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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計畫背景 

    科普傳播有別於科學教育，乃是全民科學知識傳遞的重要通

道。傳統大眾媒介中，電子傳媒與印刷傳媒都曾被廣泛利用來做科

學普及的傳播工具。印刷傳媒主要透過文字來傳情示意，以社經地

位較高的閱聽眾為觸達對象，而根據國內相關學術研究（潘家慶，

民 75）指出，電子傳媒則為一般民眾最常接近的媒介。近來，數位

科技日新月異，不止製作設備與器材效能大增，傳播通道數量也大

增，這新傳播科技正在質與量兩方面影響著影視內容的生產。有別

傳統大眾傳媒的單向、線性、類比的產製模式，數位科技能藉由數

位化，讓所生產的節目產品在多種頻道中播出，事後更能儲存於影

音資料庫中，提供節目製播人員重新近用、交換、或重組其中的節

目素材，呼應「一次生產、多元加工、多次使用、多功傳輸」的節

目產製理念。 

    科普傳播在國外早已行之有年，不僅具備相當完整的供需體

系，同時也是十分成熟的事業體，長期以來，英、美、日各國透過

科普影片、節目的製作，逐漸大幅強化國內民眾的科學知識，及對

科學領域的求知欲，經過多年來的成熟發展與大力推動，各國的科

技發展已有顯著成效，更藉由大量科普節目的播放，潛移默化地形

構國人的科學觀念，提昇ㄧ般民眾的科學素養，以促進科普傳播事

業的長遠發展。 

    有鑑於此，為加速國內科學傳播事業發展，帶動國人對科學的

熱忱，並讓普羅大眾領悟到科學知識傳佈的必要性，因此行政院國

科會委託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推動的「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

畫統籌與協調計畫」，其中主軸計畫五「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建置」，

運用數位技術「儲存」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所有相關內容與資

訊；建立後設資料(metadata)，定義影音素材之標準類目，並以模組

化方式「切割」本計畫補助產製刊播之所有科普傳播內容素材，經

由「交換」、「重組」、「再生」之過程，產生新科普影音內容，

延長既有科普內容之生命週期，使科普多媒體成品與素材得以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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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發揮「一次生產、多次使用、多元加工、多功傳輸」之數位

內容產製特性，期使產能極大化，並讓一般民眾及科普傳播專業人

員依其需求，接近使用。 

貳、 主要內容 

一、 計畫宗旨、目的與目標 

    本主軸計畫主要目的，在既有之基礎上，繼續建置本計畫之內

容素材核心資料庫。本主軸計畫擬由「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以後

設資料庫之概念與技術，架設「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透過推動與

協調催生計畫之行動，蒐集、統整、儲存主軸計畫一及所屬分項計

畫、子計畫推展之影視作品，並以後設資料(metadata)的方式，切割

出模組影音內容，並儲存科普傳播內容全文，使得科普內容專業產

製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得依需求讀取或下載需之科學傳播內容、知

識、資料、資訊，進而將之重組運用、詮釋演繹，使科學傳播內容

之生產效能最大化，科學之資訊流、知識流在社會中亦能達成充分

循環。故具體目標可陳述如下： 
（一） 設計並建構具彈性具多樣化的科學傳播影音內容系統。 

（二） 儲存影音內容，使成為科學傳播事業發展之基礎。 

（三） 透過影視節目的模組切割，重組及提昇既有廣電節目資源的

使用價值或操作功能。 

（四） 重新組裝節目，以達到「一次生產、多元加工、多頻傳輸、

多工服務」的數位內容概念。 

（五） 以資訊交流方式，提供傳播學者、專家與節目產製人員等對

此內容資料庫的實驗性使用。 

（六） 建立科學傳播影視內容之數位典藏系統，讓一般民眾進用。 

二、 計畫概要(構想、策略) 

    從科技的發展沿革中可以發現，科技的新發展在軟體與硬體方面

有相互影響之作用，數位技術的進步因此促進了以模組化為概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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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資料庫建構，在未來的節目產製過程中，結合蓬勃發展的寬頻網

路，將大量影像與聲音儲存其中，使得資料庫的終端使用者得以在標

準化的系統中，將影音資料加以壓縮、儲存、切割，然後進行數據的

交換、重組後再生並傳輸。以往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下，商品的產銷

模式多半著力於單方面的產品功能設計，強調以「產品導向、以量為

主」的生產製作模式，在生產成本得以控制之下，藉由量化生產來提

高製作報酬率的經濟性，並同時滿足大眾需求，而以往的電視節目製

播也多遵循這樣的模式。但是，在受到分眾時代的個人化趨勢影響

下，以市場供需角度來說，消費者的分布越漸廣泛，差異性及需求則

越明顯不同，市場區隔也就於焉產生（王如蘭，2001），模組化的廣

泛應用也因此形成。 
    Starr（1965）最早提出模組化概念的學者，模組化就是將一群標

準化的組成要素加以整合與連結，以形成另外一種新的產品，使用模

組化的方法，來開發設計系統或產品，可使系統或產品的設計與開發

具有彈性與效率，同時可以降低開發成本（轉引自林益洲，2001）。

關尚仁（2001）在《科學教育宣導節目產製模式之研究》計劃中，將

模組化概念導入科學教育節目的產製模式中。即在規劃科學教育節目

時，以單元組裝成節目，每個單元都是獨立的，而使用者可依其需求

對節目作不同的使用及排列組合，如此一來，科學教育節目將可達到

「一次生產、多次使用」之目的（轉引自李艾玲，2005）。 
    對廣電媒體或節目製作單位而言，模組化觀念不僅有利節目內容

的編排與節目資料的管理，還能在整合相關節目後，提高其剩餘價值

與再利用效益。概括來說，在電腦網路與資料庫的科技基礎上，模組

化的科學影音資料庫，將帶給學校、節目產製公司等更多元、更彈性

的使用。數位科技的進步，使得傳播媒介具有「一次生產、多元加工、

多頻傳輸、多工服務」的特性，改善了節目線性產製的問題。結合新

科技的資料庫，也突破了文字數據的資料形式，加入豐富的影音訊

號；透過影音資料庫的運用，在資料的管理與檢索上，大大地提昇其

效能。網路超連結的及時互動能力可將節目片段橫向、縱向或不規則

的自由組合，使內容更加多元化；而節目產製人員則可將先前所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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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經過重新編排後，於影音資料庫中重新生產再利用，提高再

使用的價值，提升節目製播的效應。 
    依上述概念，本計劃以模組化理論為基礎，本計劃將建置「科學

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定期儲存「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主

軸計畫一「補助內容產製刊播」下各種影音內容素材，並藉由資訊交

流平台快速流通。本資料庫儲存科學傳播影音內容及素材，以後設資

料(metadata)建構標準類目，切割影音素材成為模組。此影音內容資

料庫與催生計畫中，主軸計畫五「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建置」分項計

畫5-1 建置之「計畫現況資料庫」、5-2「科學傳播知識資料庫」。

三個資料庫之資料，藉由計劃4-2所架設之「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資訊交流平台」，使一般大眾容易進用；專業人士用以擷取、切割、

交換，產製新的節目內容，成為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基礎。 

參、 預期目標與執行度 

    為使此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具備完善之規模，並配合每年

補助之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工作，本影音內容素材資料庫計畫共分四

年來進行其建置與擴充任務。賡續辦理素材資料典藏，依訂定規格，

對製播成品進行「模組化」切割，並進行資料庫開放與資料庫節目

產製實驗。第四年的工作除了持續進行科學傳播內容的模組化切割

與上傳作業，將會設計影片重組程式，以便使用者重新利用這些影

音素材，同時，也準備將此影音素材資料庫開放給更多民眾使用，

以擴大科學傳播知識與資訊之流通與分享。 

一、 預期目標 

    建立科普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確認內容素材資料庫所需軟硬體

設備。建立科學傳播內容之模組化之切割與分類作業流程。運用數位

化技術，並使用社會化描述性質的標籤雲方式來作為科學傳播影音素

材資料庫之搜尋，採模組化方式上傳科學傳播內容至影音素材資料

庫。內容素材資料庫網站已建置完成且運作正常，包含影片上傳、編

輯、儲存、瀏覽及討論區內文章發表與回應等功能。在考量到素材資

料庫屬性及未來走向仍以提供科學內容的影音服務為主，經與系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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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確認後，目前僅保留影音瀏覽功能。網站內搜尋部份則已採用目

前較新的「標籤雲」技術。已模組化並上傳超過1187則科學傳播內容

素材至資料庫。另外由於考慮到目前影片規格已朝向高解析(HD)發
展，資料庫現階段雖以640×480為主要的影片瀏覽解析，未來則將繼

續開發系統以符合高規格影音服務之需求。 
（一） 內容素材資料庫平台升級，符合國際化的操作使用介面，大

量運用 Java script 的技巧，強化使用者經驗： 
    1.線上編輯功能 
    2.螢幕註解功能 
    3.線上播放清單功能 

（二） 內容素材資料庫頻寬以及主機管理 solution。 
（三） 建資訊安全架構，以 JSIT® Security Kernal 撰寫中階防火牆

系統程式。 
（四） 內容素材資料庫智慧化搜尋和關連性技術開發。 
（五） 內容素材資料庫高畫質串流播放技術。 

二、 執行與預期績效符合度 

    本計畫依循總體計畫之規劃方式，以「目標管理（Management 
by Objectives）」之作業方式，訂定明確之宗旨與目的，並發展出導

引性之策略與執行重點。 
（一） 98年度之執行進度 

1. 配合全集影片的設計，將內容素材資料庫運用新技術重新建

置，業已完成。 
2. 新版的平台符合國際化的操作使用介面，大量運用Javascript

的技巧，強化使用者經驗。 
3. 建構關連性資料庫。 
4. 運用新的運算技術強化播放品質。 
5. 運用新的編碼技術，提升播放效率。 
6. 升級分類資料庫和標籤系統。 
7. 片段系統和全集系統資料架構整合，改寫資料庫架構，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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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全集內容素材整併，使系統運作更臻成熟。 
8. 資料庫系統欄位重新設計合併，因應系統整合，改寫資料庫

架構，並且加入新的資料庫邏輯，使之運作更有效率。 
9. 片段和全集影片合併，設計關連式資料庫系統，避免未來需

要在新的平台重新匯入影片片段，撰寫程式去對應具有關連

性的資料，並且運用關聯性資料庫運作。 
10. 分類系統重建，配合中心三層式架構設計，設計新的分類

系統 
11. 搜尋和標籤系統合併重建，改寫搜尋系統，加入新版的

JSIT® SEO技術，提升搜尋效率。 
12. 以JSIT ®運算法重建標籤雲系統，以符合全集和片段的檢

索需求。 
13. 介面整合，重整UI，運用國際上比較常見並且先進的影音

串流UI。 
（二） 工作概要 

1. 人力編組 
        科學內容素材資料庫由關尚仁教授主持，統籌並推動各項相

關業務與工作；另有一位共同主持人侯志欽教授，協助資料庫之

架構建置、內容設計、使用操作、運用推廣、成效評量等相關工

作。目前設有專任研究助理二名，協助執行本計畫，另招聘兼任

助理及工讀人員以進行科學傳播內容的模組化切割、剪輯與上傳

等工作。 

       從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總架構看來，目前科學傳播內容

素材資料庫是分屬科學傳播資料庫建置此一主軸計畫中的一項

分項計畫，與現況資料庫、知識資料庫所形成的科普事業催生計

畫資訊交流平台有相輔相成之功能。鑑於此三資料庫的建置與發

展都奠基於統籌與協調中心所推動的各項業務，目前本計畫人力

不僅著眼於資料庫的開發與設計，同時也支援統籌與協調中心所

進行的相關工作，以下就各助理的工作職掌分項說明如下：王怡

琄小姐為專任助理，負責協調溝通計畫主持人所交付的各項任

務，控制計畫進度與經費預算之執行，彙整專家學者對本資料庫

發展的意見與建議，進行資料庫各項軟硬體之採購、維持內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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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制度與流程，包括整理影音模組化的切割與轉換流程、招聘工

讀人員並給予適當的教育訓練、管理及維護計畫所屬的財產與設

備、以及支援統籌與協調中心的各項活動與業務。高媺涵小姐皆

為兼任助理，目前是政大廣電所碩士班學生，負責資料庫影音素

材之裁切、模組化及上傳之標準作業流程品管，並擔任教育訓練

講師，教育計時工讀生影音素材資料庫之內容標準作業流程程

序，以確保上傳至資料庫之影音內容無誤。 

2.工作進度 
在本計劃主持人的主持下，針對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於

軟硬體設備採購及作業流程規劃等面向，與計劃下專任助理、兼

任助理與系統工作師召開過多次編修會議，截至目前為止，資料

庫整體建置已完成近百分之八十。在新增影音素材資料庫的內容

方面，目前已結案並進入模組化處理之影片如下： 

表1 模組化影片 

年度 製作公司 影片名稱 集數 
94 公視 科技萬花筒 32 

95 

三九五二 熱帶冰河 3 
華崗 顯微鏡下的世界 16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 
大愛 發現 13 
公視 流言追追追 26 
卓維 台灣的脈動 6 
視群 台灣生命樂章 6 
諾耶 情緒密碼 13 
亮相館 生命密碼 3 

96 
和利得 奈米機器人 10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 

 
以下就軟、硬體增置與影音模組化作業流程規劃之工作進度分別說

明： 
（三） 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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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資料庫建構之規劃更臻完善，及配合每年補助之科學傳

播內容產 製。本計畫之建置與擴充共分為四年，其中已完成三年

度的執行成果分述如下： 
1.第一年： 

       邀集傳播、科學領域專家、學者組成諮詢小組，共同討論內

容資料庫建置之目的、定位。確認目的、定位之後，初步規劃內

容資料庫，編列整體預算，購買所需之軟、硬體設備，形構資料

庫系統。蒐集主軸計劃一「補助內容產製刊播」第一年所產出之

各類科學傳播內容，包含分項計畫1-1「科學教育影片」、1-2「科

學新聞報導」、1-3「電視科學節目」、1-4「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分析上述科學影片與電視、廣播科學節目之內容，討論後設資料

(metadata)類目之分類與訂定，並建立分類之標準作業流程。 
       依上述分類之作業標準，分類、切割各項影音內容，切割影

片、節目為最適宜之內容單位。根據後設資料(metadata)建立檢索

單位，模擬資料庫實際作業情形。於年度研討會，發表資料庫建

置進度與測試情況。績效評估方面，搭配田野觀察及問卷調查法

等質量化研究工具，分析資料庫使用情形，作為日後改善之依據。 
2.第二年： 

       依據第二年所補助之科學傳播內容數量，擴充資料庫之硬、

軟體設備，維護管理資料庫之輸入品質及使用情形，持續分類、

切割第二年主軸計劃一「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產製之各

式科學傳播多媒體內容，並根據第一年資料庫建置之情形，檢視

並修正資料庫建置情形，並增減檢索類目。有限開放資料庫，小

規模提供傳播專家、學者與節目產製人員使用，提供其他學術單

位非商業之進用。此外，為增加此內容素材資料庫之市場使用價

值，本年度將規劃並尋求第三年之合作廠商。本年度之績效評估

方式，以量化研究方法為主，定期紀錄資料庫所儲存之科普內容，

包含種類、數量、品質、可用性，並紀錄資料庫之使用情形、使

用人次、使用者背景資料、所引用之內容及引用次數，作為第三

年資料庫擴建及改善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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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年： 
       經過第一年、第二年資料庫之建置與持續檢視、修正，第三

年科普多媒體內容資料庫將更形完備。計畫受聘人員持續儲存、

切割各項科普多媒體內容，並設計影片重組之程式，便利使用者

依其需求，切割、重組影片。除此之外，持續擴建資料庫之軟硬

體設備，維護管理資料庫之運作，並建構完整之資訊交流平台。

擴大使用者範圍，推展到一般民眾之實驗性使用。依據上述，本

計劃配合分項計畫4-2建構資訊交流平台，提供使用者資料庫檢索

與資料分享之介面，並依網路超鏈結之特性，讓「台灣科普傳播

事業催生計畫」之中，三個資料庫（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

資料現況資料庫、知識管理資料庫）之資訊得以分享及流通。 
       在績效評估方面，質化研究方法為：觀察民眾使用資料庫之

情形，分析並改善資料庫之使用狀態。量化研究部分，定期紀錄

資料庫所儲存之科普內容，包含種類、數量、品質、可用性，並

紀錄資料庫之使用情形、使用人次、使用者背景資料、所引用之

內容及引用次數，使資料庫之使用效能達到最高。 
4.硬體建置 

       現階段內容素材資料庫各項硬體設備與功能已大致完整與

健全，包含兩台 IBM 超薄型伺服器、一座伺服器機櫃及四台剪

輯用電腦。然而在未來為能處理高解析(HD)影音素材上傳、儲存

與瀏覽之需，已規劃添購一台 IBM 超薄型伺服器作為資料處理

之用，及一台 46 吋高解析液晶電視作為影像品質檢視管控之用。 
       另外由於計劃辦公室內原已架有「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劃統

籌與協調中心」交流平台伺服器一座，在三台伺服器主機的運作

下，造成環境過熱，加上辦公室座落於社會科學資料中心 10112
室無冷氣設備，導致伺服器無法在維持正常的溫濕度環境運作，

經常發生伺服器過熱保護裝置啟動，暫停運作的狀況。在計畫主

持人努力爭取下，自經費結餘款提撥 18 萬元，在 97 年 8 月間添

購兩台分離式冷氣，終使機架在辦公室內得以維持良好的環境溫

濕度，伺服器主機方能正常運作，至今未發生任何伺服器因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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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終止運作的現象。 
5.軟體設計 

       內容素材資料庫網站已建置完成且運作正常，包含影片上

傳、編輯、儲存、瀏覽及討論區內文章發表與回應等功能。在考

量到素材資料庫屬性及未來走向仍以提供科學內容的影音服務

為主，經與系統工程師確認後，目前僅保留影音瀏覽功能。網站

內搜尋部份則已採用目前較新的「標籤雲」技術。另外由於考慮

到目前影片規格已朝向高解析(HD)發展，資料庫現階段雖以

640×480 為主要的影片瀏覽解析，未來則將繼續開發系統以符合

高規格影音服務之需求。 

6.影音模組化作業流程規劃 
       科學節目影音模組化裁切、轉檔與上傳作業流程已在計劃主

持人指導下完成，現階段所有工作皆由本計劃兼任助理進行，然

為求作業效率及發揮標準化作業流程之精神，計劃將於今年 11
月開始招聘工讀生，予以教育訓練後進行分工，投入標準化生產

流程，並以大量充實資料庫內容則為下一階段之目標。 

表 2 建置「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前三年工作重點 

工作重點 執行情形 

確認內容素材資料庫所需軟硬體

設備，以及執行經費與人力。 

硬體設備分三階段添購，軟體部

分，網站已建置完成，具備全站之

全文、標籤檢索機制。 

建立科學傳播內容之模組化之切

割與分類作業流程。 

影音模組化標準作業已建立。分類

則因素材內容之種類眾多，故採用

現今實體圖書館普遍所採用之「中

文圖書分類法」。 

模擬影音內容素材資料庫之實際

作業情形，並進行推廣宣傳工作。

本計劃在實際操作並進行過多次

修正後，擬定影音模組化標準作業

程序，其中影音模組化至完成上傳

之標準作業程序包括「資料匯

入」、「內容分類」、「影音裁切」、「影

音轉檔」、「模組上傳」、「線上檢視」

共六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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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數位化技術，並使用社會化描

述性質的標籤雲方式來作為科學

傳播影音素材資料庫之搜尋。 

本資料庫目前已採用「標籤雲」為

主要站內搜尋機制，但仍保留關鍵

字鍵入搜尋之功能，以服務科學背

景之專業人士之需，期望在服務廣

大的一般使用者之際，仍保留素材

資料庫提供專業內容之訴求。 

模組化並上傳科學傳播內容至影

音素材資料庫。 
目前已進行模組化之短片共 1187
則。 

三、 執行方式 

        建立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下之主軸計畫五「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建置」。此項計畫配合主軸計

劃一「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即定期儲存「台灣科普傳播事

業催生計畫」主軸計畫一之簽約廠商所產製之各類科學影片節目，就

其內容進行「內容分析法」，針對科學傳播影音內容，做模組化分析，

並將相關資料輸入資料庫，完成原型資料庫系統。待資料庫建置完成

後，透過網路資料庫的超鏈結與資料管理等特性，實際建構使用者互

動平台。 

        本計畫目的之一，為建構出使用者導向的影音資料庫，因此資料

庫系統建構的原則在於「彈性使用」、「主題內容明確」與「資源分享」。

為瞭解此研究工具的實際效能及預期影響，於第一年建置資料庫後，

初步開放有限使用者模擬使用，即尋找有意願及需求的中小學科學教

師與節目產製者合作，模擬使用原型資料庫系統之情形。研究人員透

過「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兩種方式交互並行施用，提供使用心

得與建議，以期找出問題缺陷與改善方法，依此加以改進。 

（一） 模式設計： 
1.前提假設： 

資料庫初期先以傳播專家、學者與專業人員等為資料庫使用

對象，建立以IOD(Information On Demand)為概念之科學傳播內

容資料庫，俾使用者透過影音、圖片、文字等搜尋方式，重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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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節目內容，依其需求，經由重組後產生新資料帶。最終目的為

建置台灣科學傳播多媒體內容資料庫，並開放給全國民眾進用。 
2.資料庫建立： 

(1)資料來源：影音資料庫之內容素材來源以「台灣科普傳播事

業催生計畫」之簽約廠商所產製之科學傳播內容為主，包含：

a.科學教育影片；b.科學新聞報導；c.電視科學節目；d.創新

創意科學節目等，會依每年度媒體補助之種類與數量而定。 
(2)建立類目：針對上述科學傳播影音內容進行內容分析，融入

模組化概念，將內容分解成最小的功能單位，建立切割標準，

定義各段影片之類目。 
(3)影片轉檔：將影片轉換成數位資料帶，存放至多媒體電腦中，

便於後續研究之使用。 
(4)資料帶切割：根據類目定義及切割標準，分割各式多媒體內

容資料帶。 
(5)建立索引：依照單元內容的影音、圖片、文字等關鍵元素，

建立索引。所建立之索引類目，依計畫時程讓使用者測試，

並依其使用結果改善不適宜之處，使檢索方式更為精準。 
  3.模式測試 

(1)介面設計：發展使用者資訊取得之介面，將版面設計與操作

功能建構完成，以發揮模組化設計之多樣性與組合彈性等特

質。 
a.模擬測試：操作介面完成後，先由研究人員進行模擬測試，

以掌握電腦資料庫的特性與使用情形，並進行修正 
b.觀察使用情形：研究人員透過「田野調查法」，實際觀察非

商業及商業有需求者之使用情形，並使用「深度訪談法」，

蒐集相關意見，暸解使用情形，作為修正依據。 
c.績效評估：在介面測試實施後，針對其使用結果進行總結

性的評估報告，做為後續發展的參考依據。本計劃依「科

學節目資料庫」之計畫概念，模擬多媒體內容資料庫之建

置步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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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科學傳播數位內容素材資料庫網站架構圖 

 

肆、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效益與成果 

表 3 計畫成果與效益 

計畫成果 成果效益 

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料庫硬體設

備建置完成。 

1.資料庫硬體建置已完成 80%，針對科學教育與科

普推廣，建置易查找之資源。目前資料庫已開始

進行開放測試，預計測試通過後可階段性開放。

2.待素材資料庫全面開放後，讓各界均有機會使用

本資料庫，對科學傳播的流傳將有更大效益。 

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料庫網站已

建置完成。 

1. 以科學知識建構分類，以頻道呈現分類概念，

使用者可以在沒有主要尋找目標時開啟對科學

知識的應用。 
2. 標籤建置概念，可以讓有特定研究領域或是興

趣的使用者更輕易地精確找到影片。 
3. 透過全文檢索的設計，則可以幫助使用者縮小

欲尋找資料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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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平台除了重視搜尋的邏輯之外，更強化了影

音內容處理的壓縮技術，運用 JSIT®2.0 壓縮技

術，可以呈現高畫質的影片，同時減少影片轉

檔處理的負擔。 
5. 在使用者介面上，為目前國內數位典藏系統中

最有親和力的介面，可以和主流影音應用的平

台並駕齊驅，甚至運用國外常見的首頁影音推

薦 Flash Rotate Player。 
6. 資料庫具備有開放的特性，目前暫時設定為封

閉系統，但是從管理介面中可以設定改為開放

大眾使用系統。 
建立科學傳播內

容素材資料庫之

模組化之切割與

分類作業流程。 

建立標準化作業流程，讓科學傳播的影音檔案可以

做分類規畫，並提供社會化描述性質的標籤。 

培訓素材資料庫

影片上傳操作人

員。 

此批操作人員熟悉影片上傳流程，了解 SOP、轉檔

技術，並著重畫面檢測，以期使用者觀看影片時有

較高的正確性。 
 

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料庫呈現以

640X480 為主要

的影片瀏覽解

析。 

1. 影片播放解析度最高可達 1366*768，目前因為

伺服器和頻寬限制，鎖定為 800*600 以下。 
2. 設置寬螢幕顯示介面，讓使用者自訂，因應未

來 16:9 的影片播放格式趨勢。 
3. 提供劇院模式，方便使用者觀看時可以降低背

景的影響。 
4. 影片上傳可以經由系統直接轉檔為 flash 模式，

可以提高被非法複製的難度。 
5. 影片提供 embedded code，可以方便使用者在網

路上傳播，達到推廣科學知識的目的。 
科學傳播影音素

材資料庫網站已

完成模組化並上

傳共 1187 則影

片。 

建立科學傳播相關影音資料庫，運用分類將科學傳

播素材保存於資料庫，未來可供一般民眾使用，達

到傳佈知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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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表 4 計畫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評估面向 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科學傳播面 

1. 將主軸計畫一「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

受補助單位製作之節目最新消息及播出時間放置

於平台上，使科學傳播相關資訊得以流傳。 
2.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流平台」由資源

整合做起，首先蒐集並整理至今於科學傳播領域

中的累積，透過標準化的歸納與編列，率先建立

科學傳播知識基礎，讓科學傳播今後可以從資料

庫資源出發，再將經驗所得累積回資料庫，形成

科學傳播不停累積向上的循環過程，資料庫在科

學傳播面向中不僅做為一種素材的來源，更是科

學傳播知識進步回饋之所在。 
3. 主軸計畫一之受補助單位成品經過分類模組化上

傳至素材資料庫，使一般大眾在搜尋上得以獲得

科學傳播知識。 
4. 資料庫資源乃是經過嚴格審查後製作，及專業判

斷後分類歸納，具有高度科學正確性與可信度，

為廣大科學傳播資訊的需求者提供了可靠的資源

內容，可免除沒有未經把關與整理的資訊來源帶

來傳遞錯誤科學知識之風險。 
5. 台灣本土之科學傳播相關資訊得以彙整與統合，

在地知識得以建構與散佈。開創台灣原本僅有零

星耕耘之科學傳播領域，並持續開拓觸達面向，

作為科學傳播事業之推手、結合有志科學家獻身

參與。且已進一步依據已彙整之知識與經驗，籌

畫台灣科學傳播正規教育系統之建置。 
6. 建立模組化切割影片之典範，使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得以有效率搜尋。 
7. 透過完備的數位內容平台資料庫，提升科學傳播

的豐富性、以及應用度。 
8. 經由管理平台有效管理製作公司和受補助單位，

掌握其專案進度，提升資料倉儲的效率。 
9. 透過內容素材資料庫的使用，具體增加了科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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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影片的彙整、並且加上精確的搜尋技術，提升

本平台之使用效率。 
10. 未來已經掌握新的線上影音技術，將持續進行平

台的技術升級，規劃為可以進行線上編輯、剪接

的技術，並且透過播放清單的設計，達到影音內

容重組的概念。 

跨領域整合面 

1. 經由數位平台的建構，輕易達成跨領域的整合，

並且統合上、中、下游產業鏈，達到資源有效整

合和應用。 
2. 資料庫建置過程即為一重要的跨領域整合過程，

過去科學傳播一直有著跨領域合作之挑戰，科學

與傳播兩項專業於溝通合作上經常由於各自有所

堅持而更加困難。然而科學傳播中此一部份之跨

領域溝通乃是極為重要之過程，因此資料庫建置

於影音分類編排時即進行了多次的溝通與協調，

不僅是在要將科學內容整合進傳播規格時所需要

的調整，更是在人才培育時對於資料庫建置人員

各個面向專業素養的訓練，皆與整體科學傳播環

境發展進程有所配合。 
3. 科學傳播相關知識經過彙整與分析，輔以深度訪

談，作為重要科學傳播內容創製資訊，經撰寫為

論文，形構本土科學傳播內容創製之知識。 
4. 與科學傳播相關資訊皆統整並發佈於交流平台，

一般大眾容易進用；專業人士用以擷取、切割、

交換，產製新的節目內容，成為科學傳播事業之

發展基礎。讓跨界整合的成果轉化為確實可以被

使用之智慧。 

產業面 

1. 過去許多不同領域或不同學門的專業人士都各自

在為科學傳播努力與奉獻，然而由於彼此間並沒

有一個整合的機制與標準化的溝通合作管道與平

台，資源難以交換並形成一個經驗得以累積、體

系得以逐漸成長的產業，因此不論是作業內容的

標準化或影音素材之保存皆無法有效進行，各項

資源的投入因無法有效整合而形同浪費。透過本

計畫可為科學傳播做一交流平台，將資源整合，

進而可推動科學傳播之發展。 
2. 對科普影片做儲存與模組化切割並上傳至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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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建立分類，可提供一般大眾或媒體從業人員

重覆使用及再次利用，達到「一次生產，多次使

用」之效果。 
3. 資料庫之建立即是做為一產業之基礎，透過資料

庫建置所需要共同進行之各項計畫，勾勒出一完

整科學傳播產業各個面向所應具備之能力與人才

面貌，進而有計劃地逐步完成。 

社會衝擊面 

1. 過去科學傳播與社會大眾距離遙遠，不僅是沒有

優良的接觸管道(access)，科學傳播內容亦無法與

大眾生活產生連結，進而促使大眾產生興趣而達

成有效之傳播結果。透過本計畫可提供大眾科學

傳播相關資訊。 
2. 資料庫之建置應用了目前最被廣泛應用的影音觀

看技術及裁剪、編排方式，貼近使用者習慣首先

即降低了近用門檻；再者，影音內容亦為針對大

眾所設計，破除過去科學傳播內容艱深難懂之印

象與障礙；最後，預留未來大眾可進行素材取用

並進行編輯之空間，更是以將科學傳播做到互動

溝通為目標，力求突破單向溝通所帶來的限制與

效益不彰之困難。 
3. 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對社會大眾而言將不只是一

個新的資源資料庫，更是一個對科學傳播新的思

考模式，不僅是資源產製端，更重要的是資源使

用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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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貢獻面 

1. 經由讀書會、內部員工教育訓練、工作論文撰寫、

台灣科學傳播現況彙整與分析、國外科傳專書翻

譯等成果，使科學傳播知識不僅是從國外平行引

進，更達到與在地智慧、經驗、習慣等脈絡交互

作用產生「本土知識體系」的效果。 
2. 此面向之顯著貢獻須經長遠深耕，但中心在團隊

合作下已達成資料之有效常態累積、資訊管理機

制訂定、以及翻譯後仍經彙整並以在地思維摘要

綜整之成效，朝科學傳播學門領域發展。 
3. 年度研討會為正規學術規格之年度交流盛事，專

題演講、專題討論、論文發表等等場次安排皆符

合學術常規，並成功邀集學者專家與會，與受補

助單位和各業界人士、及有志科學傳播之學子在

兼顧理論與實際之題材中當面互動。 
4. 年會之論文集亦已開始出版，落實知識建構之文

獻化步驟。 
5. 經由深度訪談將受補助單位在製作科普節目上之

過程與心得彙整為學術報告，將來可做為科學傳

播內容創製專書之基礎。 

 

陸、 計畫經費與人力 

一、 計畫經費 

表 5 計畫經費 

核定經費 
(仟元) 

95 年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3,668 4,692 3,723 N/A 5,202,000
實際支用金額 
(仟元) 

3,309.379 4,155.943 1,855.949 N/A 175,308

達成率 90.22% 88.58% 99.23% N/A 3.37%
說明： 99 年度實際支用金額計算至 99 年 5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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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力 

表 6 計畫人力 

年度(年) 95 96  97  98  99  
人力(人) 12 11 12 11 12 

類別 

計劃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 2 2 2 6 2 

專任助理（博士） 1 0 0 0 0 
專任助理（碩士） 1 3 4 2 7 
專任助理（學士） 1 2 1 0 0 
兼任助理（碩士） 7 4 5 3 3 

柒、 檢討與後續工作重點 

一、 檢討 

（一） 模組化研究在科學領域中仍有待開發，本研究屬初探性研

究，擬以「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中主軸計畫一「科學

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等科學節目影片為研究範圍。 
（二） 重點在探究節目內容之模組化設計模式，並研發此原型資料

庫，測試對象初期暫以傳播學者、專家與內容產製人員為主。 
（三）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以全文形式及模組形式，典藏

主軸計畫一之受補助創製之科普內容，管理程式不斷更新，已

完成最先進「標籤雲」之納用，即將測試開放性使用。惟因受

科普內容製播緩慢之影響，存擋與切割作業進度備受牽制。 
（四）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目前所收到之題材種類過多，

導致分類上難以處理，耗費許多時間。建議未來可請受補助單

位提供分類目錄作為依據，以供「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

模組化使用。 

二、 後續工作重點 

建置「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賡續辦理素材資料典藏，依

訂定規格，對製播成品進行「模組化」切割，並進行資料庫開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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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節目產製實驗。 
（一） 內容素材資料庫平台升級計畫：（整體設計） 

 1.運用 Adobe Flash 技術，開發線上編輯功能，第一階段開發  以
時間軸概念，進行去頭去尾片段存檔，以擷取所需之影片片段

功能。並且，以會員管理機制，讓使用者可以另存編輯過的檔

案。 
 2.增加在影片播放畫面加上註解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自行加註

重用資訊於影片上面，並且同樣透過會員機制進行存檔保存運

用。 
 3.利用個人使用機制，將個人所需之影片，或是經過個人線上編

輯過的影片利用播放清單功能，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影片播放。

同時可以儲存在個人的專區資料夾內，並且增加圖片和文字的

編輯，可以加註個人所需的資訊，以備未來使用。 
（二） 利用 JSIT®專利的演算法，以及資料採礦技術將系統搜尋和

關連性以更精確方式運行，並且模擬使用者可能的行為，進行

統計運算，強化搜尋的可用性。 
（三） 運用 JSIT®新的影音串流技術，將影片維持在以 HD 畫質的

精細度進行影音串流播放，並且可以因應使用者的頻寬調整播

放的畫質。 
（四） 資料庫平台會員系統與影片下載機制設計 

有鑑於目前 DVD 媒體因應不同目的，仍有諸多格式之爭，

再加上對未來在模組化運用時，不同的使用者自有其需求，如

一般民眾或教師只需線上瀏覽，檔案容量不需太大，然傳播媒

體從業人員如有重製節目之需，則高品質的影音檔案會為其首

選，因此未來該如何呈現與提供不同規格的影音模組檔案，以

滿足不同的使用需求，包含平台會員權限與影音下載限制等問

題，都仍在討論與規劃當中。 

（五） 人力增編 
目前資料庫內科學節目影音模組化裁切、轉檔與上傳等作

業皆由計畫下三位兼任助理負責，未來將增編工讀生 2‐3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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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作業流程，對其落實教育訓練與品質管控亦為重點工作

之一。 

（六） 成果展示 
內容素材資料庫業已於「2010 年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上

展示現階段成果，包含資料庫建置背景之說明，以及線上展示

科學節目模組化之影片內容，廣獲好評，並期望廣納學者專家

之指教與意見，賡續作為素材資料庫未來優化服務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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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3/3)」成果效益自評表 
 

計畫名稱 科學傳播內容資料庫建置(3/3) 

計畫主持人 關尚仁教授 計畫經費

(仟元) 

95 年度核定經費：3,668 
96 年度核定經費：4,692 
97 年度核定經費：3,723 
99 年度核定經費：5,202 

預期目標 
本計畫宗旨、目的與目標，詳本報告頁 2。 
計畫內容重點簡述 
本計畫之策略、特色執行重點與執行方式，詳本報告頁 2-12。 
計畫成果重點簡述 
本計畫成果簡述，詳本報告頁 13-14。 
項目 
(請在各項目的分數欄中打 V) 

等第 極佳 優 尚可 待改進 差 
分數 10 9 8 7 6 5 4 3 2 1

一、與目標的相符程度 
詳本報告頁 5：計畫目標相符程度說明   V        

二、執行與預期績效符合度 
詳本報告表 2：前三年工作重點   V        

三、成果效益與成果 (output)  
詳本報告表 3：計畫成果與效益   V        

四、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詳本報告表 4：計畫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V        

五、畫經費的適足性 
詳本報告表 5：計畫經費    V       

六、計畫人力運用的適善性 
詳本報告表 6：計畫人力    V       

七、總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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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檔案名稱 模組分段 檔案名稱 2 

【三九五二】熱帶冰河台灣之《熱帶

冰河》 
95_3952_ice_001 

鹿野忠雄目睹雪山山脈主峰冰斗遺跡 95_3952_ice_001_01 

高山冰河存在的證據 95_3952_ice_001_02 

冰磧石與冰蝕擦痕 95_3952_ice_001_03 

台灣的冰河時期 95_3952_ice_001_04 

台灣古氣候的測量_上 95_3952_ice_001_05 

台灣古氣候的測量_下 95_3952_ice_001_06 

有孔蟲與古氣候變遷研究的關係 95_3952_ice_001_07 

【三九五二】熱帶冰河台灣之《巨獸

走陸橋》 
95_3952_ice_002 

犀牛化石的發現 95_3952_ice_002_01 

古生物跨越台灣海峽的秘密 95_3952_ice_002_02 

澎湖水道的發現 95_3952_ice_002_03 

史前人類的發現 95_3952_ice_002_04 

台灣的形成與冰河時期的生態環境 95_3952_ice_002_05 

台灣冰河時期高山植物的遷徙 95_3952_ice_002_06 

冰河孑遺植物與台灣櫻花鉤吻鮭 95_3952_ice_002_07 

【三九五二】熱帶冰河台灣之《冰河

不再來》 
95_3952_ice_003 

全球暖化與台灣 95_3952_ice_003_01 

地球氣候變遷歷程與台灣_上 95_3952_ice_003_02 

地球氣候變遷歷程與台灣_下 95_3952_ice_003_03 

海洋如何影響地球的氣候 95_3952_ice_003_04 

冰河時期還會來嗎? 95_3952_ice_003_05 

附錄一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料庫模組化影片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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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 95_3952_ice_003_06 

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 95_3952_ice_003_07 

全球暖化帶來的危機與台灣 95_3952_ice_003_08 

【大愛】發現之《就是要嬌生慣養－

台灣精緻農業》 
95_DAAI_discovery_001

台灣紅茶－魚池阿薩姆發展史 95_DAAI_discovery_001_01 

魚池紅茶工場與紅茶製程介紹_上 95_DAAI_discovery_001_02 

魚池紅茶工場與紅茶製程介紹_下 95_DAAI_discovery_001_03 

影響農業的微氣候控制 95_DAAI_discovery_001_04 

發展精緻農業之背景與歷程 95_DAAI_discovery_001_05 

發展精緻農業之科技與工具 95_DAAI_discovery_001_06 

「夏菜冬花」的經濟效益 95_DAAI_discovery_001_07 

設施農業－金三角之牛蕃茄 95_DAAI_discovery_001_08 

蕃茄栽種在台灣的難題與解決 95_DAAI_discovery_001_09 

蕃茄種植工作－林子文與林榮燦的對

話 
95_DAAI_discovery_001_10 

設施園藝－蝴蝶蘭 95_DAAI_discovery_001_11 

「輸美溫室」的介紹 95_DAAI_discovery_001_12 

溫室」設計的基本原理－五大效應 95_DAAI_discovery_001_13 

【大愛】發現之《回到未來的旅者》 95_DAAI_discovery_002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歷史故事 95_DAAI_discovery_002_01 

中國史上地圖科技的發展 95_DAAI_discovery_002_02 

「禹貢地域圖序」與「製圖六體」 95_DAAI_discovery_002_03 

西方地圖繪製的起源 95_DAAI_discovery_002_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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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航海史與現代地圖的誕生 95_DAAI_discovery_002_05 

地圖投影儀 95_DAAI_discovery_002_06 

麥卡托正弦圓柱投影法 95_DAAI_discovery_002_07 

最短航線：大圓航線 95_DAAI_discovery_002_08 

飛機的發明與航測技術的發展：類比

航測 
95_DAAI_discovery_002_09 

衛星遙測技術與數值航測 95_DAAI_discovery_002_10 

GIS 與空間資訊資料庫的應用 95_DAAI_discovery_002_11 

手工繪製地圖技術 95_DAAI_discovery_002_12 

GIS 之土石流觀測車與應用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02_13 

GIS 之環境與保育的觀測：黑面琵鷺 95_DAAI_discovery_002_14 

GIS 之生物分布區域監測：八色鳥 95_DAAI_discovery_002_15 

GIS 與歷史地圖製作計劃_上 95_DAAI_discovery_002_16 

GIS 與歷史地圖製作計劃_下 95_DAAI_discovery_002_17 

數位典藏與數位歷史地圖 95_DAAI_discovery_002_18 

GIS 與 3D 立體模型製作 95_DAAI_discovery_002_19 

【大愛】發現之《半夢半醒－夜未眠》 95_DAAI_discovery_003

由中樞體溫看人類生理時鐘的變化 95_DAAI_discovery_003_01 

睡眠時人腦所進行的活動 95_DAAI_discovery_003_02 

睡眠時人體所進行的活動 95_DAAI_discovery_003_03 

睡眠循環 95_DAAI_discovery_003_04 

睡眠與記憶完整性與強化的關聯 95_DAAI_discovery_003_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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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債」 95_DAAI_discovery_003_06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原因 95_DAAI_discovery_003_07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治療 95_DAAI_discovery_003_08 

失眠的原因與治療－紐約市州立大學

教授 Spielman 
95_DAAI_discovery_003_09 

睡眠醫學：翹翹板理論 95_DAAI_discovery_003_10 

失眠之藥物治療 95_DAAI_discovery_003_11 

失眠之非藥物治療 95_DAAI_discovery_003_12 

夜班對護士的睡眠所造成的影響 95_DAAI_discovery_003_13 

睡眠剝奪與專注力研究結果 95_DAAI_discovery_003_14 

【大愛】發現之《失序的大自然─外

來入侵種》 
95_DAAI_discovery_004

台灣的生態環境(影像) 95_DAAI_discovery_004_01 

外來種在台灣的出現與適應 95_DAAI_discovery_004_02 

外來種對原生物種的排擠 95_DAAI_discovery_004_03 

墾丁國家公園外來植物：銀合歡 95_DAAI_discovery_004_04 

外來植物：布袋蓮 95_DAAI_discovery_004_05 

台灣島上的外來入侵植物 95_DAAI_discovery_004_06 

外來植物：菟絲子 95_DAAI_discovery_004_07 

外來動物：美國螯蝦 95_DAAI_discovery_004_08 

外來動物：吳郭魚與琵琶鼠魚 95_DAAI_discovery_004_09 

外來動物：沙氏變色蜥 95_DAAI_discovery_004_10 

紅火蟻的入侵與防治 95_DAAI_discovery_004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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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的檢疫措施(旅客) 95_DAAI_discovery_004_12 

進口農產品檢疫工作流程(貨運) 95_DAAI_discovery_004_13 

外來種分布監測工作：銀合歡(墾丁國

家公園內) 
95_DAAI_discovery_004_14 

紅火蟻偵測犬訓練 95_DAAI_discovery_004_15 

紅火蟻防治：畢氏粗角蟻 95_DAAI_discovery_004_16 

紅火蟻防治：液態氮 95_DAAI_discovery_004_17 

入侵種的防治 95_DAAI_discovery_004_18 

【大愛】發現之《火光中的族群》 95_DAAI_discovery_005

撒奇萊雅族群分散的歷史 95_DAAI_discovery_005_01 

撒奇萊雅族之巴拉瑪火神祭 95_DAAI_discovery_005_02 

撒奇萊雅族名的意義與歷史 95_DAAI_discovery_005_03 

撒奇萊雅族的服裝與其意義 95_DAAI_discovery_005_04 

撒奇萊雅族與火神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5_05 

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5_06 

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語言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5_07 

撒奇萊雅族的起源 95_DAAI_discovery_005_08 

撒奇萊雅族的神話故事 95_DAAI_discovery_005_09 

撒奇萊雅族之嶺頂一號遺址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05_10 

撒奇萊雅族之花崗山文化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05_11 

撒奇萊雅族之正名與復興運動_上 95_DAAI_discovery_005_12 

撒奇萊雅族之正名與復興運動_下 95_DAAI_discovery_005_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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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奇萊雅族之撒韵‧武荖的故事 95_DAAI_discovery_005_14 

撒奇萊雅族之 DNA 分析 95_DAAI_discovery_005_15 

撒奇萊雅族火神的由來 95_DAAI_discovery_005_16 

【大愛】發現之《台灣水資源》 95_DAAI_discovery_006

雨滴尺寸與共鳴頻率 95_DAAI_discovery_006_01 

雨滴的形成 95_DAAI_discovery_006_02 

地球上的水循環 95_DAAI_discovery_006_03 

聯合國水資源定義 95_DAAI_discovery_006_04 

地球的水平衡 95_DAAI_discovery_006_05 

台灣降雨趨勢的轉變 95_DAAI_discovery_006_06 

台灣水資源的未來 95_DAAI_discovery_006_07 

留存水資源的方式 95_DAAI_discovery_006_08 

雨  中水貯留及供水系統 95_DAAI_discovery_006_09 

抽水馬桶用水量的改善 95_DAAI_discovery_006_10 

工業用水：晶圓製造 95_DAAI_discovery_006_11 

晶圓製造原理工作流程介紹 95_DAAI_discovery_006_12 

農業用水與土壤水的測量 95_DAAI_discovery_006_13 

認識土壤水 95_DAAI_discovery_006_14 

台灣水資源的引用分布 95_DAAI_discovery_006_15 

室內循環水養殖模型 95_DAAI_discovery_006_16 

屏東平原上的二峰圳 95_DAAI_discovery_006_17 

地下水管理之蓄豐濟枯 95_DAAI_discovery_006_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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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地下水補注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06_19 

【大愛】發現之《憶海迷蹤》 95_DAAI_discovery_007

大腦儲存記憶的位置與機制 95_DAAI_discovery_007_01 

大腦皮質的組成 95_DAAI_discovery_007_02 

大腦海馬迴的記憶作用介紹 95_DAAI_discovery_007_03 

海馬迴記憶作用範例：嬰兒對母親的

辨識 
95_DAAI_discovery_007_04 

大腦神經細胞的記憶接收與傳遞機制 95_DAAI_discovery_007_05 

人類如何提取腦區中的記憶 95_DAAI_discovery_007_06 

大腦突觸的可塑性與增強學習 95_DAAI_discovery_007_07 

記憶的分類：陳述性記憶 95_DAAI_discovery_007_08 

記憶的分類：非陳述性記憶 95_DAAI_discovery_007_09 

非陳述性記憶之制約的情緒記憶 95_DAAI_discovery_007_10 

記憶的喪失 95_DAAI_discovery_007_11 

失智症的發生與過程 95_DAAI_discovery_007_12 

阿茲海默症案例 95_DAAI_discovery_007_13 

阿茲海默症的特徵解說 95_DAAI_discovery_007_14 

阿茲海默症患者大腦的病徵 95_DAAI_discovery_007_15 

阿茲海默症的分類 95_DAAI_discovery_007_16 

大腦記憶與靈活度的維持 95_DAAI_discovery_007_17 

【大愛】發現之《人工濕地》 95_DAAI_discovery_008
環境中由污水開始的食物鏈 95_DAAI_discovery_008_01 

潮間濕地的生態環境 95_DAAI_discovery_008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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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過濾水源的功能 95_DAAI_discovery_008_03 

薛弘明開始他發展人工濕地的源起 95_DAAI_discovery_008_04 

人工濕地濾淨水質的方法 95_DAAI_discovery_008_05 

人工濕地的架構 95_DAAI_discovery_008_06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中的人工濕地_上 95_DAAI_discovery_008_07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中的人工濕地_下 95_DAAI_discovery_008_08 

人工濕地中水生植物的淨化功能 95_DAAI_discovery_008_09 

福壽螺的天敵 95_DAAI_discovery_008_10 

台東關山的濕地 95_DAAI_discovery_008_11 

人工濕地位置的選擇 95_DAAI_discovery_008_12 

人工濕地的營造與設計 95_DAAI_discovery_008_13 

人工濕地之生態工程 95_DAAI_discovery_008_14 

「人工濕地」的意義 95_DAAI_discovery_008_15 

營造人工濕地與週遭居民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8_16 

人工濕地水質淨化分析 95_DAAI_discovery_008_17 

人工濕地水質淨化之有機質檢測 95_DAAI_discovery_008_18 

人工濕地的附加價值 95_DAAI_discovery_008_19 

【大愛】發現之《漫長的夏天-暖化》 95_DAAI_discovery_009

地球繞行太陽公轉所造成的季節差異 95_DAAI_discovery_009_01 

地球暖化的人體溫度比喻 95_DAAI_discovery_009_02 

暖化帶來的生物變異 95_DAAI_discovery_009_03 

台灣冰河時期的海域環境 95_DAAI_discovery_009_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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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台灣與大陸相連的生物化石證據 95_DAAI_discovery_009_05 

暖化後台灣生態的改變 95_DAAI_discovery_009_06 

暖化發生的過程 95_DAAI_discovery_009_07 

海洋洋流與台灣冰期發生的溫度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9_08 

全球暖化對地球生物造成的影響 95_DAAI_discovery_009_09 

溫室氣體 95_DAAI_discovery_009_10 

全球暖化對台灣氣候的影響 95_DAAI_discovery_009_11 

空氣懸浮微粒對降雨造成的影響 95_DAAI_discovery_009_12 

二氧化碳排放量與氣候異常的關連 95_DAAI_discovery_009_13 

二氧化碳儲存與淨化：森林與海洋 95_DAAI_discovery_009_14 

森林大火與氣候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9_15 

火山爆發與氣候異常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9_16 

坦博拉火山爆發對全球氣候帶來的影

響 
95_DAAI_discovery_009_17 

洋流與漁場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9_18 

暖化可能造成烏魚不再南下來到台灣 95_DAAI_discovery_009_19 

暖化造成的珊瑚白化 95_DAAI_discovery_009_20 

聖嬰現象 95_DAAI_discovery_009_21 

珊瑚骨骼與聖嬰現象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09_22 

【大愛】發現之《二郎神的巨眼－遙

測技術》 
95_DAAI_discovery_010

攝影與眼睛功能的相似之處 95_DAAI_discovery_010_01 

福衛二號與南亞海嘯救災工作 95_DAAI_discovery_010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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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衛二號的遙測功能 95_DAAI_discovery_010_03 

福衛二號與梅拉比火山觀測 95_DAAI_discovery_010_04 

福衛二號對台灣的觀測與紀錄 95_DAAI_discovery_010_05 

福衛二號與輪船漏油事件 95_DAAI_discovery_010_06 

衛星影像對國土與災害的紀錄功能 95_DAAI_discovery_010_07 

衛星影像的處理 95_DAAI_discovery_010_08 

遙測鏡頭的製造原理 95_DAAI_discovery_010_09 

衛星遙測的全色態與多頻譜影像 95_DAAI_discovery_010_10 

機載高光譜儀技術 95_DAAI_discovery_010_11 

機載高光譜儀技術與精準農業_上 95_DAAI_discovery_010_12 

機載高光譜儀技術與精準農業_下 95_DAAI_discovery_010_13 

無人飛機的研製重鎮 95_DAAI_discovery_010_14 

蕭飛賓之無人飛機的研製技術 95_DAAI_discovery_010_15 

無人飛機 UAV 的用途 95_DAAI_discovery_010_16 

【大愛】發現之《蘭陽文化空白的ㄧ

千年》 
95_DAAI_discovery_011

宜蘭遺址五個不同的文化系統 95_DAAI_discovery_011_01 

丸山文化的遺址與文物 95_DAAI_discovery_011_02 

丸山文化的遷移與交流 95_DAAI_discovery_011_03 

蘭陽平原的古氣候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11_04 

花粉化石的處理過程 95_DAAI_discovery_011_05 

蘭陽平原兩千年前的環境與氣候 95_DAAI_discovery_011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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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文化與淇武蘭文化、五十二甲文

化之間的關聯與差異 
95_DAAI_discovery_011_07 

蘭陽平原古氣候變遷_水青岡花粉化

石 
95_DAAI_discovery_011_08 

蘭陽平原古氣候變遷_七彩湖底植物

沉積物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11_09 

蘭陽平原古氣候變遷_大鬼湖底植物

沉積物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11_10 

蘭陽平原古氣候變遷_鴛鴦湖底植物

沉積物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11_11 

蘭陽平原古氣候變遷_梅花湖底植物

沉積物研究 
95_DAAI_discovery_011_12 

蘭陽平原古氣候變遷與人類文明空白

的年代_ 關鍵的兩千年前 
95_DAAI_discovery_011_13 

【大愛】發現之《深入地底脈動—台

灣火山實探》 
95_DAAI_discovery_012

龜山島附近的海底熱泉與海底火山探

勘 
95_DAAI_discovery_012_01 

龜山島附近的海底構造 95_DAAI_discovery_012_02 

龜山島活火山證據 95_DAAI_discovery_012_03 

龜山島噴發年代鑑定 95_DAAI_discovery_012_04 

龜山島與台灣島上其他火山的差異 95_DAAI_discovery_012_05 

龜山島形成過程的探勘與調查 95_DAAI_discovery_012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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龜山島若爆發對台灣本島可能產生的

影響 
95_DAAI_discovery_012_07 

龜山島防災監測技術 95_DAAI_discovery_012_08 

雷射測距與一般航空遙測的差別 95_DAAI_discovery_012_09 

地下岩漿庫如何幫助預測火山的噴發 95_DAAI_discovery_012_10 

氦同位素對火山偵測的意義 95_DAAI_discovery_012_11 

火山偵測之地溫監測 95_DAAI_discovery_012_12 

火山偵測之地震監測_上 95_DAAI_discovery_012_13 

火山偵測之地震監測_下 95_DAAI_discovery_012_14 

龜山島之海底火山監測 95_DAAI_discovery_012_15 

【大愛】發現之《來自遠古的訊息-

化石》 
95_DAAI_discovery_013

化石的種類 95_DAAI_discovery_013_01 

化石可以告訴我們的古代秘密 95_DAAI_discovery_013_02 

化石形成條件的困難 95_DAAI_discovery_013_03 

化石用來鑑定地質年代 95_DAAI_discovery_013_04 

地質年表 95_DAAI_discovery_013_05 

出土化石與解讀古地質環境的關聯 95_DAAI_discovery_013_06 

化石與台灣的地質(層)分析的關係 95_DAAI_discovery_013_07 

台灣的古地質環境 95_DAAI_discovery_013_08 

台灣的造山運動與附近島嶼的形成_

上 
95_DAAI_discovery_013_09 

台灣的造山運動與附近島嶼的形成_ 95_DAAI_discovery_013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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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由化石看台灣的地層歷史 95_DAAI_discovery_013_11 

造山運動與岩石變形過程 95_DAAI_discovery_013_12 

台灣山脈上發現的化石差異 95_DAAI_discovery_013_13 

如何透過台灣出土化石解讀古地質環

境 
95_DAAI_discovery_013_14 

化石的定年法 95_DAAI_discovery_013_15 

化石的研究意義 95_DAAI_discovery_013_16 

生物學家如何利用化石 95_DAAI_discovery_013_17 

台灣出土化石較多的地區 95_DAAI_discovery_013_18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揭開基因的

奧秘_基因醫藥生物科技_上》
94_PTS_kaleido_001 

基因疾病：類早老症 94_PTS_kaleido_001_01 

基因疾病：類早老症的發生原因 94_PTS_kaleido_001_02 

基因與 DNA 構造解說 94_PTS_kaleido_001_03 

染色體上的基因序列與密碼 94_PTS_kaleido_001_04 

DNA 模板缺陷與遺傳性疾病的發生 94_PTS_kaleido_001_05 

基因疾病：肝糖貯積症 94_PTS_kaleido_001_06 

基因疾病：進行性肌肉萎縮症 94_PTS_kaleido_001_07 

基因疾病的研究方式 94_PTS_kaleido_001_08 

基因遺傳疾病研究：乳癌 94_PTS_kaleido_001_09 

基因疾病：巴金森氏症 94_PTS_kaleido_001_10 

台灣基因解碼研究現況：榮陽團隊的 94_PTS_kaleido_001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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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揭開基因的

奧秘_基因醫藥生物科技_下》
94_PTS_kaleido_002 

基因醫藥科技的發展 94_PTS_kaleido_002_01 

新光醫院-血管新生基因研究 94_PTS_kaleido_002_02 

冠狀動脈心臟病之基因治療 94_PTS_kaleido_002_03 

抑制癌細胞的基因原理 94_PTS_kaleido_002_04 

抑癌基因 P16 的治療方式與成效 94_PTS_kaleido_002_05 

癌症的治療方式 94_PTS_kaleido_002_06 

樹突細胞的抗癌原理 94_PTS_kaleido_002_07 

基因轉殖技術_上 94_PTS_kaleido_002_08 

基因轉殖技術_下 94_PTS_kaleido_002_09 

基因技術在器官移植上的表現 94_PTS_kaleido_002_10 

基因晶片的發展與優點_上 94_PTS_kaleido_002_11 

基因晶片的發展與優點_下 94_PTS_kaleido_002_12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基因科技對

倫理、法律、社會之影響_上》
94_PTS_kaleido_003 

人類基因體研究計劃 94_PTS_kaleido_003_01 

基因生物科技與倫理論文 94_PTS_kaleido_003_02 

植物基因改造 94_PTS_kaleido_003_03 

動物基因改造 94_PTS_kaleido_003_04 

基因改造食品所產生的問題與消費者

的認知 
94_PTS_kaleido_003_05 

基因療法與基因疾病 94_PTS_kaleido_003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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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性單一基因疾病：地中海型貧血 94_PTS_kaleido_003_07 

早發性基因疾病：唐氏症 94_PTS_kaleido_003_08 

晚發性基因疾病：杭汀頓氏舞蹈症 94_PTS_kaleido_003_09 

巴金森氏症的故事：作曲家李泰祥 94_PTS_kaleido_003_10 

基因檢驗帶來的衝擊 94_PTS_kaleido_003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基因科技對

倫理、法律、社會之影響_下》
94_PTS_kaleido_004 

預先檢驗基因疾病帶來的問題與挑戰 94_PTS_kaleido_004_01 

基因隱私權與保險 94_PTS_kaleido_004_02 

產前基因疾病檢驗 94_PTS_kaleido_004_03 

產前基因篩檢與墮胎率的關係_上 94_PTS_kaleido_004_04 

產前基因篩檢與墮胎率的關係_下 94_PTS_kaleido_004_05 

基因檢驗所帶來的社會問題與政府的

政策回應 
94_PTS_kaleido_004_06 

體細胞核轉移技術與幹細胞研究 94_PTS_kaleido_004_07 

胚胎幹細胞研究及其倫理、法律問題_

上 
94_PTS_kaleido_004_08 

胚胎幹細胞研究及其倫理、法律問題_

下 
94_PTS_kaleido_004_09 

基因科技與人文關懷的結合 94_PTS_kaleido_004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半導體_在

導電與絕緣之間》 
94_PTS_kaleido_005 

半導體是什麼 94_PTS_kaleido_005_01 

半導體的由來 94_PTS_kaleido_005_02 

半導體的發展：非揮發性記憶體 94_PTS_kaleido_005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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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的發展：隨機存取記憶體 94_PTS_kaleido_005_04 

台灣半導體發展的源起_上 94_PTS_kaleido_005_05 

台灣半導體發展的源起_下 94_PTS_kaleido_005_06 

半導體在台灣 94_PTS_kaleido_005_07 

晶圓的製造與功能_上 94_PTS_kaleido_005_08 

晶圓的製造與功能_下 94_PTS_kaleido_005_09 

半導體之光電元件 94_PTS_kaleido_005_10 

台灣半導體的未來展望 94_PTS_kaleido_005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電子腦袋_

硬體》 
94_PTS_kaleido_006 

電腦內部硬體元件介紹 94_PTS_kaleido_006_01 

早期的電腦介紹_上 94_PTS_kaleido_006_02 

早期的電腦介紹_下 94_PTS_kaleido_006_03 

電腦王國-台灣-的崛起 94_PTS_kaleido_006_04 

電腦王國-台灣-的現況_上 94_PTS_kaleido_006_05 

電腦王國-台灣-的現況_下 94_PTS_kaleido_006_06 

電腦王國-台灣-的未來_上 94_PTS_kaleido_006_07 

電腦王國-台灣-的未來_下 94_PTS_kaleido_006_08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電腦及週邊

設備的發展_軟體》 
94_PTS_kaleido_007 

電腦程式語言_上 94_PTS_kaleido_007_01 

電腦程式語言_下 94_PTS_kaleido_007_02 

電腦作業系統介紹_上 94_PTS_kaleido_007_03 

電腦作業系統介紹_下 94_PTS_kaleido_007_04 

電腦應用軟體介紹_上 94_PTS_kaleido_007_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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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應用軟體介紹_下 94_PTS_kaleido_007_06 

電腦遊戲軟體_上 94_PTS_kaleido_007_07 

電腦遊戲軟體_下 94_PTS_kaleido_007_08 

軟體的現況與未來_上 94_PTS_kaleido_007_09 

軟體的現況與未來_下 94_PTS_kaleido_007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無垠的聯繫

_無線通訊》 
94_PTS_kaleido_008 

行動網際網路用途介紹 94_PTS_kaleido_008_01 

行動網際網路用途_手機_上 94_PTS_kaleido_008_02 

行動網際網路用途_手機_下 94_PTS_kaleido_008_03 

無線上網_WAP 94_PTS_kaleido_008_04 

無線上網_i mode 94_PTS_kaleido_008_05 

個人無線通訊網路 94_PTS_kaleido_008_06 

衛星通訊 94_PTS_kaleido_008_07 

國科會-科技發展的推手 94_PTS_kaleido_008_08 

無(線)限的未來 94_PTS_kaleido_008_09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資訊的高速

公路_網路科技》 
94_PTS_kaleido_009 

寬 頻 - 高 品 質 的 通 訊 網 路 -Cable 

Modem 
94_PTS_kaleido_009_01 

寬頻-高品質的通訊網路-ADSL 94_PTS_kaleido_009_02 

寬頻-高品質的通訊網路-光纖 94_PTS_kaleido_009_03 

國科會與電信國家型計劃_實驗網路 94_PTS_kaleido_009_04 

國科會與電信國家型計劃_遠距醫療

計畫 
94_PTS_kaleido_009_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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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與電信國家型計劃目標 94_PTS_kaleido_009_06 

網路安全的重要性 94_PTS_kaleido_009_07 

網路安全技術 94_PTS_kaleido_009_08 

網路的興衰與未來_上 94_PTS_kaleido_009_09 

網路的興衰與未來_下 94_PTS_kaleido_009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厝邊頭尾_

網路與社會變遷》 
94_PTS_kaleido_010 

網路發展的歷史進程 94_PTS_kaleido_010_01 

網路傳輸的特性 94_PTS_kaleido_010_02 

網路與社會文化研究 94_PTS_kaleido_010_03 

網路虛擬社群-聊天網站 94_PTS_kaleido_010_04 

網路使用情形差異-數位落差_上 94_PTS_kaleido_010_05 

網路使用情形差異-數位落差_下 94_PTS_kaleido_010_06 

網路使用技術學習門檻_上 94_PTS_kaleido_010_07 

網路使用技術學習門檻_下 94_PTS_kaleido_010_08 

網路使用的性別差異 94_PTS_kaleido_010_09 

布農部落的 e 化進程 94_PTS_kaleido_010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厝邊頭尾_

網路生活與應用》 
94_PTS_kaleido_011 

社區網站_宜蘭社區 94_PTS_kaleido_011_01 

社區網站_都會大廈_上 94_PTS_kaleido_011_02 

社區網站_都會大廈_下 94_PTS_kaleido_011_03 

社區網站_地方部落 94_PTS_kaleido_011_04 

電子商務_上 94_PTS_kaleido_011_05 

電子商務_下 94_PTS_kaleido_011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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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流程 94_PTS_kaleido_011_07 

電子商務_網路書店 94_PTS_kaleido_011_08 

網路安全議題 94_PTS_kaleido_011_09 

網路使用行為管控與相關法律的建置 94_PTS_kaleido_011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網中探理_

網路與科學教育_上》 
94_PTS_kaleido_012 

網路於教育上的應用_電子書包 94_PTS_kaleido_012_01 

網路於教育上的應用_戶外教室_上 94_PTS_kaleido_012_02 

網路於教育上的應用_戶外教室_下 94_PTS_kaleido_012_03 

網路於教育上的應用_電腦模擬 94_PTS_kaleido_012_04 

網路上的科學博覽會(展) 94_PTS_kaleido_012_05 

虛擬學習助理 94_PTS_kaleido_012_06 

科學教學電腦模擬實驗 94_PTS_kaleido_012_07 

網路應用於研究_台灣地區飲用水源

分析 
94_PTS_kaleido_012_08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網中探理_

網路與科學教育_下》 
94_PTS_kaleido_013 

網路於教學專業的應用 94_PTS_kaleido_013_01 

教學資源網路資料庫 94_PTS_kaleido_013_02 

網路教學資源對教師的幫助 94_PTS_kaleido_013_03 

實習老師如何使用網路幫助自己在專

業上的成長 
94_PTS_kaleido_013_04 

網路資源可對科學教師提供的幫助 94_PTS_kaleido_013_05 

網路多媒體可做的科學模擬及網路研

討會 
94_PTS_kaleido_013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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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讓教學無國界 94_PTS_kaleido_013_07 

新的網路學習方式_亞卓市_上 94_PTS_kaleido_013_08 

新的網路學習方式_亞卓市_下 94_PTS_kaleido_013_09 

網路帶來的終生學習 94_PTS_kaleido_013_10 

網路學習的未來展望 94_PTS_kaleido_013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黑白變彩色

_肝炎研究及國人肝炎防治_上》
94_PTS_kaleido_014 

普遍存在於華人地區的肝病 94_PTS_kaleido_014_01 

B 型肝炎早期的研究發展 94_PTS_kaleido_014_02 

B 型肝炎病毒型別鑑定術 94_PTS_kaleido_014_03 

陳定信醫師與肝病的淵源 94_PTS_kaleido_014_04 

肝臟的功能 94_PTS_kaleido_014_05 

台灣地區 B 型肝炎的醫學研究 94_PTS_kaleido_014_06 

B 型肝炎型別傳散及感染路徑研究 94_PTS_kaleido_014_07 

新生兒感染 B 型肝炎的途徑 94_PTS_kaleido_014_08 

新生兒感染途徑的截斷與預防_上 94_PTS_kaleido_014_09 

新生兒感染途徑的截斷與預防_下 94_PTS_kaleido_014_10 

新生兒 B 型肝炎疫苗接種的成效 94_PTS_kaleido_014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黑白變彩色

_肝炎研究及國人肝炎防治_下》
94_PTS_kaleido_015 

B 型肝炎帶原者 94_PTS_kaleido_015_01 

B 型肝炎帶原者檢測 94_PTS_kaleido_015_02 

B 型肝炎帶原者檢測結果 94_PTS_kaleido_015_03 

B 型肝炎常在成年後發病的原因 94_PTS_kaleido_015_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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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引發食道靜脈曲張的治療方式 94_PTS_kaleido_015_05 

如何早期發現、早期治療肝癌 94_PTS_kaleido_015_06 

D 型肝炎是什麼 94_PTS_kaleido_015_07 

A 型肝炎是什麼 94_PTS_kaleido_015_08 

C 型肝炎是什麼 94_PTS_kaleido_015_09 

C 型肝炎療法 94_PTS_kaleido_015_10 

肝病與基因診斷治療 94_PTS_kaleido_015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化毒為藥_

蛇毒研究_上》 
94_PTS_kaleido_016 

台灣醫學研究毒蛇的開始 94_PTS_kaleido_016_01 

被毒蛇咬傷的過程與感受 94_PTS_kaleido_016_02 

抗蛇毒血清的製造過程 94_PTS_kaleido_016_03 

台灣蛇毒研究發展的開端 94_PTS_kaleido_016_04 

台灣蛇毒研究_雨傘節 94_PTS_kaleido_016_05 

神經性蛇毒攻擊末稍神經系統 94_PTS_kaleido_016_06 

神經性蛇毒蛋白電泳分析法 94_PTS_kaleido_016_07 

神經性蛇毒的致命機制 94_PTS_kaleido_016_08 

楊振忠與眼鏡蛇蛇毒 94_PTS_kaleido_016_09 

李鎮源與蛇毒研究 94_PTS_kaleido_016_10 

出血性蛇毒致命機制研究 94_PTS_kaleido_016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化毒為藥_

蛇毒研究_下》 
94_PTS_kaleido_017 

黃德富與出血性蛇毒研究_上 94_PTS_kaleido_017_01 

黃德富與出血性蛇毒研究_下 94_PTS_kaleido_017_02 

出血性蛇毒與抗血栓藥劑 94_PTS_kaleido_017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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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毒蛋白與抑制腫瘤細胞增生 94_PTS_kaleido_017_04 

蛇毒抑制血管增生實驗 94_PTS_kaleido_017_05 

蛇毒抑制血管增生實驗_雞胚胎 94_PTS_kaleido_017_06 

蛇毒抑制血管增生實驗_老鼠 94_PTS_kaleido_017_07 

人工合成蛇毒蛋白技術_上 94_PTS_kaleido_017_08 

人工合成蛇毒蛋白技術_下 94_PTS_kaleido_017_09 

核磁共振與分子排列結構 94_PTS_kaleido_017_10 

利用 3D 立體顯像觀察氨基酸結構 94_PTS_kaleido_017_11 

蛇毒蛋白應用於新藥開發 94_PTS_kaleido_017_12 

蛇毒蛋白的未來應用 94_PTS_kaleido_017_13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魚蝦的故事

_水產養殖研究_上》 
94_PTS_kaleido_018 

台灣水產養殖業的開端 94_PTS_kaleido_018_01 

台灣水產養殖業專業化 94_PTS_kaleido_018_02 

吳郭魚的品種改良 94_PTS_kaleido_018_03 

廖一久與草蝦人工繁殖 94_PTS_kaleido_018_04 

台灣草蝦王國 94_PTS_kaleido_018_05 

魚苗人工繁殖 94_PTS_kaleido_018_06 

虱目魚人工繁殖技術 94_PTS_kaleido_018_07 

深水式魚塭的改造 94_PTS_kaleido_018_08 

養殖魚業的外銷 94_PTS_kaleido_018_09 

水產品外銷_鰻魚 94_PTS_kaleido_018_10 

鰻魚人工繁殖的瓶頸 94_PTS_kaleido_018_11 



 

45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魚蝦的故事

_水產養殖研究_下》 
94_PTS_kaleido_019 

水產疾病_蝦的白點病 94_PTS_kaleido_019_01 

超集約循環水養殖法 94_PTS_kaleido_019_02 

箱網養殖法 94_PTS_kaleido_019_03 

水產養殖大宗_海鱺 94_PTS_kaleido_019_04 

水產養殖技術的進步 94_PTS_kaleido_019_05 

冷凍技術用於種原保存_石斑魚 94_PTS_kaleido_019_06 

改變生物染色體套數技術_牡蠣 94_PTS_kaleido_019_07 

遊釣魚種_紅鼓魚 94_PTS_kaleido_019_08 

觀賞魚種的基因工程技術 94_PTS_kaleido_019_09 

水產生物的種原保存 94_PTS_kaleido_019_10 

台灣水產養殖技術的成果 94_PTS_kaleido_019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自然保育與

生物多樣性_上》 
94_PTS_kaleido_020 

什麼是一個生態系 94_PTS_kaleido_020_01 

生物多樣性對人類生存的影響 94_PTS_kaleido_020_02 

台灣生態環境的地理性差異 94_PTS_kaleido_020_03 

河流生態系_白天 94_PTS_kaleido_020_04 

河流生態系_夜晚 94_PTS_kaleido_020_05 

如何了解一個生態系的功能 94_PTS_kaleido_020_06 

福山生態環境 94_PTS_kaleido_020_07 

森林裡的生態研究 94_PTS_kaleido_020_08 

森林與雨水生態研究_上 94_PTS_kaleido_020_09 

森林與雨水生態研究_下 94_PTS_kaleido_020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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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後森林的生態組成 94_PTS_kaleido_020_11 

颱風對森林生態的影響 94_PTS_kaleido_020_12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自然保育與

生物多樣性_下》 
94_PTS_kaleido_021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 94_PTS_kaleido_021_01 

森林樹冠層光合作用對自然環境的影

響 
94_PTS_kaleido_021_02 

森林中的溫度紀錄與測量 94_PTS_kaleido_021_03 

生態環境測量中氣象站的應用 94_PTS_kaleido_021_04 

森林裡植物掉落物的監測 94_PTS_kaleido_021_05 

森林植物掉落物研究_台灣杜鵑 94_PTS_kaleido_021_06 

自然生態環境所遭受的破壞_土地開

發 
94_PTS_kaleido_021_07 

自然生態環境所遭受的破壞_濫補及

外來生物 
94_PTS_kaleido_021_08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工作 94_PTS_kaleido_021_09 

一葉蘭研究復育計劃_上 94_PTS_kaleido_021_10 

一葉蘭研究復育計劃_下 94_PTS_kaleido_021_11 

現代物種的快速滅亡與永續發展的努

力 
94_PTS_kaleido_021_12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台灣環境變

遷_上》 
94_PTS_kaleido_022 

台北盆地變遷史 94_PTS_kaleido_022_01 

工業革命帶來的環境變遷 94_PTS_kaleido_022_02 

中南部的農村景貌 94_PTS_kaleido_022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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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糖工業的發展歷程 94_PTS_kaleido_022_04 

台糖糖廠早年宿舍介紹_上 94_PTS_kaleido_022_05 

台糖糖廠早年宿舍介紹_下 94_PTS_kaleido_022_06 

新營糖廠介紹 94_PTS_kaleido_022_07 

產業結構轉變帶來的影響 94_PTS_kaleido_022_08 

工業區建立帶來的環境問題 94_PTS_kaleido_022_09 

各國環境負荷比較 94_PTS_kaleido_022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台灣環境變

遷_下》 
94_PTS_kaleido_023 

從原始的自然景觀到人類的過度開發 94_PTS_kaleido_023_01 

環保問題與污染_三晃農藥事件 94_PTS_kaleido_023_02 

公害與環境運動的興起 94_PTS_kaleido_023_03 

城市的運作型態與都市化的生活方式 94_PTS_kaleido_023_04 

現代人對環境資源使用應有的態度 94_PTS_kaleido_023_05 

如何在生活中作環保 94_PTS_kaleido_023_06 

資源回收的過程 94_PTS_kaleido_023_07 

資源回收再利用的實踐 94_PTS_kaleido_023_08 

心靈環保的意義 94_PTS_kaleido_023_09 

自給自足型的社區發展_鶯歌陶瓷小

鎮 
94_PTS_kaleido_023_10 

環境變遷下永續發展的未來 94_PTS_kaleido_023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颱風與梅雨

的研究_上》 
94_PTS_kaleido_024 

台灣水資源的分佈 94_PTS_kaleido_024_01 

降雨的形成與中尺度天氣系統 94_PTS_kaleido_024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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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性低氣壓(颱風)的形成 94_PTS_kaleido_024_03 

颱風帶來的災害 94_PTS_kaleido_024_04 

528 豪雨暴洪災害 94_PTS_kaleido_024_05 

中尺度實驗計劃的開始 94_PTS_kaleido_024_06 

中尺度實驗計劃的進行 94_PTS_kaleido_024_07 

中尺度實驗計劃之氣象觀測法_上 94_PTS_kaleido_024_08 

中尺度實驗計劃之氣象觀測法_下 94_PTS_kaleido_024_09 

TAMEX 研究對氣象界帶來的後續影

響 
94_PTS_kaleido_024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颱風與梅雨

的研究_下》 
94_PTS_kaleido_025 

颱風帶來的災害 94_PTS_kaleido_025_01 

颱風預報系統的研究與發展 94_PTS_kaleido_025_02 

利用雷達回波偵測降雨系統 94_PTS_kaleido_025_03 

現階段的颱風觀測障礙 94_PTS_kaleido_025_04 

颱風路徑預測能力的發展 94_PTS_kaleido_025_05 

颱風觀測與防災系統的整合 94_PTS_kaleido_025_06 

納莉颱風與降雨預報系統研究 94_PTS_kaleido_025_07 

氣象界在降雨預報研究上的障礙與努

力 
94_PTS_kaleido_025_08 

台灣天氣研究計劃 94_PTS_kaleido_025_09 

氣象研究未來的課題 94_PTS_kaleido_025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存在，怎麼 94_PTS_kaleido_026 外太空碎片撞擊地球 94_PTS_kaleido_026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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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_天文_上》 太陽系的形成與彗核的存在 94_PTS_kaleido_026_02 

古柏帶中彗核數量的測量 94_PTS_kaleido_026_03 

鹿林天文台_掩星現象觀測方式 94_PTS_kaleido_026_04 

TAOS 研究計劃的國際成果 94_PTS_kaleido_026_05 

由鹿林天文台開始的掩星觀測 94_PTS_kaleido_026_06 

太陽系中行星形成的觀測方式 94_PTS_kaleido_026_07 

中美合作之次毫米波天線陣_上 94_PTS_kaleido_026_08 

中美合作之次毫米波天線陣_下 94_PTS_kaleido_026_09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存在，怎麼

找_天文_下》 
94_PTS_kaleido_027 

太陽與地球環境變化的關聯 94_PTS_kaleido_027_01 

太陽的黑子變化對地球產生的影響 94_PTS_kaleido_027_02 

太陽內部結構與日震學研究 94_PTS_kaleido_027_03 

日震學研究觀測資料累積方式 94_PTS_kaleido_027_04 

全球觀測網的設置與運行方式 94_PTS_kaleido_027_05 

變星大陵五的發現與觀測_上 94_PTS_kaleido_027_06 

變星大陵五的發現與觀測_下 94_PTS_kaleido_027_07 

造父變星與變星觀測的成果 94_PTS_kaleido_027_08 

宇宙學及宇宙開端的研究 94_PTS_kaleido_027_09 

阿米巴計劃 94_PTS_kaleido_027_10 

宇宙研究的未來展望 94_PTS_kaleido_027_11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從一剎那到

永恆_談粒子物理研究_上》 
94_PTS_kaleido_028 

科學家對人類生活的貢獻 94_PTS_kaleido_028_01 

宇宙大爆炸與萬物的起源 94_PTS_kaleido_028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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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結構的發現_拉瑟福 94_PTS_kaleido_028_03 

基本粒子及夸克粒子的發現 94_PTS_kaleido_028_04 

魅夸克、底夸克的發現 94_PTS_kaleido_028_05 

頂夸克的發現 94_PTS_kaleido_028_06 

台灣在粒子物理研究上的努力 94_PTS_kaleido_028_07 

粒子物理研究的條件 94_PTS_kaleido_028_08 

台灣在國際間粒子物理研究上的參與 94_PTS_kaleido_028_09 

從能量到質量的變化 94_PTS_kaleido_028_10 

由反物質組成的宇宙? 94_PTS_kaleido_028_11 

粒子物理研究的未來展望 94_PTS_kaleido_028_12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從一剎那到

永恆_談粒子物理研究_下》 
94_PTS_kaleido_029 

四大作用力之重力與電磁力 94_PTS_kaleido_029_01 

四大作用力之強作用力 94_PTS_kaleido_029_02 

四大作用力之弱作用力 94_PTS_kaleido_029_03 

粒子物理研究_微中子實驗_上 94_PTS_kaleido_029_04 

粒子物理研究_微中子實驗_下 94_PTS_kaleido_029_05 

基本粒子的粒子群 94_PTS_kaleido_029_06 

台灣在國際高能實驗上的參與 94_PTS_kaleido_029_07 

對物理研究的態度_丁肇中 94_PTS_kaleido_029_08 

科學研究對人類文明與文化的重要性 94_PTS_kaleido_029_09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一殺一世

界、一花一天堂_原子與分子》
94_PTS_kaleido_030 

原子的歷史 94_PTS_kaleido_030_01 

化學變化的原子觀 94_PTS_kaleido_030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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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觀應用:清潔劑 94_PTS_kaleido_030_03 

大自然的清潔分子 94_PTS_kaleido_030_04 

臭氧層的形成與功能 94_PTS_kaleido_030_05 

氟氯碳化物對臭氧層的傷害 94_PTS_kaleido_030_06 

挽救臭氧:協定與研究 94_PTS_kaleido_030_07 

分子束的原理及貢獻 94_PTS_kaleido_030_08 

共振態原理與證實 94_PTS_kaleido_030_09 

凝聚態原理與技術 94_PTS_kaleido_030_10 

原分子研究技術 94_PTS_kaleido_030_11 

超快雷射原理及研究 94_PTS_kaleido_030_12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荷葉上的水

珠_奈米科技的新世界_上》 
94_PTS_kaleido_031 

費曼與奈米濫觴 94_PTS_kaleido_031_01 

微米的概念 94_PTS_kaleido_031_02 

奈米的概念 94_PTS_kaleido_031_03 

顯微技術史_上 94_PTS_kaleido_031_04 

STM 原理 94_PTS_kaleido_031_05 

顯微技術史_下 94_PTS_kaleido_031_06 

奈米科技：原子操縱術 94_PTS_kaleido_031_07 

大自然的奈米世界 94_PTS_kaleido_031_08 

材料科學的奈米世界 94_PTS_kaleido_031_09 

奈米科技的困境 94_PTS_kaleido_031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荷葉上的水 94_PTS_kaleido_032 科學革命史 94_PTS_kaleido_032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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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_奈米科技的新世界_下》 奈米科技的現狀 94_PTS_kaleido_032_02 

奈米資訊的應用 94_PTS_kaleido_032_03 

奈米內視鏡膠囊 94_PTS_kaleido_032_04 

千足蟲奈米電路 94_PTS_kaleido_032_05 

生醫奈米顆粒 94_PTS_kaleido_032_06 

碳-60：奈米球 94_PTS_kaleido_032_07 

奈米碳管及其運用 94_PTS_kaleido_032_08 

奈米微粒化運用 94_PTS_kaleido_032_09 

奈米的科技生活 94_PTS_kaleido_032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世紀之謎_

鳥的起源與演化_上》 
94_PTS_kaleido_033 

鳥的起源 94_PTS_kaleido_033_01 

遼西化石文化 94_PTS_kaleido_033_02 

地質年代概說與恐龍簡史 94_PTS_kaleido_033_03 

考古現場:朝陽鎮熱河生物群 94_PTS_kaleido_033_04 

朝陽舊湖的化石形成與鑑定 94_PTS_kaleido_033_05 

遼西古生態回顧:氣候、陸塊、群相 94_PTS_kaleido_033_06 

遼西化石簡介 94_PTS_kaleido_033_07 

羽毛印痕的復原與形成 94_PTS_kaleido_033_08 

帶毛恐龍考古簡史 94_PTS_kaleido_033_09 

中華龍鳥的飛行與演化分支 94_PTS_kaleido_033_10 

【公視】科技萬花筒之《世紀之謎_

鳥的起源與演化_下》 
94_PTS_kaleido_034 

鳥類演化的主要論點 94_PTS_kaleido_034_01 

鳥類起源恐龍說的國外聲明 94_PTS_kaleido_034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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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龍和鳥類的過渡性問題與證據 94_PTS_kaleido_034_03 

鳥類起源的解釋辯論 94_PTS_kaleido_034_04 

鳥類演化進程的推想 94_PTS_kaleido_034_05 

侯連海教授對鳥類起源的解釋 94_PTS_kaleido_034_06 

鳥類起源與羽狀印痕研究 94_PTS_kaleido_034_07 

鳥類起源的分子生物證據 94_PTS_kaleido_034_08 

鳥類飛行演化假說:地棲、樹棲 94_PTS_kaleido_034_09 

鳥類飛行演化:樹棲說 94_PTS_kaleido_034_10 

鳥類飛行演化綜合論述 94_PTS_kaleido_034_11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豬肉哪裡好》 95_ETC_news_001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豬的人道對

待》 
95_ETC_news_002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美麗流星雨》 95_ETC_news_003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地震原理》 95_ETC_news_004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肝癌怎麼形

成》 
95_ETC_news_005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人類與黑猩

猩》 
95_ETC_news_006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智慧機器人》 95_ETC_news_007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追風計劃投

落送》 
95_ETC_news_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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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陰道鞭毛蟲》 95_ETC_news_009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學習與環境》 95_ETC_news_010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重要醣蛋白》 95_ETC_news_011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醣晶片驗癌》 95_ETC_news_012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燒金紙致癌》 95_ETC_news_013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燒金怎麼環

保》 
95_ETC_news_014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運動與自由

基》 
95_ETC_news_015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運動與氧化

壓力》 
95_ETC_news_016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解碼奈米石》 95_ETC_news_017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石頭也自癒》 95_ETC_news_018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肉毒桿菌》 95_ETC_news_019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花豹方程式》 95_ETC_news_020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惱人腸病毒》 95_ETC_news_021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人造寶石》 95_ETC_news_022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何謂幹細

胞?》 
95_ETC_news_023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幹細胞用途》 95_ETC_news_024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竹炭功效大》 95_ETC_news_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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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竹炭燒製》 95_ETC_news_026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解酒酵素》 95_ETC_news_027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酒醉腦狀態》 95_ETC_news_028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水力能》 95_ETC_news_029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風力能》 95_ETC_news_030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太陽能》 95_ETC_news_031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生質能》 95_ETC_news_032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海洋能》 95_ETC_news_033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地熱能》 95_ETC_news_034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艾草妙用》 95_ETC_news_035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雄黃酒有毒》 95_ETC_news_036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龜山島生態》 95_ETC_news_037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深海生物》 95_ETC_news_038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空氣污染》 95_ETC_news_039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打造綠建築

(一)》 
95_ETC_news_040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溫室效應對

植物影響》 
95_ETC_news_041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都卜勒雷達》 95_ETC_news_042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擅用電療》 95_ETC_news_043 

【東森】科學大解碼之《高鐵系統》 95_ETC_news_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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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科學大解碼之《打造綠建築

(二)》 
95_ETC_news_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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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吸收污水實驗 95_PTS_gossip_026_04 

香蕉催熟實驗結果 95_PTS_gossip_026_05 

甘蔗吸收污水實驗結果 95_PTS_gossip_026_06 

水果大搜查流言總破解 95_PTS_gossip_026_07 

【卓維】台灣的脈動之《地牛為什麼

翻身》 
95_JW_earthquake_001 

世界各地大地震紀錄 95_JW_earthquake_001_01 

全球人口型態與自然災害 95_JW_earthquake_001_02 

地震的原因 95_JW_earthquake_001_03 

世界三大地震帶 95_JW_earthquake_001_04 

近百年世界十大地震&近百年世界十

大災害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1_05 

地震與火山 95_JW_earthquake_001_06 

台灣 921 大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1_07 

台灣的地震帶 95_JW_earthquake_001_08 

台灣島的形成 95_JW_earthquake_001_09 



 

79 

 

台灣的造山運動 95_JW_earthquake_001_10 

台灣的斷層帶 95_JW_earthquake_001_11 

活動斷層的探測—GPS 觀測 95_JW_earthquake_001_12 

活動斷層的探測—雷達影像差分干涉

測量 
95_JW_earthquake_001_13 

動斷層的探測—槽溝開挖 95_JW_earthquake_001_14 

活動斷層的探測—反射震測法 95_JW_earthquake_001_15 

地震還會再來嗎 95_JW_earthquake_001_16 

【卓維】台灣的脈動之《回顧台彎大

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2 

台灣百年來的十大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2_01 

梅山大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2_02 

梅山斷層研究 95_JW_earthquake_002_03 

地震觀測 95_JW_earthquake_002_04 

新竹－台中大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2_05 

獅潭斷層研究 95_JW_earthquake_002_06 

屯子腳斷層研究 95_JW_earthquake_002_07 

花東縱谷大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2_08 

白河大地震 95_JW_earthquake_002_09 

台灣地震觀測－中研院地球所 95_JW_earthquake_002_10 

台灣地震觀測－中央氣象局 95_JW_earthquake_002_11 

【卓維】台灣的脈動之《揭開九二一

面紗》 
95_JW_earthquake_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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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維】台灣的脈動之《地震要來了

嗎？》 
95_JW_earthquake_004 

地震前兆的民間傳言 95_JW_earthquake_004_01 

地震奇人的超自然感應 95_JW_earthquake_004_02 

地震預測的科學依據－彈性反跳學說 95_JW_earthquake_004_03 

地震預測－地震活動度(b 值)測量 95_JW_earthquake_004_04 

地震預測－地表土壤氣體測量 95_JW_earthquake_004_05 

地震預測－大氣電離子濃度監測 95_JW_earthquake_004_06 

地震預測－震波觀察 95_JW_earthquake_004_07 

地震防災－地震速報系統 95_JW_earthquake_004_08 

地震防災－震度計 95_JW_earthquake_004_09 

世界各國的地震預測工作 95_JW_earthquake_004_10 

台灣地震觀測網現況 95_JW_earthquake_004_11 

【卓維】台灣的脈動之《耐震金鐘罩》 95_JW_earthquake_005 

震央所在地與周圍災情的關係 95_JW_earthquake_005_01 

建築高度與震度的關係 95_JW_earthquake_005_02 

建築的防災原則－地質條件_上 95_JW_earthquake_005_03 

建築的防災原則－地質條件_下 95_JW_earthquake_005_04 

耐震建築的基本條件 95_JW_earthquake_005_05 

耐震建築－鋼筋混凝土建築 95_JW_earthquake_005_06 

耐震建築－隔震器與制震器 95_JW_earthquake_005_07 

老舊學校建築結構上的弱點 95_JW_earthquake_005_08 

校舍耐震補強工法 95_JW_earthquake_005_09 

【卓維】台灣的脈動之《地震一瞬間》 95_JW_earthquake_006 九二一大地震搜救回顧_上 95_JW_earthquake_006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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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搜救回顧_下 95_JW_earthquake_006_02 

救災用通訊系統的建置 95_JW_earthquake_006_03 

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95_JW_earthquake_006_04 

地震救災－特搜隊 95_JW_earthquake_006_05 

地震救災－搜救犬 95_JW_earthquake_006_06 

地震救災－生命探測器 95_JW_earthquake_006_07 

地震防災的常識_上 95_JW_earthquake_006_08 

地震防災的常識_下 95_JW_earthquake_006_09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看不見

的奈米》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1 

奈米是什麼?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1

_01 

人體裡的奈米尺寸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1

_02 

奈米化衣服的功能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1

_03 

看不見的奈米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1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蓮葉的

小秘密》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2 

蓮葉效應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2

_01 

蓮葉效應對人類生活的幫助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2

_02 

蓮葉的小秘密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2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壁虎超 95_click-cmc_Knowledge 壁虎可以爬牆的秘密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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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_003 _01 

壁虎手套的研發與功用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3

_02 

壁虎超人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3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童話裡

的魔豆天梯》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4 

太空天梯 – 奈米碳管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4

_01 

奈米碳管的生活用途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4

_02 

奈米碳管的「生長」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4

_03 

童話裡的魔豆天梯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4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哈利波

特的隱形衣_上》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5 

奈米隱形衣的原理(錯誤的)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5

_01 

哈利波特的隱形衣_上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5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哈利波

特的隱形衣_下》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6 

水中的光折射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6

_01 

隱形衣不只是吸收光線的道理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6

_02 

隱形衣可以隱形的原理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6

_03 

哈利波特的隱形衣_下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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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大嬸婆

的生日禮物》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7 

鑽石的形成方法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7

_01 

生活中可以用來做鑽石的原料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7

_02 

大嬸婆的生日禮物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7 

【和利得】機器人納瑞奇之《老母雞

的煩惱》 

95_click-cmc_Knowledge

_008 

奈米光觸媒技術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8

_01 

奈米光觸媒材料及光觸媒反應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8

_02 

奈米光觸媒的功能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8

_03 

老母雞的煩惱 95_click-cmc_Knowledge_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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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模組化切割標準作業流程及說明 

一、影音模組切割及上傳流程規劃與測試 

    影音模組化乃是內容素材資料庫建置的重要步驟之一，包括建立

影音模組化之準則及作業流程的標準化等，都將影響內容素材資

料庫建置之效率與使用者於資料庫內使用影音內容之效能。故本

計劃在實際操作並進行過多次修正後，擬定影音模組化標準作業

程序如下圖，其中影音模組化至完成上傳之標準作業程序包括

「資料匯入」、「內容分類」、「影音裁切」、「影音轉檔」、「模組上

傳」、「線上檢視」共六個步驟；作業檢核則意指作業程序中的品

質管控，圍繞並包含在各步驟之中，將詳述於後。 

 

 

 

 

 

 

 

 

 

 

 

 

 

 

 

 

 

 

 

 

 

圖 4-1 影音模組切割及上傳流程規劃與測試示意圖 

模

內容分類 

影音裁切

影音轉檔

線上檢視 

資料匯入

作業檢核 作業檢核

作業檢核 作業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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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工作流程與控制要點說明 

 

1、影音匯入 

   影音匯入工作包括清點、檢查及匯入製作公司檢送之科學節目影

帶。清點之重點工作在於確認各製作公司檢送之影帶集數與所附

的節目資料相符；檢查則包含確認節目名稱、集數與長度無誤，

且影音可正常播放，並透過檢測用電腦校對顏色；最後將影片以

經壓縮過之格式匯入至剪輯用電腦並儲存為數位檔案。 

    工作完成後紀錄於工作日誌，詳實填寫各集節目資訊，包含節目

名稱、集數、長度及數位檔案檔名。計畫兼任助理將於每週進行

一次抽檢，針對工讀生已完成匯入之節目確認檔案無誤。 

        

工作流程整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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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影音匯入 SOP 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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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分類 

內容分類意指將科學節目內容做模組化之切割，包含決定影

片段落、以段落內容之重點為其決定描述性標題，最後參照製作

腳本為各段落下達標籤。 

其中為符合網路影音使用習慣及考慮資料庫運作效率，段落

長度已研擬為四分鐘以內，若遇內容較多、長度較長而無法以四

分鐘為段落時，則切割為上下集。另外，各段落影片之檔名配合

資料庫儲存方式則以英文及數字組成，如 94 年度公視科技萬花

筒第一集第一個段落標示為「94_PTS_kaleido_001_01」。 

工作內容將製成「影音素材剪輯表單」，紀錄內容包括製作

公司、節目名稱、各集檔案名稱、影片長度、剪輯段落之 in 點

及 out 點、段落之描述性標題及段落分類標籤，範例如下表： 

 

公視      科技萬花筒                  第 2集 

檔案名稱  標題  影片長度 
Time code &   

段落描述性標題 
段落分類標籤 

002_揭開基因的

奧秘_基因

醫藥生物科

技_下.mpg 

科技萬花筒  00:26:46 

12:11‐14:45 

94_PTS_kaleido_002_01 

樹突細胞的抗癌原理 

免疫,癌,樹突細

胞,中研院,

生醫所,楊

文光,T細

胞 

表 4-1 影音素材剪輯表單範例 

     

此項工作將統一由兩位計劃兼任助理進行，其中決定影片段

落與描述性標題雖無法建立制式規格，然為求影片分段具有模組

功能且準則相近，將由計劃主持人以教育訓練及與兩位兼任助理

充分溝通、建立共識來達成品質管控之目的。 

 

工作流程整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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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內容分類 SOP 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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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音裁切 

影音裁切將由工讀生經基礎訓練後著手進行，依照兼任助理

所製作之「影音素材剪輯表單」將各集影片分段裁切。 

此階段工作重點在於維持各段落的完整性，因此必須在每一

段落完成剪輯後立即檢視影片的開始(lead in)與結束(lead out)是

否完整，若否，則重新進行裁切並將 in點與 out點微調至毫秒單

位。完成剪輯之影片亦將由兼任助理每週進行抽檢以確認影片裁

切無誤。 

工作流程整理如下圖： 

 

 

 

 

 

 

 

 

 

 

 

 

 

 

 

 

 

 

 

 

 

 

圖 4‐4影音裁切 SOP 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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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音轉檔 

   此階段工作在將已完成裁切之影片利用轉檔軟體轉換成 wmv

格式之檔案。轉檔格式以維持高品質影音為原則，已定為解析度

640x480、編碼率為 Broadband NTSC 700kbps。 

為避免轉檔過程發生錯誤，單個檔案轉檔完成亦需立即檢查

影片是否完整，包括影音是否可正常播放及段落長度是否正確。

完成轉檔之影片另由兼任助理每週一次進行抽檢再次確認影片。 

    工作流程整理如下圖： 

 

 

 

 

 

 

 

 

 

 

 

 

 

 

 

 

 

 

 

 

 

 

 

圖 4‐5影音轉檔 SOP 流程示意圖 



附錄二 

 

91 

 

5、 模組上傳 

此階段工作在將已完成轉檔之影片上傳至內容素材資料庫

平台，工讀生需對照「影音素材剪輯表單」將檔案上傳至資料庫

平台，包含鍵入影片的描述性標題及標籤。 

為求上傳效率及避免工讀生鍵入標籤時發生錯誤，「影音素

材剪輯表單」已由兼任助理依據資料庫平台檔案上傳之規範製

作，工讀生僅需複製及貼上影片的描述性標題與標籤，降低發生

錯誤之可能性。 

    此階段品管工作將詳述於後，工作流程則整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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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模組上傳 SOP 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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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線上檢視 

   已完成上傳之影片將透過兩種方式進行品質維護與管控。首先，

針對批次上傳完成之影片，工讀生需立即於線上檢視影片是否正

確顯示於網頁上且可正常播放；另外，兼任助理仍以每週抽檢為

原則，除了再次確認影片可正常運作外，亦將針對工讀生已完成

上傳之影片內容進行搜尋檢測，視各影片是否可被準確找出，以

確認影片的描述性標題與標籤皆被正確鍵入。 

   工作流程整理如下圖： 

 

 

 

 

 

 

 

 

 

 

 

 

 

 

 

 

 

 

 

 

 

 

 

圖 4‐7線上檢視 SOP 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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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時間概估 

本研究的影音資料來源主要是根據科普傳播內容產製刊播

補助計畫而來，目前九十五年與九十六年各進行一次科學傳播內

容媒體試製方案，共補助科學新聞報導、科學教育影片、電視科

學節目等三類，累計有廿九家受補助單位。目前九十五年度補助

的節目總長度約為六十八小時，而九十六年補助的節目總長則是

約一百小時，累積起來節目長度為一百六十八小時。 

 目前依據所規劃的切割作業流程來分析，從資料匯入到影音轉檔

需要一比一的時間；內容分類與模組區別工作需由兩位兼任助理

同時進行，需要一比二的時間長度來進行；由模組切割作業也是

以一比一的時間進行；在轉檔、上傳、以及檢查等工作，基本上

也是一比一的時間進行。所以綜言之，整個作業時間最多會是原

節目長度的五倍。換言之，要模組化這兩年的科普節目所需的作

業時間共為八百四十個小時。 

表 4－2 影音模組化工作時間分析表（以一小時節目為例） 

主要工作項次 工作內容 倍率 工作時間 累計時間 

資料匯入 
檢查節目影帶與文件

資料編碼並貼上標籤

1:1 1Hr 1Hr 

影音轉檔 

原始影像數位化 

檢查轉檔後資料的完

整性 

內容分類 

兼任助理分別觀看影

帶內容，並紀錄

內容 

1:2 2Hr 3Hr 

模組切割 

依照決定好的 TIME 

CODE 進行模組切

割 

1:1 1Hr 4Hr 

影音轉檔 轉成壓縮ＷＭＶ格式

1:1 1Hr 5Hr 
模組上傳 

將模組化的檔案上傳

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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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力增編 

 為能有效招募到適合的工讀人員，本計畫鎖定具有資訊管理、資

訊工程、資訊傳播等相關學經歷背景的大學生為主要的工作人

力。由於工讀人員需受過完整的訓練後，才能進行節目的模組化

切割與分類作業，因此在人力招募時會以能長時間投入本計畫的

人員為優先考量。至於人力的需求，原則上預設每位工讀人員每

週投入的時間為十個小時，受補助節目的總工作時間是八百四十

個小時，換算出來的結果是每個月需要有廿一個人。整個公式計

算如下： 

 

受補助節目總工作時間／每人每月工作時數＝所需的工作

人力 

 

   節目總長度＝168 小時 
   所需總工作時間（1:5）＝840 小時 
   預計每個工讀生每週工作 10 小時 
   預計每個工讀生每月工作 40 小時 
   因此每個月約需（840/40）＝21 人次的工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