使用者為中心的四大主張，旨在實現程式使用者對於 程式的各項自由。而判斷一個程式是否具

有四大自由，必須視其授權條款內容而定，不過無論如何，自由軟體的著作權並未被拋棄，因此仍

是受到著作權制度所保 護。 

 

2. 開放源碼軟體、開放原始碼軟體 

這兩個中文名詞的英文字源相同，均是＂open source software＂，只是因為翻譯上有不同的見解，

所以產生兩個不同的中文譯詞。自由軟體鑄造場慣常使用「開放源碼軟體」一詞。開放源碼軟體指

的是採用開放源碼授權條款的軟體，一份條款若是經過開放源碼促進會核可通過，認定其符合「開

放源碼定義（Open Source Definition, OSD）」，就可以稱為開放源碼授權條款。與自由軟體相同

一樣，開放源碼軟體，也是受到著作權制度所保護。四大自由是以程式使用者能夠自由使用程式為

出發點而訂定，自由開放源碼定義的源起則是 希望此 類軟體可以順利商業化，為此，開放源碼促

進會註冊有服務標章，一個產品若包含有開放源碼軟體，就可以在包裝上標明這個服務標章，消費

者看到標章就知道產品 內 包含有開放源碼軟體，進而因為開放源碼軟體的優點而購買這項產品。

 

3. 免費軟體 

免費軟體的英文字源是＂freeware＂，如中文翻譯名詞所示，就是一種免費的軟體，在使用上也沒

有時間的限制，不過使用者不見得可以拿到原始 碼，而在使 用目的上也常有限制，例如：僅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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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用途、僅限個人用途等等。雖然大部分的自由/開放源碼軟體都是免費使用，但也有不少是收費

的，所以自由/開放源碼軟 體並非免費軟體。 

 

4.共享軟體 

共享軟體的英文字源是＂shareware＂，這是商業公司發展出來吸引消費者購買 軟體的的一種試用

軟體。使用者可以使用共享軟體一段時間，例如三十天或二個月，之後就必須付費才可以繼續使用

軟體，或者是購買功能完的軟體。不但因為使用 期限有所限制，使用者也無法拿到程式原始碼，所

以自由/開放源碼軟體並非共享軟體。 

 

5.開放源開放源碼（open source）之定義 

從時間進程的角度來看，「開放源碼（open source）」一詞的出現較自由軟體來得晚。九０年代末

期，自由軟體逐漸商業化，但是不少人將「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中的＂free＂誤以為是免

費的意思，使得自由軟體商業化遭遇許多阻礙，因此有人提議另選一個詞來替代自由軟體，最後「開

放源碼 （open source）」一詞雀屏中選，並且仿照自由軟體，由當時 Debian 計畫的核心領導人

Bruce Perens 主筆撰寫出開放源碼定義（Open Source Definition）（註一）。此外，還成立開放

源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來管理開放源碼定義以及審核條款，只要一份條款被

審核通過是符合開放源碼定義，就可以稱之為開放源碼授權條款，採用開放源碼條款散布授權的軟

體即 是開放源碼軟體，若一份商業產品中包含有開放原碼軟體，其包裝上可以標上開放源碼促進會

的證明標章，認識這個標章的消費者就可以知道產品中有使用到開放源 碼軟體，進而因為開放源碼

軟體特有的優點而購買產品。 

 

目前開放源碼的定義共有十點，內容如下： 

 

a.自由再散布（Free Distribution） 

使用者可以自由重製程式，並且隨意地散布或販售這些程式。現行商業軟體大多收取高額授權金，

程式的散布流通性因此降低，為了避免這樣的障礙，條款不得針對使用者重製與散布程式的行為要

求支付授權金或類似的費用。這樣的要求屏除賺取短期金錢利益的企圖，因為透過程式是可以賺取

長期利潤的，這樣的利潤不在於程式授權金，而是在於程式相關服務所產生的利潤，例如：客製化

利潤、升級服務利潤、書面資料出版利潤、嵌入式硬體銷售利潤等等。 

 

b.原始碼（Source Code） 

原始碼是下面第三點修改程式與產生衍生著作的基礎，所以原始碼的取得必須沒有障礙，取得的原

始碼必須容易修改。程式必須包含原始碼，而且條款必須允許程式以原始碼或編譯過的形式來散布。

若程式的散布未包含原始碼，則必須提供一個大眾化的方式讓他人可以取得原始碼，若想要因此收

費，所收費用也不得超過合理重製程式所需花費。若是透過網路讓他人下載原始碼，則不可以收取

任何費用。使用者所取得的原始碼必須是修改程式的最優先形式。若為了增加他人修改程式的困難，

而處心積慮地混淆原始碼原貌，是不被允許的。像預先處理程式（preprocessor）所產生的中間碼

等，這類在編譯完成之前各種中間形式的程式碼，都不符合此點的要求。 



 

295 
 

 

C.衍生著作（Derived Works） 

一個沒有後續維修的程式所能發揮的功用相當少，而允許修改是後續維修的必要條件，所以條款必

須允許使用者可以修改程式，並且因此產生衍生著作。若是 條款要求這些修改及衍生著作必須採用

與原程式相同的內容來散布，也是可以的，不過這並非開放源碼定義的強制性要求，只是程式著作

權人可以選擇這樣的授權內 容。像 BSD 條款允許他人將程式原始碼完全封閉起來，但 GPL 就完全不

允許，而要求所有修改與衍生著作都必須採用 GPL 授權。 

 

d.原創作者者原始碼的一致性（Integrity of The Author's Source Code） 

修改過的程式有可能被誤認為是程式原創作者自行修改的結果，為了避免這樣的誤解造成程式原創

作者聲譽上的影響，條款可以限制原始碼不得以修改過的形式來散布，不過這樣的限制只可能在下

列的情況下被允許： 

 （一）為了讓程式在建置過程中（at build time）可以被修改，要允許修正檔（patch files）與

原始碼一起散布， 

 （二）若修改部分已經結合到程式中，必須明示他人可以散布這樣建置完成的程式， 

 （三）條款可以要求修改過的衍生程式必須加上不同的名稱或版本號，用來跟原始程式做區別，不

過這當然並非強制性。 

這樣的規定將程式原始部分與後續修改部分分開，不致產生混淆，而就算是修改過的程式，只要加

上不同於原始程式的版本號或名稱，即可區別，將可不致影響原創作者的聲譽。 

  

E.不得對任何人或團體有差別待遇（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or Groups） 

為了讓開放源碼這樣的運作模式發揮到極致，必須讓不同背景的個人與團體都可以對程式有所貢

獻，因此一份開放源碼的條款不會有將任何個人或團體屏除在開放源碼運作過程之外的規定。 

有些國家對於特定種類的軟體有出口管制規定，若在條款中提醒使用者遵守這些規定，並不構成這

裡所謂的差別待遇。 

 

F.對程式在任何領域內的利用不得有差別待遇（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ields of Endeavor）

這一點的內涵如字面所示，不過主要的用意是在於：避免條款中出現禁止開放源碼程式被商業利用

內容。開放源碼社群歡迎商業使用者的加入，而不是將其屏除在外。 

 

G.授權條款的完整散布（Distribution of License） 

條款所授與的權利不可受到限制，取得程式者必須完整地取得條款所授與的權利。例如：在條款之

後附加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其中規定，拿到程式者不得將程式的任何資訊散

布給他人，這樣的附加條款等於限制取得程式者再散布程式，違反授權條款的完整散布。 

 

H.授權不得專屬於特定產品（License Must Not Be Specific to a Product） 

程式使用者所享有的權利，不得因為該程式是否屬於某特定軟體的一部分而有差異。若該程式自特

定軟體中抽離，並且繼續採用原來的條款單獨散布，使用者所享有的權利，跟程式與特定軟體一同



 

296 
 

散布時相同的話，就樣的授權內容就符合這點的規定，反之則否。 

 

    此點是預防性的內容，防止使用者所享有的權利僅限於程式被包含在特定產品中，進而影響到

第一點規定的自由再散布特性。 

 

I.授權不得限制其他軟體（License Must Not Restrict Other Software） 

條款不得針對一同散布的其他軟體有所限制，例如不得規定在同一散布媒介上的其他軟體也必須是

開放源碼軟體。必須注意的是，本點與第 四點規範的情況不同，第四點是針對修改程式產生衍生著

作的情況而言，本點是針對程式尚未被修改，僅單獨與其他不同程式或軟體放在一起散布的情況而

言。因此 GPL 符合這一點，因為若單純將 GPL 程式與其他程式或軟體放在一起散布的話，GPL 並不

要求其他程式或軟體也必須要採用 GPL 授權。 

 

J.授權必須技術中立（License Must Be Technology-Neutral） 

授權不得以特定技術或介面模式為前提。這點主要是為了避免條款被限制在網際網路或圖形化使用

環境下才可以成立，例如條款規定採用「點選即視為同意 （click -wrap）」的程序作為使用者接

受條款的要件，這樣的規定阻礙程式透過紙本形式散布，因此不符合技術中立要件的要求。開放源

碼定義的原文抽象模糊，因此在應用上當然也有模糊不清之處，在經過許多申請案例的討論後，目

前各點的內容均已經有大致的判定方向或範圍，不過在實際案例中，還是有少數條款的內容與上述

定義略有出入。 

 

6.自由軟體的四大自由 

    (1). 自由之零：為了任何目的執行程式的自由。 

    (2). 自由之一：研究程式如何運作的自由，並且將程式修改符合本身需求。程式碼的近用是實

現這個自由的先決條件。 

    (3). 自由之二：再次散布程式的自由，以幫助你的鄰居。 

    (4). 自由之三：改進程式的自由，並將這些改進回饋給社群，讓整個社群均可以因此而受益。

程式碼的近用是實現這個自由的先決條件。 

    依照這四大自由，一個程式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可以被執行使用，所以使用者有執行程式的自由。

執行過程中可能發現程式有缺陷或者不符自己的需求，必須修改才 行，所以使用者應該有研究與修

改程式的自由。而執行、研究與修改程式的自由不應該侷限在一個人身上，任何人均應該享有這樣

的自由，所以使用者有散布程式的 自由，讓他人也可以取得這個程式來執行、研究與修改。最後，

為了讓所有的程式可以被修改地更臻完美，使用者必須要有將程式修改的內容讓開發社群知道的自 

由，讓其他正在開發的程式也有機會受到修改內容的啟發，而被修改地更完善。 

    修改程式的形式是原始碼，因此為了要實現自由之一與自由之三，使用者必須可以自由取得程

式原始碼，所以自由軟體最大的外在表徵是任何人都可以取得程式原始碼。必須注意的是，四大自

由的重點並非在於收費與否，。而是在於使用者的＂自由 ＂，若針對軟體收費不影響四大自由的實

現，那麼這樣的收費當然被允許，所以自由軟體當時可以是收費軟體，反之則否。現行一般商業軟

體為收取高額授權金作為 散布的對價，影響到自由之一與自由之四的實現，因為受到這樣背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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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所以現行自由軟體大多不收取授權金，而僅針對散布收取符合基本成本的費用。此 外，並

非針對軟體本身所收的費用，當然是被允許的，例如：提供客戶自由軟體解決方案的服務費用、提

供他人自由軟體擔保與保證的費用等，只要這些的收費機制 不妨礙四大自由的實現。，所以自由軟

體當然可以是收費軟體，只要這樣整套的收費機制並不妨礙四大自由的實現。因此四大自由精神並

不阻礙軟體的商業販售。因 此，四大自由的精神並不阻礙軟的商業販售。 

    符合以上四大自由內容的軟體就是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而判斷一個軟體是否屬於自由

軟體，則是透過研判軟體授權條款的內容來進行。 

 

7.自由軟體的法律特性 

自由軟體的法律特性有六項，分別整理如下 

    (1)不收取授權金 

不收取授權金是自由/開放源碼軟體與專屬軟體（proprietary software）最大的分野所在，而這裡

的授權金不單指著作權的授權金，還包括了專利授權金，只要名目是「授權金」的費用，都不會被

收取。相對於許多收 取高額授權金的程式，許多人自然會因為費用的因素而樂於利用自由/開放源

碼軟體。 

 

    (2)特定著作權權利被授與出去 

    在不收取授權金的基礎上，軟體著作權人免費地將使用、重製、散布以及修改程式的權利授與

出去。商業利用或販售屬於授權範圍內，因此任何人也可以將自由/開放源碼軟體進行商業化利用與

販售，只要這些行為不違反程式的授權內容就可以。 

 

為了要使用、重製與散布程式，被授權人只需要有程式的目的碼就可以了，但若為了要修改程

式，被授權人就必須要有程式原始碼，因此大部分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 原始碼都有管道可以取得。

因此，一般人所認識的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第二大特點：開放原始碼，從法律的層面來看，其實只是

為了實現修改權所必須採取的行為， 否則被授權人無法修改程式。 

在此必須附帶說明：一般常聽到「開放原始碼」的文字描述，並不完全正確。如前面所述，提

供／拿到原始碼的目的 是為了實現修改權，而擁有修改權者是指拿到程式之人，所以有權利索取原

始碼的人是拿到程式之人，而提供原始碼的對象也是這個人，被授權人再次散布自由/開 放源碼軟

體的時候，並沒有義務將原始碼公開給所有人，比較正確的用詞應該是「提供原始碼」。但是目前

網際網路發達，將原始碼置於網路供人下載是個相當便利 的管道，因此感覺起來，好像自由/開放

源碼軟體的原始碼都是可以公開取得的，再加上英文常見＂open source＂這樣的用詞，許多人就使

用「開放原始碼」這樣的描述文字。 

 

    (3)授權對象不特定 

這樣的特性是指：任何一個人、公司行號或機關團體都可以依照授權內容來利用程式，並沒有限制

必須具備什麼樣的身分條件才可以利用程式。 

 

    (4)授權地域不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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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一個特性類似：在任何地域均可以依照授權內容來利用程式，並沒有限制在特定地域內才可以

利用程式。這項特性在現行網路傳輸發達的時代具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目前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

主要散布方式，就是透過網路下載，唯有不限制授權地域，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才可以輕易地透過網

路來散布。 

 

    (5)非專屬授權 

這項特性對於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商業化有相當程度的正面影響，因為非專屬授權讓程式可以雙重

授權，而雙重授權則是一些重要自由/開放源碼軟體公司的商業運作模式。 

「非 專屬授權」這個概念與「專屬授權」相對立。簡單來說，專屬授權是指，一項權利一旦授與給

一位被授權人之後，相同內容不得再授權給第二位，這位被授權人專屬 擁有利用這項授權權利。相

反地，非專屬授權就是指，權利人並未將權利專屬授權給任何對象，相同的權利內容他還可以再授

權給他人。非專屬授權在業界運用相當 頻繁，例如一部電影的戲院上映權利，可以將臺灣地區的戲

院上映權非專屬授權給 A公司，香港地區的則非專屬授權給 B公司，若一開始就將規定將全球的戲

院上映 權專屬授權給 A公司，這部電影香港地區的戲院上映權自然就無法再授權給 B公司。 

一些公司運用自由/開放源碼軟體這樣的授權特性，將自行開 發、著作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軟

體以雙重授權來運用：一方面透過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條款將程式授權出去，吸取社群的開發與修

改意見，改良程式；另一方 面透過商業授權條款，以收取授權金的方式將程式授權給商業公司或學

校等組織利用。這樣的運作模式，可以透過廣大的社群成員來改良程式，同時也可以賺取授權 金。

目前採用這種方式運作知名的商業公司有 Trolltech 與 MySQL。 

 

    (6)不附隨擔保或保證 

自由/開放源碼軟體不附隨有任何的擔保或是保證，也就是說因為使用自由/開放源碼軟體而產

生的所有損失或法律責任，必須由被授權人自行承擔。例如因為程式 品質不佳導致資料遺失，或者

有人指控被授權人所使用的自由/開放源碼軟體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這些損失與法律責任風險都由

被授權人自己承擔，並無法像程式 的著作權人或者前一手來請求賠償。不過，若是有人願意提供擔

保或保證，並提出承諾的話，當然可以依據承諾的內容向擔保人或保證人求償。 

    這種不附隨擔保或保證的特色背後代表的是一種利益平衡的觀念：因為著作權人未收取權利

金、未蒙利益，所以就不需要負責任。不過這裡所謂的不付責任，當然是在 法律規範的限度之內，

若是法律有特別的規定，這時候著作權人或是再次散布程式的被授權人當然必須依照法律負擔一定

的法律責任。 

    以上所敘述的特性乃是原則，並不代表所有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授權條款均具備上面六項特性。

此外，有些條款允許被授權人再次散布程式的時候可以自由採用授權內 容，並不一定要與原授權條

款一樣或相容，例如採用 BSD、MIT 散佈的程式，被授權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自由運用程式，例如

可以收取授權金的方式來散布程 式，或者不提供原始碼給拿到程式之人，所以一個屬於自由/開放

源碼軟體的程式，在散布過程中有可能喪失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特性。不過無論如何，當然還是 要

看程式所適用授權條款的實際內容如何。 

 

8.Copy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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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用語由史托曼〈Richard Stallman， 自由軟體基金會創始者〉首先提出，亦有論者將其翻譯為

“反版權“、“版權無“等用語，本鑄造場工作同仁特意將其翻為"著佐權"，採中文字詞「輔佐」

之意， 有如一般用語的「左右手」來避免意識型的對立，也點出左邊或左派的英文原義。這些用語

各表徵出此詞語的部分特徵，真正要完全了解其全義要考慮到整個字詞創 立的背景，基本上公共版

權(Copyleft)乃針對著作權(Copyright)之「相左」而造字，一者向左一者向右，直接顯露出來的意

涵就是要與現行著作權體制的傳統作法反其道而行，但論其根本仍是轄於現行的著行權法體制之

下，故簡單的定義便是：一種轄於現行著作權法體制之下，卻又不同於傳統的公眾分享方式。 

史 托曼主張自由軟體的著作人仍可主張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權利，然後再以著作財產權人的身份規範

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方式，原作者可在授權條款中明示允許他人對原著 作進行修改，但同時要求衍生

著作的著作人也必須採取同樣的授權模式，允許該衍生著作的散布、流通與修改，並規定衍生著作

的授權仍遵循這樣的規範，以確保這 些作品能持續地提供社會大眾自由使用，這樣以著作財產權人

的立場要求作品及其衍生作品在散布過程中持續地供給公共領域使用的模式，就是公共版權概念創

立的 真意，典型的公共版權例子為 GNU 公共授權條款(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GPL)，更多

的規定及判準可於其條款內文得到詳盡的解答 

 

9.商業應用模式（作者 林誠夏    2008/03/03, Monday） 

自由軟體的英文字源 "Free" 常給一般人「免費」的誤解，但其實自由軟體並不反商，其雖多

設有「不收取授權金」的規約，是在開放分享精神的影響下，希冀軟體程式能得到多數人最大程度

的 利用，不致使被授權人窘於高額軟體授權金而無法自由的使用及研究，但除此之外，自由軟體開

放共享的理念與營利收費機制並無本質上的衝突。 

    惠普科技 (Hewlett-Packard Development Company, HP) Linux 部門的副總裁 Martin Fink 所

著《Th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of Linux and open source》一書，將其多年觀察所得的自由軟

體商業模式分為七類，筆者將其簡化分為三大類：第一類是將授權金營收完全轉換為服務性收費模

式，第二類是以 軟體加值的概念促進硬體的銷售，而第三類則是兼採自由及傳統方法的雙重授權模

式。 

 (1)服務性收費模式 

此類模式的商業基礎，在於將出售物品轉為出售服務，如同律師並非出賣法律，而是出賣其法律服

務，而美語教學亦非出賣美語，乃是出賣其教學服務。舉實 例來說，Red Hat、Novell SuSE、Mandriva

都是有名的自由軟體商業服務公司，其早期提供特定版本的 Linux 作業系統封包販售，近年已轉將

收費項目深化於軟體應用諮商及 支援服務如人才訓練課程等，亦由此獲得豐厚的固定營收。 

 (2)嵌入式硬體販售模式 

自由軟體的商業化模式亦可表現於節省產品製作成本，或是增進產品效能以擴大銷售競爭力方面，

以手機大廠 Nokia、Motorola 為例，其近年著手佈局於自由軟體相關的嵌入式(Embedded)運用態式

十分積極，因自由軟體必然具有開放原始碼的特性，故能客製化 (Customized)大幅提升軟硬體之間

的契合度及穩定性，並因自由軟體多具有免徵軟體授權金的特性，進一步還能夠降低產品製作成本。

 (3)雙重授權模式 

所謂的雙重授權模式(Dual Licensing Mode)意指，軟體程式在散布時兼採自由軟體授權條款及傳統

的商業授權條款併行釋出，使用者可視需求選擇無償釋出的自由軟體授權版本，或是付費使用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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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授權版本，雙重授權模式的優勢，在於其可將不同立場的各方利益調配得宜，其運作上的成功案

例、一般可舉瑞典的 MySQL AB 及挪威的 Trolltech 公司做為代表：對商業模式的企業消費者而言，

其樂於支付授權費用取得軟體的商業授權，故其後程式修改即毋須回應一般自由軟 體授權條款會帶

來的拘束，如開放原始碼的要求等；而對於無償取得的網路社群而言，其得以透過自由軟體授權條

款取得「完整版本」的軟體；而對於程式的原始著 作權利人而言，其透過商業授權取得固定的授權

金營收，而無償取得軟體的網路社群亦會持續透過網路論壇，幫助其進行軟體的除錯(Debug)及改版

的工作， 可說是三方不同立場卻互蒙其利。 

    目前、以我國的產業環境論，雙重授權模式較無可預期，因企業欲運用雙重授權模式有其前提

要件，其一、軟體著作權人須獨占此軟體的著作權利，其二、軟體品質、 口碑及市佔率皆須達於一

定規模方有施行條件，此可列為我國自由軟體產業發展的長期計畫；但以現階段論、自由軟體產業

的推動發展應著力於服務性收費及嵌入式 硬體加值模式。因我國傳統產業結構中小企業林立，許多

公司並無力耗費過高成本在管理系統建制上，如可透過自由軟體為中小企業建立量身訂作、簡單合

用的管理 系統，則此方面的服務費用收取可期；而在資訊產業方面，我國亦以硬體製作、代工佔最

大比率，如能善用自由軟體於嵌入式硬體方面的加值空間，依其低取得成本、高客製化的特性，亦

可有效增進國內產業的整體競爭力。 

 

二、與數位典藏研究案的關係 

1.討論法律的方式：將法律的制定與爭端放入歷史脈絡中理解，而不是抽象的在「正義」「合法」「非

法」「權利」等範疇上爭論，或是流於技術性的討論。也可以說是把法律當作社會實踐來理解與分析，

或者，也可以反過來說，從訴訟案例中，考察其中各種力量、利益與觀念的交錯、衝突與矛盾。雖

然如此，但本演講並沒有就這部份詳細說明，而個案介紹的部份也看不出這部份的意圖，只能說，

講者把歷史脈絡當作「背景」處理。 

 

2.基本概念與歷史事件之瞭解。作為自由文化運動之一環，我們得以藉由自由軟體運動來理解「自

由文化」之內涵、引發的爭論，以及可能開展的前景。 

 

 

10. 海盜船上的媒體科技 

 

會議名稱 
專題演講：「海盜船上的媒體科技」 

王芝方先生（首席電子商務股份公司營運長） 

會議時間 2010/4/16 

會議地點 政大大勇樓 4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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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網址 http://www.projour.nccu.edu.tw/news_content.asp?nno=226  

會議簡介 
現在盜版的媒體科技運用遠遠領先正版的媒體，鑒之以往，盜版運用的科技未來也不

見得不是正版可以運用的。 

與會目的 聽取新科技發展相關資訊 

演講摘要 

演講一開始，演講者問：「A 片有否著作權嗎?」從此觀點出發，點出法律之下的著作權規定與

創作之間的關係是曖昧的。最早，著作權是根據歐洲柏恩公約而來，且行之三十年以來未修訂，已

有許多人討論這樣沒有與時俱進的法律是否適用於今日？甚至，原本著作權以保護人類傑出智慧為

出發點的立場，至今竟有時會成為一種霸權，獨厚財團或商業團體。然而，著作權是否真能規範行

業，細數現在社會、傳播、媒體現象，可以看到充滿了特例。 

 

舉個例子來說，因為盜版猖獗，致使唱片業流失大量市場；然而，稍微觀察一下線上幾個以盜

版聞名的大網站便可發現，自從 YOUTUBE 今年已經開始獲利後，唱片公司對其態度就出現了差

異，除此之外，像 NAPPSTER、土豆網也是。這些傳播介面雖然坐享盜版內容成就其企業規模，但，

內容的所有者，原本持反對的立場，後來也因其傳播力量之大而不得不更改態度。從網站的案例在

回溯盜版的傳播演進，過去，有限電視業者也是因盜播而壯大，後來就地合法。諸如此類，都讓我

們不得不正視盜版作為引領傳播媒介、工具的重要性。 

 

而現在各國政府對各種免費平台，如串流、伺服器等分享軟體的規範也各有不同，執法的時候，

業者常因其分享內容、分享方式的微小改變，而可躲過法律的制裁。例如，一樣是分享伺服器， 

GOGOBOX 伺服器上面充斥滿滿的盜版內容但卻從來沒事，只因為它不提供搜尋服務；反觀 FOXY，

一個盜版都沒有，卻被法院判決有罪，其差別到底在哪裡？另外一個實例，日本 Location free service

允許電腦連接家中的有線電視，即使使用者在辦公室裡也可以下載家中有線電視理的節目，這樣的

方法在法院認定中並不違法，主要是因為使用者已經為其租賃有線電視服務付費了，以其他方式下

載有限內容檔案則為其權利。因此，很多東西，過去是違法的，今天變成了能被接受的觀念；同樣

的，很多方法今天看起來似乎違法，它卻隱含了未來使用者的概念、趨勢，而從過去的案例中，盜

版往往能反映這趨勢，不容忽視。 

 

從盜版發展中，也提示著我們另一個新的訊息：今日消費者使用網路的時間早已超過電視，消

費者能輕易地在線上搜尋想看的節目，大大減少對電視需求的時候，也意味著 LIVE 節目的意義將

出現轉變。進一步的，我們更應該思考，新一代的傳播介面要如何因應消費者的需求，甚至從盜版

的角度來試想，未來消費者所想要的電視功能、所想要的內容會出現什麼變化？ 

 

為此，講者提供了一個實驗想法：既然現在我們已習慣看電視，習慣看電視的距離、姿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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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而面對網路所提供各種及時、新鮮、電視所無可比擬的內容時，既來之，則安之，何不把電腦

和電視做結合，吸取各自的長處，迎合消費者需求？ 

 

實驗方法： 

1. 停止收看有線電視 

2. 將電視銀幕接上網路 

3. 搜尋內容：利用 BT 與 RSS 功能將喜歡的即時影片、新聞、電視劇下載 

4. 設定模式：下載 BOXEE 之類的軟體，專門針對 PC+TV 而設計的瀏覽介面 

（如下圖示範，圖片擷取自 BOXEE 網站：http://www.boxee.tv/） 

 

如此一來，利用 BOXEE（下載體驗請按此連結：http://www.boxee.tv/）介面優點，不再設限於

原本電腦畫面轉接電視而造成字體過小的缺點，並直接使用滑鼠取代遙控器，輕鬆可上手學會操作

BOXEE。 

 

而排除盜版內容外，這一套實驗結果有什麼好處？ 

1. 消費者主動篩選節目，節省電視瀏覽時間，內容製作者可掌握消者需求。 

2. RSS 等訂閱系統，可提供及時的更新服務，再配合 BT 自動下載，消費者可調整適合的時

間收看節目。 

3. BOXEE 的方便之處還將所有節目分類介紹、並與 YOUTUBE、CNN 等主流媒體結合。 

 

開發了這一種結合電腦與電視的系統的前提，是因為盜版才能做這件事情；然而，直到有一天

消費者習慣了這樣的方式，當所有內容都已變成正版時，再回過頭來想使用者介面的問題就來不及

了。 

 

總結來說，隨著使用者習慣的改變，我們也能看到版權的規範隨之有彈性的變化。現階段，引

起盜版猖獗除了便利、免費的理由外，正版難尋也是刺激使用者使用盜版的原因之一。從使用盜版

行為所引發未來傳播媒介方式的改變，是提供我們在現階段可以大膽假設與研究未來傳播模式的契

機。 

滑鼠 

PC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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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心得： 

 

版權，一直以來是數典討論再製與應用問題上最大的障礙，因為有了版權的限制，使接近使用

的便利性、及時性、誘因慢了，連帶也影響數位內容典藏後的應用性，執行計畫的效益。然而，在

這場演講中，講者不斷提示從使用盜版內容的行為去思索未來傳播媒介的形式，這是從使用者優先

的方式所展開的想像，因而，這些盜版內容後面的使用者社群支持，引發介面業者的推陳出新，進

而改變現有的閱聽形式。 

 

社群，是引發各種改革重要的推手。排除現階段版權問題不論，數典內容釋出的介面向來都以

單方訊息提供者方式為主，國家力量協助下建製，再加上薄弱的社群基礎，推廣起來也更顯吃力。

在這場演講裡，演講者所擘畫的未來，數典雖然在短時間內無法觸及，不過他仍然提醒我們如何從

貼近使用者需求的角度著想，未來數典的硬體如何結合內容、使用者社群心聲、使用者需求做更彈

性的假設、調整。 

 

 

11. 典藏過去，開創未來—從數位典藏到數位人文研究 

 

會議名稱 典藏過去，開創未來—從數位典藏到數位人文研究 

會議時間 2010/05/05 

會議地點 政大計算機中心演講廳 

會議網址 http://www.nccu.edu.tw/ann/bulletin.php?bul_key=1272272653&partid=19  

會議簡介 
臺灣大學數位典藏的發展以及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數據庫」發展

現狀與研究成果交流。 

與會目的 聽取資料庫發展相關資訊 

演講摘要 

近年來台大圖書館與本實驗室的合作，在文建會支持下，有系統的蒐集重要的台灣史第一手史

料，進行數位化全文建檔與人工標點著錄，包括了明清台灣行政檔案、淡新檔案、岸裡大社文書、

古文書、地方志、札記等等。全文已經超過 8,000 萬字，加上其他整理取得的全文資料，總計超過

一億五千萬字，掌握超過 80%之所有明清時期台灣史的第一手資料。這些資料已經建置成「台灣歷



 

304 
 

史數位圖書館（如下圖）」，提供全文檢索，是世界僅有的台灣史全文資料庫。資料庫裡，除了第

一手史料外，也建立各種研究所需要的參考工具，如年表、中西曆轉換、人名地名辭典、官職表等

等。 

 
 

這個資料庫除了強調全文資料量的豐富外，更重要的是在設計上強調文史研究者需求，採取將

檢索看成使用的最基本（而非最重要）的功能，強調檢索所得資料的後分類，及相關文件的連結關

係。資料庫內蒐集而來的歷史全文資料，其隱含的資訊量與知識量之大，因而研究單位相信，隨著

量變而來的，將是研究上得「質變」。換句話說，隨著如此大量且易於使用的全文資料，歷史研究

的方式亦應該隨之改變。而資訊科技將在這個新的研究方 法論上，扮演極為重要和關鍵的角色，研

究團隊將此稱為「歷史資訊學」或「數位人文學」。 

 

台大數典中心結合了校內跨領域研究發展團隊，持續數位化保存臺灣具重要性、唯 一性、即時

性、脆弱性的珍品。除典藏珍貴的文化資產外，更致力於打造完整的數位研究環境，期待透過數位

的力量，將文化資產轉化為研究素材，進而發展數位人 文研究。數典中心目前已建置十餘個資料庫，

共累計 132 萬餘筆詮釋資料(metadata)、207 萬餘筆影像、1 億 6 千餘萬字全文，內容涵括明清檔案、

臺灣古契書、日治時期法院檔案與統計資料、國民黨黨史、臺灣省諮議會檔案、黨外雜誌及社運剪

報、老照片等，呈現臺灣豐富的文化遺產與多元的歷史觀點。    

 

數典中心的目標除了保存史料外，也希望藉由資訊科技，節省研究花費的大量時間與人力，使

研究者跨越時空限制，在短時間找到所需資料。而資料庫累積的大量資料，更能使研究者在搜尋與

比對間，延伸發現新的研究議題與知識，從而擴展研究視野，探索人文研究的新領域。資訊科技的

應用在於突破人力不及之處，由量的累積帶來質的轉變，提供資料之間各種關連性，協助研究者闡

發問題意識，探問人文研究新的方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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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心得： 

本次座談的一大探討核心：量化挑戰質化研究在人文學科的可能性。然而，人文或說歷史研究

之基礎在於資料的正確性與脈絡的連結性強弱，運用現代科技建立的資料庫能否一如期所設定之目

標，亦即「建立歷史研究的新脈絡」，以現階段學者並未大量引用此資料庫數據的狀態而言，說明了

資料庫的客觀數據遇上了需主觀判斷研究時，傳統研究方法仍然是判斷的標準。另一方面，這其實

也意味著，數典在累積多而龐大數位內容的同時，鼓勵推廣人員、單位的過程中，是否也重蹈上述

資料庫同樣的問題：脈絡的再建構對於使用數位內容、擁有數位內容者是否具有意義？這一點可持

續關注該資料庫的發展，並從中分析推廣的實務調整。 

 

此外，講者談到數位內容的保存有時不如傳統方式保存的效果，這一點也令筆者印象深刻。他

舉了淡新檔案的例子，當此檔案延續了兩百年的生命後，如今進入數位時代得以「永續保存」；然而，

今日諸多生命短暫的網站，如每一次選舉完就會出現非常多不再更新網站，這些網站上所保留的資

料卻是未來學者研究台灣民主進程的重要參考資料，科技的更新問題很容易一不小心就讓這些資料

消失於瞬間，因此數位化不是永續保存的解決之道。講者以 2008 年馬英九競選總統網站為例，該網

站在進入台大資料庫之前，架設在國民黨網站之下，由於台大有固定幫許多網站備份的工作，因而

當國民黨人員發現台大圖書館穩定且分類妥善的網管後，主動將完整的網站資料提供給台大圖書館

典藏保存，使得該競選網站得以較為永續保存。綜上所述，網站的永續典藏，除了硬體問題需克服

外，託請哪些服務單位，依據哪些脈絡，都會影響其永續之道。 

 

最後，台大資料庫對於使用者的開放以註冊會員為限，但在不篩選人員與不付費的大原則下，

提供給想要參與研究者有接近使用材料的平等機會，同時此法也具有三項附加功能：一、防止使用

者竊取資料庫材料（每一筆動作都會留下紀錄）；二、使用者可自建資料庫（客制化設計便於使用者

使用頻率）；三、防止使用者違規使用（資料庫擁有者可免於官司之自保措施）。以上這三點可提供

給未來建製網站的徵案參考，尤其有加入會員平台者，可做為推廣與典藏各項配套措施之參考。 

 

 

 

12. 協同舉辦藝霞年代放映會 

 

活動名稱 傳播夜沙龍：台灣早期女性意識與藝霞歌舞劇團 

活動時間 2009 年 10 月 08 日（星期四）19：00 – 21：30 

活動地點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劇場 

活動網址 http://www.nccu.edu.tw/ann/bulletin.php?bul_key=1254275324&part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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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藝霞歌舞劇團（1959-1985）堪稱台灣歌舞團戲劇史上，經營最久、規模最大的

歌舞劇團，以華麗的服裝佈景征服全台各鄉鎮的觀眾，有「台灣寶塚」之美譽。「藝

霞」引領風騷 24 個年頭，卻因團長王振裕驟逝，群龍無首，以及大型表演場地紛

紛轉型，漸漸失去舞台。1985 年，在戲迷不捨的惋惜聲中，正式結束營運，台灣歌

舞史上傳奇的一頁就此畫下句點。紀錄片導演薛常慧小姐利用數位典藏之資源與技

術，重新剪輯走入歷史的藝霞歌舞身影，並加入年輕習舞者重現藝霞歌舞的鏡頭，

讓紀錄片按著歷史軌跡發展，以今昔舞者所處之環境與資源對照，完整地再現藝霞

昔日風華，同時也提醒著大眾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與保存。 

活動目的 

由本計畫處持人方念萱副教授引言、主持，透過紀錄片的方式，將數位內容典

藏與推廣的意義介紹給普羅大眾。同時，亦邀請紀錄片導演、藝霞歌舞劇團舞者蒞

臨現場，交換典藏推廣者與被典藏者之起心動念，分享典藏與推廣過程中所遭遇之

誤解與困難。 

活動記錄 

藝霞歌舞劇團（1959-1985）堪稱台灣歌舞團戲劇史上，經營最久、規模最大的歌舞劇團，以華

麗的服裝佈景征服全台各鄉鎮的觀眾，有「台灣寶塚」之美 譽。當時正值脫衣舞秀興盛的年代，但

是「藝霞」以其華麗嚴謹的演出，不但在台灣走紅，更風靡了香港和東南亞，證明「不脫」的歌舞

團也能在台灣生存，締造了 台灣歌舞史上傳奇的一頁。 

「藝霞」作品內容包羅萬象，老少咸宜，針對不同族群觀眾設計演出節目，從古裝劇到阿拉伯

舞、卡通、流行歌舞等絢爛奪目的舞台表演，不僅風靡男女老少的群 眾，更將國際觀帶進當時的台

灣社會，戲迷群眾跨越省籍、階級，其記錄直至今日仍空前絕後。因劇團訓練十分嚴格，進而培育

出不少優秀的藝人，如著名的歌仔戲 藝人小咪、 黃素茹等，都是「霞女」一員。 

「藝霞」引領風騷 24 個年頭，卻因團長王振裕驟逝，群龍無首，以及大型表演場地紛紛轉型，

漸漸失去舞台。1985 年，在戲迷不捨的惋惜聲中，正式結束營運，台灣歌舞史上傳奇的一頁就此畫

下句點。 

在政治大學的這場紀錄片播映與座談活動中，主持人方念萱副教授談及現代觀眾或多或少都是

在（前）網路時代成長，慣於以往路蒐集資訊，對照於藝霞發展的年代有非常大的不同，因此各不

同世代的觀眾在看待此影片時都將各自有其不同的感受。而在本片製作中，導演將藝霞過去所典藏

的材料搬上大銀幕，藉由數位化的技術讓這些珍貴的影音得到保存，而電影（紀錄片）也成為推廣

此類文化的重要媒介，從中我們也才得以知道藝霞年代與台灣歷史發展重疊的重要性與珍貴之處。

紀錄片導演薛常慧小姐則進一步分享，這部紀錄片內容到目前為止都仍然在增加當中，因為陸

續補充的典藏資料一直加入之故。而本片記錄從 83 到 17 歲的習舞者心情，也可說勾勒出一大群女

人的生命經驗，對導演本身而言的意義非凡。談到與藝霞的認識，導演在拍紀錄片前完全不知道藝

霞，從研讀朋友的碩士論文「台灣戰後歌舞團紀錄」後，開始捲入這歷史的漩渦，在歌舞劇團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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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讓導演深深感受到這是她過往所不認識的台灣。 

藝霞的興盛與衰弱完全與台灣歷史發展息息相關。戰後五年，曾開放給日本團體來台表演，而

藝霞也在這時期吸收了日本藝文團體的養分，後來日本團體離開後，藝霞剛好承襲了這一文化斷裂，

彌補了當時娛樂的空白，也讓文化鄉愿與期待日本藝文的台灣人民得到滿足。六、七０年代後，台

灣經濟發展盛況也造就藝霞的票房起飛，不過卻在房地產飆漲後，由於戲院營運模式改變造成表演

場地銳減，藝霞在當時也就隨之衰弱。由於這一連串的精彩歷史背景，使得藝霞被典藏記錄更顯重

要，因為它不僅是單純的表演，還涵蓋了很多歷史與文化要素在其中。 

參與紀錄片拍攝也曾經是藝霞歌舞劇團成員之一的陳女士也於活動中與大家分享心得，她提到

在認識薛導演之前，藝霞團長本身蒐藏了許多資料，但是在這二十年來，不斷被不明人士索取紀錄，

但卻沒有同樣提供實質的紀錄回饋，因此造成許多珍貴的資料一去不回。碰到薛導演時，一開始團

長極力反對將影音資料開放給薛導演製作紀錄片，甚至還派人調查薛導演背景。不過後來看到紀錄

片的成果，陳女士直說薛導演對藝霞來說是個大貴人，幫藝霞把所有的歷史彙整起來，不過比起流

失掉的，藝霞提供給薛導演的資料實在是太少了。 

薛導演針對報導人不吝提供影音資料這點也承諾，目前有關藝霞的相關影片正與國家電影資料

館討論託管業務，未來將逐步移轉成公共文化財，讓所有人都可以連上網路，檢索後即能欣賞珍貴

的歷史影片，這不單是為開創藝霞的家族保存，也是為所有台灣人民作保存。 

最後，薛導演以記錄中所發現文化變遷之迅速有感而發作為總結。薛導演談到拍攝此片是個意

外，拍片後發現文化的斷裂與流變是非常劇烈的，因此才特別設計世代對話的鏡頭，讓更多人認識

這段歷史。由於文化掩埋的速度實在太快，拍攝紀錄片就像是以影像作考古，藝霞精彩的程度像是

挖到十三行遺址般地令人興奮！ 

陳女士也呼應薛導演的說法，因為有了數位典藏與紀錄片的推廣，過去根本無法告訴下一代「藝

霞是什麼？」現在透過這個電影，才有辦法告訴下一輩「以前我們在作什麼」，放眼未來，是否能

有再作一次的機會，讓文化傳承可以不斷。 

活動結束前，主持人方念萱副教授將藝霞年代譬喻為一「文化的切片」，在這個切片裡，透過

影像與音樂的細節，讓我們勾勒、想像出當年歌舞劇團的時代意義。同時，也因透過數位典藏與推

廣活動，我們今天才能有機會重新回到藝霞年代，一起感受當年的少女青春夢。 

 



 

 

（活動公告，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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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而由：陳女士、薛導演與方念萱副教授，共同進行放映會後座談） 

 

（觀眾題問與現場互動情形） 

 

 

(四) 參與國外研討會：英國倫敦 DIGRA 會議 
 

會議時間地點 September 1st - 4th 2009DIRA 2009, West London, United Kingdom 

會議名稱 DIGRA 2009 

一、 參加會議經過 

DiGRA，全名為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該協會成立時間在 2003 年的芬蘭，並在

成立之後，繼續以非營利性的運作方式招募會員。該協會的首任會長為 Frans Mäyrä，而下一任會長

則是在 2006 年由 Tanya Krzywinska 接任。該協會的創設宗旨，是開發一塊專門給研究數位遊戲以及

產業發展人才的舞台。該協會的發展方向在草創之初設定為「提升遊戲研究的品質、並促進成員間彼

此的協助」。DiGRA 的活動，目前是聚焦在協調來自於不同框架、不同社會範疇之間的學院派理論。基

於這項理由，該協會在世界各地也贊助成立了不少在地化的團體，從荷蘭、芬蘭、以色列、拉丁美洲、

蘇格蘭、土耳其、至紐約等地皆有附屬的團體，為了與這些組織間有更親密的連結，DiGRA 每兩年會

定期舉辦一場國際性的研討會。目前已發展的主題計有：Level Up（2003 年）、Changing Views-Worlds 

in Play（2005 年）Situated Play（2007 年）、以及 Breaking New Ground-Innovation in Games, Play, Practice 

and Theory（2009 年）。 

 

此次會議主辦單位為英國倫敦 Brunel 大學，根據大會議程，本次會議議題「打破藩籬，開創新的

領域」，以遊戲為主體，試圖在學界、產業、社會地位之間，找出自己的藍海。本次會議中特別邀請了

研究數位影音遊戲的知名學者，諸如 Richard A Bartle、Ian Bogost、Espen Aarseth、Mark Healey 等人，

他們從使用者經驗分析與遊戲設計研究等各種角度分析，尤其在遊戲如何引導人機互動等主題，這一

類的研究經驗則相當值得數位典藏團隊借鏡，將有助於思索目前推廣政策與想法。因此參加本次會議，

將對本計畫有諸多幫助，因此而規劃參與此計畫。 

 

本次赴英國參與會議代表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之學習與社會應用推

廣分項計畫」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計畫編號：NSC 96-2422-H-004-002）之計畫主持

人，共一人。參與會議人員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此次赴英國參與 DIGRA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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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共參與 9 月 1～4 日，共四日。 

 

二、 與會心得 

本次 DIGRA 研討會，包含 9/1～9/4 四日的研討會，「The Game of Games」、「Backchatter」會議遊

戲活動，及 IGDA Education SIG 工作坊等。 

 

關於 DiGRA 的大會主題，歷屆以來皆以數位遊戲與社會文化、人際關係、產業交流等活動為主，

試圖在各領域之間描繪出「遊戲」的具體形貌，由於其跨足的領域相當廣泛，令人欣喜之處，在於每

次會議之後總會產出極多質與量並俱的作品。但遊戲的屬性是動態的，並非只停留在某一處，因此不

同的時空背景之下，也產生了不少值得深思的問題。以下是針對四次會議的主題提出的觀點與說明：

 
（一）Level Up（2003）： 

 
對電玩老手來說，升級是項再熟悉不過的名詞。藉由重複做同一件事情，得到了足夠的經驗值之

後，就可以升級，更換更好的技能、更精緻的用具。總之，升級意謂著一切都會往更美善的方向發展。

將這樣的觀點置放在第一屆的 DiGRA 年會上，可以看出的是主辦單位對於數位媒體的大幅進步之下的

欣喜與期待，但在欣欣向榮的願景背後，也隱隱泛著人們對於接受新科技的恐慌與懷疑，從這兩點出

發，不難發現主辦單位試圖從正與反的論証當中找出兼容並蓄的第三條路。 

 
（二）Changing Views: Worlds in Play（2005）： 

 
在溫哥華主辦的第二屆大會，其關懷的重點在於轉換視野，或者可說是框架的去除與再製。將人

本主義的軸線拉抬至人與物的互動是一種、從反面去思考暢銷遊戲賣座的理由是一種、將線上的性別

位置調換也是一種。在這項主題之下，可以探討的部分變得更多了，理由在於觀看的角度變得多元，

呼應著全球化、全球在地化，諸如此類的全球觀點，藉著主體與客體的變置，不難發現一個早已存在

的現象：遊戲的定位變得模糊。它可以是工具、可以是情感的導引，可以是個溝通的平台。而在遊玩

的過程當中，玩家與遊戲之間，何者為主、何者為客？遊戲與人，變得不是這麼的二元化了。 

 
（三）Situated Play（2007）： 

 
2007 年，在遊戲產業界其實正值一個大鳴大放的時機，各項次世代主機的問世，如史詩般的遊戲

鉅作，不斷的被產出。由於人造物被商品化的程度與時俱增，使用者因而被教導了智慧財產權、專利

等概念，藉由這樣的背景條件帶入，遊戲與法理、社會的互動位置是該被討論的時候了。而刻意設定

處境的議題，意謂著遊戲的操作形式、涉及的社會議題，勢必會與一般人所認知的規範，產生一定程

度的摩擦。然而不論將遊戲擺在那個位置，對社會的影響，只會越來越大。 

 
（四）Breaking New Ground: Innovation in Games, Play, Practice and Theory：（2009） 

2009 年將遊戲設計以創造形式來看待，說明其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多義的。本次大會的主題

在於「打破藩籬，開創新的領域」，以遊戲為主體，從遊戲的各種形式著手，試圖在學界、產業、社會

地位之間，找出自己的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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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3 到 2009 年，遊戲出現了質與量的變化，研究遊戲的視角也更趨多元，結合電腦資訊外的

學科，如文學、社會科學、美學等納入討論，打造一條跨界與多元的研究途徑，作為遊戲研究的手段，

並找出可同時強化與支持學術多樣性的多元數位遊戲方式。以下為本年度會議中擷取相關場次重點摘

要： 

 

9/1  

Session 1.11 

發表人：Keith Linares 

論文題目：Discovering Super Mario Galaxy: A Textual Analysis 

本文旨在探究歷久彌新的超級瑪利電腦遊戲在歷經不同平台、不同版本的變換之後，何以玩家在這遊

戲中仍不絕地體驗愉悅。研究採行文本分析，發現「發現感」（A sense of discovery）是玩家在互動

中所經驗，而這「發現感」在互動過程中不斷更新。本論文在方法與提問上都值得借鏡。 

 

Session 1.13 

發表人：Massimo Maietti 

論文題目：The hybrid identity of player characters: between Facebook and the Sacred book 

90 年代有關斷裂、破碎的認同身份（identities）的討論隨著臉書（Facebook）的興起，轉向討論統一

的、一致的認同、身份了。作者引用 critical mass 的概念來解釋這現象──過往數位媒體的使用者希，

一個人的真實姓名一如暱稱，將真實姓名與現下真實身份構連的機會不大，但是一旦使用數位媒體的

人多了，使用者在網上同樣的 semiotic space 裡與在真實世界中不同場合（工作、娛樂、宗教等等）的

熟人遭逢、一起見面，這時，數位媒體的使用者感受到他所呈現的認同身份可能比其在現下的身份還

被要求要更有內在一致性──一個人要周旋在上司同儕家人遊戲玩伴之間，而這些來自他生活不同場

域的人都在看他是不是「表裡如一」、「（往）上（線）下一致」。作者以社會網絡上的人格比對線上遊

戲的人物人格，發現後者的身份認同是由遊戲作者與角色作者協商而來，不同於前者──前者是由自

己與其在線下世界就已認識的人際網絡中的眾人所型塑。 

 

發表人：Luca Rossi 

論文題目：Playing your network: gaming in social network sites 

臉書之為近期最受注目的社會網絡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所實踐的功能，包括與友人維繫關係

到創造線上社會位置，都相當倚賴臉書的遊戲工具。本論文研究臉書的五個遊戲，視其如何利用 SNSs

以及玩家之間的社會關係，以之充作遊戲經驗的核心元素。 

 

9/2 

Session 2.7 

發表人：Celia Pearce  

講題：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and Learning in a Play Community: A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re 

本論文為大型計劃成果之一，研究者採用多研究方法研究網路遊戲玩家所設計所居中學習的線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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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There，核心概念就是 creative collaboration. 研究提問計有： 

_How does distributed play motivat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_ How is creative collaboration in game communities 

sustained over time? What motivates players to 

maintain engagement in both the long and short term? 

_ How does the game software itself support or hinder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How do players 

exploit, subvert or augment play software to support these activities? 

_ What interaction tools and methods do players use to undertak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and support 

learning and teaching? 

_ What can practices of both collaboration and teaching within the play-driven context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re teach us about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in general? Can these principles be 

translated into other contexts? 

研究發現遊戲創生親近（affinity）、承諾（commitment）以及注意力（attention ）而這些因素增

強合作（collaboration）研究方法計有居（遊戲世界）間參與觀察（in-worl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居間與面對面訪談（in-world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以及線上調查。 

 

9/3 

Session 3.8(Keynote Speech 2) 

主講人：Oslo 大學媒體與溝通學系的教授 Espen Aarseth  

 

主講人 Espen Aarseth 現為 Oslo 大學媒體與溝通學系的教授，過去也曾擔任 Bergen 大學人文科技

學系的教授。他在 Bergen 大學完成藝術學博士學位，其研究旨趣涵蓋了賽伯媒體美學、文學、超文本

美學、Multi-User Dungeons、電腦文化研究、媒體科技歷史、科幻小說、Cyberpunk 研究、人文學科裡

的電腦研究方法、女性和遊戲、手機遊戲等。近來，他還是哥本哈根地區 IT 大學「電腦遊戲研究中心」

的主要研究員，在該中心，他的研究興趣放在理解遊戲的本體論，包括遊戲是什麼，如何構成，他們

彼此的差異性等。 

 

他在影音遊戲研究與電子文學領域是個重要人物，尤其他又是最主要代表「ludologist」人物，這

個團體強調影音遊戲不是個敘述形式或一個文本，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玩」和「互動」為基礎的遊

戲概念。在他所出版的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 (1997)一書當中，呈現遊戲和其他美學

形式的比較媒體理論，他提出幾個質疑： 

 

──電腦遊戲可以變成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品嗎？ 

──是否真的需要將賽伯文本美學形式化？ 

──在我們的文化中，傳統敘事的文本（如小說、電視劇、電影）是否已經被快速擴張的電腦遊

戲所取代？ 

──我們如何看待新名詞「ergodic」以及他與傳統敘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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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書的立論，他提出著名的「超文本的類型學」理論，創造出一種強調使用者參與互動的

ergodic 文學（非線性、多向、網際文本），後來在他其他著作中更將此理論轉為應用在多元、多層次、

多空間的遊戲類型。 

 

Session 3.10(Keynote Speech 4) 

主講人：喬治亞科技大學教授 Ian Bogost  

講題：Videogames are a Mess 

 

主講人 Ian Bogost 現為喬治亞科技大學教授，也是 Persuasive Games（影音遊戲工作室）的創立

成員之一，同時也是 Open Texture（教育出版社）董事會成員之一。早年於南加大拿到哲學與比較文

學學士學位，又於 UCLA 拿到比較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教學領域中，他負責電腦和數位媒體；研究領域裡，他視影音遊戲為一種文化產物，研究主題有

三項：遊戲的批評、遊戲的修辭、遊戲的人機介面。近來，他將研究旨趣放在影音遊戲之外的娛樂，

關心包括政治、廣告、學習和藝術等方面，因而他與友人共創了「Persuasive Games」，一個獨立影音

遊戲工作室，專門碰觸社會與政治議題。他們設計出有別於現今一般主流遊戲之外主題特殊且多樣的

影音遊戲，包括：機場安全、打抱不平的影印店員工、全球石油市場、聖誕購物、矯正侵權行為、郊

區任務和流行感冒等遊戲，此皆反應特定議題如安檢、員工權益、石油問題、無國界流感等，設計者

將想法潛移默化地注入在遊戲的設計和各個引導步驟中。這些遊戲已被成千上萬的人玩過，並被發表

在國際著名媒體。 

 

作者在 DIGRA2009 發表的文章：Videogames are a Mess。此篇文章裡將遊戲相關研究的幾次重要

轉變作了歷史回顧，而其主要論點指向「遊戲的構成是可以拆解成很多層次的」，以「E.T.」遊戲來

說 有軟體、硬體、經濟、娛樂、蒐藏等等不同層次功能與意義，其共同組合成「E.T.這個遊戲片及其

使用方式或價值」。他藉由這項觀察，為的是要反應「何謂遊戲？這件事是如此的難以定義！」，所

以整體來說遊戲就像一遍混亂一樣，我們嘗試理出頭緒，比如運用 ANT 理論的一些研究技巧，對於遊

戲的形上或實質意義的探討，雖看似一團混亂，但這混亂未必是壞事，就像畢卡索的畫作，看起來也

是亂成一團的道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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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網站中所補充之會議論文照片，網址：

http//www.bogost.com/writing/videogames_are_a_mess.shtml，最後檢索日期 2009/9/30） 

 

三、 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此次赴英與會，參觀 Tate Museum，適逢 No Ghost, Just a Shell 的展覽。這展覽為一以數位藝術方

式呈現版權與創造、創作力為核心意念的藝術作品。就作品的背景而言，這個作品是 Pierre Huyghe

與 Philippe Parreno 共同創作的，當初這個作品的產生，是這兩位藝術家向一個日本動畫公司買了這

個名叫 AnnLee 的動畫人物，他們把這個人物的版權買斷之後專門做為創作上的使用。在網站資料有提

到，AnnLee 在版權被買斷之後，就被這兩位藝術家借給其他的藝術家朋友使用，因此在其友人的作品

創作中也可見到她的倩影。 

 

從展示主題的名稱來看，不難發現這項展覽的構想是源自於一部在日本極有名氣的動畫《Ghost in 

Shell》（台灣譯為：攻殼機動隊），不過這兩位作者把作品的名字做了一些更改，改成了《No Ghost, Just 

a Shell》。乍看之下是兩段意義截然不同的作品，但耐人尋味的是，脫胎自動畫的《No Ghost, Just a 

Shell》與它的母形體《Ghost in Shell》，同樣都充滿了濃厚的日式動漫風格，這兩者之間有沒有互

相交疊的區塊、或者是可以印證討論的部分呢？ 

 

因此，我們可以提問的是從 Ghost in Shell 到 No Ghost, Just a Shell 的過程，發生了什麼？

《Ghost in Shell》的設定背景為一個架空的虛構世界，在這個世界當中，人的靈魂是一種可以自由

地移轉、進駐在不同軀殼之間的物質。也就是說，以動畫裡的客觀條件觀看，不同的靈魂可視為主體，

而人型的軀殼則被視為是裝設主體的載具。在靈魂（主體）不斷進駐、釋出的動作當中，主體對載具

的侵入與操作是被默許的。以這樣的思考邏輯為基礎，在《No Ghost, Just a Shell》展示的影片中，

兩位作者將 AnnLee 的影像（靈魂）裝設在一部像是吸塵器的白色混合物當中，白色的混合物是多角的、

混擬的、多層面的，在展示的時候，該物體會依據設定好的路徑，從起點開始移動，到了一個個定點

之後會自動播放預設好的一小段影片，播放的內容大致為 AnnLee 在經過了使用者的增添之後，不斷變

換形貌的影像。播放完畢，該物件又會走回最初設定的起點，再次預備下一輪的運作。每一輪的循環

走完，都象徵著靈魂的被再製（或者說是更新），而被抽出再製的靈魂，其寄宿的外在形體卻不會減少，

而是如同貼磁磚般，一塊塊地加在原來的形體上頭，但靈魂的本質卻是不變的。 

 

承續以上，也就是說，在不斷再製的歷程裡，靈魂雖然不變，但軀體的形貌卻在越來越多次的循

環之後，變成了一塊混擬的物體，雖然內在部分還是原來的靈魂，但外顯的形貌雖然還可以約略的辨

識出主體的特徵，卻早已失真。但大體來講，那一塊混擬奇形怪狀的物體，其實還是 AnnLee。 

 

因此，AnnLee 這個動畫人物，並不是一個原為實體的物件，而是一件人造物（事實上，動畫角色

都是如此），要考慮的只是著作權的問題，所以才能單純的用買斷的方式包下來，在法理上也比較能夠

清楚地做出判定。而這兩位藝術家在購買了版權之後，因為不再有歸屬權的判定問題，便可以乾脆的

借給其他藝術家朋友使用，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件動畫人物的使用規範，在兩位作者眼中，基本上是

完全不管的，因為動畫人物的再製，也包含在整件藝術作品的理念當中，也可以說，他們本來就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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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 

 

因為對原作的修改也算在該項藝術創作裡頭，因此其他作者對材料的使用方法並不會被干涉，可

以自在地複製與改寫，於是在作品完成之後，呈現出一種混沌的風貌。有趣的是，不斷投射出 AnnLee

的影像，等於作者在一旁耳提面命式的提醒：AnnLee 一直沒有變阿！這樣的書寫方式，予人一種矛盾

的興味。由於我們當時不能得知 Pierre Huyghe 與 Philippe ParrenoAnnLee 兩位作者與 nnLee 的原作

者合約內容為何、著作權是否＂買斷＂的判定也只能由片段的網頁內容中得知，因此若從著作權的角

度來看，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批評觀點：購買之版權物之權力只享有改作權。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依照雙方之間的契約內容規定，買方所謂的「買斷」版權，甚至只是取得

了著作財產權之中的某一項或某幾項權利而已；至於該著作的著作人格權以及其他未讓與的著作財產

權，則仍歸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所擁有。依據這樣的觀點思考之，《No Ghost, Just a Shell》這件

作品，確實擁有了完整的 AnnLee 使用權了嗎？對於將動畫人物視為商品的教條主義者而言，這樣的作

法如同犯了大忌。但在藝術形式的呈現之下，這件作品確實可以在以藝術為名的大旗下得到庇護，並

隱藏在暗處諷諭著作的使用問題，並讓我們正視：版權使用者是否可以任意地再製版權物。儘管已經

有了買斷的形式，就算是買下了完整的版權，但在不斷拼貼、重塑主體的動作之下，是否會出現侵犯

到著作人格權的聲音？弔詭的是，在作品的預覽和網頁資料，卻沒有提及作品的原創者，或許是導因

於這件作品本來就是衝著著作的人格權而來。 

 

展覽的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最後，兩位藝術家還舉行了儀式，將「權利」贈予 AnnLee，就是這

創造出的角色本身（本人），但是，這透露了多重訊息──被創作物可以有「權利」嗎？如何行使？ 

四、 建議 

DIGRA 為兩年舉辦一次的數位互動遊戲研究會議，會中論文多聚焦社會關係、美學與社群發展與

各式遊戲互動平台介面的關係，會中論文與討論皆深具啟發性，有助本地數位典藏的互動平台、形式、

與後續社群建立、維持參考。可持續參加、回饋研究。 

五、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   

主講者發言摘要 

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 

與會者名單 

工作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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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公開徵案團隊之合作推廣 

 

本計畫 98 年度計畫亦延續前幾年之合作習慣，參與四分項下子計畫五「推

廣應用公開徵選計畫」，全程從提供徵案主題至期末審查等各項作業，從本計畫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計畫觀點提供給子五計畫與各徵案團隊於典藏和推廣同

時，更具實質與有建設性之建議。以下是本計畫配合執行徵案團隊整個流程： 

 

除此之外，本計畫也針對歷來在典藏與推廣的研究成果與訪談經驗上，提供

幾個徵案主題，鼓勵徵案團隊可朝此方向發想，以下為本年度之徵案主題內容與

參與徵案相關活動之照片紀錄： 
 

（一）徵案主題 
 

主題一：從使用者想像與生命記憶出發之新製典藏計畫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自前身數位博物館計畫執行至今，文物數位化成

果非常豐碩。雖整體數典計畫已開始針對使用者面向進行積極規劃變革，然目前

內容多以學術使用為主，與常民生命記憶尚有距離。為期能貼近使用者需求、亦

或彰顯在地特殊獨特之生命記憶，故規劃此案。 

 

「數位典藏」的概念目前正歷經轉型，已有人相繼提出「最急需被數位化收

藏的不應只是古典的，還有那些不斷消逝、消耗的」這種訴求。故本徵案之目的，

在於從使用者自身想像與使用需求、亦或是從徵案參與人之生活脈絡所反思出發

的典藏新製內容建置規劃。徵案著重使用者圖像描繪、使用目的規劃、說明該標

的物之典藏必要性與專殊性等。期望透過此徵案執行，以達與現行數位典藏計畫

成果互補之效。徵案需求包含： 

 

（一）本徵案規劃需從使用者需求端、徵案團隊自身生命脈絡、地方

記憶、或反思數位典藏意涵等各面向，來發想各式具原創性之

典藏標的物、以及典藏方向。本徵案力求貼近常民生活，以彰

顯當代特色人文、歷史流動感、或文化多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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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藏內容建置與推廣方式不限，惟需以「非商業」、「原創性」、

以及「永續經營」為主要規劃前提。 

（三）於細部計劃書中請詳列： 

1. 目標使用者需求分析 

2. 典藏標的物於現今之典藏及保存必要性、急迫性、專殊性 

3. 典藏方式設計、未來推廣計畫、以及應用可能性 

4. 社群經營規劃 

5. 團隊過去相關專案經驗與團隊成員組成 

（四）本徵案尤其鼓勵各式傳播技術實驗與實踐，如善用現存網路

web2.0 社群經營概念、wiki 模組、podcasting、RSS、數位學

習軟體 Moodle 等、亦或是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試驗、行動通訊

平台播放試驗等各種多媒體設計，以達數典成果傳播綜效。 

（五）為避免相關授權爭議與執行困難，如徵案團隊欲典藏建置之內

容非自建或自有素材，請於細部計劃書中提出合作意向書、以

及內容使用授權書等。 

 

主題二：數位典藏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徵案計畫 

 

數位典藏第二期計劃至今將屆三年，以「推廣」為宗旨的計劃仍戮力尋找行

銷推廣數位典藏的公共資產的模式與契機。然而有鑑於目前一般社會大眾對於

「國家數位典藏工作與成果的普遍認知不足」，故在數典成果真正進入文化創意

產業鏈之前，完整的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策略應為首要工作，是以規劃此徵案。 

 

此「數位典藏文化行銷徵案計畫」，「並不以」數典商業加值應用為探討目標；

而是以「數位典藏品牌 branding」、「文化推廣策略擬定」、或「個案分析」為主

要方向。主要問題意識為：如果視數位典藏成果為一種「文化品牌」，那麼該如

何經營品牌 branding？可搭配何種文化推廣模式？可向什麼樣的群眾推廣？如

何可彰顯其「文化創意社會公共財」質性，而釐清文化意涵？又如何再激發創新

等？期透過本徵案計畫，能為數位典藏計畫擘畫公眾藍圖、以及開展永續經營之

道。徵案需求包含： 

 

（一）本徵案要求團隊從「文化創意公共財」角度，切入分析數位典

藏成果本身品牌經營之道，文化意義、與文化行銷可行模式，

並搭配現象觀察分析。 

（二）本徵案由典藏機構與行銷推廣團隊共同組成為佳。 

（三）本徵案性質可包含： 

1.「文化品牌」與「數位典藏」關連的概念與相關理論說明 

2.擇定數典個案，進行使用者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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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策略規劃與執行 

（四）本徵案要求執行團隊對於數位典藏主要成果、典藏內容、數典

整體架構、既有平台等具深入瞭解。 

（五）徵案規劃如包含使用特定典藏內容，請於細部計劃書中提出機

構合作意向書、或內容使用授權書等，以避免相關授權爭議與

執行困難。 

 

（二）協助徵案相關活動紀錄 
 

 探索數位新聚落--97 年度公開徵選子計畫成果展  
 

展覽時間：98 年 9 月 7 日（週一）至 9 月 11 日（週五） 
展覽地點：台北市信義公民會館 A 館 
 
2008 年共有 27 件公開徵選計畫，皆具備了「獨特」與「創新」兩大特性，

主題涵蓋旅遊、生態、歷史記憶、文學、文化藝術、公民參與等，各項計畫除了

持續拓展數位資源平台外，並以深入社群網絡、貼近大眾生活為目標。透過數位

學習教材之研發，大眾得以互動交流、資源共享，消弭城鄉差距，穿越學習時空；

同時，資產價值亦得以延續，文化創意商品也有了揮灑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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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利用此次徵案成果展中，把握機會與徵案團隊建立聯繫，並蒐集各種

推廣理念與宣傳方式，會後紀錄與統整，助於本計畫於傳佈研究中切合實際推面

臨推廣問題，找尋多方可以協調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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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專題文章：CC 電子報 

 
本計畫長期關注 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之發展，因此與創用 CC 團隊有密

切之聯繫。本計畫主持人應邀於 2009 年 12 月 31 日出刊之創用 CC 電子報第四

十五期，發表〈從公有物（commons）概念轉化談本地創用 CC 應用經驗〉一文，

全文如下： 
 

由多位政大新聞系老師學生組成的「學術應用與文化傳布」

研究團隊，近三年來進行「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劃」下「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劃中

的子計劃。我們援用知識公有物（knowledge commons）的概

念探討推廣數位典藏（物）的各式團體的作法、思維，從中我

們得見推廣、運用學術與文化公有物的人士、團體對於資源

（common resource）、財產(common property)的認知。研究過

程中，我們回頭檢視國際公有物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s）更名、修正任務宣言的

過程，對應本地社會對於公有物（commons）的思考，認為確

有進一步檢視本地用語與經驗相互作用的必要。 
 
1989 年美國成立了國際共同財產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簡稱 IASCP），
2006 年，學會更名為國際公有物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s）。更名，看起來事小，

但是箇中涉及的是學術研究社群對於 commons 的認識的轉變。

2003 年 12 月出版的學會刊物 The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Digest (CPR Digest)上就有幾位重量級學者針對 1989年學會設

立之初所立下的任務宣言（mission statement）提出應該修正、

與時俱進的呼籲與分析。其中，Charlotte Hess 提出早先 IASCP
組織重視的是自然資源的治理管理議題；這一切起源於開發中

國家自然環境隳壞的趨勢。非洲的連年乾旱是當年大家聚焦的

問題所在，但是這並不意味共同財產只限於開發中國家的資源。

只是初期的會議以此為題，因之後續會議的論文多聚焦於開發

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完全沒有關乎全球、資訊、都會等任何「新

公有物」（New Commons）的討論。 
 
就字面而言，當時使用 property 這概念的也遠多於使用

pool 這概念的人，倒是 commons 一詞為大家通用，即使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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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定義，但是咸指對公共財、文化遺產、分享資源的公開近

用。 Hess 在文中提到創會之後接下來的十年間，屬於新公有

物的討論日漸增加，到了 1996 年，全球公有物、資訊公有物、

都市公有物、知識公有物等類屬紛紛成立，各類屬下的論文日

漸增加。新公有物儼然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了。 
 
2004 年，CPR Digest 討論全球化下對 commons 形成的挑

戰，挑戰不同於前，自我標示的的名號是否隨之而變？這涉及

學術社群認同、定位的問題再起。文摘中的專文來自第十屆 
IASCP 雙年會會中 Erling Berge 的演講，他特別提到，「我們

援用的概念是否應該妥善定義、內涵一致性高，而可以具體無

誤地越過專業與文化的疆界，跨領域傳達、溝通呢？」 Berge
進一步指出科學語言的意義與用法往往不靠界定，而是由社群

中人經年累月的使用而發展出彼此共識，他接著提供 IASCP
使用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共同經營（common pool）、
資源（resources）、共同經營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公有物（commons）、社群（communities）等字詞概念的頻率

數目，然而，「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出現在我們的任

務宣言中、公有物(commons)沒有」Berge 在提供了數據 ─「共

同財產」這概念被引用 46 次，而「公有物」概念使用上計有

128 次 ─ 之後，提醒大家。問題轉為「我們要一個概念指涉、

概念範疇沒那麼具體清楚但是包容性大的概念(fuzzy)？還是

要一個有著妥善、具體定義(well defined)的概念呢？」在 Berge
看來，公有物（commons）這概念好就好在來自不同文化的人

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早有經驗、可以無礙地指認、兩造得以就

此進一步溝通。 
 
Berge 同時以另一個當時任務宣言中也沒出現的概念「共

同經營資源」為例，指出就其排他性與耗損性而言，看起來定

義清楚，但是，不見得人人都對排他性、耗損性有著同樣的經

驗與認知，經驗世界中不同的人對這兩概念的體認可能一如對

公有物的體認一樣含混(fuzzy)。Berge 在演講、在文中邀請大

家試想當時宣言中使用的概念「財產」帶來什麼樣的意象？他

認為這名詞對知此有限的人來說，引發的聯想就是日常生活經

驗到的、兩人因結褵而數算、登記的共有財產（如房舍）之屬。

即便共同財產這概念進一步觀之也有其含混之處，但是 Berge
指出，本來有關「公有物與財產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ons 
and property）會因為概念名詞的沿用而讓人以為聚焦「共同財



 

323 
 

產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 
 
國際共同財產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簡稱 IASCP）就在上述討論出現兩

年後（2006）更名為國際公有物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s）。我們在台灣進行有關

數位典藏學術傳佈與文化近用的研究，訪談推廣團隊 ─ 特別

是自己建置、典藏，其後或同時自行推廣傳布的團隊 ─ 的時

候，他們對於創用 CC 的概念並不反對，但是認為即令是 CC，
也是從財貨、從私有的經驗上再轉生，問題是不只一個社群、

團隊告訴我們的他們的經驗中、他們認知到（recognize）的從

來就不是先私後公、先自有再公共的創作；「本來就是一起的」，

受訪團隊明白回應。即使不特別引用 CC 的標誌、安排，他們

也不擔心。當我們問及當不識的他人取擷援用他們運動的概念、

甚至誤植誤用的時候，他們作何感想？有的耕耘經年的團隊告

知概念推廣上可能有偏，但是網路時代可以互動討論，而且，

上任何搜尋網站查找，推廣團隊早年就開發這概念的績證歷歷

在目。但是，成也網路、敗也網路；受訪團隊也有人無奈表示，

在網路高度發達的今天，科技促使(enable)人隨取隨用，科技

促發的習慣強過創用 CC 的諄諄教誨，甚至誇張地說，網路提

供、召喚（afford）了不告 ─ 即使不是告知原創者，而是昭

告網路天下 ─ 而取的可能性，這是推動 CC 文化的挑戰。 
 
在本地的訪談上，我們從本地對於公有物（commons）的

認知體驗為何，逐漸發現大家談的其實多為網路這平台與公有

（common）在概念上與實作上的相生與拉扯。本地對公有物

的既有認知是什麼？對承載、傳散、促發公有物的網路平台的

既有認知以及認知轉換的挑戰與空間為何？這些是該進一步

探究的議題。徒法不足以自行，從傳播溝通的角度看來，要進

行的不只是強化法源，更要植基在我們文化上運用語言、建構

真實。 
 

以下附上電子檔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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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今年度之主要成果價值與貢獻，主要以三研

究領域之成果為主，分別是「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數位典藏使

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

架研究」等，除此之外，本計畫也累積了國內、外研討會、推廣活動之紀錄與舉

辦經驗，在在皆是本計畫結合學術研究成果與實務推廣結合上之綜合成效。以下

分就學術成就面、社會影響面、其他效益面、綜合績效指標等，詳述本計畫 98
年度之成果價值與貢獻。 

 

一、學術成就面 

整體而言，學術成就面乃是本計畫 98 年度主要執行重點所在。本計畫認為，

如何接近使用、傳散數典成果，必需從基礎性調查數典面貌、數位內容傳佈原理、

現象、使用者習慣以及形塑出數位時代公共領域的面貌，才是瞭解數位典藏與推

廣的適當切入點。故而，本計畫為更細緻描繪出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特將研究細分為三大區塊，依序為「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數位

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

現與框架研究」等研究，於計畫執行末期，以研討會之舉辦收束各領域之成果，

以下為本計畫之學術成就面之內涵。 
 
（一）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之研究核心價值為學術研究、文化推

展、以及促進知識共享，其關鍵討論議題在於重新審視國內數典工作之典藏意識、

思索理想推廣與授權模式、以及建構本地 commons 文化觀等。 
 
數位典藏政策推行至今，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一本計畫之初衷，將核

心關注議題置放在數位公共領域下，探討學術成果中「學」與「用」議題，同時

也關心文化知識公共資產如何能被一般使用者所接近使用，包含了探討社會、經

濟與政治因素各方面對公共領域的看法。從 knowledge commons 這個概念的西方

思想脈絡，了解知識公共財這個概念興起的系譜，及其背後的理論預設，以作為

理解台灣現況的一個基準。 
 

本計畫認為使用者社群的形成、存在的重要性，也藉由 Collins （2004）的

理論、實證研究個案結果指出在公共財產的思考上，除了所植基的理性選擇所揭

櫫的個人動機之外，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往往才是決定經濟行為導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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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顧以美國為主的、持續關注公共財產或共有資源的學術社群如何為 commons
正名、公有物如何成為學術研究、社會運動社群建立行動認同、研究標的的關鍵

詞；同時，學界幾十年間看待公共財產、看待公有物體制分析的模式中對互動的

界定與意義，引發本計畫進而思考從新舊生態理論、韌性理論、政治生態學等角

度分析公有物的社會的、經濟的、與生態學的各種角度。晚近的相關討論改變了

對於系統、變化(「干擾」)、預期結果與控制、穩定與不穩定、乃至於韌性、存

續的看法、實踐方式。而在提出不同於古典生態理論的規範之外，政治生態學看

重權力的流動、役使，以及展現在外、召喚行動的理念說法、行動腳本，這使得

有關資源、公有物的研究與分析從條分縷析但怎麼端詳卻竟也是霧裡看花般看不

清互動、過程的公有物分析有了可依循的前路。但是回頭審視公有物、知識公有

物的概念架構發展，學術社群的跨國跨領域發展、自省、與時俱進的聚焦對象與

議題更迭，步子裡卻總還是有依循古典理性選擇理論的軌跡。多方理論對話，為

的是找出看待治理的架構、掌握永續推展的方法；本計畫藉由審視公有物、知識

公有物，希望在「系統內」激起思考上的變化，希望「干擾」之大，可以與創用

CC 共創彼所想像的生態系統，一個未必只植基在理性選擇上的系統。 
 
（二）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 
 

在「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之研究核心價值在於學術研

究層面、以及知識共享層面上，關鍵議題在於持續深化理解不同社群使用行為，

以及思考如何透過行為分析與調查，建構使用者理論、並實質協助數位典藏成果

被運用於知識共享層面上。 
 
本計畫於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領域中，著重於「準社會

互動」與「意義建構」之理論建構。除了使用者理論上之回顧與統整外，更進一

步探討如何「有效」地搜集使用者之互動經驗與意義，試圖超越傳統認知典範，

了解使用者如何產生感動、愉悅、沉浸或沮喪等「情感」（feeling）經驗，建立

起「全觀」（holistic）取徑的意義與情感建構理路。准此，本計畫採行質性研究

方法（包括了意義建構、使用者日誌），深入理解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準社會互

動經驗。本計畫認為在使用者的準社互動行為當中，不僅是被動的科技接收者，

往往也會對科技物賦予個人的意義，而此種使用者與科技物間的意義共構，可以

協助研究者從溝通行為的不確定性與能動性之間，辨認其行動意義與結構浮現過

程，並敦促研究者反思理論的動態本質。它代表了一個知識典範的轉移，一個行

動的知識典範，一個實踐的知識典範。 
 
此外，本計畫認為要追尋人與物之間的活動網絡，進而探知人類與科技物、

環境（日常生活）互動的整體經驗，就必須進到日常生活與科技物所體現的時間、

空間等情境脈絡及身體知覺（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之中。而在實踐典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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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與技術物之間的關係並不是單純可以用理論化的規則來描繪，也無法像

「說明書」一般「指引」人機活動。因此，為了實際掌握網路在各種類型的使用

者身上的具體運作，本計畫採用了網路日誌法來進行研究，發現透過網路日誌來

進行觀察，可以更深入了解「數位典藏網路資源」提供了什麼樣的實踐機緣，其

機緣一方面指的是環境，另一方面也同時指向了使用者和使用者在不同情鏡中所

使用的工具。也就是說，人和科技產品之間的關係，像是一種隨著不同情境中的

雙向互動，科技產品的物質性之所以能夠作為人們使用的基礎，而人們使用科技

產品的過程又隨著不同的情境而有不同的實踐方式。例如，網路資源提供了一種

展延思考的可能性，但也受限於特定物質的基礎而運作。所以分析網路使用時，

不能去除實踐脈絡（包括了時間、空間、科技物）所交織的時空，一但忽視了實

踐的脈絡，對於科技產品的解讀可能就會落入「科技決定論」或「社會建構論」

的窠臼。回到現實日常生活中的科技使用環境，並透過實際的觀察和解讀，或許

才能呈現並捕捉「使用經驗」和「網路資源」作為為工具，在環境中不斷互動與

扣連，以及人類在使用工具時如何因時、因地制宜，甚而能「即興演出」的真實

過程。 
 
（三）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在「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之研究核心價值

在學術研究、知識共享層面上，其關鍵議題在於比較傳統實體著作與網路著作在

智慧財產權上，大眾媒體與網路使用者的詮釋差異。 
 
本計畫從法律的討論觀點切入，藉由法律相關文獻的理論回顧與統整，觀察

著作權概念發源的起源及脈絡，並探討數位內容與過去傳統實體財產權、紙本智

慧財產權本質上差異，進而比較大眾媒介與實際網路使用者之間對著作權詮釋所

引用之隱喻方式習慣的差異，得以理解目前在對數位資源解讀的過程中，不同框

架之間的角逐與競爭過程。 
 
本計畫認為著作權法立法三百年來，隨著科技的創新、社會的變遷，而不斷

的修訂。在印刷術的時代，著作權對抗的是擁有印刷工具的業者為了商業目的而

盜版。在數位時代，人人皆可隨興的使用複製、散佈、改作著作的技術，著作權

法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讓非商業性的個別使用者屢屢遭到著作權人、或是執法

機構提起侵權告訴，這樣的發展令人不禁質疑著作權法保障的是什麼樣的公眾權

益與社會正義？如果多數人的日常行為被視為是違法，那麼這項法制顯然的違逆

了眾人生活中的常規經驗與價值判斷，自然也喪失了法律維護社會秩序與規範的

要旨。 
 
藉由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調查，本計畫認為使用概念隱喻的理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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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制中權衡公益與私利的思考框架，以及著作權權利論述中的隱喻觀點。這

些隱喻性思考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他們的要點在於能否適切的分析、辯證與溝通

著作使用與流通的價值與原則，此處所謂的適切是適切我們共享的理性、價值與

經驗。 
 
（四）舉辦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國際研討會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透過數位典藏技術與學習機制的建立

與應用，以「典藏多樣臺灣，深化數位學習」為主要目標，追求呈現臺灣於人文

領域、社會領域、自然環境領域中的多樣性脈絡，與在地文化的主體性。在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工作的推動下，並追求建立一個內含豐富文化資源的「數位公共

領域(digital public domain)」，使典藏成果開放釋出供社會大眾近用，全面地將典

藏與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領域，以具體

擴散資訊傳播與交流所能達成之社會效益。 
 
本計畫隸屬於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之下，與拓展台灣

數位典藏計畫跨分項合作，以「數位公共領域」為核心議題，邀集國際與國內法

律學、新聞學、傳播學、社會學等不同領域研究者，彙集跨領域多元觀點，釋出

知識公共化之理論研究與在地實證化經驗累積之重要成果。研討會之探討面向，

涵蓋創用 CC、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之保護、資訊使用者介面探索、數位時代中

之人權、第三部門參與公共文化等與數位公共領域相關議題。 
 
本計畫於本次研討會中，由三位主持人各自發表了〈從知識公共財管理到公

共知識生產：理論與實踐的兩難〉、〈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理論〉、

〈著作權的隱喻競爭〉等三篇文章，以傳播學之觀點，提供建立數位公共領域的

反省與數典推廣的考量依據。同時，也藉由此次研討會現場交流，發展出本計畫

未來可持續深入探討之處。 
 

二、社會影響面 

本計畫於 98 年 10 月 8 日舉辦「藝霞年代」紀錄片放映與座談活動，邀請對

藝霞有興趣之師生、一般居民，一起參與此活動。藝霞歌舞劇團（1959-1985）
堪稱台灣歌舞團戲劇史上，經營最久、規模最大的歌舞劇團，以華麗的服裝佈景

征服全台各鄉鎮的觀眾，有「台灣寶塚」之美譽。當時正值脫衣舞秀興盛的年代，

但是「藝霞」以其華麗嚴謹的演出，不但在台灣走紅，更風靡了香港和東南亞，

亦是該時代重要的文化資產。 
 
計畫主持人方念萱副教授談及現代觀眾或多或少都是在（前）網路時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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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於以網路蒐集資訊，對照於藝霞發展的年代有非常大的不同，因此各不同世代

的觀眾在看待此影片時都將各自有其不同的感受。而在本片製作中，導演將藝霞

過去所典藏的材料搬上大銀幕，藉由數位化的技術讓這些珍貴的影音得到保存，

而電影（紀錄片）也成為推廣此類文化的重要媒介，從中社會大眾也才得以知道

藝霞年代與台灣歷史發展重疊的重要性與珍貴之處。 
 
文化的斷裂與流變是非常劇烈的，本片透過設計世代對話的鏡頭，讓更多人

認識這段歷史。由於文化掩埋的速度實在太快，拍攝紀錄片就像是以影像作考古，

藝霞精彩的程度像是挖到十三行遺址般地令人興奮，故而數位典藏與紀錄片的協

作，剛好提供給現代人存放記憶的方法。藝霞年代像是「文化的切片」，在這個

切片裡，透過影像與音樂的細節，讓我們勾勒、想像出當年歌舞劇團的時代意義。

同時，也因透過數位典藏與推廣活動，才能有機會重新回到藝霞年代，一起感受

當年少女青春夢的共同記憶。 
 

三、其他效益面 

 近年來遊戲出現了質與量的變化，研究遊戲的視角也更趨多元，結合電腦資

訊外的學科，如文學、社會科學、美學等納入討論，打造一條跨界與多元的研究

途徑，作為遊戲研究的手段，並找出可同時強化與支持學術多樣性的多元數位遊

戲方式。而深究遊戲的受歡迎形式，其正可作為推廣數位典藏於不同領域的重要

參考。因此本計畫即於 2009 年 9 月前往倫敦參與 DiGRA2009 會議，本次大會

的主題在於「打破藩籬，開創新的領域」，以遊戲為主體，從遊戲的各種形式著

手，試圖在學界、產業、社會地位之間，找出自己的藍海。 
 

關於 DiGRA 的大會主題，歷屆以來皆以數位遊戲與社會文化、人際關係、

產業交流等活動為主，試圖在各領域之間描繪出「遊戲」的具體形貌，由於其跨

足的領域相當廣泛，令人欣喜之處，在於每次會議之後總會產出極多質與量並俱

的作品。但遊戲的屬性是動態的，並非只停留在某一處，因此不同的時空背景之

下，也產生了不少值得深思的問題。2009 年將遊戲設計以創造形式來看待，說

明其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多義的。本次大會的主題在於「打破藩籬，開創新

的領域」，以遊戲為主體，從遊戲的各種形式著手，試圖在學界、產業、社會地

位之間，找出自己的藍海。 
 
參與本次會議，本計畫所獲得最大收穫乃在於吸收國外最新發展之討論遊戲

形式，將此部分之成果一方面運用於數典推廣政策與思維中，另一方面也加強理

解現下使用者慣於以虛擬角色或遊戲形式來接收資訊的方式，未來在閱讀相關理

論、研究更有效地資訊傳遞方式與思考推廣方式時，亦是互相參照的重要基礎。 
本子計畫會持續秉持回饋與分享的理念，將各式研究成果、蒐集而來的各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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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彙整形成實際應用性建議，並與數典計畫辦公室、以及相關子計畫分享討論，

例如 98 年度本計畫所執行的使用者研究、焦點團體座談心得、徵案深度訪談、

研討會討論摘要等，皆製作摘要文件與對該議題感興趣之計畫分享。我們希望無

論是來自使用者、各類推廣者的心聲、國內外相關環境發展與政策案例等，都能

被充分紀錄回應，除反應與政策主管機關，並共同思考如何能為台灣制定合宜科

技策略，健全本地知識分享環境。 



 

332 
 

 

四、績效指標表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學 

術 

成 

就 

A 論文 

發表論文 

1. 〈從知識公共財管理

到公共知識生產：理

論與實踐的兩難〉 
2. 〈合作式意義建構：

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

理論〉 
3. 〈實踐典範之使用者

與使用經驗研究：以

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

的使用者為例〉 
4. 〈著作權的隱喻競

爭〉 

1. 反思數位典藏與推廣之

方式當中，從傳播領域

之相關理論如近用傳

佈、使用者研究、媒體

框架研究等，發展出四

篇正式文章，經由論文

於研討會與期刊之發

表，或各界之引用，呈

現本計畫之研究成果與

各項產出，增進數位典

藏領域之學術交流。 
2. 運用傳播領域理論基

礎，分析數位典藏執行

與應用現況。  

國內會議論文 4 篇 

共計 4 篇 

本計畫成員分別於 99 年 1 月

17 日於台灣大學舉行的「建

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構建與

在地實踐國際研討會」中發表

論文三篇、另於 99 年 7 月 3

日於中正大學舉行的「中華傳

播學會年會暨第四屆數位傳

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

文一篇，此皆為公開發表且具

創新性研究，受到各界關注與

討論。 

另外，也透過籌辦「建立數位

公共領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

踐國際研討會」，邀集不同領

域如法律、傳播、地理等數典

相關研究者，共同與談國內數

位公共領域形成與相關議題。

 

〈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

個個案分析發現理論〉一

文入選 TSSCI 期刊《新聞

學研究》，經審核通過並

同意於民國 99 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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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B研究團隊

養成 組織專案研究團隊 

組成以「數位典藏之學術應

用與文化傳佈」為研究主題

之研究團隊，充分用運研究

資源。 

本研究團隊 98 年度成員

含主持人 1 位、共同主持

人 2 位、專任助理 4 位、

博士級兼任助理 2 位、碩

士級研究助理 6 位，共 15
人。 

充分運用本研究資源，召集對

相關主題感興趣之在學生加

入，針對相關主題深入討論。

並與傳播學院院內其他研究

團隊協同交流。 

完成「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佈」子計畫研究團隊各式

行政規則、人才養成、與

研究執行。 

C博碩士培

育 兼任助理共計 8 位 培養博碩士生共 8 位 
計有 2 位博班研究生、6
位碩班研究生參與子計畫

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成員撰寫相關研究

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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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D 研究報

告 

調查執行： 

1.「數位典藏平台使用者

日誌調查」 

2.「CC 線上焦點團體調

查」 

3.「徵案團隊深度訪談」

4.「大眾媒體報導調查」

數位典藏計畫之內首次為

使用者導向，進行「數位典

藏平台使用者行為問卷調

查」、「數位典藏平台使用者

行為焦點團體調查」。透過

文獻蒐集及調查分析，讓國

內各相關機構對於數位典

藏使用者樣態有更深度理

解，並有助於技術分項未來

針對網路平台改善時參考。

此外，展開數典內部「徵案

團隊深度訪談」，透過文獻

蒐集及調查分析，記錄徵案

團隊所面臨之推廣困境，並

將分析結果提供給數典政

策擬定時參考。 

共四項調查研究執行。 

1. 使用者部分：以日誌分析

法進行之數位典藏使用者

行為調查為創新性研究，

目前國內僅少數相關研究

報告、或研究成果。 
2. CC 線上焦點團體部分：參

與美國 CC 組織之全球性

線上焦點團體，提供台灣

區經驗參考 
3. 推廣部分：以深度訪談方

式進行數位典藏內容推廣

團隊之執行情形，目前國

內無相關研究報告、或研

究成果。 
4. 大眾媒體報導：針對數典

相關特定議題進行大眾媒

體之報導調查研究，目前

國內並無相關研究報告、

或研究成果。 

使用者日誌研究，乃針對

特定與非特定數典網站

之研究，分析各類使用者

使用網路情形，提供未來

網站設計時更具需求面

價值之參考。 

CC 線上焦點團體則向外

拓展至國際層次，與國際

參與 CC 人士和組織接

軌，交流台灣區之 CC 經

驗也發展出合作式意義

建構的理論實作。 

推廣團隊的實際推廣、授

權問題亦是數位典藏推

廣執行政策設計之重要

參考之一。 

大眾媒體報導調查則是

首開數典於傳播報導研

究之先河，其成果更能提

供數典政策規劃時之實

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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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E 辦理學術

活動 

1. 辦理「2010 年建立數

位公共領域-理論構建

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

研討會 

 

2. 參與英國倫敦 DiGRA
2009 國際研討會 

1. 預期「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 -理論構建與在地實

踐」以匯聚國內討論公

共領域之學者共識與現

況分析為主。 
2. 預期「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

研討會」則全面性地針

對公共領域之法律問

題、授權問題、推廣問

題、數位落差問題等，

進行深入分析與對話。

3. 參與國外相關研討會，

了解國外發展現勢，與

國際接軌。 

辦理國際研討會一場，參

與國外研討會一場。 

1. 「2010 年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兩日參

與人數共超過二百八十

人。 
2. 國外會議參與報告一份。

2010 年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一共邀

請國內致力於數典推廣

的國內外各領域學者如

Jon M. Van Dyke、Leanne 
Wiseman 、 Gerard A. 
Persoon、李德財、劉靜

怡、黃居正、邱澎生、莊

庭瑞、陳起行、邱文聰、

王泰升、謝銘洋、張懿

云、李峻德、張寶芳、馮

建三、江明修、陳順孝、

洪貞玲、潘英海、賴進

貴、羅世宏、顧忠華等共

同赴會分享。 

F 形成教材 
「2010年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

研討會論文集一冊 

收錄法律、傳播、文化等領

域之公共領域最新研究論

文，提供各界研究者最新發

展趨勢。 

論文集一本 

「2010 年建立數位公共領域-
理論構建與在地實踐」論文集

印製六百本，三百本於研討會

現場發送，其餘由各合作單位

保管與開放相關人士索書。

收錄法律、傳播與文化等

最新有關公共領域之專

門論文 

技 

術 

G 專利      
H 技術報

告      

I 技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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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創 

新 

J 技術移轉      

S 技術服務      

社 

會 

影 

響 

P 創業育成      

Q 資訊服

務 

舉辦推廣數典應用之活動

「台灣早期女性意識與藝

霞歌舞劇團」紀錄片放映

與座談會 

推廣數典資料應用於電影

製作之加值效果 活動紀錄乙份 

1. 現場邀請導演薛常慧女士

與藝霞團員陳鳳女女士蒞

臨與談。 
2. 參加人員有政大師生、一

般民眾，現場計有 60 人參

加。 

創造一般民眾接近參與

數位典藏成果之方式，並

以推廣紀錄片形式，為數

位內容發展提供多元加

值的機會。 

R增加就業 專兼任助理進用共 12 名 有效促進研究生或相關領

域畢業生就業。 
專任助理 4 名，兼任助理

8 名。 
降低失業率，提昇國民生產毛

額  

Y 資料庫      

Z 調查成果      
AA 決策依

據      

其他      
 
  



 

 337

陸、檢討與展望 

一、 執行檢討 

本計畫自 98 年 1 月 1 日至 99 年 6 月 30 日止計畫執行期間，在三主要研究

領域框架「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

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下，

完成各領域之具體產出；唯因計畫執行期間，辦理研討會過程中，聯繫國外學

者之參與不及，故申請計畫延期至 99 年 6 月 30 日止。除此之外，各項直行工

作的改善內容，以下分就理論建構工作、研究執行工作、推廣執行工作及活動

籌備參與工作等分而述之，也作為明年度計畫執行之參考。 
 

（一） 理論建構工作 
 

本計畫研究數位典藏與學習之三大領域：「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

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

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在數典計畫中皆屬創新性研究，故本計畫自 96
年度開始即從大量的文獻閱讀中釐清重要概念的意涵，內容涵蓋傳播、科技、

法律等面向，理論引用也包含知識公共財研究、行動者網絡研究、理性選擇研

究、實踐研究、使用者研究、人機互動研究、隱喻研究、著作權研究、媒體框

架研究等，兼具基礎理論的堆砌和創新研究的探索，如此之成果提供給計畫後

續發展之參考。 
 
（二） 研究執行工作 

 
98 年度於研究工作執行上，因本計畫主於研究性質之故，因此，花費較多

時間於相關理論基礎研究之建構，而除了文獻彙整之外，亦執行各項研究方法

之調查，例如深度訪談、使用者日誌、線上焦點團體、新聞媒體報導蒐集與分

析等，為「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

社群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三大

面向之研究領域累積了紮實的基礎。 
 
而植基於各項研究之需要，本計畫也與數典相關計畫、組織與專業人士進

行合作。諸如參與線上焦點團體調查即是與美國 Science Commons 組織合作，

該組織是本計畫長久以來所持續關注發展與聯繫交流的國際組織之一，也是創

用 CC 的世界潮流領導者；如深度訪談的對象，皆選擇參與數典計畫之第一或

第四分項下之徵案團隊，包含內容產製與典藏推廣，都會區與偏鄉區，機構典

藏與運動推廣等性質皆有，記錄各徵案團隊的執行經驗與困境，也藉由訪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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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能將問題具體化提出；又如使用者日誌調查，參與對象種類各具意義、代

表性，有數典專業工作者、一般研究者、一般使用者、教育推廣者等，藉由他

們各自使用經驗，更能一舉蒐羅多元的使用心得，形成對數典相關網站改善之

有效建議。也提供給後續計畫進行時，諸多合作對向之參考，以延續歷年之成

果。 
 

（三） 推廣執行工作 
 

本計畫於 97 年度出版《日藏生活》一書後，本計畫除當年度進行宣傳外，

也於 98 年度之各項公開展示場合如國際書展、計畫年度成果展等持續展示該書

籍，並免費贈閱給有興趣索書者，目前該書也應總計畫辦公室之邀，進行電子

版改版中，期以在數位空間裡，傳散給更多元之閱聽大眾，收達推廣之效果。 
 
除此之外，本計畫為將數典概念推廣至一般大眾所熟悉之事務中，於 98

年度計畫期間與政大傳播學院合作舉辦「藝霞年代」紀錄片放映會，活動中本

計畫主持人也將數典概念藉由紀錄片應用之方法，介紹給活動現場的參與者接

觸數典資源，同時也介紹如何接近使用這些資源的方法。也因為此次合作機會，

本計畫累積了與不同媒體合作之經驗，未來可提供給計畫執行時之經驗參考，

除了計畫內之單位合作外，與相關單位合作之方式也深具意義。 
 

（四） 活動籌備參與工作 
 

本計畫於 98 年度期間，主要與四分項共同辦理之「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

論建構與在地實踐」研討會為最重要之國際會議活動。在本次研討會中，以「數

位公共領域」為核心議題，邀集國際與國內法律學、新聞學、傳播學、社會學

等不同領域研究者，彙集跨領域多元觀點，釋出知識公共化之理論研究與在地

實證化經驗累積之重要成果。透過不同學科領域與單位的合作，本計畫未來也

將持續以此跨領域之主題探討模式，與其他單位進行交流，一如本計畫之發展

宗旨「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透過跨領域之交流來達成學術應用目標，除此之

外，亦透過數位公共領域的推行、建立來加速實踐文化傳佈的目標。 

 

綜觀而論，本計畫從上述「理論建構工作」、「研究執行工作」、「推廣執行

工作」與「活動籌備參與工作」等四方面所做的計畫執行檢討，雖於執行進程

上與原規劃稍有差異，然而至延展其間結束為止，各式研究工作、活動辦理、

績效指標，以及經費執行率，皆已符合預期年度規劃，並獲得多項重要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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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子計畫未來研究規劃 

 
綜觀本計畫於 98 年度的執行總成果，以傳播理論與工具研究，深入分析

數位典藏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工作是否落實，本計畫採取三個研究領域分別

進行：「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具體實踐

的辦法。而 99 年新的計畫年度開始，本計畫將在 98 年的基礎上，將計畫執行

目標微調成「數位典藏學術研究執行」、「數位典藏推廣實務研究」、以及「數位

典藏協同推廣研究」等三大項，以下先就分季執行期程說明： 
 
第一季：持續深度訪談研究進程，銜接發展本計畫前三年研究計畫成果；

國內外相關領域發展現況資訊蒐集與分析；文獻蒐集與閱讀，深化使用者

行為調查與 commons 理論內涵建構；新聞資料蒐集與建檔；虛擬人物傳

佈人角色定位；casebook 個案挑選；協作平台網站架構討論；籌組專案會

議與審定執行公開徵案案件；協同參與各式數位典藏活動或會議。 
 
第二季：文獻蒐集與閱讀，深化建構理論基礎；區辨本年度使用者調查聚

焦社群，蒐集分析相關研究成果；整合本地 commons 雛型案例，搭配國

外發展經驗分析；調查執行研究方法確立與問卷籌備；新聞框架分類與分

析；虛擬人物外型設計與動畫故事設計；casebook 規劃個案採訪撰寫；協

作平台網站設計；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第三季：確立主要研究方法與執行方式；規劃協調調查委託執行單位，以

及使用者調查執行；相關深度訪談規劃執行；傳佈人設計完成、GIF 動畫

完成並開始執行相關推廣活動；casebook 進行採訪寫作與攝影等編輯；協

作平台開始對外運作；協同執行公開徵案與各式相關推廣活動；參與國外

相關研討會；100 年計畫執行規劃。 
 
第四季：調查與訪談資料分析撰寫，完成理論與調查產出；後續相關深度

訪談研究執行；傳佈人 FLASH 動畫故事推出與進行相關議題推廣執行；

casebook 完成出版並發送至各相關單位，並蒐集相關單位對推廣模式之建

議；協作平台陸續推出 casebook 電子版、傳佈人動畫故事與創用 CC 小遊

戲等達成意見交流協作功效；協助公開徵案進行成果匯集；成年度成果報

告書撰寫。 
 
綜合「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前三年之執行成果與現象觀察，本計

畫 99 年度將後續研究任務歸納如下：「數位典藏學術研究執行」、「數位典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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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實務研究」、以及「數位典藏協同推廣研究」等三大項，其任務目標規劃如下： 
 
（一）數位典藏學術研究執行 
 
1. 「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主要研究標的：網路使用行為的變遷與趨勢 
(1) 延伸 98 年度所進行一般網路使用者研究，承接前三年的理論發展與研究取

徑，並且聚焦於探討網路使用行為的變遷與趨勢，利用 web2.0 的協作共構

意義與社交網絡的推展策略作為本年度的分析素材與角度。 
(2) 研究結果將用以推估數位典藏現有及潛在使用族群的網路活動、數位溝通、

與資訊分享行為，以綢繆符合數位典藏使用需求與習性的傳佈、推廣策略。

另，研究結果並將做實際的運用，用於設計本計畫的兩項應用推廣方案:「數

位典藏傳佈社群協作平台」的建構，以及「數位典藏傳佈者」的設計創作。 
2.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主要研究標的：知識公共資產建構中「文化」與「學術」意義變遷 
(1) 從數位典藏目前已進行的徵案與推廣案例中，找出依照計劃研議出的指標標

準推廣效益斐然的案例，分析並進一步找出推廣的最佳模式組合，進而此研

究所形成的應用建議，將可用作「數典推廣範例書」時的參考依據，以達文

化傳佈的計畫原意。 
(2) 廣蒐社會不同領域中，建立 commons 方法之既有案例，以供分析、提煉出

對於數典典藏推廣的良方。 
3. 「文化與公共資產新聞框架分析」研究： 

 主要研究標的：新聞媒體如何呈現文化與公共資產之傳佈與近用的議題 
(1) 以傳播學理論為基底的研究取徑，從新聞學以及傳播生態的角度，研究新聞

媒體如何呈現文化與公共資產之傳佈與近用的議題。 
(2) 研究結果將用以評估推廣數位典藏在當今新聞媒介生態中的優勢與劣勢，並

進一步思考數位典藏的推廣策略。此項目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研究發現與

策略規劃為數位典藏推廣建構有利的傳佈環境。 
 

（二）數位典藏推廣實務研究 
 
1. 「數位典藏傳佈者」推廣計畫： 

 主要推廣效益：創造虛擬人物貫穿虛擬與真實的世界，與數位典藏的建

構者、使用者、推廣者建立社交網絡 
(1) 以人物誌(Persona)和虛擬人物(avatar)的論述，構思與設計「數位典藏傳佈者」，

再以劇本導引設計法（scenario based design）建構「數位典藏傳佈者」的在

虛擬情境中述說、展演數典訊息的樣貌模組、以及與數典使用者互動的行為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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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數位典藏傳佈者」設計成果也開放給使用者改作或是再創作，希望藉由協

作共構的力量，豐富「數位典藏傳佈者」的生活樣貌，刺激更多使用者創意

浮現。 
2. 「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 casebook」推廣計畫： 

 主要推廣效益：以書籍方式典藏與傳散數典團隊推廣模式  
(1) 借助平面媒體的傳播特性，結合文字與圖片，讓讀者從故事的深入閱讀中認

識數位典藏。再者，本團隊也致力於出版一本值得收藏的案例書，在「數位」

典藏的同時，也將推廣團隊的推廣過程以「紙本」典藏下來。 
(2) 案例書出版計畫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為這些互動的過程留下文字與圖片

的紀錄，讓推廣不只有「成果」而已，而是將推廣的「過程」也典藏下來。 
3. 「數位典藏傳佈社群協作平台」推廣計畫： 

 主要推廣效益：提供給數典社群一個交流分享、協作共構的網路平台 
(1) 由此平台的運作，可以凝聚出具有行動力的社群，以協作共構的模式參與數

位典藏的推廣與傳佈，同時成為平台持續營運的利基。平台內容的規劃意圖

召喚社群的三種行動：「探索」（exploring）、「表達」(expressing)與「分享」

(sharing)。 
(2) 平台亦提供作為虛擬人物傳佈人動畫設計發表空間、casebook 電子版、意見

與消息交流平台等，作為一個多功能的社群協作平台。 
 
（三）數位典藏協同推廣研究 
 

 主要推廣效益：增進本計畫與徵案團隊、國內外學者等產學合作機會 
1. 延伸規劃多元徵案目標，透過與公開徵案緊密合作，持續提升數位典藏成

果之社會能見度與文化應用多樣性，並吸引一般社會大眾之使用興趣。 
2. 協助徵案計畫開發數位典藏創造力與擴大文化公共資產分享。 
3. 參與國際相關研討會，將國外經驗攜回國內，也將國內經驗分享給國外數

典研究者。 
 

總個來說，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在第一期的五年中，建立了相當豐富的數位

典藏資料。一期計畫以文物數位化為主要工作內容，二期計畫則以內容成果推廣

為主要目標。其中第四分項，以「促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

學術、社會和經濟」為主要目標，健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在教育、研究、社會

等範疇之使用環境。本延續型子計畫自 96 年度執行至今，將邁入第四年計畫執

行，根據過去研究累積所得來的寶貴經驗，我們將進一步把研究成果應用在推廣

實務上，參與第一線推廣工作，從產學合作的雙贏策略，實踐研究所見，達成學

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的計畫推廣宗旨。準此，在明年度推廣計畫裡，特別加入更多

實際推廣計畫，以作為執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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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8 年度成果效益事時報告表 
 
一、論文發表清單： 
 

表：子計畫論文發表清單 

編號 發表人 論文名稱 發表處 

TSSCI 期刊論文 

1 
翁秀琪、李嘉

維、施伯燁 
〈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

現理論〉 

已通過論文審查，將於 99
年度刊登於 TSSCI 期刊：

《新聞學研究》 

國內研討會發表論文 

2 
方念萱、謝昇

佑 
〈從知識公共財管理到公共知識生產：

理論與實踐的兩難〉 

98/01/17「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

文 

3 
翁秀琪、李嘉

維、施伯燁 
〈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

現理論〉 

98/01/17「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

文 

4 
翁秀琪、施伯

燁、王思涵 
〈實踐典範之使用者與使用經驗研究：

以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的使用者為例〉

99/07/03 於中正大學舉行的

「中華傳播學會年會暨第

四屆數位傳播國際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 

5 孫式文 〈著作權的隱喻競爭〉 

98/01/17「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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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育清單： 
 

表 76：子計畫人才培育清單 

No. 姓名 學校 系所 碩士 博士 屬性 

1 施伯燁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2 沈孟燕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3 王思涵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4 黃國蓉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5 楊佳寧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6 葉孟儒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7 盧沛樺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8 巫冠昇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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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學術活動： 
 

表：子計畫學術活動辦理清單 

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研討會 

時間/地點 98/01/16～17 於台灣大學 

會議網址 http://aspa.teldap.tw/itic/conference/  

會議主題 以「數位公共領域」為核心議題，邀集國際與國內法律學、新聞學、傳

播學、社會學等不同領域研究者，彙集跨領域多元觀點，釋出知識公共

化之理論研究與在地實 證化經驗累積之重要成果。 

論文發表量 會議共 14 篇，國外學者 3 篇，本計畫參與三篇論文發表。 

與會學者 300 人 

藝霞年代紀錄片放映會 

時間/地點 98/10/08 於政治大學 

會議網址 http://excellence.comm.nccu.edu.tw/01_news_detail.php?sn=96  

會議主題 以數位典藏之應用與推廣，結合紀錄片模式，於校園中推廣。 

論文發表量 無 

與會人員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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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備清單； 
 

表：子計畫設備清單表 

No. 設備 

名稱 

型號 圖像 價格(單

位：元)

購置 

日期 

保管人 

1 數位相

機 

Canon 
PowerShot 
SX200 IS  

16,500 98/07/29 方念萱 

2 數位相

機 

Panasonic 

LX3 

17,000 99/06/08 方念萱 

3 印表機 
Fuji Xerox 

DocuPrint 

C2200 

35,418 98/08/24 方念萱 

4 圖書一

批 

西文圖書 27,282 98/07/23 政治大學總

圖書館 

 



No. 

1 

建

域

在

論

2 

建

域

在

大

 

 

五、

 

項目或名

建立數位公

域—理論建

在地實踐研

論文集 

建立數位公

域—理論建

在地實踐研

大會海報 

 

、其他成果

名稱 創作

公共領

建構與

研討會

數位

習之

會應

項計畫

公共領

建構與

研討會

數位

習之

會應

項計畫

果： 

作單位與代

表人 

典藏與學

學術與社

用推廣分

畫 

典藏與學

學術與社

用推廣分

畫 

表 79：子

內容

建立數位公

域—理論建

在地實踐研

論文集，含

或報告內容

四篇。已於

當日前製作

並發放。

研討會海報

場使用之外

寄發給國內

關研究機構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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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其他成果

容 

完

日

（

月

公共領

建構與

研討會

含全文

容共十

於會議

作完成

98

報除現

外，另

內各相

構張貼
98

果整理表 

完成 
日期 
（年/
月） 

8/01

8/01

送計畫辦

圖：

圖：

辦公室留存

是 

大會手冊版型

是 

大會海報版型

存(是/否) 

型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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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子計畫其他研究資料表列： 
 

此處表列本計畫除上述研究論文全文與會議參與報告外，其餘相關研究資

料產出。由於數量龐大，故僅以表列方式呈現： 
 

表：子計畫相關研究資料產出列表 

性質 內容說明 產出 

研究論文 學術研究論文 總計產出 4 篇 

文獻摘要資料 相關論文摘要與讀書心得 總計產出超過 50 篇 

逐字稿 相關會議參與或專案會議討論逐字稿 總計產出 20 篇 

說明稿 相關活動籌備說明稿 總計產出 2 篇 

摘要稿 專案會議與活動參與內容摘要稿 總計產出 20 篇 

會議記錄 專案會議與活動參與會議紀錄 總計產出 15 篇 

活動參與紀錄 相關活動參與紀錄 總計產出 15 篇 

活動錄音錄影檔案 專案會議、訪談、與活動參與紀錄 總計產出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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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年度工作執行情況： 
98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含 99 年度展延期間)，每月執行進度整理如下表： 

 
表：子計畫年度工作執行時程表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1 月 

專案計畫銜接 完成前兩年之計畫銜接工作 98/1/1 開始 98/1/1 符合 
子二計畫 97 年計畫展延，因此同

步進行中 

10% 5% 

專案人事進用 完成專案人事進用事宜 98/1/1 開始 98/2/28 符合 
2 月份配合國科會研究人才促進

就業方案，增聘本國籍碩士級專

任助理一名 

撰寫 98 年度作業計畫 完成撰寫 98 年度作業計畫 98/1/5 開始 98/1/14 符合 完成計畫書一份 

專案研究資料蒐集 蒐集整理研究相關資料 98/1/5 開始 98/1/31 符合  

蒐集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

導進行框架研究 
持續進行數位典藏相關新聞

報導蒐集 
98/1/5 開始 98/3/31 符合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

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撰寫 99 年度綱要計劃書 
完成撰寫 99 年度綱要計劃

書 
98/1/20 開始 98/2/13 符合  

                                                 
121若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理情形說明落後原因。 

122預定進度累計至 12 月為 100％，請依各計畫計算方式呈現，可算至小數點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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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1/21 開始 98/1/21 符合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1/22 開始 98/1/22 符合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 

2 月 

蒐集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

導進行框架研究 
持續進行數位典藏相關新聞

報導蒐集 
98/1/5 開始 98/3/31 符合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

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20%

 

 

 

 

 

 

 

 

 

15% 

 

 

 

撰寫 99 年度綱要計劃書 
完成撰寫 99 年度綱要計劃

書 
98/1/20 開始 98/2/13 符合 完成計畫書一份 

專案研究資料蒐集 持續蒐集整理研究相關資料 98/2/1 開始 98/2/28 符合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2/4 開始 98/2/4 符合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

究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2/4 開始 98/2/4 符合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 

參與數典計畫 97 年度成果

展 
完成子二計畫 97 年度成果

展示 
98/2/9 開始 98/2/27 符合  

回覆 97 年成果效益報告審

查意見 
完成 97 年成果效益報告審

查委員意見回覆 
98/2/11 開始 98/2/13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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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參與美國CC線上焦點團體 
完成參與美國 CC 線上焦點

團體 
98/2/18 開始 98/2/20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2/18 開始 98/2/18 符合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

究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2/18 開始 98/2/18 符合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 

參與中研院史語所—數位

資料庫：開放國內免費授權

使用說明會 
實際參與並完成與會紀錄 98/2/20 開始 98/2/20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撰寫 98年 1-2月工作報

告 
98/2/20 開始 98/2/27 符合  

參與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國際會議 
實際參與並完成與會紀錄 98/2/23 開始 98/2/27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數份 

3 月 

專案研究資料蒐集 持續蒐集整理研究相關資料 98/3/1 開始 98/3/31 符合   

 

 

 

 

 
蒐集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

導進行框架研究 
持續進行數位典藏相關新聞

報導蒐集 
98/1/5 開始 98/3/31 符合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

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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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4 開始 98/3/4 符合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 

 

 

 

 

 

 

 

 

 

 

 

 

 

28%

 

 

 

 

 

 

 

 

 

 

 

 

 

17%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4 開始 98/3/4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撰寫 98 年第一季管考

報告 
98/3/5 開始 98/3/23 符合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

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5 開始 98/3/5 符合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

究 

參加第四分項分項會議 實際參與會議並完成紀錄 98/3/9 開始 98/3/9 符合 完成參與紀錄一份 

參加公共領域國際研討會

籌備會議 
實際參與會議並完成紀錄 98/3/9 開始 98/3/9 符合 完成參與紀錄一份 

協助子五計畫進行 97 年公

開徵案與產學合作計畫期

中報告審查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並將意

見回覆 
98/3/9 開始 98/3/20 符合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12 開始 98/3/12 符合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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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籌備 John Wilbanks 來台事

宜 
召開籌備小會 98/3/11 召開 98/3/11 符合  

擬定檔案徵集類目 
完成擬定檔案徵集類目並回

報 
98/3/14 開始 98/3/16 符合  

籌備 John Wilbanks 來台事

宜 
召開籌備小會 98/3/18 召開 98/3/18 符合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18 召開 98/3/18 符合 
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導於大眾媒

體之再現與框架研究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19 召開 98/3/19 符合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

究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8/3/26 開始 98/3/26 符合 
數位典藏使用者意義建構與社群

互動研究 

預 計 訪 談 美 國 Science 
Commons 計畫經理 Kaitlin 
Thaney 

完 成 訪 談 美 國 Science 
Commons 計畫經理 Kaitlin 
Thaney 

98/3/26 開始 98/3/26 符合 完成訪談紀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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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預計參與中研院資訊科技

創新研究所—公共出資的

科學資料與出版品的一般

使用與授權學術研討會 

實際參與並完成與會紀錄 98/3/27 開始 98/3/27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4 月 

第一季管考報告 完成專案第一季管考報告 98/4/1 開始 98/4/1 符合 完成報告一份  

 

 

 

 

36% 

 

 

 

 

 

22%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相關文獻工作 98/4/1 開始 98/4/30 符合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國內外資訊 98/4/1 開始 98/4/30 符合  

執行公開徵案團隊深度訪

談 
完成公開徵案團隊深度訪談 98/4/1 開始 98/4/30 符合  

籌備 John Wilbanks 來台工

作坊 
工作坊相關籌備工作 98/4/1 開始 98/4/30 符合  

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人士

接軌溝通 
持續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

人士接軌溝通 
98/4/1 開始 98/4/30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4/20 開始 98/4/30 符合 完成參與紀錄一份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4/30 開始 98/4/30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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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5 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相關文獻工作 98/5/1 開始 98/5/31 符合   

 

 

 

 

44% 

 

 

 

 

 

25%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國內外資訊 98/5/1 開始 98/5/31 符合  

撰寫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

研究論文綱要 
撰寫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

究研究論文綱要 
98/5/1 開始 98/5/1 符合  

預計訪問國家實驗室劉聰

德博士 
完成訪問國家實驗室劉聰德

博士 
98/5/1 開始 98/5/1 符合 完成訪談紀錄一份 

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人士

接軌溝通 
持續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

人士接軌溝通 
98/5/1 開始 98/5/1 符合  

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持續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98/5/1 開始 98/5/31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5/31 開始 98/5/31 符合 完成參與紀錄一份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5/31 開始 98/5/31 符合  

6 月 

撰寫 98 年上半年成果報告 
完成撰寫 98 年上半年度成

果報告 
98/6/1 開始 98/6/1 符合  

執行使用體驗調查與深度

訪談 
完成使用體驗調查與深度訪

談 
98/6/1 開始 98/6/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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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研究論文綱要撰寫 
撰寫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

究研究論文綱要 
98/6/1 開始 98/6/1 符合  

 

 

 

 

 

52% 

 

 

 

 

 

34% 

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人士

接軌溝通 
持續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

人士接軌溝通 
98/6/1 開始 98/6/1 符合  

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持續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98/6/1 開始 98/6/30 符合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石榴國中汪紅英老

師 

完成數典徵案團隊推廣社

群：石榴國中汪紅英老師訪

談 
98/6/12 開始 98/6/12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千里步道協會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千里步道協會 
98/6/23 開始 98/6/23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棒球維基館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棒球維基館 
98/6/24 開始 98/6/24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中研院資科所天地

宮團隊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中研院資科所天地宮

團隊 
98/6/25 開始 98/6/25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6/28 開始 98/6/28 符合 完成參與紀錄一份 



 

 357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辦理 John Wilbanks 來台工

作坊 
持續聯繫 John Wilbanks 工

作坊 
98/6/30 開始 98/6/30 落後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06/03 開始 98/06/30 符合  

7 月 

執行使用者日誌設計 完成使用者日誌設計 98/7/1 開始 98/07/31 符合 完成日誌設計一份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研究論文撰寫 
撰寫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

究研究論文 
98/7/1 開始 98/07/01 符合  

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人士

接軌溝通 
持續與國外數典相關組織、

人士接軌溝通 
98/7/1 開始 98/07/31 符合  

協助公開徵案 持續協助公開徵案 98/7/1 開始 98/07/31 符合  

60% 42%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公民行動影音紀錄

資料庫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公民行動影音紀錄資

料庫 
98//7/9 開始 98/7/9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蛙蛙世界學習網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蛙蛙世界學習網 
98/7/17 開始 98/7/17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7/20 開始 98/07/20 符合 完成會議記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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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7/31 開始 98/07/31 符合  

8 月 

執行使用者日誌設計前測 完成使用者日誌設計前測 98/8/1 開始 98/08/31 符合
完成使用者日誌設計前測報告一

份 

執行非商業公開徵案團隊

訪談 
完成非商業公開徵案團隊訪

談 
98/8/1 開始 98/08/31 符合

完成非商業公開徵案團隊訪談謄

稿記錄數份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研究論文撰寫 
撰寫與發表學術與文化公共

資產研究研究論文 
98/8/1 開始 98/08/01 符合  

撰寫 99 年細部計劃書 完成撰寫 99 年細部計劃書 98/8/1 開始 98/09/17 符合 完成計畫書一份 

規劃 99 年度公開徵案徵選

主題 
完成 99 年度公開徵案徵選

主題規劃案 
98/8/1 開始 98/08/31 符合 完成計畫書一份 

  

協助公開徵案 持續協助公開徵案 98/8/1 開始 98/08/31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8/17 開始 98/08/17 符合 完成會議記錄一份 

68% 45%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8/31 開始 98/08/31 符合  

9 月 執行使用者日誌正式測驗 完成使用者日誌正式測驗 98/9/1 開始 98/9/30 符合 完成日誌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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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使用者研究論文綱要撰寫 
持續撰寫使用者研究論文綱

要 
98/9/1 開始 98/9/30 符合  

近用傳播研究論文綱要撰

寫 
持續撰寫使用者研究論文綱

要 
98/9/1 開始 98/9/30 符合  

新聞生態研究論文綱要撰

寫 
持續撰寫新聞生態研究論文

綱要 
98/9/1 開始 98/9/30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辦理專案會議 98/9/1 開始 98/9/1 符合 完成會議紀錄一份 

協助與參與公開徵案成果

展 
協助與參與公開徵案成果展 98/9/1 開始 98/9/7 符合  

預 計 參 與 英 國 倫 敦

DIGRA2009 會議 
完 成 參 與 英 國 倫 敦

DIGRA2009 會議 
98/9/1 開始 98/9/4 符合 完成會議報告一份 

76% 50% 

10月 

撰寫 99 年細部計劃書 完成 99 年細部計劃書撰寫 98/8/1 開始 98/9/17 符合 完成計畫書一份 

規劃 99 年度公開徵案徵選

主題 
完成 99 年度公開徵案徵選

主題規劃案 
98/9/18 開始 98/9/18 符合  

撰寫 97 年度展延計畫成果

報告 
完成 97 年度展延計畫成果

報告撰寫 
98/9/01 開始 98/9/0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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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9/30 開始 98/9/30 符合 完成報告一份 

第三季管考報告 完成第三季管考報告 98/10/1 完成 98/10/15 符合 完成報告一份 

撰寫使用者研究論文綱要 完成撰寫使用者研究論文綱

要 
98/10/1 開始 98/10/31 符合 完成論文綱要一份 

撰寫數典新聞框架分析研

究論文綱要 
完成撰寫數典新聞框架分析

研究論文綱要 
98/10/1 開始 98/10/31 符合 完成論文綱要一份 

撰寫文化資產公共財近用

傳播研究論文綱要 
完成撰寫文化資產公共財近

用傳播研究論文綱要 
98/10/1 開始 98/10/31 符合 完成論文綱要一份 

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持續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98/10/1 開始 98/10/31 符合  

參與 PNC 太平洋鄰里協會

年會 
完成參與 PNC 太平洋鄰里

協會年會 
98/10/8 開始 98/10/8 符合 完成會議報告一份 

協同辦理藝霞年代紀錄片

放映活動 
完成辦理藝霞年代紀錄片放

映活動 
98/10/8 開始 98/10/8 符合 完成活動記錄一份 

預計參與「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權

利資訊聲明書」個案解說暨

使用教學工作坊 

完成參與「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利用授權書」與「權

利資訊聲明書」個案解說暨

使用教學工作坊 

98/10/12 開始 98/10/12 符合 完成會議報告一份 8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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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10/19 開始 98/10/19 符合 完成會議紀錄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台灣外省人生命記

憶與敘事資料庫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台灣外省人生命記憶

與敘事資料庫 
98/10/19 開始 98/10/19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台灣大學數位典藏

研究中心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台灣大學數位典藏研

究中心 
98/10/29 開始 98/10/29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10/31 開始 98/10/31 符合  

預計參與「時/光 97 年度

數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成

果展 

完成參與「時/光 97 年度數

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成果

展 
98/10/31 開始 98/11/15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11月 

使用者研究論文撰寫 完成撰寫與發表使用者研究

論文 
98/11/1 開始 98/11/30 符合 完成論文一份 

數典新聞框架分析研究論

文撰寫 
持續撰寫數典新聞框架分析

研究論文 
98/11/1 開始 98/11/30 符合  

文化資產公共財近用傳播

論文撰寫 
持續撰寫文化資產公共財近

用傳播論文撰寫 
98/11/1 開始 98/11/30 符合  



 

 362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持續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98/11/1 開始 98/11/30 符合  

預計參與媒體新勢力工作

坊 
完成參與媒體新勢力工作坊 98/11/10 開始 98/11/11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預計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

廣社群：連結國家數位之社

區公共參與式地理資訊之

建置與推廣模式成果與在

地化學習教材研發與推廣

模式研究～以東港溪為例 

完成訪談數典徵案團隊推廣

社群：連結國家數位之社區

公共參與式地理資訊之建置

與推廣模式成果與在地化學

習教材研發與推廣模式研究

～以東港溪為例 

98/11/11 開始 98/11/11 符合 完成訪談記錄一份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11/12 開始 98/11/12 符合 完成會議紀錄一份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11/30 開始 98/11/30 符合  

92％ 58％ 
12月 

撰寫數典新聞框架分析研

究論文 
完成撰寫數典新聞框架分析

研究論文 
98/12/1 開始 98/12/1 符合 完成論文一份 

撰寫文化資產公共財近用

傳播論文 
完成撰寫文化資產公共財近

用傳播論文 
98/12/1 開始 98/12/31 符合 完成論文一份 

撰寫 98 年度成果報告 持續撰寫 98 年度成果報告 98/12/1 開始 98/12/31 符合 完成報告一份 

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持續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98/12/1 開始 98/12/18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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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預計參與台灣大學數位典

藏年會 
完成參與台灣大學數位典藏

年會 
98/12/1 開始 98/12/31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預計參與網路時代的智慧

財產權保護研討會 
完成參與網路時代的智慧財

產權保護研討會 
98/12/1 開始 98/12/2 符合 完成參與報告一份 

辦理專案會議 完成專案會議辦理 98/12/2 開始 98/12/2 符合 完成會議紀錄一份 

100％ 60％ 

參與徵案團隊心得交流會 完成參與徵案團隊心得交流

會 
98/12/23 開始 98/12/23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

工作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 
98/12/31 開始 98/12/31 符合 完成管考報告一份 

延期

時間

1～6
月 

辦理建立數位公共領域—
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

研討會 

完成辦理建立數位公共領

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

際研討會 
99/01/16 開始 99/01/17 完成 完成會議紀錄一份 

參與 2010 國際書展 完成參與 2010 國際書展 99/01/27 開始 99/01/31 結束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參與 2010 數位典藏與學習

國際會議 
完成參與 2010 數位典藏與

學習國際會議 
99/03/02 開始 99/03/02 結束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參與數位昆蟲展 完成參與數位昆蟲展 99/03/14 開始 99/03/14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參與「當數位典藏遇上數位

內容新浪潮」 
完成參與「當數位典藏遇上

數位內容新浪潮」 
99/03/30 開始 99/03/30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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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訪談「自由軟體公民團體運

動」典藏計畫  
完成訪談「自由軟體公民團

體運動」典藏計畫  
99/04/08 開始 99/04/08 完成 完成訪談紀錄一份 

訪談「穿針引線-刺繡數位

典藏之推廣應用及社區服

務 」 

完成訪談「穿針引線-刺繡數

位典藏之推廣應用及社區服

務 」 
99/04/22 開始 99/04/22 完成 完成訪談紀錄一份 

參與「海盜船上的媒體科

技」演講 
完成參與「海盜船上的媒體

科技」演講 
99/04/16 開始 99/04/16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參與「國家電影資料館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加值應用

工作坊」 

完成參與「國家電影資料館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加值應

用工作坊」 
99/04/16 開始 99/04/16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參與「自由軟體法律分析」

演講 
完成參與「自由軟體法律分

析」演講 
99/04/20 開始 99/04/20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參與「典藏過去，開創未

來—從數位典藏到數位人

文研究」活動 

完成參與「典藏過去，開創

未來—從數位典藏到數位人

文研究」活動 
99/05/05 開始 99/05/05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訪談「蘭嶼原住民媒體資料

庫數位典藏計畫 」 
完成訪談「蘭嶼原住民媒體

資料庫數位典藏計畫 」 
99/05/05 開始 99/05/05 完成 完成訪談紀錄一份   

參與 2010STS 科技與社會

研究年會 
完成參與2010STS科技與社

會研究年會 
99/05/15 開始 99/05/15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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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份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121 
預定

122 
實際 

參與 PEOPO 公民新聞論壇 完成參與 PEOPO 公民新聞

論壇 
99/05/27 開始 99/05/27 完成 完成活動紀錄一份   

訪談「建製公民行動影音紀

錄資料庫」 
完成訪談「建製公民行動影

音紀錄資料庫」 
99/06/10 開始 99/06/10 完成 完成訪談紀錄一份   

撰寫結案報告 完成撰寫結案報告 99/06/01 開始 99/06/30 完成 完成報告一份   

 
 



 

 

98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工作時程甘梯圖 

表：子計畫 98 年度工作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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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瞭解 97 年成果內容                   

團隊行政規劃與組織                   

理論基礎研究                   

蒐集國內外學術資源近用發展現況                   

學術資料與潛在使用者發展與現況                   

使用者日誌調查                   

數典推廣與實踐之深度訪談調查                   

線上焦點團體執行                   

新聞資料查詢                    

研討會籌備                   

月次 

工作項目



 

 

撰寫年度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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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2009 年 09 月 30 日 
 

報告人姓名 方念萱 副教授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 

時間 
會議 
地點 

September 1st - 4th 2009 

DIRA 2009, 

West London, United Kingdom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6-2422-H-004-002

會議 

名稱 
DIGRA 2009 

發表 
論文 
題目 

無論文發表 

一、 參加會議經過 
  DiGRA，全名為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該協會成立時間在 2003
年的芬蘭，並在成立之後，繼續以非營利性的運作方式招募會員。該協會的首

任會長為 Frans Mäyrä，而下一任會長則是在 2006 年由 Tanya Krzywinska 
接任。該協會的創設宗旨，是開發一塊專門給研究數位遊戲以及產業發展人才

的舞台。該協會的發展方向在草創之初設定為「提升遊戲研究的品質、並促進

成員間彼此的協助」。DiGRA 的活動，目前是聚焦在協調來自於不同框架、不

同社會範疇之間的學院派理論。基於這項理由，該協會在世界各地也贊助成立

了不少在地化的團體，從荷蘭、芬蘭、以色列、拉丁美洲、蘇格蘭、土耳其、

至紐約等地皆有附屬的團體，為了與這些組織間有更親密的連結，DiGRA 每兩

年會定期舉辦一場國際性的研討會。目前已發展的主題計有：Level Up（2003
年）、Changing Views-Worlds in Play（2005 年）Situated Play（2007 年）、以及

Breaking New Ground-Innovation in Games, Play, Practice and Theory（2009 年）。

 
    此次會議主辦單位為英國倫敦 Brunel 大學，根據大會議程，本次會議議題

「打破藩籬，開創新的領域」，以遊戲為主體，試圖在學界、產業、社會地位之

間，找出自己的藍海。本次會議中特別邀請了研究數位影音遊戲的知名學者，

諸如 Richard A Bartle、Ian Bogost、Espen Aarseth、Mark Healey 等人，他們從使

用者經驗分析與遊戲設計研究等各種角度分析，尤其在遊戲如何引導人機互動

等主題，這一類的研究經驗則相當值得數位典藏團隊借鏡，將有助於思索目前

推廣政策與想法。因此參加本次會議，將對本計畫有諸多幫助，因此而規劃參

與此計畫。 
     
    本次赴英國參與會議代表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典藏與數位學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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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學習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計畫

編號：NSC 96-2422-H-004-002）之計畫主持人，共一人。參與會議人員為國立

政治大學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此次赴英國參與 DIGRA 研討會，其間共參與 9
月 1～4 日，共四日。 
 
二、 與會心得 

本次 DIGRA 研討會，包含 9/1～9/4 四日的研討會，「The Game of Games」、
「Backchatter」會議遊戲活動，及 IGDA Education SIG 工作坊等。 

 
  關於 DiGRA 的大會主題，歷屆以來皆以數位遊戲與社會文化、人際關係、

產業交流等活動為主，試圖在各領域之間描繪出「遊戲」的具體形貌，由於其

跨足的領域相當廣泛，令人欣喜之處，在於每次會議之後總會產出極多質與量

並俱的作品。但遊戲的屬性是動態的，並非只停留在某一處，因此不同的時空

背景之下，也產生了不少值得深思的問題。以下是針對四次會議的主題提出的

觀點與說明： 
 
（一）Level Up（2003）： 
 
  對電玩老手來說，升級是項再熟悉不過的名詞。藉由重複做同一件事情，

得到了足夠的經驗值之後，就可以升級，更換更好的技能、更精緻的用具。總

之，升級意謂著一切都會往更美善的方向發展。將這樣的觀點置放在第一屆的

DiGRA 年會上，可以看出的是主辦單位對於數位媒體的大幅進步之下的欣喜與

期待，但在欣欣向榮的願景背後，也隱隱泛著人們對於接受新科技的恐慌與懷

疑，從這兩點出發，不難發現主辦單位試圖從正與反的論証當中找出兼容並蓄

的第三條路。 
 
（二）Changing Views: Worlds in Play（2005）： 
 
  在溫哥華主辦的第二屆大會，其關懷的重點在於轉換視野，或者可說是框

架的去除與再製。將人本主義的軸線拉抬至人與物的互動是一種、從反面去思

考暢銷遊戲賣座的理由是一種、將線上的性別位置調換也是一種。在這項主題

之下，可以探討的部分變得更多了，理由在於觀看的角度變得多元，呼應著全

球化、全球在地化，諸如此類的全球觀點，藉著主體與客體的變置，不難發現

一個早已存在的現象：遊戲的定位變得模糊。它可以是工具、可以是情感的導

引，可以是個溝通的平台。而在遊玩的過程當中，玩家與遊戲之間，何者為主

、何者為客？遊戲與人，變得不是這麼的二元化了。 
 
（三）Situated Play（2007）： 
 
  2007 年，在遊戲產業界其實正值一個大鳴大放的時機，各項次世代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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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世，如史詩般的遊戲鉅作，不斷的被產出。由於人造物被商品化的程度與

時俱增，使用者因而被教導了智慧財產權、專利等概念，藉由這樣的背景條件

帶入，遊戲與法理、社會的互動位置是該被討論的時候了。而刻意設定處境的

議題，意謂著遊戲的操作形式、涉及的社會議題，勢必會與一般人所認知的規

範，產生一定程度的摩擦。然而不論將遊戲擺在那個位置，對社會的影響，只

會越來越大。 
 
（四）Breaking New Ground:  

Innovation in Games, Play, Practice and Theory：（2009） 
 
  2009 年將遊戲設計以創造形式來看待，說明其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多

義的。本次大會的主題在於「打破藩籬，開創新的領域」，以遊戲為主體，從遊

戲的各種形式著手，試圖在學界、產業、社會地位之間，找出自己的藍海。 
 

從 2003 到 2009 年，遊戲出現了質與量的變化，研究遊戲的視角也更趨多

元，結合電腦資訊外的學科，如文學、社會科學、美學等納入討論，打造一條

跨界與多元的研究途徑，作為遊戲研究的手段，並找出可同時強化與支持學術

多樣性的多元數位遊戲方式。以下為本年度會議中擷取相關場次重點摘要： 
 

9/1  
Session 1.11 
發表人：Keith Linares 
論文題目：Discovering Super Mario Galaxy: A Textual Analysis 
本文旨在探究歷久彌新的超級瑪利電腦遊戲在歷經不同平台、不同版本的變換

之後，何以玩家在這遊戲中仍不絕地體驗愉悅。研究採行文本分析，發現「發

現感」（A sense of discovery）是玩家在互動中所經驗，而這「發現感」在互動

過程中不斷更新。本論文在方法與提問上都值得借鏡。 
 
Session 1.13 
發表人：Massimo Maietti 
論文題目：The hybrid identity of player characters: between Facebook and the 
Sacred book 
90 年代有關斷裂、破碎的認同身份（identities）的討論隨著臉書（Facebook）
的興起，轉向討論統一的、一致的認同、身份了。作者引用 critical mass 的概念

來解釋這現象──過往數位媒體的使用者希，一個人的真實姓名一如暱稱，將真

實姓名與現下真實身份構連的機會不大，但是一旦使用數位媒體的人多了，使

用者在網上同樣的 semiotic space 裡與在真實世界中不同場合（工作、娛樂、宗

教等等）的熟人遭逢、一起見面，這時，數位媒體的使用者感受到他所呈現的

認同身份可能比其在現下的身份還被要求要更有內在一致性──一個人要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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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司同儕家人遊戲玩伴之間，而這些來自他生活不同場域的人都在看他是不

是「表裡如一」、「（往）上（線）下一致」。作者以社會網絡上的人格比對線上

遊戲的人物人格，發現後者的身份認同是由遊戲作者與角色作者協商而來，不

同於前者──前者是由自己與其在線下世界就已認識的人際網絡中的眾人所型

塑。 
 
發表人：Luca Rossi 
論文題目：Playing your network: gaming in social network sites 
臉書之為近期最受注目的社會網絡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所實踐的功

能，包括與友人維繫關係到創造線上社會位置，都相當倚賴臉書的遊戲工具。

本論文研究臉書的五個遊戲，視其如何利用 SNSs 以及玩家之間的社會關係，

以之充作遊戲經驗的核心元素。 
 
9/2 
Session 2.7 
發表人：Celia Pearce  
講題：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and Learning in a Play Community: A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re 
本論文為大型計劃成果之一，研究者採用多研究方法研究網路遊戲玩家所設計

所居中學習的線上大學 University of There，核心概念就是 creative collaboration.
研究提問計有： 
_How does distributed play motivat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_ How is creative collaboration in game communities 
sustained over time? What motivates players to 
maintain engagement in both the long and short term? 
_ How does the game software itself support or hinder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How do players exploit, subvert or augment play software to support these activities?
_ What interaction tools and methods do players use to undertak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and support learning and teaching? 
_ What can practices of both collaboration and teaching within the play-driven 
context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re teach us about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in general? Can these principles be translated into other contexts? 
研究發現遊戲創生親近（affinity）、承諾（commitment）以及注意力（attention ）
而這些因素增強合作（collaboration）研究方法計有居（遊戲世界）間參與觀察

（in-worl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居間與面對面訪談（in-world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以及線上調查。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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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8(Keynote Speech 2) 
主講人：Oslo 大學媒體與溝通學系的教授 Espen Aarseth  
 

主講人 Espen Aarseth 現為 Oslo 大學媒體與溝通學系的教授，過去也曾擔

任 Bergen 大學人文科技學系的教授。他在 Bergen 大學完成藝術學博士學位，

其研究旨趣涵蓋了賽伯媒體美學、文學、超文本美學、Multi-User Dungeons、
電腦文化研究、媒體科技歷史、科幻小說、Cyberpunk 研究、人文學科裡的電

腦研究方法、女性和遊戲、手機遊戲等。近來，他還是哥本哈根地區 IT 大學「電

腦遊戲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員，在該中心，他的研究興趣放在理解遊戲的本

體論，包括遊戲是什麼，如何構成，他們彼此的差異性等。 
 
他在影音遊戲研究與電子文學領域是個重要人物，尤其他又是最主要代表

「ludologist」人物，這個團體強調影音遊戲不是個敘述形式或一個文本，取而

代之的是一個以「玩」和「互動」為基礎的遊戲概念。在他所出版的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 (1997)一書當中，呈現遊戲和其他美學形式的

比較媒體理論，他提出幾個質疑： 
 

──電腦遊戲可以變成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品嗎？ 
──是否真的需要將賽伯文本美學形式化？ 
──在我們的文化中，傳統敘事的文本（如小說、電視劇、電影）是否已經被快

速擴張的電腦遊戲所取代？ 
──我們如何看待新名詞「ergodic」以及他與傳統敘事的關係？ 
 

根據本書的立論，他提出著名的「超文本的類型學」理論，創造出一種強

調使用者參與互動的 ergodic 文學（非線性、多向、網際文本），後來在他其

他著作中更將此理論轉為應用在多元、多層次、多空間的遊戲類型。 
 
Session 3.10(Keynote Speech 4) 
主講人：喬治亞科技大學教授 Ian Bogost  
講題：Videogames are a Mess 

 
主講人 Ian Bogost 現為喬治亞科技大學教授，也是 Persuasive Games（影音

遊戲工作室）的創立成員之一，同時也是 Open Texture（教育出版社）董事會

成員之一。早年於南加大拿到哲學與比較文學學士學位，又於 UCLA 拿到比較

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教學領域中，他負責電腦和數位媒體；研究領域裡，他視影音遊戲為一種

文化產物，研究主題有三項：遊戲的批評、遊戲的修辭、遊戲的人機介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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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他將研究旨趣放在影音遊戲之外的娛樂，關心包括政治、廣告、學習和藝

術等方面，因而他與友人共創了「Persuasive Games」，一個獨立影音遊戲工作

室，專門碰觸社會與政治議題。他們設計出有別於現今一般主流遊戲之外主題

特殊且多樣的影音遊戲，包括：機場安全、打抱不平的影印店員工、全球石油

市場、聖誕購物、矯正侵權行為、郊區任務和流行感冒等遊戲，此皆反應特定

議題如安檢、員工權益、石油問題、無國界流感等，設計者將想法潛移默化地

注入在遊戲的設計和各個引導步驟中。這些遊戲已被成千上萬的人玩過，並被

發表在國際著名媒體。 
 
作者在 DIGRA2009 發表的文章：Videogames are a Mess。此篇文章裡將遊

戲相關研究的幾次重要轉變作了歷史回顧，而其主要論點指向「遊戲的構成是

可以拆解成很多層次的」，以「E.T.」遊戲來說 有軟體、硬體、經濟、娛樂、

蒐藏等等不同層次功能與意義，其共同組合成「E.T.這個遊戲片及其使用方式

或價值」。他藉由這項觀察，為的是要反應「何謂遊戲？這件事是如此的難以

定義！」，所以整體來說遊戲就像一遍混亂一樣，我們嘗試理出頭緒，比如運

用 ANT 理論的一些研究技巧，對於遊戲的形上或實質意義的探討，雖看似一團

混亂，但這混亂未必是壞事，就像畢卡索的畫作，看起來也是亂成一團的道理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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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網站中所補充之會議論文照片 
，網址：http//www.bogost.com/writing/videogames_are_a_mess.shtml，最後檢索

日期 2009/9/30） 
 
三、 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此次赴英與會，參觀 Tate Museum，適逢 No Ghost, Just a Shell 的展覽。這展覽

為一以數位藝術方式呈現版權與創造、創作力為核心意念的藝術作品。就作品

的背景而言，這個作品是 Pierre Huyghe 與 Philippe Parreno 共同創作的，當初這

個作品的產生，是這兩位藝術家向一個日本動畫公司買了這個名叫 AnnLee 的

動畫人物，他們把這個人物的版權買斷之後專門做為創作上的使用。在網站資

料有提到，AnnLee 在版權被買斷之後，就被這兩位藝術家借給其他的藝術家朋

友使用，因此在其友人的作品創作中也可見到她的倩影。 
 
  從展示主題的名稱來看，不難發現這項展覽的構想是源自於一部在日本極

有名氣的動畫《Ghost in Shell》（台灣譯為：攻殼機動隊），不過這兩位作者把

作品的名字做了一些更改，改成了《No Ghost, Just a Shell》。乍看之下是兩段意

義截然不同的作品，但耐人尋味的是，脫胎自動畫的《No Ghost, Just a Shell》
與它的母形體《Ghost in Shell》，同樣都充滿了濃厚的日式動漫風格，這兩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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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沒有互相交疊的區塊、或者是可以印證討論的部分呢？ 
因此，我們可以提問的是從 Ghost in Shell 到 No Ghost, Just a Shell 的過程，發生

了什麼？《Ghost in Shell》的設定背景為一個架空的虛構世界，在這個世界當

中，人的靈魂是一種可以自由地移轉、進駐在不同軀殼之間的物質。也就是說，

以動畫裡的客觀條件觀看，不同的靈魂可視為主體，而人型的軀殼則被視為是

裝設主體的載具。在靈魂（主體）不斷進駐、釋出的動作當中，主體對載具的

侵入與操作是被默許的。以這樣的思考邏輯為基礎，在《No Ghost, Just a Shell》
展示的影片中，兩位作者將 AnnLee 的影像（靈魂）裝設在一部像是吸塵器的

白色混合物當中，白色的混合物是多角的、混擬的、多層面的，在展示的時候，

該物體會依據設定好的路徑，從起點開始移動，到了一個個定點之後會自動播

放預設好的一小段影片，播放的內容大致為 AnnLee 在經過了使用者的增添之

後，不斷變換形貌的影像。播放完畢，該物件又會走回最初設定的起點，再次

預備下一輪的運作。每一輪的循環走完，都象徵著靈魂的被再製（或者說是更

新），而被抽出再製的靈魂，其寄宿的外在形體卻不會減少，而是如同貼磁磚般，

一塊塊地加在原來的形體上頭，但靈魂的本質卻是不變的。 
 
  承續以上，也就是說，在不斷再製的歷程裡，靈魂雖然不變，但軀體的形

貌卻在越來越多次的循環之後，變成了一塊混擬的物體，雖然內在部分還是原

來的靈魂，但外顯的形貌雖然還可以約略的辨識出主體的特徵，卻早已失真。

但大體來講，那一塊混擬奇形怪狀的物體，其實還是 AnnLee。 
 

因此，AnnLee 這個動畫人物，並不是一個原為實體的物件，而是一件人

造物（事實上，動畫角色都是如此），要考慮的只是著作權的問題，所以才能單

純的用買斷的方式包下來，在法理上也比較能夠清楚地做出判定。而這兩位藝

術家在購買了版權之後，因為不再有歸屬權的判定問題，便可以乾脆的借給其

他藝術家朋友使用，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件動畫人物的使用規範，在兩位作者

眼中，基本上是完全不管的，因為動畫人物的再製，也包含在整件藝術作品的

理念當中，也可以說，他們本來就是故意的。 
 
  因為對原作的修改也算在該項藝術創作裡頭，因此其他作者對材料的使用

方法並不會被干涉，可以自在地複製與改寫，於是在作品完成之後，呈現出一

種混沌的風貌。有趣的是，不斷投射出 AnnLee 的影像，等於作者在一旁耳提

面命式的提醒：AnnLee 一直沒有變阿！ 
 
  這樣的書寫方式，予人一種矛盾的興味。由於我們當時不能得知 Pierre 
Huyghe 與 Philippe ParrenoAnnLee 兩位作者與 AnnLee 的原作者合約內容為何、

著作權是否”買斷”的判定也只能由片段的網頁內容中得知，因此若從著作權的

角度來看，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批評觀點：購買之版權物之權力只享有改作權。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依照雙方之間的契約內容規定，買方所謂的「買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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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甚至只是取得了著作財產權之中的某一項或某幾項權利而已；至於該著

作的著作人格權以及其他未讓與的著作財產權，則仍歸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

所擁有。依據這樣的觀點思考之，《No Ghost, Just a Shell》這件作品，確實擁有

了完整的 AnnLee 使用權了嗎？對於將動畫人物視為商品的教條主義者而言，

這樣的作法如同犯了大忌。但在藝術形式的呈現之下，這件作品確實可以在以

藝術為名的大旗下得到庇護，並隱藏在暗處諷諭著作的使用問題，並讓我們正

視：版權使用者是否可以任意地再製版權物。儘管已經有了買斷的形式，就算

是買下了完整的版權，但在不斷拼貼、重塑主體的動作之下，是否會出現侵犯

到著作人格權的聲音？弔詭的是，在作品的預覽和網頁資料，卻沒有提及作品

的原創者，或許是導因於這件作品本來就是衝著著作的人格權而來。 
 

展覽的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最後，兩位藝術家還舉行了儀式，將「權利」

贈予 AnnLee，就是這創造出的角色本身（本人），但是，這透露了多重訊息──
被創作物可以有「權利」嗎？如何行使？ 
 
四、 建議 

DIGRA 為兩年舉辦一次的數位互動遊戲研究會議，會中論文多聚焦社會關

係、美學與社群發展與各式遊戲互動平台介面的關係，會中論文與討論皆深具

啟發性，有助本地數位典藏的互動平台、形式、與後續社群建立、維持參考。

可持續參加、回饋研究。 
 

五、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   
主講者發言摘要 
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 
與會者名單 
工作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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