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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有鑑於數位典藏一期獲致豐碩研究成果，數位典藏第二期計畫目標旨在落

實數位典藏資訊的知識化與社會化，朝向知識社會的發展與建構，擴大典藏成果

對於整體資訊社會的影響等面向。其中「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分

項又以「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  

 

為期有效達成「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與「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兩

任務，故設置「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研究子計畫。本子計畫之主要任務有二：

(一)視部份數位典藏成果為公共資產，就「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面向，從

使用者角度出發，推廣促進公共資產之「近用」與「傳播」等相關工作；(二)結

合數位典藏成果與刻正發展的數位平台技術，拓展加值應用，提昇相關產業產值。 

 

本分項將以第一期成果與經驗為基礎，發展多樣化內容，擴大與深化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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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未來擴大

數位典藏應用範圍之基礎。另外，除配合各項實做、網路平台建置與活動辦理，

實際向大眾推廣數位典藏之應用成果外，並結合刻正發展的數位平台技術，以達

成數典內容加值與播放平台多樣化之成果，96 年度主要規劃之工作項目如下： 

(1) 進行理論基礎建構研究工作 

(2) 國內外數位典藏與公共資產公眾授權機制發展現況調查分析 

(3) 針對數典平台使用者行為與使用需求，執行大型調查研究並提出檢討與建議 

(4) 針對國內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推展現況進行調查研究 

(5) 辦理「公眾授權網路平台建置」、「數位媒體加值內容製播、跨平台播放技術

發展」、「數位典藏藝術節」等各項公開徵選計畫 

(6) 配合數位典藏研究計畫參與各項學術、推廣活動 

中文關鍵字：數位典藏、學術應用、文化傳佈、公眾授權、應用推廣、媒體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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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he “Academic Application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is one of the 5 subsidiary project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Academic, Socio-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of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 which is a subsidiary projects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DAP aims at promoting the public access to the 
digitalized information archived by the NDAP phase I.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knowledge-society and make public the archived intellectual assets, our current 
project highligh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d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e needed skills to set up the interface and 
the advocacy of the ideas relat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are 
essential in order to deliver the promise. Along with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team, 
the industries of the provision of digital content will also be benefited and the 
value-added products can further help to boost related markets.  
  

This project pursuit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following jobs in 2007: 
To build u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1. To surve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authoriz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2. To conduct surveys on the current and potential users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3. To call for the projects that will set up the platforms of creative commons and 

scientific commons; 
4. To call for the projects that will produce value-added digital contents and improve 

the needed skills and genres of discourses in developing the broadcasting 
platform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level; 

5. To call for the projects that will host the digital art festival focusing on 
representing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results; 

6.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teams affiliated with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in sponsor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s-related activities.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s, academic applications of archived content,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ublic licensing of archived content, promo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value-added media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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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一、我國之數位典藏發展歷程與計畫緣起： 
 

1. 數位博物館專案計畫： 
 

過去不論政府與民間所發展的電子資料庫或內容網站多偏重產業服務。為

提昇國內網站素質，以達到利用網路加強國民文化、藝術及科學方面的素養，國

科會成立『數位博物館』專案計畫1。其目的是以多媒體的網際網路網站做科學

與文化知識推廣的工作。第一期計畫自民國 87 年 8 月至 88 年 10 月完成，由中

央研究院推動四個發展環境與合作機制系統支援子計畫以及七個主題系統先導

計畫。主題可區分為自然科學〈臺灣魚類、植物、蝴蝶生態〉與歷史文化〈淡水

河溯源、漢代墓葬與文化、搜文解字、臺灣原住民、火器與明清戰爭〉兩個系列。

第二期計畫於 88 年 10 月由國立臺灣大學繼續發展，推動 metadata 及浮水印技

術開發與套件製作兩個系統支援子計畫及十二個主題子計畫。『數位博物館』專

案的推動，期望藉由網路傳播優質文化與知識，使人不受時空環境限制，得以終

身學習並拓展國際視野。第三期計畫已整合至第一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

用服務分項計畫。 
 
2. 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 
 

數位資訊提供新的寫作方式與多媒體資料庫，改變基本的知識表達與呈

現，進而影響到學習與研究的態度與方法。88 年 7 月行政院第九次『電子、通

訊、資訊策略會議』通過『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並將此案分由國科會協調執

行。本計畫於 90 年 1 月 1 日正式展開，以專案方式進行，並委請中央研究院主

持此專案計畫，成立「計畫辦公室」，以溝通協調各參與機構間的合作。『國家

典藏數位化計畫』的發展與目標是將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館、國立歷史博物館、

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各機

構珍貴的重要文物典藏加以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產、建構

公共資訊系統，促使精緻文化普及化、大眾化，資訊科技與人文融合，並推動產

業與經濟發展2 
 
3. 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研究計畫（IDLP）： 
 

這是一個以發展數位圖書館技術為主的國際型計畫。此專案計畫 90 年度的

                                                 
1 《數位博物館專案計畫技術彙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案，計畫編號 : NSC 

88-2745-P-001-001。 
2 《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提要》，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辦公室，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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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包括探討多語言詮釋資料資訊查詢檢索的可行性，以便與國際間作交

換。另外，希望所規劃設計之詮釋資料，不僅可以符合國科會「數位博物館」專

案各個主題計畫中藏品的特性，還可以與國際上其他國家數位圖書館／博物館之

詮釋資料相容。更期望所發展的詮釋資料管理系統 Metalogy，可提供美國、中

國大陸相關館藏單位實際輸入資料之用。 
 
4. 國立台灣美術館數位藝術知識與創作流通平台3（Taiwan Digital Art 

and Information Center）： 
 

該平台的目標在於建構一個完整的數位藝術知識與創作流通平台，內含完

整的數位藝術創作人才、作品、相關知識之資料庫系統，並提供作品發表、展覽

活動訊息、未來趨勢等運作機制與跨領域交流及資源共享的平台。並藉由詳盡的

資料庫欄位規劃與單一資料結構 (metadata)的定義，使得國內的數位藝術創作

在萌芽階段便能夠系統化的被整理，資料也能夠更容易的被找到，作為未來與國

際接軌的紮實基礎。網站的服務對象包含數位藝術創作者、數位藝術相關產業及

一般愛好數位藝術的社會大眾，因此除了提供創作者豐富的相關知識及促進產、

官、學、研的交流外，亦同時具備推廣數位藝術普及至社會大眾的功能性。 
 

5. 行政院新聞局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4（National Audio-Visual Infobase 
Service, NAVIS）： 

 
該平台主要目標在於整合國內影音資訊、積極擴大消費市場、促進資金與

人才的流通，並建立一個適合影音產業未來發展的環境，以順利推動台灣的數位

內容發展。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無交易、認證功能，單純以影音聯合目錄及新

聞局影音產品典藏為主，以國家圖書館要求書籍出版提供一份拷貝館藏的要求方

式，試圖整合匯集各業者或機關（構）之影音產業聯合目錄及人才資料庫。 
 
典藏目錄分類目前有：電視各類型節目（如：新聞、戲劇、廣告及綜藝音

樂性節目）、紀錄片、電影片（如：劇情片、實驗電影、動畫電影）、廣告片、政

令宣導短片、有聲出版（如：MV、CD）、廣播（如：新聞、音樂、談話性節目

及廣播劇）等等，以及影音產業相關人才和資源資料管理。目前規劃給一般大眾

免費使用。與其他典藏計畫的分工方式為，以新聞局之「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

作為平台整合入口網站，以聯合目錄採 OAI 的方式將影音資料整合至新聞局，

原提供機構或公司單位則擔負資料典藏之責。 
 
 

                                                 
3 http://www.digiarts.org.tw/ 
4 http://www.gio-media.com.tw/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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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各部會數位化相關計畫： 
 

除了前述幾項國家級的典藏計畫之外，各部會也有許多數位化的計畫。目前

國內數位化的計畫，處處可見，蔚為風潮。謹摘錄其要者如下： 

 科技顧問組：數位臺灣計畫。 
 經建會：知識經濟發展方案中之「擴展資訊科技及網際網路在生產及

生活上之運用」。 
 教育部：國家圖書館、國語推行委員會的許多計畫都和數位化有關。

資訊教育總藍圖、卓越計畫、電腦輔助教學、遠距教學、海外華語教

學等大型計畫亦多與數位典藏有關。 
 內政部：如國土地理資訊系統等。 
 經濟部：如工業局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計畫、電子商務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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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 
 
人類文明的記錄與傳承己經開始從紙上轉變到數位媒體上，為因應這一數

位化的趨勢，世界各國特別是資訊大國以及重視文化傳統的國家，無不致力於發

展數位典藏計畫。以下是各國目前相關的發展概況。 
 

1. 國際組織： 
 

1995 年 G7 高峰會中，各國參與的領袖共同強調了發展一個全球資訊社會

的必要性，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電子典藏計畫應運而生5。此計畫之目的在於

建立一個先進的基本架構，以便利世界各地現存之數位典藏計畫可以相互連繫，

進而成為一個廣大而分散式的虛擬資料典藏，以記錄人類寶貴的知識，並讓這些

資料可以藉由網路讓人們公開地存取。這個計書由法國與日本領導，參與的會員

包括法國、日本、美國、加拿大、義大利、德國、英國、葡萄牙、西班牙、比利

時及捷克等 11 個國家級數位圖書館計畫。 
 
在提供一個人類文明共享的網路入口計畫方面，歐洲圖書館計畫（The 

European Library, TEL）串聯了總共 45 個國家圖書館，提供全世界資訊公民，無

論是專業人士或一般的讀者，能夠透過簡單的方式來連接到共同的歐洲文明寶

藏。目前完整參與國家包括奧地利、克羅埃西亞、丹麥、愛沙尼亞、芬蘭、法國、

德國、義大利、拉脫維亞、荷蘭、葡萄牙、塞爾維亞、斯洛伐尼亞、瑞士與英國。

在 3 年的 TEL 先導評估建置計畫，並且建立串連到各個國家圖書館的 Gabriel
系統（Gabriel - GAteway and BRIdge to Europe's National Libraries）之後，該計

畫於 94 年夏天正式整合到歐洲圖書館計畫中。 
 
另外，聯合國也從 1992 年起推動 Memory of the World 計畫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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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遺產反

映了語言、人類與文化的多樣性。它是世界及其記憶的鏡子，但是卻是一面很脆

弱的鏡子，每一天，世界記憶中獨特的而無法取代的片段都在消失，永遠不會復

返。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了「世界的記憶」這個計畫，是想要保護全世界珍貴

的檔案與圖書館收藏得以保存下來，更能夠廣為散播，不受這種集體的失憶趨勢

所摧毀。與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計畫相似，其規模則更為擴大，1996 年第一

屆 Memory of the World 國際會議於挪威首都奧斯陸舉行，共有來自 65 個國家

150 個代表出席。「世界的記憶」計畫透過 IAC 國際諮詢委員會與 Registrar 註

                                                 
5 Digital Library Projects: The G-7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http://collection.nlc-bnc.ca/100/201/301/netnotes/netnotes-h/notes17.htm 
6 Survey on Digit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IFLA/UNESCO, 1999 
7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mdm/index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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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中心在運作，截至目前 2006 年為止有澳洲、中國與波蘭三個國家設置有註冊

中心，共計透過註冊中心評估並收錄了 45 個國家 91 件收藏。 
 

2. 美國： 
 

美國國會圖書館（Library of Congress）自 1990年開始推動American Memory
計畫8，進行圖書館內文獻、手稿、照片、錄音、影片等典藏品之數位化，以及

編輯成歷史變遷、文化傳承的主題產品；進一步配合資訊高速公路，加速國會圖

書館與各公共圖書館典藏數位化作業，使之成為高速網路上最廣泛與重要的資訊

資源；在數位典藏的資訊與通信技術方面，則將加強與下游各相關研發計畫結

合。美國記憶計畫已經有超過 4 千 5 百萬美元的民間資源投入贊助，100 個以上

的主題特展、23 個來自計畫外學校、機構等的共同參與數位收藏，總共超過 500
萬件數位藏品。 

 
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SF）則與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機構（DARPA）、

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合資贊助「數位圖書館先導研究計畫（DLI）」（84~88）
9，此一計畫由六所大學主導六個跨領域計畫，分別是環境規劃與多媒體資訊系

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亞歷山卓計畫：地理資訊系統（加州大學聖塔芭芭

拉分校）、數位影訊圖書館（卡內基麥隆大學）、統合科學文獻資料庫（依利諾

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智慧型網路資訊搜尋者（密西根大學）、各類數位圖書

館網路服務之整合機制（史丹佛大學）。此一計畫的目標在於透過通訊網路，提

升蒐集、儲存與組織數位資料的方法，使其便於搜尋、存取與處理；資料的型態

包含文字、影像、地圖、音訊、影訊、插圖及多媒體，各計畫的數位資料庫與主

題也特別著重在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層面。 
 
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在 1998 年年底公佈徵求數位圖書館國際研究計畫

（IDLP）10，除了延續前述研究重點與擴大至國際間的範圍外，將特別著重在多

國或跨國語文、資料標準或規範、智慧財產權以及文化交流與社會影響等研究議

題。 
 
在一般大學，也有以服務學術、研究或專業人士為使命的聯合目錄，例如

北卡羅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自 2000 年九月開始的一項服務—ibiblio.org，這個由

該校新聞傳播學院及圖書資訊學院支持的服務號稱是「典藏的典藏」（collections 
of collections），也就是說，ibiblio.org 透過典藏資料庫連結的收集與分類，提供

各式資料需求者便捷的管道接觸到他們研究所需的素材。根據 ibiblio.org 這個聯

                                                 
8 American Memory, http://memory.loc.gov/ 
9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http://www.dli2.nsf.gov/ 
10 DLI2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ies Projects,  

http://www.dli2.nsf.gov/internationalprojects/intlproje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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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錄自己的統計，每天平均一千兩百萬個資料的需求發生在其上，而持續有典

藏豐富的資料庫申請成為其目錄中的成員。 
 
3. 加拿大： 

 
加拿大的 Canada’s Digital Collections 計畫是由加拿大政府工業部（Industry 

Canada）主持的國家級計畫。此計畫主要是把加拿大重要的典藏文物資料，轉換

成資訊高速公路上的數位化展覽品，其所包括線上的教學資源，如課程單元、教

室活動、考試及遊戲等，更是一大特色。這個計畫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是由聯邦青

年就業計畫（Youth Employment Strategy）提供資金，讓十五至三十歲的加拿大

青年，藉由數位化典藏文物資料的工作，學習到多媒體的技能。目前此計畫已嘉

惠了二千五百多人。不但使加國青年習得知識工業的技能，也使人們有更多機

會，利用各檔案中心、圖書館、博物館、社團及其他來源的資料。 
 

4. 歐盟： 
 

羅馬教廷梵諦岡博物館、巴黎羅浮宮、倫敦英國國家藝廊與大英博物館、

圖書館等著名機構，都各有其數位化典藏計畫，以及技術支援與研究團隊。梵諦

岡以數位化之珍貴手稿，提供全球學者研究為重點；羅浮宮以繪畫數位化為主，

並重視多媒體展現技術；大英博物館由各部門挑選精美典藏進行數位化，並強調

出版教育主題；大英圖書館則擬訂資訊化整體策略，有計畫的進行數位化典藏。 
 
歐洲尚有眾多中小型博物館，他們數位化的工作則多仰賴產業、研究機構

與大學支援；例如歐洲聯盟（EU）就贊助法國資訊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

進行一項「Aquarelle 計畫」，支援歐洲各國博物館與相關機構，在網路上能共

同分享各自的數位典藏，而主要的目的即是文化傳承的工作；英國南罕普頓大學

於 87 年完成「虛擬博物館專案（Viseum）」，計畫內容以數位影像、儲存與壓

縮等技術支援，處理博物館典藏，並在 ATM 寬頻網路提供典藏目錄伺服器，並

連接至各博物館數位典藏伺服器，參加此一計畫的有英國國家藝廊、法國羅浮

宮，以及加拿大與德國的相關研究機構。 
 
5. 日本： 
 

為了發展數位典藏事業，日本於 2006 年成立「數位典藏推進協議會（Japan 
Digital Archive Association, JDAA）」，由當時東京藝術大學校長平山郁夫（Ikuo 
HIRAYAMA）為首，針對日本豐富文化資產之數位保存及數位運用、以及涉及

智慧財產權等議題進行討論；同年，為因應此潮流，地方政府石川縣亦率先成立

「石川新情報書府（Digital Archives of Ishikawa, Japan）」，以保存當地江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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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來的「加賀百萬石文化」為中心，為地方政府推動文化數位典藏之先驅。 
 
2000 年起，「數位典藏推進協議會」開始進行地方振興活動，支援在全國各

地舉行的研討會，2002、2003 年亦舉辦了全國大會，努力拓展地方數位典藏運

用之版圖，並且發行「數位典藏白皮書（Digital Archive Hakusho）」以及與智慧

財產權等權利問題之相關書籍，從實務面上支援日本全國數位典藏之發展。完成

階段性任務的 JDAA 於今（2006）年七月解散，其業務轉移至財團法人數位資

料協會（Digital Content Association of Japan, DCAJ）。 
 
在「數位典藏推進協議會」於 2005 年選出的全日本六十個優質數位典藏網

站中，除了大學院校、博物館等學術單位藉由實體文化財之數位化進行數位典藏

之推展外，尚有如「雲南未來博物館（Unnan Future Museum）」、「鹿兒島數位博

物館（Kagoshima Digital Museum）」等藉由虛擬博物館保存地方文物者，或者「宇

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JAXA）」等將科技資

訊及新知及時上線之機構。 
 
此外，日本最知名的數位博物館計畫是由 IBM 東京研究所與日本民族學博

物館合作的「全球數位博物館（GDM）計畫」，參與的機構還有大英博物館與康

乃爾大學，計畫的內容主要是支援網路上檢索不同的數位典藏資料，同時支援互

動式的網路瀏覽、編輯，以支援博物館教育為重點。日本政府貿工部（MITI）
也自 1996 年支援資訊技術策進署（IPA）及資訊處理與發展中心（JIPDEC）等

單位，進行一項為期五年的「次世代數位典藏系統研究與發展專案」，以數位典

藏相關科技與雛形系統為研發核心，以建立下世紀資訊流通中心的數位典藏系統

為目標。 
 
6. 其他： 
 
其他各國較著名的數位典藏計畫有俄國的 Hermitage Museum 計畫11，這

是 IBM 資助俄國聖彼得堡 Hermitage 博物館進行的大型跨文化、跨語言的計畫，

其特色在於多媒體的影像處理與檢索，且具多目標的數位典藏計畫。 

                                                 
11 Hermitage Museum Project, 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html_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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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核心策略 
 
一、計畫目的： 
 

(一) 數位典藏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執行目標： 
 

自從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來，數位化技術、資訊通訊科技與網路的發展對

社會的影響日益深遠。將台灣的文化數位化，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路，廣為流

傳，在人類文化、社會與產業經濟各方面的價值是相當驚人的，更是創造新文明

與新社區文化的絕佳契機。我國相繼推動數位博物館、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以及

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研究計畫，取得了相當重大的成果，更於 2002 年一月展開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階段。而第二期計畫將以第一期成果為基礎，

更以創新的精神，由資訊科技出發，結合人文社會科學，將固有重要典藏文物數

位化，善用資訊通訊科技，建立國家數位典藏，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的發展，

建構國際交流網絡，傳承世界文化、共同創造人類的新文明。以下分別簡述本國

家型計畫目標與組織，以及本分項計畫的目標。 
 

數位典藏一期計畫所涉及的層面包括文化、學術、經濟、教育、外交、社

會及民生等，並蘊含學術研究、產業發展、及各種運用層次，對國家未來的發展

關係至鉅，是故已具備了進入國家型計畫二期工作之特質。這項工作所產生的效

益至少包括下列六項： 
 

1.有利於重要文化資產的保存及新文化的創造。 

2.改善學術研究工具，發展未來的學術研究環境。 

3.促進知識經濟與產業的發展。 

4.豐富教育素材，協助推動終身學習與遠距教學。 

5.有助於參與國際性的計畫與組織，開拓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發展空間。 

6.促使學習資源開放與學習機會均等，以建立公平社會。 

 
二期計畫旨在落實數位典藏資訊的知識化與社會化，朝向知識社會的發展

及建構，進而達成提升國家競爭力的終極效益。依據構想小組共識，本計畫成立

了「拓展臺灣數位典藏」、「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的發展」，「推動國際合作交

流網路」三個主軸計畫與「技術研發」、「營運管理」兩個核心計畫。經構想小組

與團隊成員共同討論並檢討後，將總體目標深化彙整成三項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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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 

 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 

 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建立國際合作網路 

 
數位典藏是資訊社會文化全球化時代，國家文化與資訊競爭力發展的百年

事業。二期計畫認為在第一期典藏國家文物、精緻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以國家力

量強調本土內涵、呈現臺灣文化多樣性脈絡、彰顯臺灣的文化主體性應是首要的

目標。從最底層的數位化檔案、整合深度後設資料描述的文化內容、開發技術與

創意結合的應用，方能呈現臺灣文化在人文領域、社會領域、自然環境領域的多

樣性脈絡。因此我們需要全面地將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

會發展的各個領域中，並且結合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推廣串聯的專業團隊，將

臺灣豐富深邃的數位內容帶向國際舞台。 
 

延續著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期的方向，計畫辦公室與二期規劃構

想小組以創新的指導原則由上而下整合計畫團隊構想，界定了二期計畫與一期定

位上具有顯著差異的重要價值，同時也勾勒出整個國家型計畫的願景包含：「永

續經營臺灣數位典藏」，「呈現臺灣語言、生物與文化的多樣性」；「推廣典藏成果

應用，縮減數位落差」；「推動國際交流合作，共創人類新文明」等。 
 

二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擴大對於整體資訊社會的影響，讓臺灣的

豐富內容建立起文化的主體性，與歐美先進國家同步走進網路全球化、知識社會

的時代。藉由數位典藏技術的突破與所建構平台的知識網路作為基礎，透過推廣

研究、教育與產業應用及國際交流合作與世界建立平等互惠、合作創造的有機連

結與創意互動，最終達到提升臺灣國家競爭力的終極效益。放眼第二個五年的「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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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將積極推動國際合作交流，將臺灣文化智

慧經濟推向世界各地，讓世界看見臺灣競爭力的重要一環。未來數位化典藏將可

望拓展語言、自然科學例如生物、以及文化，多樣性的整合研究成果，讓臺灣成

為全球推動 華文文化數位典藏的重鎮。 
 
此外，在計畫整體的運作架構之下，透過公開徵選的彈性機制，持續支持

開發足以代 表臺灣本土數位典藏為主的數位典藏內容，鼓勵民間單位加入數位

典藏計畫。更進一步將文物典藏化有形為無形，透過教育活動將典藏的精神與典

藏文物的內容傳承給下一代，透過教育學習的過程、將文物意涵、文化精神轉化、

典藏於人心、永遠傳承。如此，將比單純把文物典藏在某一個角落或單位更具意

罳、影響也更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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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之執行目標：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以「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

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並以健全數位典藏產業、教育、研究等範

疇之使用環境；以第一期成果與經驗為基礎，善用第二期計畫之多樣化內容，擴

大與深化數位典藏成果在文化、學術和產業層面的應用，促成數位社會之健全發

展，希望能達成「深化全民對台灣文化之認識」及「提供全球對台灣文化研究之

豐沛資源」之使命，讓臺灣文化能以更精緻的面貌與國際接軌。 
 

同時，本分項計畫希望凝聚產學研等各界使用者社群近用數位典藏之經驗

與知識，促進知識向大眾分享釋出，進而協助經營上述各社群共同參與創作之公

共園地。本分項計畫屬整合型計畫，依據前述計畫實施策略與本分項計畫所追求

之「文化」、「學術」、「社經」與「教育」等四個層面的核心價值規劃而成。在實

施方法方面，亦依照「總計畫核心價值、 計畫架構與核心策略對應關係」進行

規劃，各子計畫分別依據管理、近用、共通、傳播和使用公共資產等五項要素規

劃，共有總計畫以及五個子計畫，分別為「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產

業 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人文與社

會發展」子計畫和「數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各子計畫簡短分述如

下： 
 

 「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針對「教育」層面切入，廣泛培育數

位典藏執行與應用人才，並整合第一期計畫成果中之數位學習資源，

將數位典藏成果轉化為數位學習課程，以使數位典藏融入數位學習，

並推動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接軌。 
 

 「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旨在促成數位典藏之內容融入我

國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落實數位典

藏資訊的知識化與社會化，帶動數位化產業升級，朝向知識社會的發

展及建構。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達成「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與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為目標，主要從使用者角度出發，以學術

應用與文化傳佈為主，推廣促進公共資產之「近用」與「傳播」等相

關工作。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即本計畫)從國家政策、社會影響、以及公

民團體行動三個層面來執行深化對數位落差社會影響之理解、縮減數

位落差、以強化數位典藏之共享與傳佈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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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透過公開對外徵求的模式，根

據其核心任務，廣徵參與者，以便能以多元觀點整合運用數位典藏之

推廣應用資源，與各個子計畫產生互補交流的作用，共同促成數位典

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之主要目標。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其優勢包括第一期計畫已經累

積出來之豐厚數位典藏內容成果、過去計畫之執行經驗、培育出來之數位典藏人

才資源，以及開發完成之網路平台技術和相關應用軟體資源等，由國家數位典藏

政策的長遠角度出發，這些資源均為資訊社會時代的重要公共資產（commons），
也是國家推動資訊社會發展、解決數位落差的關鍵基礎。唯在商業推廣、技術發

展、人才培育、學術應用和社會大眾近用等領域的整合程度，自第一期計畫累積

而來的成果，尚有強化空間。因此，本分項計畫將採取整合性之推動策略，從「文

化」（culture）、「學術」（academic）、「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或簡稱「社

經」）和「教育」（education）等角度切入，厚植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之基礎，並

且以兼具深度與廣度之方式挖掘數位典藏之應用潛力，期能創造成功經驗。至於

在策略方向，本分項計畫擬以創造並永續經營數位典藏之公共資產為方針，強化

管理和營運機制。 
 
綜言之，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期望在「妥善管理與加值

應用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建立產學合作橋樑」、「強化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流通機

制，加速文化累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享」、「促進數位典藏公共資產互通，創造典

藏成果之應用加值空間」、「拓展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加深對各界影

響，並協助改善數位落差之問題」、以及「健全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

經營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典藏內容」等五大面向上，著手推動各項數位典藏成果之

推廣應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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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之執行目標：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乃「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

發展分項計畫」之子計畫三，本子計畫之主要研究方向在於從學術與文化公眾授

權、以及深化使用者研究這兩個研究領域出發，與分項計畫推廣數典成果工作之

相輔相成，達成有效擴大數典使用者社群以及促進數典成果之近用與使用。96
年度本計畫所設定之年度目標與實施策略說明如以下： 
 
A. 學術理論紮根12： 
 

有鑑於數位典藏一期獲致豐碩研究成果，數位典藏第二期計畫目標旨在落

實數位典藏資訊的知識化與社會化，朝向知識社會的發展與建構，擴大典藏成果

對於整體資訊 社會的影響等面向。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又期望以

傳播學領域的專業知識來試圖達成數位典藏成果之「公共資產近用」(Commons 
Access)與「公共資產傳播」(Commons Distribution)兩項任務。仔細檢視數位典

藏一期成果呈現方式、使用者樣態、以及資料開放近用程度等面向後，本計畫分

別發展了以下研究標的：「深化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嘗試推展本地學術公有

地概念」、「本地 CC 傳佈歷程分析」、以及「網路使用者資訊取用行為分析」等

面向，皆具理論創新性且是過往數典相關計畫中，未見討論的觀點。在學術理論

紮根工作面向，本團隊之年度執行目標如下： 
 
（1）深化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理論基礎，主要討論焦點在於介面內容與數位典

藏使用者之間的 parasocial 行為與動機研究。 
 
（2）網路資訊取用行為研究，焦點在於檢驗目前數位典藏呈現方式並嘗試為數

位典藏呈現方式提出建議。 
 
（3）國內外 Creative Commons 概念傳佈過程研究，討論焦點在於透過 ANT 理

論、行動理論檢視 CC 概念之國內傳散過程。 
 
（4） 探討本地學術資源數位化問題，數位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問題，以及了解

國內外學術版權問題相關發展及其理論。 
 

細看前五年的數位典藏工作，除了累積多樣、豐富的典藏成果之外，並且

建立了為數可觀的線上網站。然而，這些傳播管道是否成功達成數位典藏之成果

近用與傳佈功效？則有待檢驗。目前少有理論化工具來針對數位典藏近用與傳佈

現象進行研究，故「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第一年之首要工作即為針對數

                                                 
12詳可見結案報告「第參部份中：現象分析與理論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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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典藏成果之近用與傳播問題建立各項創新性理論架構，並基於此理論模型來進

行相關使用者調查研究工作。96 年度本計畫於理論紮根面向之執行成果，已有

多篇文章投稿至各研討會、公開發表、或獲得 TSSCI 期刊審查通過刊登13。 
 
B. 研究調查執行14： 
 

目前針對國內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文化近用與傳佈使用狀況，僅有極少數

論文或滿意度調查結果可供參考，整體而言，缺乏透過完整理論建構過程進而執

行之全面性調查研究。故「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第一年度，除嘗試建立

理論模型之外，且將進行多次深度訪談，執行數典成果使用者調查工作、以及數

位典藏相關網站之內容盤點工作等，研究主題分別規劃如下： 
 
（1）「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基礎資料盤點與數典使用者網路調查研究」：針對

「數位島嶼」、「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等

數個數典成果主要入口網站，進行基礎資料盤點，以及使用者經驗盤點調

查、與網路資訊取用行為調查。 
 
（2）「學術資源開放近用議題與國內學術期刊經營模式之研究」：執行深度訪談

研究工作。 
 
（3）「創用 CC 本地傳佈脈絡、與資訊取用行為研究」：執行深度訪談研究工作。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欲從數位典藏成果之內容面、平台面、傳

佈面、使用面等各面向，檢視目前數位典藏呈現方式，探究、並設想未來促進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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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對國內

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現況進行調查研究，為建立國內學術公有地奠定論述基石與

討論空間。 
 
C. 相關推廣活動15： 
 

數位典藏成果之實際推廣工作實與上述理論建構、使用者調查工作相輔相

成，本計畫認為，唯有將研究成果有效於相關領域中傳散，方能促成研究發展之

最大效益。且透過各式對外推廣活動，也有助於一般社會大眾理解國內數位典藏

計畫成果，並發酵各式應用可能。故「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96 年度積

極以下述方式參與實施相關推廣工作： 

                                                 
13 詳可見結案報告「第伍部份中：綜合績效指標整理表」 
14 祥可見結案報告「第參部份中：研究調查執行說明部份整理」 
15 祥可見結案報告「第肆部份中：學術研究與應用推廣活動主要執行成果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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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 

 
96 年度籌辦「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會中針對數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

數位典藏使用者行為研究、網路資訊取用行為分析、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

數位落差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以及數位化學術

資源公共近用議題等，進行廣泛深入的討論。 
 

此外，於本計畫 97 年度展延期間，與中研院共同籌備舉辦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 and Comm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ACIA)研討會，此研

討會邀集國內外與公眾授權議題相關之產業團隊、專案執行團隊、學術領

導人等，共商公眾授權文化的亞洲價值觀與法律觀。 
 
（2）與公開徵案團隊緊密合作： 

 
96 年度和與本子計畫關注議題相關之公開徵案團隊緊密合作，發展跨媒體

平台播放技術、數位典藏影音成果加值製作、網路影音平台建置、提昇資

訊素養與數位典藏資訊使用研究、以及各式推廣活動籌辦等。 
 
（3）相關推廣活動參與： 

 
參與國內外相關重要研討會、組織。理解現今數位典藏技術、政策、應用

等發展方向，並分享經驗。除此之外，本子計畫積極與數典內部相關計畫

緊密合作，協同合作各項數典成果推展教育工作，有效促進社會認知。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6 年度從「學術理論扎根」、「研

究調查執行」、「籌備相關推廣活動」等三目標來執行本研究，本計畫以上述規劃

之年度執行目標與自我訂位，著手執行各項工作內容，且已達成多項年度目標並

具實際產出。本年度子計畫之相關重要執行成果、績效指標、與貢獻度於此結案

報告文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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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架構： 
 

在數位典藏第一期之「文物典藏」策略目標獲得豐碩資料量之際，總計畫

下一步需要思考的議題是：數量如此龐大的「數位典藏資料」如何能藉由各種傳

播管道，使它們成為使用者所真正可以輕易吸收、使用的「資訊」，並利用這些

資訊「加值」為可進一步傳散的知識或故事。這種從使用者面向切入的思維代表

了數位典藏資料在內容呈現上急需變革，進一步說，就整體規劃之策略思考面而

言，二期計畫所規劃訴求之使用者與目標，勢將面臨極大轉折。 
 

有鑑於此，數位典藏計畫辦公室在二期籌備階段便提出了以下重要參考原

則：第二期規劃應與第一期的特點不同，需著重於創新面，而非僅是單純的延續

性數位化工作；第二期規劃應注意產業、教育、研究等以知識導向的應用規劃；

另外還要注重典藏品的分享與流通機制規劃等原則。 
 

第二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共分為三個主軸分項計畫與二個核心分項

計畫，三個主軸分項計畫分別是「拓展臺灣數位典藏」、「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

業發展」以及「推動國際合作網路」，以期具體實踐三項主要目標。而「技術研

發」、「營運管理」兩個核心分項計畫，則共同協助國家型計畫辦公室推動數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工作的進行，整體計畫架構請參考下圖 1： 
 

 
圖 1：雙核心三主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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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總計畫之組織架構關係呈現如下圖 2(數位典藏二期規劃組織架構圖)： 
 

 
圖 2：數位典藏二期規劃組織架構圖 

 
數位典藏二期計畫在整體規劃脈絡上，已經從資料建構導向，轉型至使用

者與資料應用導向。數典資料的如何持續深化，如何創造商業產值，如何充分運

用在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如何建置友善平台，如何妥善管理等議題，將是數典二

期執行規劃過程中，最重要的核心提問。 
 

其中，數位典藏二期計畫之第二分項─「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被

賦予的重點任務包含：「整合創新」、「深化加值」、與「有效傳播」等；換言之，

第二分項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關心數位典藏永續發展的議題。數位典藏二期計

畫之第二分項規劃涵蓋五個子計畫，其組織架構如下圖 3、計畫成員如表 1，本

研究團隊負責規劃、執行第三子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該子計畫主要

從傳播學角度切入，具體檢驗第一期數位典藏呈現效果，以具創新、創造力的思

維為典藏品在學術與文化面向上的永續經營模式，做出具體貢獻。本子計畫之組

織成員名單請參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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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組織架構圖 

 
表 1：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之計畫項目與主持人簡表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機構/系所 職稱 計畫名稱 
總計畫 劉靜怡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 
副教授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

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總
計畫 

子計畫一 朱則剛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

子計畫 
子計畫二 謝銘洋 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教授 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

推動子計畫 
子計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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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四 羅世宏 國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副教授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

畫 
子計畫五 孫春在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科學

系 
教授 數位典藏推廣應用公

開徵選子計畫 
 
 
 

分項子計畫一：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 

分項子計畫二：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

分項子計畫三：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分項子計畫四：人文與社會發展 

分項子計畫五： 

數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 

第二分項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 

外部公開徵選計畫：包括一期

參與之典藏單位與機構，以及

各類政府與民間文化、內容、

軟體等相關加值產業） 

第二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核

心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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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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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學

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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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主持人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翁秀琪 計畫主持

人 

12 個月 
專案統合研究與執

行 
專 長 大眾傳播學、新聞學 

最高學

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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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共同主

持人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方念萱 

計畫共同

主持人 
12 個月 

協助專案統合研

究與執行 

專 長 網路文化、言說分析、傳播科技與社會 
最高學

歷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博士 

重要經

歷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6 年度共同主

持人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孫式文 

計畫共同

主持人 
12 個月 

協助專案統合研

究與執行 

專 長 傳播理論、隱喻研究、閱聽人 

李嘉維 
專任助理 12 個月 

各項研究行政工

作執行 
 

國立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班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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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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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迺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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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在學中 

莊則敬 
兼任助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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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映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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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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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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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從「整體數典計畫架構」→「分項計畫架構」→「子計畫架構」依序

說明 96 年度之計畫雛型與執行架構。整體數位典藏計畫自第一期執行至今，計

畫數量與團隊龐大且相對分散，然而透過定期參與分項會議、以及專案計畫內部

的研究會議，本計畫於 96 年度除深入了解數位典藏計畫過往數年所累積之成果

外，同時也和分項計畫內其他子計畫在研究與活動執行工作上建立緊密合作關

係。 
 
於子計畫內部，則由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與兩位計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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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本計畫共聘用專任助理一名、博士班兼任助理兩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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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計畫亦積極與政治大學內部其他研究團隊建立協同合作關係，例如與政

治大學傳播學院的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相互交流16，透過分享研究成果或安排演

講方式，促進院內與校內研究團隊對於國內數位典藏計畫成果之了解，達成研究

資源整合交流之綜效。 

                                                 
16 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計畫網站：http://www4.nccu.edu.tw/ezkm12/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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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計畫核心策略與問題意識： 
 

(一) 子計畫主要核心策略： 

 

本計畫所思考之問題意識，實呼應數典總計畫所賦予「第二分項子計畫三」

之核心策略（如下圖 4 所示）： 
 
 

總 計 畫

子 計 畫 一 ： 數 位 人 才 培 育
與 學 習 子 計 畫

子 計 畫 二 ： 產 業 平 台 與
規 範 機 制 推 動 子 計 畫

子 計 畫 三 ： 學 術 應 用 與
文 化 傳 佈 子 計 畫

子計畫 四： 人文 與社會 發展
子 計 畫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管理
Commons Administration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
Commons Access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共通
Commons Interoperability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
Commons Distribution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使用
Commons Utilization

文化層面 Culture

學術層面 Academic

社經層面 Socio-economic

教育層面 Education

子 計 畫 五 ： 典 藏 推 廣 應 用
公 開 徵 選 子 計 畫

[總計畫核心價值]

CASE
[第二分項核心策略]

創造、永續經營全民公共資產
第二分項計畫架構

 
圖 4：總計畫核心價值、計畫架構與核心策略對應關係圖 

 
於該核心策略架構中，子計畫三需由「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的研究

焦點出發，探討數位典藏作為公共資產過程中，與「近用」、「傳播」相關議題，

並思考數位典藏成果如何真正成為本地重要文化公共資產，達到數位典藏成果全

民共用共享之最終關懷。準此研究方針，本專案計畫針對子計畫三設置三個主要

研究執行標的，分別為：探討「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相關概念，「數典平台使

用者研究」，以及「相關應用推廣計畫執行」，達成理論研究與實做操作之相輔相

成。 
 

針對公共資產相關概念的研究，實為推動數典內涵傳播與應用將面臨的首

要課題。因本計畫為推動「公共資產近用（access）」與「公共資產傳播

（distribution）」兩大任務，無可避免地需面對「智慧財產權」17對公共資產的諸

                                                 
17 若依數典網站上的版權聲明所著記（http://www.ndap.org.tw/copyright.php），強調數典內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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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設限，因此公共資產之「使用」爭議勢先獲得一定程度的討論與共識，子計畫

三方能站在合法、合理的立足點上，推動典藏內容近用方面的應用，並企圖近一

步達成有效傳佈之效果。 
 
因此，本子計畫希望以「創用 CC 條款（Creative Commons）」18作為研究標

的之一，於該領域所發展的著作權利規範19或推廣團體借光，並試圖構築本地相

關之「知識公共資產（Knowledge Commons）20」討論，相輔而成本計畫之論述

主軸。進一步而言，若將數位典藏內容轉化為公共資產時，得知其在使用與傳佈

過程的可行性，如何達到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推廣之效果，在公共資產的

討論層次上，實有相互應用、交疊之必要。 
 

除了公共資產概念的討論之外，本計畫將另一重點研究標的設定為「深化

數典使用者研究關鍵要素」。就數典使用者理論研究工作而言，可以略分為「縱

向」及「橫向」的聚合機制。以「縱向」而言，因數位典藏二期計畫承接了一期

計畫的豐碩研究成果，本計畫延續性的拓展使用族群，創造數典一期的附加價值

與知識內涵。其次，在橫向的「整合」部分，本計畫進一步以傳播知能為本位，

吸納人文、社會、自然及美學等各個學門，結合該領域的知識、技術與內容，建

構人文、學術與社會的知識匯流場域與社群，以期發揮各種難以預料的可能性與

推廣效果。透過以上討論，本計畫融合上述圖 4 之總計畫核心價值圖，整理組織

成為本計畫之核心價值與執行策略關聯圖(如下圖 5)，並據此研究策略進一步擬

定本研究 96 年度之核心問題意識。 
 
簡言之，本計畫將秉持以兩個研究標的為主（即「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

究」、「數典平台使用者研究」）之雙核心運行方式，輔以各項數典應用推廣工作，

不但將達成各項預期研究成果，並充分完成數位典藏第二期第二分項所交付之任

務內容。96 年度計畫執行架構與細部研究內容將於下一章節說明。 
 

 
 

 
 
 

                                                                                                                                           
限於個人及非商業目的的情況下，使用者可依「智慧財產權法律」之相關規範。 

18 Creative Commons 並無統一譯名，諸如「創意公用」、「創意公眾」、「創作共用」、「創

作共享」等，Creative Commons Taiwan 選擇以「創用 CC 」作為其中文譯名。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tw）。 
19 係指包涵「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相同方式分享」等 CC 核心授權

概念。 
20 係指強調開放科學知識、研究工具、研究資料，以供眾人能取得再利用的「知識創用」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lessigletter/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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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核心價值與執行策略關聯圖 

 
整體而言，第二分項乃一「整合型」研究，意即隸屬於第二分項當中的各

子計畫，盡管彼此關心的議題層面不同，惟需彼此緊密合作來共同達成推動人文

社會經濟產業發展之分項核心任務。以「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來說，本

計畫將以傳播學的角度，來分析探討數位典藏成果在學術應用層面中可能遭遇的

困難與解決之道；另一方面，本分項亦被賦予向大眾推廣典藏成果的重要責任。

綜合上述任務，本計畫旨在增進學術社群和社會公眾對於數位典藏之公共資產的

認知、使用、及參與。據此，本子計畫 96 年度從「學術應用面向」、以及「文化

傳佈面向」等二面向來構思主要研究問題意識： 
 
(二) 學術應用面向問題意識： 
 
1. 內容面： 

 如何強化數位典藏一期之典藏內容，增加學術使用之便利性。 
 從學術使用者或教育應用者的角度出發，規劃發展新的典藏標的，以拓展

新型態之典藏主題。 
 針對本地知識近用現況，廣泛徵詢蒐集學院研究人員與學術資源使用者意

見。 
 
2. 平台面： 

 檢討目前數位典藏一期之平台呈現方式，透過研究調查，廣泛提供應用性

建議。 
 從學術使用者或教育應用者的角度，徵詢相關使用者對於目前平台之使用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 

Commons Access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 

Commons Distribution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使用 

Commons Utilization 

數典平台使用者研究： 

理論建構與深化使用者經

驗調查 

應用推廣計畫 

文化推展層面 

學術研究層面 

知識共享層面 

子三計畫研究執行策略 數位典藏永續經營 研究核心價值 

應用服務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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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修訂建議。 
 針對發展新的使用平台，調查學術使用者或教育應用者的想法與期望為

何。 
 
3. 傳佈面： 

 作為文化公共資產，數位典藏一期之典藏內容在傳佈、使用方面，已經或

將會實際遭遇什麼問題，數典二期該如何因應？ 
 參考國外經驗，嘗試為數位典藏內容之學術或教育使用層面，架構一系統

制式的公共資產使用規範。 
 嘗試組織研究學術社群，討論牽涉學術公共資產近用以及研究成果使用權

之相關問題，以及促成本地學術公有地相關議題之討論。 
 檢視本地數位化學術資源近用現況，提出理論分析觀點以及後續檢討建

議。 
 
(三) 文化傳佈面向問題意識： 
 
1. 內容面： 

 一般社會大眾或使用者，對於數位典藏之典藏成果知曉程度如何，是否具

相關使用經驗。 
 一般社會大眾或使用者對於數位典藏工作與成果應用有何期望與想法。 
 如何從使用者研究角度出發，並藉由新的數位典藏內容進一步擴大使用族

群、並發展相關傳播理論。 
 
2. 平台面： 

 針對目前建置之數位典藏平台，進行大規模網路使用者調查，描繪使用者

分佈狀況與調查使用行為。 
 基於使用者研究成果，以分析日後若要建置使用者導向之數典入口平台，

目標使用者真正在乎的關鍵要素為何。 
 積極介紹與導入 web2.0 新媒介觀念來規劃新的入口平台，進而達成擴大

使用族群與使用意願之目的。 
 思考如何透過公開徵案機制，直接促成媒介平台實驗技術發展與跨媒體內

容製播工作。 
 
3. 傳佈面： 

 作為文化公共資產，數位典藏一期之典藏內容在大眾傳佈與成果使用方

面，已經或將會實際遭遇什麼問題。 
 目前使用於文化創意公共資產授權方面的研究與發展，如何注入應用到數

位典藏授權領域，會遭遇什麼問題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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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與其他媒介的合作創新數位典藏內容之產出模式，利用多樣化的媒體

傳播強化文化傳佈之力量。 
 從 ANT 理論分析角度，分析「創用 CC 本地傳佈歷程」，以理解本地公共

文化之生成根基與脈絡。 
 網路使用者一般之資訊取用行為如何分析，目前數位典藏成果對於使用者

之資訊意義為何？ 
 如何有效運用公開徵案機制，促成數典內容之活化與應用，並有效促進一

般社會大眾對於數典成果之認知與興趣。 
 

綜上所述，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之實際計畫執行內容，

實將超過單純的「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兩論述主題。子三計畫之執行複雜

性來自於本計畫執行範圍涵蓋了理論研究、使用者調查、媒體實做、創意發想、

及協助執行各式推廣活動等。除了研究手段與執行內容之多樣化外，學術應用與

文化傳佈兩個論題本身，同時也與許多研究主體及執行層面上高度相關、相互重

疊。本計畫從核心策略與問題意識出發之研究工作與分析觀點，皆屬創新性，且

未曾於數典相關計畫中被執行討論，相關成果對於數典永續經營策略必有重要參

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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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理論建構與現象分析部份主要成果： 
 
一、計畫研究架構：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傳播學領域的專業知識來試圖達成數位

典藏成果之「公共資產近用」與「公共資產傳播」兩項任務。在仔細檢視數位典

藏一期成果呈現方式，使用者樣態、以及資料開放近用程度等面向後，本計畫決

定分別從「使用者理論基礎研究」、「資訊取用行為分析」、「建立學術公有地概

念」、「本地 CC 傳佈歷程分析」、以及「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等不同面向，來

分析與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傳播」行為相關之議題領域。期第一年的執行

成果除了為往後研究奠定理論架構基礎之外，更能在未來能夠改善本地學術資源

近用困難現象、幫助數位典藏成果有效擴大使用族群、以提昇典藏成果之近用

性，讓數位典藏成果進一步真正向外推展。 
 

總個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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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應用層面，

我們發現「學術資源公眾釋出問題」為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一致面臨的挑戰；數位

典藏成果亦然。所以我們嘗試掌握瞭解各方對於「學術公共資產研究」此一概念

的看法、疑慮、想像，希望就本地現況處境，提出整合式的架構，以期逐步解決

「數位典藏作為學術應用素材」過程中的實際操作障礙。我們在學術公共資產問

題方面最終的目的是經由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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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就文化資產運用的另一面向而言，目前的數位典藏素材，例如聯合

目錄，曾嘗試考慮以 CC 方式公眾釋出，意味著數位典藏的長遠目標確實是以文

化公共財的眼光來經營。本研究團隊嘗試描繪 CC 在國內之活動網絡結構，透過

貼近觀察這些人的想法、作法，我們發現了瞭解與再構本地共用、共享之文化根

基的重要性；第一年所針對 CC 觀念引入推展過程的收集與描繪有利對既有與可

能文化共享基磐的瞭解與再建。另，台灣本土的文化公眾授權釋出推廣經驗研究

心得，亦可回饋至學術公共產概念推廣這方面。 
 

如嘗試去深耕台灣的「文化公共資產」與「學術公共資產」工作，必須促

成產、官、學、研、使用者各界的充分對話與凝聚共識。在這之前，我們希望去

釐清各個位置所應扮演的角色、責任、與認知，同時聚合數位典藏計畫的主事者、

出資者、規劃者、監督者、執行者、使用者等等人進行討論，以達成行動研究似

地參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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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數位化、典藏化、近用創造，都倚恃發展中的平台介面。促成一個健

全的「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供應鏈之形成，這涉及各種層次的傳播

問題像是「使用者經驗問題」、「資訊取用問題」、「傳播介面設計問題」、「美感經

驗問題」、「傳播效度問題」、「行銷策略問題」等等關鍵要素。本專案在「傳佈關

鍵要素研究」部份所要進行的工作，便是逐年挑選一關鍵要素深入研究，以廣泛

的傳播過程來思考此一關鍵要素與數位典藏成果推展之關聯性。 
 

於 96 年度的研究當中，我們嘗試提出「數典平台使用者」這個研究主體，

並針對其「使用經驗」、與「資訊取用行為」等關鍵要素來研究，並持續進行理

論細緻化、具體化這關鍵要素之影響性，以及衍生出其他相關傳播要素研究方

向。於「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面向中，本計畫將嘗試從本地學術資源近用

障礙與創用 CC 傳佈歷程等兩方面著手分析。下圖 621為本計畫之「執行策略」、

「研究標的」與「研究實施步驟」之整體概念架構圖。 

                                                 
2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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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6 年度計畫執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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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主要研究標的： 
 
子計畫三之研究任務，重點為探討數位典藏成果於「學術應用」與「文化

傳佈」面向之相關議題，探討此類議題之研究視角將在先期數位典藏建構者的

觀點之外，增添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的理論視野，也就從學術社群

與社會公眾的觀點探討數位典藏成果之資訊價值、使用方式、傳佈取徑、推廣

策略等議題。探究使用者觀點之前，我們先要釐清「數位資料如何合理地被使

用」的問題。這個提問的解答過程與結果，最後勢必又將緊緊牽動著先前已述

及之子三計畫重點核心策略，即「數位典藏公共資產的近用」與「數位典藏公

共資產的傳佈」之最後研究發展樣貌。 
 

基於上述思考，本計畫設定「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概念」與「數典平台與

使用研究」作為本計畫之兩大研究標的： 
 
1.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概念： 
 
就「公共資產」研究標的而言，本計畫以「CC」與「SC」組織研究分述之： 
 

 CC 組織研究： 
 

Creative Commons 為一種發展中的文化創意作品授權模式，該模式讓創作人

得以藉由選擇性釋放出對於自身作品的標示、使用、分享與改作等權利，來

增進作品的擴散，保障自身權利，並釐清作品使用人之權利義務。CC 授權

之涵蓋範圍可以包含了印刷品、各種平台的視訊音訊產品、網路頁面、文件

檔案、以及圖片等等，舉凡一切創作模式皆可任意套用組合 CC 的四種授權

要素，來標明此作品之授權範圍。 
 
CC 是在創作人獲得保障的前提之下，讓創作品得以合法合理之流通使用的

嶄新著作權簽署方式。目前國內相繼有中研院的「創用 CC」與民間

「ccGarden」等單位在作 CC 授權條款之中文化、教育推廣、以及實際創作

推廣等。 
 
本研究認為，如要討論當前公共資產之使用權議題，Creative Commons 的授

權條款概念具有重要參考價值。合理的授權條款同時保障了著作權人以及使

用者，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CC 之實際使用者、目前的 CC 平台架構、以及相

關智產問題進行研究。除希望健全台灣 CC 使用成熟度之外，並希望透過將

CC 研究整合進整體二期分項當中，能為數位典藏計畫之推廣過程所可能遭

遇之問題提供參考工具。本年度將進行本地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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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與研究，尤其是援用數位典藏前期計畫成果的文化與學術創用（推廣過

程中的議題、本地共享創造所遇到的難題等等），同時為深化脈絡分析故，

觀察、回溯本地「共享」(commons)文化根基。 
 

 SC 組織研究： 
 

Science Commons 為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機制研究下所衍生出來的新議

題。其研究標的由 CC 所討論的創作品，轉換至「科學研究領域」。科學研

究的進展絕大多數奠基在各個領域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然而隨著智慧財產

權愈加擴權保障，許多科學研究的成果分享過程反而愈加受阻。尤其是牽涉

專利權與資料庫使用這部份，目前急需一套可行機制來為科學社群的知識分

享架構一套友善機制。 
 
準此，SC 的成立，就是援引已由 CC 建構出的開放授權操作雛型與概念，

並改善利用於科學成果的分享機制之上。透過組織執行各項專案與專題，讓

科學研究成果的分享能兼具效率與公平。 
 
子計畫三要深化研究 SC 組織，深入探討學術資源近用議題，並參考國外成

功案例。除了期望 SC 研究標的能解決數位典藏資料庫與研究成果之相關授

權使用問題外，更期望能透過辦理研討會或座談等方式，近一步組織本地的

SC 社群，逐漸將 SC 的學術知識公共化概念介紹到國內各個科學研究領域

當中。 
 
2. 數典平台與使用研究： 
 
就「數典平台與使用研究」之研究標的而言，以「平台優化」與「內容推展」

兩個面向分述之： 
 

 平台優化： 
 
目前數位典藏一期之主要對外平台為網路形式的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網站，其

網站形式為單純的數位典藏成果分類收納以及初級資料內容呈現。對於非專

業研究人員來說，這樣的網站呈現方式，充其量呈現了一期數位典藏的典藏

成果規模，然而，這些資料本身比較缺乏學術之外的魅力，缺乏包裝與互動

的呈現實難以勾起大眾的廣泛注意，這對於推廣數位典藏的研究成果而言是

非常可惜的。 
 
因此子計畫三將要結合第二分項其他子計畫的力量，共同思考如何建置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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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導向的新網路入口平台。這個平台建立之意義在於讓數位典藏更貼近

於使用者需求，我們思考如何精緻包裝一期數位典藏內容、研究新網路呈現

型態的實踐可能、並進一步嘗試打破內容使用者與內容提供者之界線。創造

正面的使用者經驗是推廣任何商品時最基礎的要求，子計畫三將從傳播學角

度，解讀使用者需求，並追求最有效的傳播效果。 
 

今日運用 web2.0 概念建置之網站，正逐漸爆發出巨大產值，而開發數位典

藏產值又為二期計畫的目標之一。子三計畫期望透過以新觀念建置之新入口

網站，未來也能為數位典藏計畫逐漸貢獻產值。 
 

 內容推展： 
 
數位典藏一期典藏內容的純學術取向間接阻擋了一般網路使用者的使用意

願。子三計畫的重要任務，是以數位典藏一期成果為素材，藉由創意發想與

包裝發展成為新內容，透過多種媒體通路向大眾傳佈數位典藏概念。且本計

畫強調媒體素材的「多次使用」概念，即所製作之相同媒體內容必須要能充

分應用在不同的媒介平台上。 
 
現今的媒體力量絕非單向化的，強調互動式與創造完美使用者經驗的媒體方

具吸引力與影響力，這種趨勢正呼應著市場由「知識經濟」轉向至「意義經

濟」的典範移轉歷程。簡單的來說，數位典藏成果的推廣與數位內容的發展，

實為一體兩面。本計畫將要求新製作之媒體內容要擁有「說故事」能力，用

深具吸引力的手法，將數位典藏成果介紹給大眾，同時引導讓觀眾也能透過

本計畫所提供的平台，把他們的故事說給大家聽。 
 
整體而言，子三計畫的兩個研究標的「公共資產概念」與「數典一期內容推

展」彼此在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兩相關議題方面是緊密

連結的。透過五年期的計畫執行進程，本計畫將廣泛達成深化公共授權機制

認知、與推廣拓展數位典藏內容之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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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象分析與理論建構： 
 

總個來說，96 年度「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專業傳播領

域知識，結合使用者導向觀念，以及探索本地公眾授權機制與推行脈絡等方式，

嘗試為推廣數位典藏應用研究帶進全新的視野與觀點。本子計畫在數位典藏之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議題方面，主要關心面向涵蓋： 
 
(一)、本計畫從「使用者」角度來思考數位典藏成果之使用情境與使用行為。過

往一期數位典藏計畫著重在發展典藏技術，而本子計畫透過觀察使用者之

介面互動經驗，與資訊取用行為等，來反向思考數位典藏呈現方式與使用

情境等相關議題，讓未來數位典藏成果能夠更加貼近使用者需求。並期望

這方面的研究與發現，可以為日後數位典藏呈現設計提出建議。 
 
(一)、相對於創用 CC 條款在國內外皆已開始推展工作，然而關於學術社群之研

究成果公眾授權近用則在國內尚未受到重視。學術資源近用事實上是一個

更加廣泛的知識分享倫理議題，在國外學術研究機構以商業化、營利化為

經營前提之下，學術資料已有愈難取得之趨勢。那麼國內學術資源近用狀

況如何？面臨著什麼挑戰？且這項工作在本地該如何制定推動策略？ 
 
(二)、隨著網路高度發展，學術著作數位化程度議題隨之接種而來，那麼國內外

數位出版狀況又如何？已經有什麼樣不同的成功經營模式出現？此外，我

們也欲檢視數位典藏一期成果採納授權條款之實際使用與落實狀況。採用

的過程會發生什麼爭議？又該如何解決？ 
 
(三)、創用 CC 在本地已經推行將近四年22，在這幾年的過程中，其推展脈絡可

如何被觀看厚描？哪些重要的人、事、物牽動著本地推廣 CC 文化運動的

各個環節。且 CC 文化資產公眾授權運動推廣過程，可以帶給未來國內推

動學術資源近用運動時什麼實用策略建議？ 
 
(四)、 數位典藏成果之加值應用為數位典藏二期重要的拓展方向。以數典一期

豐碩的典藏成果與多樣化的網路平台內容為基礎，相信加值服務發展前景

可期。本子計畫第一年執行期間，與公開徵案單位密切合作，共同發展

cc\open science 平台建置計畫、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辦理、數典學術應用、

與多媒體平台播放技術等相關領域，期達到擴大數位典藏應用範圍與使用

者基礎之實際效果。 
  
 

                                                 
22 資料來源：台灣創用 CC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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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96 年度以研究「公共資產概念」與「數

位典藏使用者」為主要標的。在「公共資產概念」研究方面，分別進行「國內

Creative Commons 傳散脈絡研究」、以及「科學公有地概念研究」，研究成果論文，

已於各研討會公開發表23。「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方面，則進行「從使用者出

發的網路資源使用研究」、以及「資料取用行為模式分析」等研究，完成兩篇學

術論文，並公開發表24。在學術研究方面，子計畫於 96 年度結合使用深度訪談、

使用者調查、相關論壇籌備等方式蒐集了豐富研究資料，並建構對於國內公共資

產概念傳散與數典使用者行為之初步理論架構。 
 
除學術研究專論之外，子計畫並與公開徵案團隊密切合作，深入參與數位典

藏之學術應用研究與數典成果推展工作。96 年度共執行「cc/open science 國內網

路平台建置計畫」、「媒體加值內容與跨平台播放技術發展計畫」、「數位典藏成果

學術應用計畫」、以及「數位典藏藝術節計畫」等徵案計畫，分別在數位典藏成

果加值應用、數位典藏成果推廣、以及資訊教育等面向上獲得成功。 
 
回顧 96 年度子計畫在現象分析與理論建構方面的研究執行成果，以及與徵

案之合作經驗，我們挖掘了在實際試圖推展「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工作時的現況與困境，這些現象皆有待更深入的探討，以幫助數位典藏計畫持續

蓬勃發展與永續經營。由於本子計畫乃一研究型計畫，故 96 年度我們花費大量

時間閱讀摘要研究文獻，嘗試建立全新的理論架構，並作為相關調查工作之基

礎。此外，本子計畫深入蒐集分析國內外相關發展現況，力求研究內容貼近本地

數典發展環境，同時擷取參考國外政策經驗或組織發展，希冀本子計畫之研究成

果能為數典計畫帶來實際參考價值。 
 
根據本計畫第一年研究所得，旨在推動學術傳佈與文化生產的創用（CC）

與科學公有地（Open Science）要在本地生根、轉化，成為在地文化質素，二

者共同面臨的困境以及猶待進一步探究、處理的議題如下： 
 

1. 使用動機不夠強烈、推展過程中型塑動機的方向未定、對著作權認識與想像

有限： 
 

過往研究指出，知識共享並非貶抑、忽視著作權，反而是更看出著作權之

為一種分享的權力與想像的重要性，但目前似乎沒有任何人或機構，有足夠的動

機或誘因來改變目前的體制，而這可能是目前創用 CC 最引人憂心的困境（康

                                                 
23 本計畫於 96 年 12 月 1 日、2 日，與「授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共同合辦「數位近

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研究論文。 
另有兩篇論文分別發表於 96 年 8 月 1 日舉辦之「CC\Open Science 台北國際研討會」。與

96 年 11 月 17 日舉辦之「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 
24 發表於「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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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2005）25。如何提高著作權人採行創用 CC 機制的動機、多方提供誘因，實

為 CC 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張永強、康勤、蔡東廷，2005）26。就學術知識散

佈上，就有不少人注意到困境 ──理想上，希望大學間不再彼此控告侵犯

patent、科學家不再抱怨部分研究發現遭到封鎖，研究因社群缺乏共享文化而故

步自封，但是事實上，舉例而言，大多數受僱於研究機構等組織的科學工作者，

其僱聘契約中會載明要把他們的智慧財產權讓渡給僱請他們的組織，為其所獨

有；此外，Science Commons 執行長 John Wilbanks 也曾指出，科學工作者為

求自己的文章登上著名的科學期刊，而願意將文章的著作權轉讓給期刊，他人難

以以期刊規約以外的、利己利群的方式沿用。這種屬於組織規範的「箝制」行動，

附屬在工作、出版等特定條件下，讓學者迫於現實考量，很難改變這樣的體制，

目前也缺乏足夠的動機去挑戰體制、改變這樣的運作系統。動機是重要的；需要

動機促使科學家、研究者想要更進一步接近他人的研究成果、思考彼此開放的可

能性（Foster，2004）27。 
 
有人思考創用 CC 文化中可能的 business model,也有人認為推廣文化時強

調的動機不必言（己）利。在我們第一年的訪談中也有人提出使用者動機可能著

眼於自古已然的分享精神；一如網路共享文化的精髓，談 CC，固然與著作權有

關，但是更重要的是開放這一己「擁有」的權利而與作品、與社群建立、恢復一

種自古皆然的共同關係。有人提出這才是使用者的動機、應該提倡維護的動機與

作法。 
 
不論為求創用 CC 精神生根的目的與宣揚的作法為何、這兩者是否抵觸或

是能相互協力以發揚、維護文化資產，首先，喚醒使用者的意識與相關議題是首

要的；其次，深究各種可能的動機並引發對話，促使議題在地化。 
 

2. 缺乏授權資料庫之統整平台、而社會對運用網路資源的認知待修正 ： 
 

過往研究指出，創用 CC 組織本身並沒有提供資料庫，如此可能造成資料

無法統籌管理與有系統的呈現，如果可以建立創用 CC 授權平台，統籌彙整並且

建立完整分類可供迅速檢索的資料庫，依據產業、領域來區分，如此可以由各領

域產業來推動，並提供更大曝光率的誘因，鼓吹創作人使用創用 CC 授權條款（康

勤，2005）。NII 執行長吳國維也認為，目前台灣缺乏整合性 CC 作品的入口平

台，導致 CC 作品搜尋不易，影響作品的使用率及創作人採用 CC 授權的意願28。 
                                                 
25 康勤（2005）。＜著作權保護之新選擇—以創用 CC 在台灣為例＞，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

文。 
26 盧文祥（2005）。〈從著作財產權授權利用之困境探討創意共享機制之推展〉，《東吳法律

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頁 249-296。 
27 Foster, Andrea L.（2004）. Who Should Own Scienc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8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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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展 science commons 的角度來看，學術界也有相同的問題，在台灣，

與每年學術文章的產量相比，目前學術文章成為網路全文電子檔的比例並不算

高，而且散居網路各處，例如特定學者的個人部落格、限定使用者身份的大學圖

書館網站、提供付費使用的數位出版公司…等，使得資料的「流通」變成「流竄」，

收集不易，而且由於缺少有系統的搜尋引擎，往往不容易精確找到相關的學術文

章，耗力耗時。傳播學者馮建三即指出，國家圖書館一直想推展期刊資料庫，但

是進度緩慢，而且只有商業單軌，沒有 commons 系統，缺乏統整性平台的困境

可見一斑29。  
 
除了有無統整的平台這議題之外，長久以來.社會大眾對於即得即用的網路

資源的態度與行為也可能成為建立創用文化的障礙。網路上的資源即使垂手可

得，也必須是合法、合理使用才行，這個觀念真的需要花上大量的宣導與時間來

矯正；CC、science commons 授權既鼓勵資源開放，也讓人了解在網路世界並

不是個人自由氾濫的國度。然而，要培養建立這樣的理念，要花不少時間30。 
 
3. 政府相關部門缺乏持續主動的昭示與作法： 
 

中央與地方政府主要部會單位多有出版品或收集有相關統計資料、法令規

章等，這些文件本應向大眾推廣、鼓勵援用，因此，道理上，CC 授權應為理想

的公布昭示形式。但是 NII 執行長吳國維認為，目前政府的態度不夠積極、穩定，

在資源分配上缺乏長遠細緻的考量，目標導向不夠強烈，以致分配狀況不盡合

理；政府相關部門對 CC 的使用率低；相關人員對 CC 的理解不夠清楚、精確，

而法律是講求精確的，模糊的態度會影響到接下來要進行的事情以及達成的目

標。此外，他觀察道，社會氣氛使然，使得公務人員寧願錦上添花把經費投注在

已經發展的很不錯的地方，也不願雪中送炭將資源投注在剛起步或尚未成形的機

構、想法，以免屆時出狀況會有貪污圖利之嫌31。  
 

事實上，政府在某些時候是可以站在合理又有力的立場，來推動 CC 或

science commons，就以國內的學術研討會為例，每年舉辦學術研討會約 9,000
場，發表 46,000 篇以上論文，來自國科會等公家單位的補助突破 8,000 萬（翁

秀琪，2007），然而，研討會後，這些論文往往不知去向。這些贊助款都是公帑，

身為贊助來源的公家單位，其實是可以用是否贊助的方式，來規範這些研討會的

主辦單位，要將研討會的論文有系統地整理、釋出，變成公共資源。 
 

                                                 
29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9 月 14 日 
30 E 先生（2007 年 6 月）。＜創用 CC 使用者的經驗談＞，《創用 CC 電子報》第十四期。檢

索日期：2007 年 5 月 11 日，取自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maillist/archive/014 
31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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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計劃第一年的文獻收集中就發現，  在 1931 年成立的  ICSU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從人類近用（科學）知識的權利

來看就相當具有指標性意義。 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有 103 個科學組織和 27 
個國際科學學會的成員。 ICSU 強調科學知識的普及性（the universality of 
science ），科學家行動結盟、表達和傳播的自由， 平等近用資料、資訊與研究

材料的權利。（ Vaagan, 2007）32在全球化的此時，一方面我們要敦促國家、政

府正視創用 CC、科學公有地的議題與其可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

意跨國、全球、倡議性國際組織的成立與發展，援引他人經驗、結盟交流。 
 
4. 現有授權條款的適用性、本地化以及推動創用 CC 文化社群的角色、協力問

題： 

不同使用者所面臨的法律問題和考量不一定相同，所以目前的 CC 授權條

款不見得能適用於本地所有實務上的狀況，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莊庭瑞

指出，有人表示希望釋出之後只限於教育目的使用，但是目前的 CC 授權條款沒

有「限用於教育目的」的條件33。又例如莫勒（Erik Möller）對於 CC 非商業性

授權條款的批評（轉引自 Lessig，2005）34，他指出，像維基百科這樣具備合作

性質的平台，非商業性授權的作品無法編進維基百科內，因為維基百科是由大家

合力編寫的，要將內容區分為可以和不可以商業性使用，基本上是不可能的。然

而，Lessig（2005）也承認，CC 授權條款本身就存在和其他模式不相容的問題，

他提到，因為設計不同，「要將使用自由文件授權條款（FDL;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授權的內容，與使用對等 CC 授權的內容重混在一起（一起使用），是

不可能的」。此外，在日前有關創用 CC 3.0 版的網路討論中，也曾觸及有關非商

業性授權條款是否具有感染性的議題35。 

 
在 open science 方面，在各學術領域中，不同學科有不同的研究方法、合

作方式，現有條款是否能在保障學者的努力成果、維持學術期刊公信力的條件

下，適用分類歧異的各學科？這都是值得關注的面向。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

所長莊庭瑞在接受訪談時曾提到，生命科學家們在做研究時，有時要求彼此寄送

的資料不是論文，而是生物檢體（像是病菌等），它們之間會達成協議來規範拿

到檢體的人可以怎麼使用、想使用檢體的人在什麼方式下可以索取，像是把這個

資料拿去做其他目的的研究，或是授權對方使用資料但仍必須維持其完整性與一

                                                 
32 Vaagan, Robert W..(2007). "Open Standards in Scienctific Communication and Publishing", 

in Nordicom Review 28,1: 111-122. 
33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7 月 16 日 
34 資料來源：Lessig,L.（2005 年 12 月 7 日）＜雷席格的 CC 每週通信（十）：論重要的自由

＞，《雷席格的 CC 每週通信》，檢索日期：2007 年 9 月 19 日，取自：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lessigletter/10 
35 資料來源：創用 CC 的 Google 線上討論室。網址：http://groups.google.com/group/cctw-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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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36。生命科學領域的操作方式就不見得能應用在不同領域、資料屬性與用處

不同的場域、社群中。 
 

本子計劃第一年的訪談中，受訪者同時提到台灣近年來推動 CC 授權的過

程裡社群是否形成？想像是否相近？為推動文化而採行的目的手段之間有無衝

突？角色分工的問題（像是出資的 funding agency 的立場權限？推動者的準備

與角色認知）等等，都亟需再釐清。 
 
5. 文化生根、模式建立上的問題： 
 

要向以商業利益為重的企業、創作人推廣 CC 概念並非易事。深訪時有人

提及將 CC 概念向學界、政府推廣會比較容易，但向將創作品當成商品的人在溝

通上會產生問題。CC 主席伊藤穰一認為，一些唱片公司已經開始嘗試無版權保

護音樂的可行性，但電影業，他覺得會比較慢。好萊塢的片商太習慣於他們多年

來重覆銷售同一套內容的商業模式，要他們接受分享或創用 CC，短期內還不太

可能會看到（馬培治，2007）37。然而，NII 執行長吳國維認為，CC 和商業利

益可以是不相衝突的，就現實面來考量，若 CC 的概念使得創作人無法藉著自己

的作品維生，這樣的運作模式註定失敗，因此應想出一套合理的商業機制，讓創

作人願意貢獻自己的作品、並從中獲利，且合乎 CC 的原始精神38。目前

Magnatune39採用的就是這樣的方式，歡迎創作人提供作品 ── Magnatune
這線上的音樂供需園地就是由一群專業的音樂人去評估音樂的品質，並提供消費

者完整的音樂試聽，讓消費者選擇下載購買喜歡的音樂，並在購買之前，清楚告

訴消費者將可以如何使用這音樂。 
 

至於從 open science 的角度來看學術出版，國外的學術期刊出版早已進入

商業模式，但反觀國內的學術期刊多是由學會、系所來慘澹經營，市場量小，獲

利可能性極低。因此，比商業考量更嚴重的問題是，很多學術期刊苦撐一陣後無

以為繼，面臨停刊，如果以 science commons 的方式來解決，學者的努力成果

將不致因沒有發表園地而無法發聲，但至於是否可以發展成國外期刊的商業模

式，還要從整個出版業的大環境來評估。此外，還要考慮如何避免有壟斷之虞，

反而與創用文化愈行愈遠，例如 Google 的數位圖書館計畫。Google 計畫在 2015
年之前將約 1500 萬本的藏書完成數位化，並經由 Google 來連結閱讀。在國外

                                                 
36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7 月 16 日 
37 資料來源：馬培治（2007）。＜專訪創用 CC 主席：新授權模式可解決版權爭端＞上網日期：

2007 年 9 月 1 日。取自：http://www.zdnet.com.tw/news/web/0,2000085679,20121694,00.htm 
38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9 月 14 日 
39 可參考網址：http://magnatu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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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是強勢且利潤高的行業，Google 這樣的作法引起許多出版業者的質疑（辜

雅蕾，2007）40。 
 

在整理分析了本計畫第一年研究中得見的議題與難處之外，計劃接下去的目

標與工作也就更為清晰、具體。以下就析論本計劃在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上

將要持續進行的工作。 
 

在建立、推廣以豐厚的數典資產為本的創用 CC 文化上，我們將持續進行本

地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發展脈絡與研究，尤其是援用數位典藏前期計畫

成果的文化與學術創用（推廣過程中的議題、本地共享創造所遇到的難題等等），

同時為深化脈絡分析故，觀察、回溯本地「共享」(commons)文化根基。 
 
在學術領域中創建科學公有地的觀念與場域上，既然科學公有地（Open 

Science）為近年國際間熱烈迴響之運動，本是試圖解決科學研究與學術社群受

諸多授權條款桎梏，而國內公共領域和學術社群對科學公有地的理念尚未形成氣

候，缺乏集體動員、領導組織與相關研究，所以本子計畫領銜導入科學公有地觀

念、推廣公共資源傳佈、建制科學公有地平台，深入了解目前國內授權條款對公

共資產的諸多設限，探討研究出資者、學刊出版者、學術研究者及資料取用者對

科學公有地之想像與問題。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6 年度之「現象分析與理論建構」工作主

要規劃從「使用者理論研究領域」、「學術資產公眾近用研究領域」、以及「文化

資產公眾近用研究」等三領域出發執行。此三個研究領域分別關照到「公共文化

近用端」、「文化成果傳佈端」、以及「學術資源典藏端」，本子計畫之基本出發點

是將數位典藏成果視為一本地的重要學術與文化公共資源，分析相關現象發展、

以及尋求適切理論分析基礎，再回頭反思數位典藏成果之傳佈與近用議題。以下

現象分析與理論探討部份之著述內容，乃從本子計畫 96 年度所撰寫之各項研究

報告、管考報告、或現象分析資訊中所節錄，原始詳盡內容可參閱本結案報告「附

錄二」之全文資料。以下分別就上述三大研究方向之現象分析與理論探討作摘要

整理說明： 

                                                 
40 資料來源：辜雅蕾（2007 年 2 月）。＜Google 在紐約舉辦數位出版座談＞，《創用 CC 電子

報》第十期。上網日期：2007 年 5 月 11 日，取自：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maillist/archive/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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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者理論研究領域： 
 

1. 數典平台使用與傳佈困境：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布」子計畫之執行目的之一，是要將數位典藏資料放

在社會脈絡下，並從使用者的角度出發，探討網路資料（含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所典藏的數位資料）使用與傳佈的可能。從文獻探討、深度訪談、以及實際操作，

我們瞭解數位典藏網站現階段的傳佈因其使用上的困難而陷入停滯不前的窘

境。且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皆缺乏足夠吸引力，對於網站機能與訴求受眾定義不明。 
 

根據一份針對數位典藏網站之實用性所進行的研究發現(翁子晴，2005)41，

國中美術教師準備教材時，數典網站並非主要的資料收集管道；使用過程中常遇

到以下幾點困難：資訊呈現太過於學術，使用時必須加以轉換，否則學生無法理

解，也因此無法讓學生直接上線瀏覽及學習使用;網站內容資訊分佈過於零散，

導致使用者必須花費許多時間搜尋；數位典藏的網站圖片因不夠細緻、解析度不

夠難以運用於教學;網站連結及下載速度過慢致使瀏覽不便，影響上課流暢度;許
多數位典藏網站仍未完成或是無法連接，讓使用者的期待落空，降低使用意願;
數位典藏網站搜尋功能讓使用者受挫而放棄使用。 

 
茲舉「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網站」為例。目前數位典藏計畫以「聯合目錄」

網站作為所有典藏內容的主要後設資料倉儲與入口網站，除此之外，數位典藏計

畫又另外架設了「數位 101：經典意象珍藏台灣」網站42。據了解，最初數位 101
網站架設目的，就是為了要彌補聯合目錄的稍嫌呆板以及鬆散之狀況43。然而細

看 flash 版的數位 101 網站，卻除了在網站主頁採用博物館形象，圖像化網站初

級架構之外，其內容呈現方式、與資料分類邏輯等，其實皆與聯合目錄大同小異，

可想而知，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目前的這些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皆缺乏足夠吸引

力。 
 

援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文獻，重新勾勒數位典藏的使用與傳佈時，我們需

明確界定兩個概念，其一是使用者；數位典藏在學術應用與文化傳布過程中的使

用者，不是一個無個別差異的整體，也不是強調個人自主性而共享樣貌的個體，

而是背景交疊、脈絡相牽的群體，如學術工作者、教育從事者、文化工作者、文

史工作者、文化消費者等群體。我們的計畫以「數典平台的使用者」取代「使用

者」這個泛稱，具體指稱此類群體，以其彰顯使用數位典藏時，由社會結構、生

活脈絡、工作任務所形塑而成的自主性樣態。 
                                                 
41 翁子晴（2005）。<數位典藏藝術相關網站之使用經驗研究：以國中美術教師為例>。 國立交

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 
42 網址：http://digital101.ndap.org.tw/ 
43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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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概念為「使用」。「數典平台的使用者」的指稱同時界定「使用」這

個概念。在數位平台上，「使用」指涉了不同層次的「用」，無論是提供平台內容、

利用平台承載內容，或是取用平台內容，在其「用」的過程中對資料的選擇、擷

取、保存等皆是解析「使用」時的重要面向。當我們說「數典平台使用者」的時

候，指涉的不僅是原創者、上傳廣佈者，也包括擷取、近用，傳遞典藏了的、數

位化了的學術/文化結晶的人。 
 
此外，從人機互動的角度看待「使用」，也有許多當代重要議題與計劃中使

用者的分析有關 ──從認知行為主義的傳播觀點來看，與媒體互動過程中所產生

的刺激與反應(Mediation and Moderation)、網路上可進行的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使用者在過程中的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運作與行為反射

的分析等，皆直接受到媒體介面設計與訊息設計影響44。這種影響反應甚至可藉

由儀器，偵測使用者的視覺區域移動，並做出行為預測。 
 
除了「視覺感知經驗」外，在多項數位典藏成果展示活動中45，我們還發現

了「觸覺」的重要性。許多公開徵案作品，開始嘗試以觸控的方式來增加與使用

者之間的互動性。 
 
在訴諸美學經驗的設計潮流下，前述之視覺感官設計、觸覺感官設計、甚

至更實驗性的嗅覺感官設計46，都逐漸成為媒體使用整體經驗的一部分。因此本

計畫在使用者經驗研究部份，連結了生活脈絡以及人透過身體所感知的各種經

驗，來討論使用者與科技人造物之間的準社會互動關係(para-social interaction)。
另外也從 Embodiment 理論進一步探討媒體使用過程中，人的生理心理運作，以

及行為動作與身體之間的關係47。 
 
總個來說，96 年度本子計畫在數典平台使用者研究部分為兩個面向，其一

為「平台使用者」，其二為「資訊取用行為」。在「平台使用者」面向之具體施為

包含，分從傳播學、認知科學、人機互動等多方角度發展資料收集與分析的框架。

一方面企圖勾勒當前與將來可能的數典平台使用者樣貌、一方面希冀在數典平台

建立之後、創用 cc 平台建立之後、數典成果轉製完成的成果在新媒體平台上露

出之後以我們發展的理論分析框架進行分析。 

                                                 
44 資料引述自：96 年度本計畫舉辦之演講內容。講題：Where the minds meet the message。 

講者：交通大學 陶振超老師。 
45 受邀參與活動包含： 
「點石成金：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一期總成果展」(96.03.10，故宮地下一樓) 
「擁抱數位、湧現台灣：95 年度內容開發公開徵選計畫成果展」(96.05.19，誠品信義店) 

46 資料來源：http://www.digiscents.com/blog/index.php 
47 資料來源為本計畫於「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發表之

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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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計畫從更基礎的科技使用者理論、以及資訊選取行為理論著手研究，

分別進行了深度訪談、使用者調查等。期望第一年度的研究心得，能從使用者角

度提供數位典藏介面設計實際建議，以促進數位典藏之成果近用與應用。 
 
在資訊選取行為研究部份，本計畫則分別採用 channel repertoire 理論的使用

者平台集中現象，人機介面設計要素理論，以及資訊留存行為等方式，來解析網

路使用者資訊選取行為樣態，並嘗試解析目前的數位典藏成果近用性不足之深度

原因48。以下針對「使用者研究理論紮根與調查分析」、「資訊取用行為分析」兩

部份再做說明。 
 
 

                                                 
48 資料來源：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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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研究理論紮根與調查分析： 
 
◎ 網路使用者準社會互動理論建構： 

本子計畫 96~97 年度，探討國內、外網路使用者研究相關文獻，發現網路

使用者與網際網路間的互動，不僅是過去大眾傳播與閱聽人研究的重要課題，更

是當代人機互動（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簡稱 HCI）研究不容忽視的特殊

經驗。因此，本子計畫使用者研究援引 1956 年，美國芝加哥學派媒介社會學者

Horton 和 Wohl 所提出的「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PSP） 概念，

來研究當代的人機關係，打造網路使用者與網際網路間的「新」準社會互動經驗。 

使用者與科技在過去經常被視為分開的兩件事，試圖尋找兩者間的關連

性，將使用者與科技視為一體的兩面，視為一種「共構」（co-constructed），則

是近幾年研究使用者與科技關係的新趨勢（Oudshoorn and Pinch, 2005）。

Oudshoorn 和 Pinch（2005a）進一步將使用者與科技的研究取向區分為以下四

類49：1、社會建構科技取向（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簡稱 SCOT
取向）；2、女性主義取向（Feminist Approaches）；3、使用者研究的符號學取

向：設定與劇本（Semiotic Approaches to Users: Configuration and Script）；4、
文化與媒體研究取向：消費與家庭（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Consumption and 
Domestication）。50 

至於何謂科技的使用者？有哪些理論取徑可以用來研究科技的使用者？人

如何跟科技互動？人和科技的互動究竟有何特色？人和科技互動與人和人互動

間有何異同？以上問題一直是傳播領域，也是認知科學領域，特別是探討人機互

動（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以下簡稱 HCI）理論念茲在茲的重要研究議題。 
 
本研究的理論打造要回到「準社會互動」這個五 O 年代就在傳播領域出現

的概念，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是「使用者中心」的，它關心個別的閱聽人如

何和大眾媒體節目中的人物角色互動，與當代從「系統中心模式」轉向

「使用者中心模式」的意旨相同。根據相關理論，使用者會因為媒體內

容的豐富度和使用者對於媒體內容的評價，而影響其對於媒體內容的使

用程度（Nielsen, 2003; Nielsen & Tahir, 2002; 翁子晴,2005; Kumar & 

                                                 
49對於使用者與科技共構研究取向有興趣的讀者，建議可以閱讀 Oudshoorn,與 Pinch 在 2005 年

編輯出版的《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一書，特別是

兩位編者所寫的導論。 
50除了這四種研究取向外，近年有關使用者與科技和社會之間關係的研究，還應該加上 ANT 理

論（以 Latour 的研究為代表）（Latour and Woolgar, 1979; Latour, 1988; Latour, 2005）和活動

理論（Activity Theory，以 Engestrom 的研究為代表）（Engestrom, 198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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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basat, 2002）。相關理論，會在本文後續的概念化中繼續討論。 
 
二、「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是強調「互動」的。Horton 和 Wohl 堅守芝加

哥學派符號互動論立場，認為人的自我認同取決於他是否能成功扮演其

社會角色，並依此角色與人互動。 
 
三、芝加哥學派強調「活生生的經驗」（felt experience），雖然 Horton 和 Wohl

原文中並未在這部分有所著力，但這正是本文可以在理論上強化補充的

部分，這也符合當代從使用者、閱聽人的生活脈絡切入進行研究的旨

趣。人類從把活生生的經驗變得有意義的過程中，可以得知「自己是

誰」，在上述過程中，科技（含傳播科技）扮演了重要的角色（McCarthy 
and Wright, 2004）。 

 
四、「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缺乏對於「社群」（其他的人）的討論。本文則

強調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與社群中其他人的互動，例如：教師除了可以

自己在家中以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數位內容製作教案外，也可以到學

校和其他的老師討論、分享使用的經驗。因此，使用的經驗不只是個人

與資訊的互動，也應該包括把使用經驗和他人分享的互動過程。 
 
本研究在以上四個脈絡下，進一步耙梳相關理論，分為認知面（包括可用性、

內容結構與網站可辨識程度）、情感面／美感經驗及體驗面／使用經驗，以及準

社會互動經驗，以利打造本研究的理論工具，構築本研究的理論架構，進行從使

用者經驗出發的網路資源使用理論初探。綜觀過去對於網路使用者互動研究的文

獻，多半單從認知面或情感面出發，並未見有如本研究將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

面融為一爐後，再加以研究者。 
 
除上述理論基礎發展之外，本研究繼續分別針對「認知面：可用性、內容結

構和網站可辨識度」、「情感面／美感經驗」、「體驗面／使用經驗：感官體驗的豐

富度」、「準社會互動：經驗與意義的連結」、「人口學變項及其他變項的說明」等

各研究概念進行細緻概念化工程工作。 
 
在網路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經驗中，人造物從電視變成網際網路，被動的受

眾變成多功的使用者。因此，為了能夠深入捕捉數位典藏入口網站與其使用者間

的準社會互動經驗，本子計畫透過「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盤點」及「數位典藏入口

網站網路問卷調查」，探討數位典藏入口網站（與使用者最常使用的網站）的「認

知面」（含可用性、內容結構和網站可辨識程度）、「情感面」和「體驗面」，是否

會影響網路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經驗，及其關鍵因素（理論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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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PSP 準社會互動理論概念圖 

◎ 研究問題： 

透過文獻回顧及研究工具之打造，本研究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影響網路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之主要因素為何？ 

研究問題二：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準社會互動經驗、人口學變

項及使用目的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 2-1：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網站內容認知、可用認知、

情感、體驗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 2-2：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人口學變項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 

問題 2-3：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使用目的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 2-4：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不同使用的目的上，及準社

會互動經驗是否有顯著差異？ 

研究問題三、網路使用行為與準社會互動經驗之間的相關性及影響性為何？ 

問題 3-1：各種網路使用行為，和網站的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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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是否有所關連？ 

問題 3-2：網站之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夠預

測網站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經驗？ 

問題 3-3：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預測數典網

站之準社會互動經驗？ 

問題 3-4：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是否能預測一般內

容網站之準社會互動經驗？ 

問題 3-5：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在控制人口統計變

項、使用目的後，仍有無預測網路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的能

力？ 

◎ 數典入口網站盤點與網路問卷調查51 

為了充份掌握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的建制，本研究擇取十二個數位典藏入口

網站進行內容盤點，包括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 101html 版、數位 101flash
版、典藏數位台灣珍藏版、典藏數位台灣導覽版、典藏數位台灣體驗版、數位島

嶼、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VCenter、數位典藏金銀島、拓展

台灣數位典藏、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之分項計畫等網站，因為

以上網站除了是目前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最主要的入口網站，也是維運和推

廣情況較佳的重點網站52。 

一、入口網站盤點結果 

透過網站盤點的研究發現，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的目標使用者，主要集中在

以下二種類型。首先是以數典計畫相關人士為訴求而設計的網站，例如數位典藏

聯合目錄、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拓展台灣數位典藏、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網站。

其次，是以一般社會大眾為訴求，側重藝術創作、展示成果的綜合性網站設計，

例如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數位島嶼、數位金銀島等。因此，可以初步將數

位典藏入口網站分為「數典計畫總入口」、「數典成果總入口」及「數典分項計

畫入口」等三種類型，如下圖所示。 

                                                 
51 使用者網路問卷調查實際執行說明，敬請參考本結案報告「肆、本計畫研究調查執行部份主

要成果」說明。 
52 透過 Alexa 網站流量調查工具，發現在數位典藏網站（http://ndap.org.tw）中，主要被瀏

覽的網頁有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拓展台灣數位典藏

及數位島嶼等，均列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其他網站均為數位典藏研究計畫相關單位所設，

於計畫內部或外部具舉足輕重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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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數典入口網站分類架構圖 

透過與數典計畫對入口網站的規畫性質而言，三者的目標使用者以及網站

的訴求皆大不相同。就數典計畫的總入口而言，是為計畫相關的使用者服務，內

容以官方的資訊傳達為主，例如經典意象珍藏台灣、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網站。

其次則以各子計畫需要為主要考量所設計的網站，諸如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

數位島嶼、數位金銀島。最後，才是以一般使用者為訴求的成果型網站，即典藏

數位台灣(珍藏、導覽、體驗)、數位典藏聯合目錄、V-center、數位 101。因此，

數位典藏入口網站應該就其所訴求的對象，提高不同網站設計構面的考量。 

此外，透過網站盤點發現，大部分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資料檢索方面，提

供使用者多種設計，包括了主題式、關鍵字、特色、地圖式、典藏機構等導覽，

足以提高網站的可用面。然而，多數網站導覽提供各式各樣相關連結，從內部的

資料庫到外部的資料庫，網站或網頁彼此高度重疊，命名相似，內容相關，主題

不明，反而容易讓使用者產生困擾。例如，從典藏數位台灣的導覽版，會連結到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從典藏數位台灣的珍藏版，會連結到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的

網頁；從典藏數位台灣的體驗版，會連結到 Vcenter 等網站。 

相同地，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種類繁多，若從入口網站試圖檢索時，也因為

網站的命名近似，性質近似，使得一般的網路使用者較無法知悉網站的相關性或

差異性。例如從 Google 入口網站上，檢索「數位典藏」四字，在檢索結果的第

一頁會出現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典藏金銀島、內容發展

分項計畫、典藏數位台灣等網站，這些網站也是在數位典藏網站中，重要性及曝

光度較高的網站。然而，其他透過數位典藏四個字較難檢索到的網站，其受一般

使用者知曉或近用的可能性也較低，例如數位 101、數位島嶼及數位典藏與學習

計畫，但這些網站在數位典藏研究計畫的推動中，卻是非常重要的網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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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大部分的數典網站而言，普偏著重於內容及認知面的建制，但欠缺可辨

視度、可用、情感及體驗面的網站與內容，故一般使用者對數位典藏的知曉度較

低，認同度也無法提高。 

二、網路問卷調查結果 

另一方面，本子計畫透過國立政治大學線上問卷調查系統53建制問卷，並發

放給政治大學全校師生填答，另外，刊登於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發送數位典藏電

子報及相關 BBS 版。自 2008 年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止，填答人次為 2,392 份，

完整填答為 1,945 份，完整填答率為 81.31%。在填答者來源分佈上，主要透過

電子郵件收到本問卷調查的訊息，並上網填答（84.5%），其次為透過數位典藏

相關網站登入填答（8.4%）。進一步，填答者中有使用過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共有

645 份問卷，以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入口網站使用率最高（35%），其次為數位典

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18%），第三為經典意象珍藏台灣（13%），請參

考下圖。 

(1)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35%

(2)數位101（htm版）

5%

(3)數位101（flash版）

2%

(4)典藏，數位，台灣！

11%

(5)數位島嶼

9%

(6)經典意象珍藏台灣－數

位典藏國家計畫

13%

(7)Vcenter

2%

(8)數位典藏金銀島

3%

(9)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

2%

(10)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

18%

 
圖 9：網路問卷數典網站使用者分佈狀況 

透過網路問卷調查及主要成份因素分析發現，網站的認知面（含可用性和

內容結構）、情感面和體驗面的確可以預測網站使用者的準互動經驗，其中又以

                                                 
53政大問卷調查系統所建制的網路問卷網址為：

http://questionnaire.nccu.edu.tw/questionnaire/answerQuaire.jsp?Quaire_id=120642

819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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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面的解釋力最強，其次分別為體驗面、內容面和可用面。此一使用者理論架

構不僅可解釋數典相關網站使用者，連非數典相關網站使用者（我們請他們填答

最常使用的網站）的準社會互動經驗皆一體適用（翁秀琪等，2008）54。 

值得注意的是，數位典藏使用者和最常使用網站者在使用目的上有顯著的

差異。在數位典藏使用者中，有 50.4％的人的使用目的是「學術使用」，其次才

是「個人興趣」（18.7％），而最常使用網站者的部分，有 57.9％的人的使用目的

是「休閒使用」，其次也是「個人興趣」（18.9％）。就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使用

者而言，會因為使用目的的不同而影響其準社會互動行為。至於最常使用網站者

的部分，則並不會受到其使用目的的不同而影響其準社會互動行為。 

進一步，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和最常使用之網站，在學術、休間、藝術、興

趣使用目的上，互動經驗是否會有差異。有趣的是，研究結果發現不論使用目的

是學術、教材、休閒、藝術或興趣，最常使用網站的準互動平均分數均較數位典

藏網站為高，其中又以「休閒使用」二者間的差異最為顯著（p<.001），其次依

次是學術使用（p<.01）、藝術使用和興趣使用（二者均為 p<.05），只有在教材使

用上，兩者之間的差異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值得注意的是，數位典藏網站的定位

以學術使用為主，但是在學術使用上，最常使用網站的準社會互動平均分數還是

比數位網站使用者高。 
 

透過以上初步分析討論，97 年度所建構的網路使用者理論構面和準互動量

表具有一定程度的信效度，惟採取網路問卷調查方法，樣本代表性難免不足，難

以概論母體。因此，98 年度的使用者研究，本子計畫認為可以透過學術界、文

化界的使用經驗為藍本，發掘數典使用上的潛在問題，再以隨機抽樣進行，檢定

本研究建立的理論架構，更能增進研究信效度。 
 
從上述第一年的現象研究發現中，本子計畫認為，在執行「數位典藏學術

應用與文化傳佈」分析的過程中，學術與應用遇合的真正關鍵在於最終能打造共

創、近用文化的基磐、觀念與文化數典計劃的關懷方得落實，且由行動使其永續、

深化。國內學術資源共享機制、數位典藏各種近用與使用問題等議題之處理，皆

非一蹴可及；本子計畫將在明年度以及往後數年，持續關注這些議題，並求對國

內公共資產傳播與數位典藏近用提供實際幫助。值基於上述數典使用者研究觀

察，本計畫發展創新性使用者理論，以嘗試深入挖掘數典使用者樣態，以及未來

改善使用者介面的可行之道。 
 

                                                 
54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念萱、李嘉維、陳映潔（2008）。＜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使

用研究：理論建構、網站盤點與使用者研究＞。即將發表於 12.1-2 日的子計畫國際研討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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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取用行為分析： 
 

子計畫於資訊取用行為方面之研究分析，主要由 96 年度計畫共同主持人孫

式文老師發展了<數位典藏的傳布擘劃：以資訊取用為啟始>一研究報告，並公

開發表於「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中。該文從「數位典藏的傳播管道」開

始說起，雖然各類數位通訊媒介皆有可能成為數典的傳播管道，然而數典目前的

公共近用管道主要還是網際網路。截至 2007 年 1 月 15 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

口約 1,523 萬人，整體人口上網率達 66.91%，12 歲以人口上網率是 67.77％55，

故數位典藏的傳布擘劃即應以網路為主要傳播管道。 
 
根據我們的分析觀察，目前「數位典藏傳布困境」主要問題在於，1.數典網

站不是主要的資料蒐集管道；2.數典網站的資訊內容過於學術；3.數典網站的功

能操作不易，資訊的呈現與分類不佳。本研究從媒介因素和使用者因素交互作用

的觀點，針對前述三點數典傳布困境，討論數典傳布的目標界定與擘劃取徑問

題，並分別提出推論、建議、與問題： 
 
1. 數典網站不是主要的資料蒐集管道： 

 如何看待此問題對數典傳布的影響？ 
 

 使用者媒介選用行為的集中現象： 
◎ 頻道目組（Channel Repertoire）：在電視頻道日益擴增的收視環

境中，傳播學者發現閱聽人的受視偏好與行為並非隨機的

散佈在所有可供選擇的頻道中，而是集中在部分頻道，形

成固定收視不超過 12 個頻道的 頻道目組 (Heeter, 1985; 
Heeter & Greenberg, 1988; Ferguson & Perse, 1993) 
 

◎ 網站目組(Web Repertoire)：網際網路也有使用者大量集中於少數

網站的現象（Webster & Lin, 2002; Yim, 2003)。 
 

◎ 搜尋引擎目組 (Search Engine Repertoire)：2004 年 6 月美國平均

每一天有 3,800 萬人使用搜尋引擎，到 2005 年 9 月增加至

近 5,900 萬人，63%的受訪者表示每天都會使用搜尋引擎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使用者群集的影響： 
雙重障礙效果（Double Jeopardy effect） 
長尾理論 （long tail theory) 

                                                 
55 資料來源：《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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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集中度對網路媒介的影響：對於網路媒介，使用者的集中度

與常態使用行為有何關係？因網路媒介而發展出的長尾理論（long 
tail theory）應適用於網路本身；網路媒介，特別是非營利性、非商

業性網站，應當會出現規模小但忠誠的使用群。 Google 的發展降低

進入意願，提高合作意願。 
 

 推論、建議、與問題：推論：數典網站目前不是，將來也不可能是

使用者蒐集資料的主要管道。 建議：數典網站的傳布目標應當是務

實的定位在拓展忠誠的、固定的使用者，而非爭取成為一般大眾的

主要資訊管道。問題：什麼樣的使用者是數典網站欲求的使用者？ 
 
2. 數典網站的資訊內容過於學術： 

 如何看待此問題對數典傳布的影響？ 
 

 可信度： 
◎ 訊息（報導、故事）, 
◎ 消息來源（組織、個人） 

◎ 媒介 （渠道、管道）(Sundar, 1999) 
 

 可信度的影響性：高可信度的感知導致高說服效果 (Pornpitakpan, 
2004；Tormala, Brinol, & Petty, 2007)，高可信度的感知導致高度依賴

與使用(Wanta, ＆ Hu 1994)。 
 

 網站可信度研究：對於健康資訊網站，消息來源可性度與資訊品質

是重要的網站評估面向，並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Logan, Fun, & 
Cheh, 2006)。網域名稱會影響科學性網站的可信度評估，實驗結果

顯示.gov 的可信度感知顯著的高於.com 的可信度 (Treise, 
Walsh-Childers, Weigold, & Friedman, 2003)。 

 
 推論、建議、與問題：推論：數典網站的學術性資訊內容，及其國

家型科技計畫的性質，可成為發展數典網站可信度的利基。建議：

提升數典網站的可信度。問題：數典網站如何從教育、學術應用拓

展至其他社群？（公開徵選計畫是一項好策略） 
 
3. 數典網站的功能操作不易，資訊的呈現與分類不佳： 

 通則性的建議：介面的可用性、正面使用經驗。 
 可否針對數典的使用，做出特定的功能規劃、介面設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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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數典的（自發性）使用者？ 

◎ 數典的資訊符合何種資訊需求？ 
 

 台灣民眾的網路使用行為56： 
瀏覽網頁資訊(67.37%) 
電子郵件(40.34%)、 
搜尋資料(26.44%) 
網路即時傳呼/網路交友 MSN, ICQ (24.18%) 
網路遊戲（18.72%） 
下載檔案（8.02%） 
網路購物(8.01%) 

 
 數典網站的使用是瀏覽還是資料搜尋？網路上的資訊瀏覽與搜尋行

為，似乎不再拘限於解決問題、降低不確定性的需求。網際網路逐

漸成為人們發展興趣、培養嗜好的資訊收集工具，PEW 2007 的調查

結果顯示 83%的美國網路使用者曾經透過網路搜尋嗜好相關資訊，

這些人中，近 3 成（29%）的人幾乎是天天上網收尋嗜好相關資訊。 
 

 發展嗜好的案例：“I discovered I could view art images of all kinds 
through museums and libraries around the world. I was just thrilled to be 
able to access this for my own education and enjoyment.＂ 

 
 可否故事化數典資訊使其同時滿足認知與情感、教育與娛樂的需

求？ 
 

本資訊取用行為研究，即針對上述 1.數典網站不是主要的資料蒐集管道；

2.數典網站的資訊內容過於學術；3.數典網站的功能操作不易，資訊的呈現與分

類不佳等三大議題方向，出發分析數位典藏網站呈現方式與資訊取用行為議題。

最後還提出由兩級傳播到多群集串聯的數典傳布網絡分析概念。兩級傳播簡言之

即代表傳播過程＝親身傳播＋媒介傳播，因此不同的社會群體有不同的資訊管

道，而不同的資訊管道對不同的社會群體有不同的影響力。這種分析觀點還需注

意網路的節點、連結功能可用於建構數位典藏多層次的、多群集串聯的傳布網

絡。此研究為傳播觀點出發的網路資訊取用創新性分析，過往並未見從相關理論

觀點出發分析數位典藏議題之相關研究，足可供各界參考發想。 
 

                                                 
56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2007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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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資產公眾近用研究領域：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於「學術資產公眾近用」領域之研

究，主要從三個方向著手：首先是針對國外 Science Commons 組織進行細緻分析

研究，了解其主要工作項目與關懷面向；再者，本計畫連結本地與全球學術資源

開放近用現況，作比較性分析；最後，再輔以深訪調查與籌備相關論壇，希望能

實際促成相關領域之深入討論。本子計畫在「學術資產公眾近用研究領域」之執

行觀點，即在於綜合國外現勢觀察、以及本地發展現況，以期有助於未來本地發

展相關組織或議題。於「深訪調查與籌備論壇」部份，敬請參閱本結案報告「肆、

本計畫研究調查執行部份主要成果」中說明，此處主要針對、「學術公眾資產分

享困境」、「國外 Science Commons 組織研究」、以及「國內外學術資源開放近用

議題」等三部份作研究成果說明： 
 
 

1. 學術公眾資產分享困境： 
 

西方學術機構以朝向商業化獲利模式發展的潮流之下，學術資源的功利主

義化、封閉化，正是現在面臨的最大挑戰，而本地困境除了數位化程度不足外，

另外學術期刊還面臨身處「無獲利市場」中，當前並無兼具獲利模式與期刊刊載

成果公開以供近用模式的另類思考。且部份資料數位化或數位典藏成果未能公開

供近用，造成資訊封閉等問題。 
 

在本計畫 96 年度針對「學術資源共享」議題進行研究時，我們接觸到了下

面這些事實資料57： 
 

◎ 1955 年，Jonas Salk 為全世界人類發明了最成功的小兒麻痺疫苗。有

人問它，為甚麼不申請專利。他回答道：「這麼作就好像把太陽當作自

己的專利來申請一樣。」 
◎ 自 1986 年以來，生活物價水平上漲了 73%，但學術期刊價格漲幅卻

高達 273%。 
◎ 目前版權法律保障作者權利至身後 70 年，想想 70 年可以有多大的變

化。70 年前，我們甚至不知道 DNA 當中存有基因序列。 
◎ 根據調查，在 90 年中期時，34%的遺傳學家在申請安全使用其他學院

的研究資料時遭到拒絕。2002 年調查數字則提升到 47%。 
 
不可否認，在西方學術機構以朝向商業化獲利模式發展的潮流之下，學術資

                                                 
57 資料來源：http://science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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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功利主義化、封閉化，正是現在面臨的最大挑戰(Washburn, 200658；Bok, 
200459 )。CC 創辦人之一，網路法律與智慧財產專家 Boyle（2003）60則認為，

我們現今面對的是「第二次圈地運動」(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一種「對

於人類心靈的圈地運動」，有別第一次的圈地運動（十二到十九世紀，歐洲資產

階級或封建貴族強占農民土地、公有地變成私有牧場、農場），第二次的圈地運

動則是強佔智識、創作與心靈的結晶。 
 
如果國外發展現況是如此，那麼反觀國內則是面臨了不同層次的挑戰。在

96 年之研究執行過程中，曾有學術研究人員指出，當他在尋找資料時，發現了

一種荒謬的現象，即英文資料最容易取得，且最為豐富，次為中國大陸的資料，

反倒是台灣產製的學術資料，取得最為困難61。這是國內學術資源數位化程度的

問題。 
 
根據資料顯示， 台灣目前有超過 70%以上的學術文獻資料缺乏數位化。 全

國每年的學術研討會約 9,000 場，發表論文超過 46,000 篇，透過政府補助金額超

過 8,000 萬以上，但是資料卻多半不知去向。 台灣目前將學位論文電子化的大

學約有 60 家左右， 仍有超過 100 家以上的大學學位論文完全沒有數位化。 台
灣公開發行期刊 4200 種以上，數位化比例不到 22%，只有不到 800 種期刊被資

料庫收錄，在網路上能夠被瀏覽找到的期刊不超過 900 種(翁秀琪，2007)62。 
 
  相較於台灣，中國大陸公開發行的期刊雜誌超過 9,000 種，高達 98%比例

的期刊已經數位化，超過 8,500 種期刊被不同資料庫收錄，這些期刊正在全世界

各國超過 10,000 家以上圖書館中被讀者瀏覽。 
 
由此可知，本地困境除了期刊數位化程度不足外，本地學術期刊還面臨身處

與國外期刊大異其趣的「無獲利市場」中，幾乎靠補助維生；當前並無兼具獲利

模式與期刊刊載成果公開以供近用模式的另類思考。即使資料已經數位化、資料

庫號稱公開了，研究中也有受訪者自述使用經驗時指出，或因建制者藏私、或因

各種學門、行政理由，使用者依然不得其門而入，資料數位化卻未能公開供近用。

此外，在為推動數位化、公開以利近用的建制設計上，不同受訪者對於國家行政

制度在推展學術資源共享這件工作中所該扮演的角色也呈現各種不同的立場63。 

                                                 
58 Washburn, Jennifer. (2006). University, Inc.: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 Basic Books; New Ed edition. 
59 Bok, Derek. (2004).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0 Boyle, J.(2003).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Retrieved 04.12.2007 from http://www.law.duke.edu/journals/66LCPBoyle. 
61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7 月 11 日 
62 翁秀琪（2007 年 8 月）。〈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

例〉，2007 CC 台北國際研討會，台北：劍潭青年活動中心。 
63 以上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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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計畫第一年度挖掘出這些問題之後，接下來要作的是凝聚各界共

識，探尋國內各學科領域所面臨的學術資源分享、授權問題，及其需求。深入研

究國外經驗，為改善國內現況作出具體貢獻。本子計畫期望整合現象分析、理論

探究、促成各界意見交換、以及實際與國外機構接軌等多樣化研究觀點，融合成

為屬於本地的發展策略。學術資源數位化公眾近用工程未來無論對於數典成果應

用推廣、亦或是健全本地學術公有地等皆具重要發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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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 Science Commons 組織研究 
 

Creative Commons 一直覺得該組織有責任「把科學以開放授權（open 

licensing）的方式傳布，以促進分享」，例如 podcast 就是 CC 長期耕耘的計畫之

一，讓文化更能傳播。CC 認為在網路上的開放授權可以促進知識的分享與流通，

讓更多人能貢獻己力，參與複雜系統 (complex systems) 的建構工作。Science 

Commons 是非營利組織 Creative Commons 於 2005 年初成立的一個計畫，該計

畫植基於學術著作及資料的開放近用理念，旨在去除加諸於資訊流通、分享上不

必要的法律及科技限制，以加速科學研究的循環週期及促進科學的進步。  

 

Science Commons 承續著和 Creative Commons 相同的理念，藉助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機制於 2002 年底推出至今累積的寶貴經驗，進一步將 Creative 

Commons 處理的面向——音樂、文字、影音著作等擴大至更複雜的科學層面

(Wilbanks & Boyle, 2006)。 Science Commons 著重於三大主題——出版

(publishing)、授權(licensing)及資料(data)(Science Commons, n.d.m)，分別想解決

的問題是學者與出版商間關於著作的著作權讓渡 (Science Commons, n.d.g)、科

學研究資料在不同機構或研究者間轉移的問題 (Science Commons, n.d.d)、及建

構試驗性神經病學(neurological)研究的開放近用性質的語意網(semantic web)。這

三大主題中「出版」計畫和學術出版關係尤其密切。「出版」計畫的提出主要為

響應近年來提倡開放近用的浪潮，期透過標準化學者與出版商間的契約，來消除

以往傳統學術出版模式所帶給文章作者本身及大眾在取用資料上的不便利。 

 

Science Commons組織在1995年於HighQ Foundation and Creative Commons

的幫助之下所創立。目前的SC辦公室設置在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裡頭64。 

 

SC 可被視為一個完全設於 CC 之下的附屬機構，並且借重於 CC 授權條款

推出後，尤其在 CC 社群及 iCommons 所獲得的成功。不過 SC 也有不同之處。

CC 關注的是個人創作者以及這些創作者的著作權，而 SC 則因組織宗旨的需要

而有比較大的關注對象。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需要是因為，大多數的科學工作者，

                                                 
64 資料來源：http://science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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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有簽過僱聘契約，其中把他們的智慧財產權，讓渡給僱請他們的組織機構。另

一個例子是，科學期刊照習慣都會要求投稿人將著作權讓予期刊出版者，而科學

工作者則很樂意如此轉讓，以換取在所謂「高影響力」期刊上能被刊登引用。於

是整體學術環境便得面臨一個實在屬於集體行動的問題：沒有任何個人或機構，

有足夠的動機或誘因，去改變目前這樣的體制65。 

 

Science Commons 組織認為這種體制，已經開始在科學及學術社群間帶來問

題了。科學性質的文章被鎖在著作權的防火牆裡面，甚至即使在出版商已經賺到

足夠的經濟收益後都還是如此。且著眼於現在有了網際網路這個劃時代的互連通

路，卻因為限制越來越多的版權保護法而讓訊息不能彼此溝通。另外，新的資料

庫保護法開始允許以往所不予許的行為事實專利申請，且學院積極加入了商業機

制內，鼓勵學者廣泛申請專利來謀求商業利益，這樣只會刺激更多的科學研究被

鎖在學院當中。 

 

在現今的科學研究，有時必須去蕪存菁才能真正擷取到有用的東西，因為

知識體實在太過龐大複雜，此時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議題就出現了：目前在公共領

域當中存在的知識和技術還不足以讓我們可以真正自由的運用現有的知識，於是

Science Commons 組織先從學術開放開始努力，例如學術期刊的線上免費近

用，以及促進協作的工具軟體等等。 

 

  一開始，Science Commons 組織致力於管理開放式軟體原始碼（open 

source ） 的 知 識 ， 而 現 在 ， Science Commons 組 織 正 在 處 理

「 Cyberinfrastructure 」， 根 據 美 國 國 家 科 學 基 金 會 (NSF) 的 定 義 ，

「Cyberinfrastructure」如同有形基礎設施，道路，橋樑，電話線路和供水系統

等的物理基礎設施，用以支持現代社會的運作，但「Cyberinfrastructure」是指

以分佈的電腦，資訊信息和通訊技術結合起來，提供一個長期的平台去鼓勵科學

創新，讓研究人員的組成有了更多的可能，賦予現代科學研究工作者從事研究的

新契機。在其它國家大致使用不同的用語闡述同樣的概念，例如在英國和澳洲，

cyberinfrastructure 被稱為「電子科學」（e-science）和「電子商務研究」

                                                 
65 資料來源：改寫自「雷席格的 CC 每週通信（六）：什麼是 Science Commons？ 」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blog/archives/000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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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search）。 

 

在 Science Commons 中，使用術語「Cyberinfrastructure」來指稱這個能

夠幫助科學創新的網絡，廣義來說，更多時候我們也用「協同基礎設施」

（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這個詞指稱這個改進資料的流通的網絡。基礎設

施的元素可以包括：軟體、網路協議、認證制度、發展政策等。科學共享(Science 

Commons) 努力建造一個開放的基礎設施，以促進知識的發現和再利用，並且

尊敬每個合作者，讓他們能夠擁有某種程度的自主權。我們相信這種方式能夠使

全世界的研究者，不論是大型團隊或是小團隊，甚至是個人，都能夠更有效地利

用網際網路，去尋找、分析、建造彼此的研究資料。66 

 

因此，Science Commons組織希望在未來扮演「誠實的中介者」(honest broker)

這個角色，在研究資金出資者及受取者之間、在大學與研究者之間，以及在出資

者及大學之間取得協議。另外，協助移除學術合作研究或創新過程中，所遭遇的

非必要法律、或技術障礙。遠程目標則在於為學術研究社群提供有用的合約。未

來將整合出版品、資料、授權模式等方法，發展出一套真正的整合式研究程序。 

 

目前美國 SC 組織將上述 學術資源分享困境，轉化為三個計畫(projects)

來執行，分別為：1.出版計畫(the publishing project): 宗旨是透過其法律及技術上

的專業知識，幫助科研人員善用這些新的通訊科技。2.授權計畫(the licensing 

project): 以杭廷頓氏症（Huntington’s Disease）做為案例研究標的，試圖探索出

一套「技術信託」制度（technology trust），將智慧財產權的權利保障，連同專

利組合以及其他相關的附帶權利包裝方式，結合在一起。3.以及資料企劃(the data 

project): Science Commons 堅信資料不應被著作權法所保護，做為計劃的一部

份，SC 提供資源給那些為授權問題所苦的資料庫供應者。其次，SC 希望藉由建

立一套完整的資料網、文件網、工具網及政策網，來改進資料的流通67。Science 

Commons 目前在發行、授權、以及資料等三大領域之工作說明如下68： 

 

                                                 
66 資料來源:SC 部落格 

http://sciencecommons.org/weblog/archives/2008/03/24/whats-cyberinfrastructure/ 
67 資料來源：同上註。 
68 資料來源：翻譯整理自 SC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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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行 Publishing 
 

◎ 學術研究人員版權計畫 (Scholar’s Copyright Project) 
計畫目的：提供標準化、責任化的版權同意書，以保障學術研究人員

的研究成果在公開發行之後的權益。 
 
計畫背景：學術研究人員通常透過三種資訊來彼此溝通：1.研究所得

之初級資料；2. 登載在學術期刊當中，經學術同儕檢驗

過對於初級資料之研究詮釋；3 對文章之理解詮釋的後設

資料。而網路的發展大大改變了上述資訊之儲存與分享方

式。 
然而存於作者與學院之間的版權關係，限制了更多新科技

得以運用在學術資源分享用途之上。 
 

主要問題：大多數學術期刊都聲明某種程度的授權性，然而目前卻欠

缺一套完整統一的同意書，可以讓作者可以在決定著作開

放近用的條件下，受到有效的保障。 
 
解決方案的可能形式：首先需要標準化的，是被存取文件之釋出時

間、被存取文件之形式、以及被存取文件之倉儲位置。這

些變相需要以標準化的合約語言來規範。且最後版本的合

約，不單單要律師看得懂而已，應該是一般人都可以看得

懂。 
 
實驗計畫：Open Access Law Program，法律期刊的授權工作。 
 
 

(2) 授權 Licensing 
 

◎ 生物學研究資料移轉計畫 (Biological Materials Transfer Project) 
計畫目的：建立研究工具的情報交換所。 
 
計畫背景：許多與生命研究相關的資料被儲存在各種機構當中，例如

學院研究室、私人研究單位、生技研究公司等等。許多資

料已經註冊專利，許多則尚未。盡管有一些機構已經使用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在交換資訊，然而其中牽

涉的著作權問題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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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問題：各種基金會、私人機構、學院等，如何能在標準化上達成

共識，以促進智慧財產的流通使用？ 
哪種現存的同意書適合被使用來修改作為標準化合約？ 
促進訊息開放使用為發展中國家能提供的幫助。 

 
計畫進行方式：目前由專家學者領導，並在討論群組上讓人們公開提

出他們的疑問與需求。 
 
 

(3) 資料 Data  
 

◎ 神經學公共資產計畫 (Neurocommons) 
計畫目的：讓研究者在沒有限制的環境中，於對的時間得以接觸到對

的文章。 
 
計畫背景：在人類學領域、地理學領域、和海洋生物學領域等提出了

線上資訊所遭遇的問題。例如智慧財產法的擴張讓資訊變

得更難取得、也更昂貴。再者，網路形式的資訊流通管道，

讓資訊的儲存、散佈、授權、與資訊的準確度等問題都逐

漸浮現。另外就是初級資料的經濟價值，讓研究人員不是

全盤失去控制權，要不就是屈服於組織的內部規範之內。 
 
主要任務：招集各領域當中的資料保管人、成員、專家等，共同討論

發展策略。 
以科學領域的公共資產資料作為初期採用示範，供未來

SC-Data 參考。 
參考修改 CC「部份權力保留」之分享方式。 
加強數位研究環境的優勢。 
發現並解決傳統「研究公眾資產」使用的壓力。 
 

計畫進行方式：目前由專家學者領導，並在討論群組上讓人們公開提

出他們的疑問與需求。 
 

美國 Science Commons 組織各種 project 的推動經驗，對於建築本地學術公

有地概念極具參考價值。「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認為，未來幾年的工作，

除了廣泛調查台灣各學術領域資料分享困境外，更重要的是推展類似美國

Science Commons 一樣的正式組織，並針對在地的需求堆動本地的 ope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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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總之，Science Commons 代表了一種新的整合模式，而且很有可能加速科學

發展。在第一年的計畫執行過程中，我們已經初步接觸了 Science Commons 執行

長 John Wilbanks、法律顧問 Thinh Nguyen、以及 Open Society Institute 的 Melissa 

Hagemann 女士等人。第二年之計畫，將持續深入了解這些機構的執行內涵，並

透過參訪、國際會議等方式，增進雙方了解及互動。些國外機構的學術資源分享

計畫執行經驗，對於未來本地學術公有地發展，皆俱最為實用的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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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相關議題分析69 
 

值基於上述現象觀察與組織研究，本子計畫於「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

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中，亦邀集官、學、研等各界，籌備執行一

場「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針對本地學術資源公共化議題進行深入對

談。於論壇籌備期，特由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撰寫「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

知識公共化的省思：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一短文，以及討論綱要供

與會者參考。會後並製作論壇討論逐字稿提供給各相關領域專業人士參考討論。

該引言短文如下表70： 

 

 
表 3：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引言全文表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引言資料 

 
引言題目：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 

 
與談貴賓您好，感謝您播冗參與本「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

近用論壇」。 為幫助您近一步了解引發籌備本論壇之相關問

題意識與動機，特以「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

省思」為題， 除爬梳目前觀察到之現象外，並標幟出一些可

於本論壇中深入探討之議題。並期待透過此次論壇，能進一

步引發國內對於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議題之重視與討

論。 
 

壹、問題意識與現象分析 

 

◎ 研究經費來源與研究產出歸屬問題： 

 

全世界的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學術研究經費，大多來自於公部門的

公共資金，然而學術研究的成果，卻往往被研究者個人、學術期刊出版

                                                 
69 96 年度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針對「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議題，撰寫<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

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論文，全文可參考此結案報告「附錄二」部份。 
 
70 「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議題綱要可參照此結案報告「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

壇」執行摘要說明部份。 



 63

商或專利擁有機構所壟斷，阻礙了學術成果傳布的速度，甚至延遲了罕

見疾病研發的速度，造成知識傳布上重大的延滯和知識倫理上重大的衝

擊。（Vaagan, 2007; Dewatrpont, et.al.,2006） 

 

因此， 如何促成大學知識的公共化，乃成為刻不容緩必須重視的議

題。（吳美美、馮建三、賴鼎銘，2006） 其實，根據 McSherry(2001)的

研究，西方大學的知識，在學術自由大旗的捍衛下，原本就是必須保留

在公共領域中的知識。 

                                                                                                                                           
71 美國紐約時報作家傅立曼（Friedman, 2005）在<<地球是平的>>一書中提及推平世界的十大力

量中，其中最大的一個力量是上傳（uploading），也就是所謂的 e 出版（部落格、公民新聞學、

維基百科等）。 雖然傅立曼的書中並未討論到 Open Science, Open Archives, Open Access 等問

題，但這樣的討論過去十年來已經在世界各地蔓延開來。（Vaagan, 2007） 
72 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主體究竟是什麼，可以更深入的討論。 例如資料（data），特別是科

學資料，通常被認定為是存在於傳統公共領域的資料，因為它們在法律上被視為是「事實」

的同意字。 專利和版權則將財產宣稱植基於人類的原創性。 「事實」則通常來自於大自然

或上帝。 因此，作者可以擁有他們對於歷史事實表意(expression)的版權，而非對事實本身擁

有版權。 正如同發明家可以針對發明物申請專利，但不能針對與發明相關的資訊本身申請專

利是一樣的道理。 
 
73 美國當代大學的危機是， 大學已經變成知識經濟時代的商品製造廠，產生了所謂的「第二次

學術革命」。 所謂第一次學術革命指的是，大學的首要責任在於研究而非教學。 （Hofstadter 
and Metzger, 1955; Jencks and Reisman, 1968） 

74 圈地運動是一個由政府發動，任由富人剝削窮人的作法。它使得原先在管理上較無效率的公

有土地進入單一擁有者手中，促成大規模的投資，容許對於土地濫墾（用）的管理/控制。 支
持這種政策的人認為這是逃避了"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污名。 他們也認為，透過此一

政策，使得農產品的產量增加，解決了十六世紀大量因飢餓而死亡的人。因此，「財產私有

化解救了人命」。（Private property saves lives.)（Boyle,2003） 
75 反對如圈地般限制智慧財產者一向會被主流的智慧財產權支持者視為經濟上的白癡， 後者認

為圈地限制（強化財產權）才可以促成進步。再者，主張加強管制的人認為，在今日拷貝的

費用幾近於零的狀況，更應該加強管制。  
但是 Boyle 提醒我們，拷貝的費用幾近於零固然不錯，但是，在數位化時代， 生產、傳散、

廣告的費用也同樣大幅減低，因此主張降低限制，才更能將市場的餅做大，更可以增加創作

的動機。 只因為資訊領域已經成為更重要的經濟活動領域，就因此要加強管制，這完全是第

一次圈地運動的論述邏輯。 
這種論述與心態，只會阻礙人類知識的創新與傳佈。 作者認為像科學、法律、教育、音樂類

型都和自由軟體的性質類似。 因此，智慧財產權和專利反而不應該被視為規範，而應該被視

為例外。 
76 本文的 Science Commons 的簡寫共有大寫 SC 及小寫 sc（代表 science commons）兩種呈現方

式。 主要原因是， Science Commons 及大寫的 SC 已經被美國的 Science Commons 註冊為商

標。 我國在今年八月一日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數位典

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指導，輔仁大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

（NII）產業發展協進會所主辦的「2007C.C./S.C.台北國際研討會」就因為使用了大寫的 SC，
事先未徵得同意，而引來 SC 機構執行長 John Willbanks 的抗議，該場研討會因而不得不將大

寫的 SC 從研討會名稱中撤除。 因此，本文中大寫的 SC 代表的是美國的 SC 機構，而小寫的

sc 則泛指科學公有地(scientific commons)。 在 John Willbanks 的來函中，也建議我國未來在

指涉科學公有地時，可以使用 open science 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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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議題討論，近幾年來在美國、歐盟和北歐各國，逐漸受到重

視，各國也都紛紛提出各種不同的嘗試，試圖解決科學知識傳散和分享

的問題。 特別是在傳播新科技的推波助瀾下，web2.0 概念甚囂塵上，

學術知識公共化概念的推廣和紮根，更形迫切71。 

 

 

◎ 研究機構經營本質之轉變： 

 

    大學存在的正當性在於，它是獲取普世科學真實的中立場所，不應

受政治和金錢經濟的左右（Biagioli, 1998; McSherry, 2001）。 

 

    McSherry(2001)在「誰擁有學術作品」一書中， 從人類學研究的歷

史脈絡中，非常深入地研究了西方研究型大學所強調的學術自由與智慧

財產權觀念間的糾葛與變化。 簡單地說， 傳統大學在論述學術自由時

強調的是「無法被任何人擁有的知識」，也就是「事實」的領域 (the realm 

of fact)， 而智慧財產權所規範的領域是「可以被擁有的知識」，也就是

「人造物」的領域（the realm of artifact）(p.27-28)。 換言之，傳統大學

的學術知識強調的是「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的知識， 而智慧財

產權則被定義為與公共領域矛盾的概念。（p.27） 然而弔詭的是， 目前

美國大學有許多學者以保護智慧財產權的論述來捍衛學術自由（p.35）
72。 

 

   不少的研究者擔心這樣的趨勢已經使學術知識商品化（Soley,1995; 

McSherry, 2001），更有人以「第二次學術革命」來指稱這樣的發展趨勢，

並認為這次革命的特色是「知識的資本化」（McSherry, 2001:32）73。甚

至有人說「大學就是生意」。（McSherry, 2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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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發展對傳統智慧財產權概念的衝擊： 

 

上述的討論是在學術知識公共化概念下可以討論的第一個面向，另

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科技發展對於學術知識公共化所帶來的影響。 

 

   例如，新科技就對於傳統的智慧財產權概念產生衝擊。 美國專研智

慧財產的學者James Boyle以「第二次圈地運動」74為名，認為我們當今

面對的是類似「第二次圈地運動」，一種「對於人類心靈的圈地」(the 

enclosure of the intangible commons of the mind.)。 （Boyle, 2003） Boyle

的意思是說，無形的人類心靈和有形的土地之間，在財產的概念上存在

著很大的本質上差異。 

 

Boyle 指出，「透過網路連結的心靈領域」（the networked commons 

of the mind）與古老的英國土地有兩個最基本的本質上的差異：「不具

競爭性的」和「不具排他性的」。（Boyle, 2003）除 Boyle 之外， 美

國首倡 CC 授權的著名法學教授 Laurence Lessig 在 The Future of Ideas

一書中也有類似的討論，特別是該書的第二章。（Lessig, 2002） 

 

 

◎ 「不具競爭性」與「不具排他性」之知識公共領域特質： 

「人類的基因可以被申請專利嗎？」 

 

   Boyle說，人類心靈的公共領域（the commons of the mind）是「不具

競爭性的」（non-rival）的。 換言之，土地被某甲使用後，其他的人就

無法使用了，但是今天的基因排序、MP3檔等卻可以提供無限多的人使

用。 這就是所謂的「不具競爭性的」意思。 因此，對於資訊和創新的

公共財而言，並沒有所謂的過度使用的問題。 Boyle以人類基因為例， 

提問：人類的基因可以被申請專利嗎？ 他和許多反對者認為，讓人類

的基因成為私人財產，將會導致災難。 但是，採取「不具競爭性的」

觀點，的確會引起一個問題，也就是如果人人都能使用這些資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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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去創造資源的誘因可能就沒有了75。（Boyle, 2003） 

 

    除了「不具競爭性」之外， 人類心靈的公共領域與一般有形財產

間的第二個差異是「不具排他性的」（non-exclusive），也就是無法區

辨真正的原創者。例如像出現在Wiki上的辭條，究竟誰是作者？ 事實

上是無法確認的。 因此，Wikipedia目前的作法是引述Wiki這個組織而

不去引述寫辭條的單一個人。 

 

    Bolye 引1918年美國著名法學者Brandeis 的話說：「智慧財產權（的

保障）應該是例外而非常態， 創意和事實應該永遠留在公共領域， 這

應該還是我們最基本的出發點。」(Brandeis, 1918, pp.38-39 , 轉引自

Boyle, 2003 ) 

 

 

◎ 知識「圈地化」與「商業化」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Boyle及Lessig等人對於人類智慧財產的看法， 的確導入一種不同的

知識哲學、知識倫理和意識型態，相當不同於目前主流的看法，也影響

了近年歐美各國CC（Creative Commons）和SC(Science Commons) 76 運

動的推展。 

 

Boyle 提出創新的分散模式 (distributed model of innovation)， 並對

於free這個概念有所解釋： 「自由就像言論自由、免費的啤酒和免於被

集中化」（free as free speech, free beer, free of centralized）。 但是當今

許多法律則卻都是與這些原則背道而馳的，  像：  The Database 

Protection Bills and Directives把智財權觀念擴張到去規範事實（facts 

layer）, 這就逾越了我們前面說的，事實應該屬於公共領域的範疇，而

不應該讓任何人所「擁有」。 

 

 討論完學術知識公共化義理下， 何種知識可以被擁有， 何種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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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留在公共領域中， 以及在傳播新科技影響下， 智慧財產權對於人

類智慧財產的確可以從不同的觀點切入後， 我們就可以清楚指出本次

論壇的核心關懷。 本文在一開始即指出， 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經費，大

多來自於公部門的公共資金或資源， 然而學術研究的成果，卻往往被

研究者個人、學術期刊出版商或專利擁有機構所壟斷，阻礙了學術成果

傳布的速度，甚至延遲了罕見疾病研發的速度，造成知識傳布上重大的

延滯和知識倫理上重大的衝擊。 

 
 

該次論壇站在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立場，對學術知識商品化之趨勢進行省

思，並討論數位典藏成果近用之現況與問題。本子計畫 96 年度藉由挖掘學術資

源近用困境、分析 Science Commons 組織於美國針對類似困境所發展的任務工作

內容、接合理論分析與本地現況探討、並撰寫相關論文，完整地為本地學術資源

近用問題做了一次回顧與展望，此研究成果對於促成本地相關議題之探討具重要

參考價值。未來本計畫將持續與國外相關組織、專業領域人士進行深度溝通與接

軌，為國內引入更多資源作為未來發展參考。 

 
此外，於計畫主持人翁秀琪<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版

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一文中，從知識公共化立場出發，探討全球知識商品化浪

潮下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並聚焦於科學出版。本

文首先耙梳美國 SC（Science Commons）的推動方式，進而引介歐盟及北歐對於

科學出版發展現況的反省，發現各國推動「科學公有地」發展人士最關心的核心

議題，其實就是本文在問題意識中所提出的知識公共化及普及化的問題，特別當

這些科學知識的研發絕大多數是來自於公共資源的挹注時，更不應該以智慧財產

權或各種市場邏輯的論述，使人類心靈產製的寶貴知識無法為大多數人所近用，

甚至變成少數人的禁臠。此文全文可參考本結案報告「附錄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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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資產公眾近用研究領域： 
 

1. 文化公眾資產分享困境： 
 

從度訪談與文獻整理中，我們瞭解過往 CC 網絡連結、發展、延伸上，有

著各種層面上二元分立的看法與作法 ── 在資源上，有賴建制或是自發？在目

標上，是觀念傳播還是發展 business model？二者關係如何處理？在使用者上，

對欲援用 CC 的文化工作者、原創者而言、對欲分享集體文化成果的擷用者而

言，有什麼共識與難處？這些議題都顯示了 cc 概念與文化與本地過往文化精

神、基礎建設遇合之後，不同於他地的形貌。 
 

在進一步陳述本子計畫第一年在「文化公眾資產分享困境」上的發現之前，

試舉本計畫的例子以說明文化資產數位化之後分享上的周折。「數位典藏聯合目

錄」為倉儲所有數位典藏成果之入口網站，其目標為(一)成為單一窗口的檢索與

搜尋引擎，以及(二)集中式系統的後設料庫77。也就是說，聯合目錄系統之功能

不單是要成為未來盤點數位典藏成果之後設平台，更期望能提供一般使用者都能

輕鬆使用的各式數典資訊。根據聯合目錄顯示，目前已收納了後設資料：1,711,750 
筆、數位化影像：1,442,838 筆、數位化影音：4,004 筆、數位化媒材總計：3,158,592 
筆78。內容可謂豐富多樣。 

 
而根據「創用 CC 電子報第三期」報導，「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6 

年 6 月 5 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機構計畫主持人會議」中決議，未來匯入數位

典藏聯合目錄上的內容將採用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的授權方式，供大眾分享使用。 
 

「本次採用創用 CC 授權的行動是希望透過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的單一網

站窗口，讓公眾可藉此初步檢索與瀏覽各個典藏領域的資源，確實達到資源共享

與跨領域學習的美意。為使公眾在使用數位典藏聯合目錄資源時，不因現行著作

權法在合理使用上的模糊規範，而降低公眾使用的意願，故決定採用創用 CC 授

權條款，讓大眾清楚可使用的方式，分享的善意就得以循環擴散。」79 

 
然而在改版之後的「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中可以發現，以往在舊版聯合

目錄系統中可見之 CC 授權標章，在新版網站中已不復見。是因系統尚未維護完

成？還是數位典藏聯合目錄採 CC 授權已產生爭議？目前尚不得而知。然而，事

實上在本計畫第一年研究執行過程中，就已觀察到各典藏機構對於典藏成果採用

                                                 
77 資料來源：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Introduction/Introduction.jsp 
78 資料來源：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96 年 9 月 17 日檢索） 
79 資料來源：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maillist/archive/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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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授權充滿疑慮。尤有甚者，更有人直接點出「數位典藏成果採 CC 授權未來

必將面臨重大使用爭議，足可見初期規劃並未健全」80。 
 
在 2007 年 Wikimania 活動中，Heather Ford 女士(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ommons)以”i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and a new global movement around 
Free Culture”為名，聚集了一個workshop81。在工作坊中，她只提出一個觀點，”The 
Global Movement Towards Free Digital Culture Ecosystems”。 Ford 以一個完整「生

態系」觀點，來思考目前全球自由文化運動之運行狀態。她認為自由文化與公共

資產概念的成功推展，需要各種勢力的加盟與合作。從 open content 分享制度訂

定、硬體建設、初級資料提供、社群、充分自由度、各種投資等等，缺一不可。 
 
反思現今國內文化資產分享現況，透過 96 年度計畫執行，我們細緻觀察了

國內推動文化資產分享概念的各種力量，親身接觸理解這些人的思考，並推敲描

繪出公眾授權概念在國內的推展脈絡。 
 
從度訪談與文獻整理中，我們瞭解過往 CC 網絡連結、發展、延伸上，有著

各種層面上二元分立的看法與作法 ── 在資源上，有賴建制或是自發？在目標

上，是觀念傳播還是發展 business model？二者關係如何處理？在使用者上，對

欲援用 CC 的文化工作者、原創者而言、對欲分享集體文化成果的擷用者而言，

有什麼共識與難處？這些議題都顯示了 cc 概念與文化與本地過往文化精神、基

礎建設遇合之後，不同於他地的形貌。第一年的計畫中，我們著力地正是耙梳整

理這些生成網絡的樣態、特色、以及顯示的問題。 
 
據此，我們將進一步針對美國 Creative Commons 組織發展作深入分析，並

省視思考建立國內健全的文化資產分享生態系的可能性數位典藏面臨的授權困

境該何去何從？本計畫於今年嘗試從更基礎的觀點來嘗試拆解這些問題。 
 

                                                 
80 資料來源：96 年度深度訪談記錄，2007 年 9 月 14 日 
81 活動內容請參考：http://wikimania2007.wikimedia.org/wiki/Proceedings:H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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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 Creative Commons 組織研究： 
 

Creative Commons（以下簡稱 CC）授權機制，於 2001 年由美國 Stanford
大學法學教授 Lawrance Lessig 提出，並獲得一群來自網路法律、智慧財產權及

資訊科技等各領域菁英人士的響應，在 2001 成立 CC 這個非營利組織82。基於

「知識分享」、「開放與自由」的精神，CC 希望能建立一個合理、有彈性的著作

權保護方式，以私權利來創造公共資源（盧文祥，2005），並且成立一個公共資

源資料庫，提供更多創作者使用（張永強等，2005），於是 CC 推出了 CC 授權

條款 
 
CC 的授權條款是針對程式碼以外之其他形式的創作而設計，例如網站、學

術、音樂、影片、攝影、文學、教材等。該機制倡議：這些創作物的創作者（例

如：音樂創作人、作家或部落格作者、影像創作者、學校與公益出版者等）如果

自願釋出全部或部分著作權，就可以運用一些代表契約條款的符號和文字來加以

標示，既能保障自身權益，又能讓他人安心引用，該創作也能被廣泛傳播；也就

是說，CC 幫助創作者自行決定想要釋放的權利為何。 
 
CC 的授權要素共有四項，分別為「姓名標示」(Attribution)、「禁止改作」

(No Derivative Works)、「非商業性」(Non-Commercial) 與「相同方式分享」(Share 
Alike) ，創作者可以從這四個授權要素所搭配出的六種授權條款中，任選一種

授權模式為其作品授權(如下表)。83 CC 授權條款於 2007 年 2 月推出 3.0 版，目

前 CC 台灣 3.0 版正進行線上討論（見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node/253），

CC3.0 版與 2.5 版的差別在於條文的增修（見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CC2.5 版之各種要素組合與說明如下所示： 
 
一、姓名標示：您允許他人對您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及衍生著作進行重製、

散佈、展出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前提是對方必須保留您的姓名標示。 

二、非商業性：您允許他人對您的著作及衍生著作進行重製、散佈、展出

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僅限於非商業性的目的。 

三、禁止改作：您允許他人對您的著作原封不動地進行重製、散佈、展出

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不得產出衍生著作。 

四、相同方式分享：只有當他人將衍生著作採用與您的原著作相同之授權

條款時，您方允許他人散佈衍生著作。 

 

                                                 
82 資料來源：Creative Commons 的歷史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 
83 資料來源：cc 授權條款一覽(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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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CC 授權條款 2.5 版之六種授權條款84 

授權要素 解釋與說明 

 
姓名標示 

Attribution 

  
姓名標示 -禁止改作 

Attribution-No Derivs 

    
姓名標示 – 禁止改作 -非商業性 

Attribution-No Derivs-Noncommercial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 Alike 

  
姓名標示 – 相同方式分享 

Attribution-Share Alike 
 
另，創用 CC 授權條款分為三種呈現形式： 
 
一、授權標章」(Commons Deed)：為一般人設計，簡易、白話的授權條款

搭配相關授權要素的圖示。 
 
二、法律條款 (Legal Code) ：為法律人設計的正式授權契約，代表授權標

章的法律意涵，也是確保授權條款在法庭上具有效力的版本。 
 
三、數位標籤 (Digital Code)：將授權條款轉譯為機器可辨讀的形式，協助

搜尋引擎及其他應用程式，從著作中辨認創作人的授權條款。 
 
基於「知識分享」、「開放與自由」的精神，CC 希望能建立一個合理、有彈

性的著作權保護方式，並且以私權利來創造公共資源（盧文祥，2005）85，以及

成立一個公共資源資料庫，提供更多創作者使用（張永強等，2005）86。能否達

                                                 
84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的「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Taiwan」網站， 
見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license。 
85 盧文祥（2005）。〈從著作財產權授權利用之困境探討創意共享機制之推展〉，《東吳法律

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頁 249-296。 
86 張永強、康勤、蔡東廷（2005）。＜從我國著作權法探討 Creative Commons 之應用與發展＞，

《科技法律透析》，17:5,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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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理想中的願景，或許需要時間來證明，甚且要 CC 背負起「抑制盜版」和「鼓

勵創作」的使命或許太過沉重，但至少 CC 讓大眾從「取得授權」與「合理使用」

的困難度中得以解套（楊佳蓉，2007）87。 
  
CC 於 2003 年推出「Internationl Commons（簡稱 iCommons）」計劃88，將

創意共享授權條款翻譯為各種語言，並且讓條款能符合該國/地區的相關法律；

截至 2007年 1月止，CC的授權條款已被導入 24個司法管轄區。台灣的 iCommons
計劃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執行，於 2004 年 9 月正式成立「CC Taiwan」
網站，並將 CC 授權條款翻譯為中文版本，成為適用於我國司法管轄區的 CC 授

權條款。本地創作者可以到「CC Taiwan」選擇符合需求的授權條款，再將此條

款的授權資訊標記於作品的數位格式中，該作品就能透過 CC 授權引擎被找到

（Common Content，http://commoncontent.org/），與全球的使用者見面。 
 
創作必須流通、被使用，方能產生經濟價值。一般來說，創作產生經濟價

值的方式有二種：一是收取他人的報酬後讓與著作權，另一種是收取使用報酬將

著作授權他人使用（盧文祥，2005），然而 CC 授權條款打破上述二種傳統作法，

提供多樣的授權方式，讓創作者與使用者互蒙其利。目前運用 CC 授權條款的人

多屬於個人創作者，這要歸功於數位技術大幅降低生產成本和傳遞成本，使得資

訊的生產不再集中於少數人和媒體集團（李治安，2007）。過去個人的「重製」

行為（例如影印、拷貝錄音帶等）受限於技術與成本，被重製的數量有限，但是

隨著數位技術日益成熟及個人化，使得「多個著作權存在於單一著作上」的可能

性大增（盧文祥，2005），使用者不僅進行「重製」，還能結合多個創作成為一個

新創作，兼具生產者（創作者）和消費者（使用者）的角色，而 CC 想要呈現的

就是：不論是生產者或消費者，都能以他們的創作來打造一個公共園地（盧文祥，

2005）。 
 
 

 綜觀 CC 的「自由開放」精神與「公眾創用」基本特性，可以發現 CC 有以下

優點： 
 

1. 讓著作權的授用更有彈性，在「保留全部權利（all rights reserved）」與

「不保留任何權利（no rights reserved）」之間，有更多授權組合可被

運用； 
 
2. 在合法狀況下，讓知識更容易流通，資源更易於為大眾共享； 

                                                 
87 楊佳蓉（2007 年 5 月）。＜創意共享（Creative Commons）授權機制應用於商業行為之初

探＞，「貝立德─廣告與新媒體時代學術研討會」，台北，中國文化大學 
88 可參考網址：http://i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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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作者可能不需花費大量廣宣費用，即可得到展示才華的機會，獲得心

理滿足，甚至獲致實質報酬； 
 
4. 使用者能合理使用更多創作，刺激創意的發想，又能降低搜尋素材的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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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發起、連結與型塑的行動者網絡分析89： 
 

根據 STS 研究面向而言，STS 學者曾將相關研究依其研究對象區分為 hard 
case 或是 harder case 的說法 ── 以「科學知識」（scientific knowledge）為社會

建構產物進行 STS 拆解分析的是比較棘手的個案（其中尤以像是數學科學知識

的建構的拆解最富挑戰性）；以「影響科學形構、發展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
為社會建構產物來進行 STS 分析的研究，有其挑戰性，但屬性不一。兩種情形

中，後者較重視科技概念與技術著床的環境與過程。（Bauchspies, et al., 2006） 這
研究提案、初探性的研究發展就屬於後者，是受到與科技科學形構發展相關的社

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 STS 研究影響，希望探討創用 CC 在台灣萌生、發展的樣

態。CC 就其建制而言，是外來產物，引入時是一種（創）新作品，但是因著本

地的需求、各方協力或角力，現在台灣的創用 CC 衍生出值得深究的樣貌。究竟

動態的、充滿拉拒的網絡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行動者？網絡是什麼樣子？如何

造就了現下、變動中的網絡？藉此也可反思本地創用共享的文化。 
 
本研究旨在針對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的技術、觀念進入台灣的歷

程、關鍵、轉捩與發展進行 STS 的分析；本研究採取行動者網絡分析90（ANT， 
actor-network theory/approach）方法，研究影響文化發展至鉅的 CC 進入台灣之

後落地生根的過程，期以分析科技與社會遇合、縫合的過程中的網絡發展，以進

一步掌握、確認歷程中的重要角色。這對於 STS研究方法上與理論上都有新意──
方法上，試用 ANT 途徑意味著對「連結」的看重、行動發展中網絡連結重於單

獨行事的人或角色，這相當符合 STS 的精神。其次，理論上，STS 本就重視科

技創新與社會（歷史文化政治經濟）的關係，研究強調、鼓勵創新的創用 CC 正

中 STS 研究核心（關心科技是否得以創新、衍生）；同時，研究發展歷程而不是

武斷地將過程加以切片、研究定點的因果關係，更能藉此勾勒出科技發展的經緯。 
 

依照創用 CC 網站上所敘述（創用 CC，2007 年 8 月 1 日），「創用 CC 」
授權條款讓創作者能要求其他人依創作者指定的方式行使創作者的著作權──諸
如其他人重製創作者作品的權利、將創作者的作品再作衍生或改寫的權利、散布

創作者的作品或利用創作者的作品賺取報酬等的權利。簡而言之，創用 CC 是一

種授權條款的新觀念、新作法；因著新科技（諸如網際網路）的發展，一方面創

作能量沛然，在各種場域得見精彩影音作品，而另一方面，因為觀摩交流的場域

機會大增，原創權益的維護與鼓舞後續創作的可能時生糾葛，顯然傳統的授權概

                                                 
89 以下內容節錄自 96 年度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與誰相共？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發起、

連結與形塑的行動者網絡分析>一文，全文可參考本結案報告「附錄二」。 
90本地有關 Actor-Network Theory 的譯名中有譯為行動網絡研究、行動網絡論（林宇玲，2003, 

2004）,有譯為行動者─網絡理論（施諭靜，2004）、行動者網絡理論（林文源，2007）。本

文採用行動者網絡理論此一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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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遭遇挑戰，而新興的授權觀念與做法引人注意。授權，不僅事關創作者與使用

者兩造，更關乎新科技發展造福個人與（或）社群的可能性，這可上綱到功利主

義與社群主義的古老政治哲學辯論。2003 年 11 月，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

研究所因為進行自由軟體計劃而接觸 Creative Commons 的概念，進一步成為這

觀念與行動在台灣的推手，時至今日已近四年。四年中，台灣本地的公眾創用

（Commons，資源的協力創造與共用）有了不同於美國、其他地區的面貌，授

權可能性相關討論、推廣與數位平台的結合、創作作品在數位平台上的公布傳散

以及實驗新授權文化之後發展出的人己社群關係，都非常值得以行動者網絡的角

度進行深度分析。 

就採用的分析工具而言，本研究擬採行動者網絡分析（ANT, actor-network 
theory）取徑。採行 ANT 研究精神的研究者觀察的是技術、科學與社會的融合

過程，在觀察中，研究者不預設人和非人（non-humans）的行動者的差別，但

看行動者如何在行動中結合、運用既有說法，發展發揮。ANT 看待行動者，

不論是人或非人，都自有其方法。以 Law（1987）的話來說, 創造過程中的「科

學家」不可能是個只專注於實驗對象的人；他必然也要是個能將各式各樣的角

色（actors）帶進一個網絡（a network configuration）的好手，事才得成，所以，

要研究的，不是個人，而是網絡，這個在過程中浮現、促生的網絡。就非人的

物來說，物件、物質，都是被促動（enacted）的，彼此有關係（relational）；

他們不是起因，而是網絡中的一份子；物也好、人也好，是他們在行動中的連

結（association）使得發展有其社會性（social）、值得深究。林文源就強調 ANT
是把符號學的符號因彼此關係而產生意義的作法用以思考物質的存在（林文

源，2007） 

本研究將蒐集 CC 進入本地之前與之後的文獻、紀錄、訪談相關人士，以

ANT 取徑收集分析資料，勾勒出台灣創用 CC 的發展網絡以及與相關科技平台

作品發展的關係，並將研究所得與 STS 研究的理論與方法對話，期能深化在地

的 STS 研究。 
 

採取 ANT 研究取徑未必要以 Callon、Latour 或是 Law 發展、使用的概念工

具一一比照，但是經由對理論取徑中關鍵概念的理解可以掌握 ANT 的精髓。首

先，行動者與行動物。先前解釋 Latour 將「社會」（society）改寫成「涉匯」

（association）似是 ANT 不同之處就在於強調元素的流動、轉變而已，事實上，

這樣的轉向涉及基本本體論的翻轉。ANT 理論家認為行動者沒有本存的本質，

「是什麼」是要在連結、行動中呈現而出的，人是如此，非人的（nonhumans）
的物體也是如此。 

 
Latour（2005）論及第二個不確定性（uncertainty）時提到，過往談 agency

問題大矣，他提出過往的社會學談到 agency 的時候，強調 agency 是在行動(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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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顯現的，但是同時，社會學的描述中又常常容許難以言詮的，所謂「社會力」

來解釋說明。Latour 說明 ANT 看重「動」、行動，「如果沒有旅行的工具，就寸

步難進；寸步難進就不可能留下任何待人追索的痕跡；沒有痕跡就不能以任何文

件記載記存」（53 頁）因此，但凡能留下痕跡（trace）、行動中產生影響的，就

有動能(agency)。因此，Latour 向文學取譬，援用文學敘事中的概念 actant（行

動體、行動者）來說明行動者網絡中的角色，而因為基進的行動本體論立場，研

究者不認為需要在觀察之初就區辨誰是主使主力、誰是被動，研究者要做的就是

定睛觀察連動、連結，看流轉的網絡中的行動者，是人、是非人，都一樣。行動

者（actant）沒有先驗的本質、沒有自有的而產生動能的屬性，行動者的動能是

在連結、行動中展現。人、物互動形成網絡，而人、物等行動者的動能、影響也

是經由彼此連結而促生的。林文源（2007）強調「一切開始之前並不存在物自身

（things-in-itself）或理念自身（idea-in-itself）」，是「關係性萌生」，在「相對關

係所連結的網絡中萌生為特定性質」。 
 

本研究之所以由台灣創用 CC 計劃團隊（以下簡稱「台創計劃」。不稱「台

灣創用 CC」是為了避免與台灣 CC 授權條款混淆）入手，絕對不是視其為主責

者。先設定了台灣創用 CC 發展過程中的主責者這樣的觀點可能既不同於台創計

劃自我認定、不是事實，也不符合行動者網絡理論的立場 ── 行動者是什麼，

是在行動中呈現的。事實上，行動中的台創用計劃的樣態也一直改變。樣態是因

為行動（做）而生；台創計劃做了什麼、不做什麼，從中逐漸看出其依然變動的

樣貌。 
 

ANT 理論強調的「社會」，那「彼此連結的元素在細小通道中循環運行的

狀態」one of the many connecting elements circulating inside tiny conduits） 
正可用以勾勒我們從 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牽引而生的連結，而這循環、行動

（circulating）正就指涉了「社會」，這無法用以解釋其他而其本身才是複雜多端、

需要我們定睛聚焦的所在。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可以被放置在不同脈絡下，重

要的是這不同脈絡是交錯的、不是各自為政、各自獨立，互不干涉的。前述三種

觀點、三種認知、三種脈絡及其中的行動者是會互動的，帶著不同的認知、有著

不同的利益、需求與堅持互動。因此，當各行動者對於 CC 授權條款以及其所意

味的脈絡認知不同、自己與其構連的方式不一，行動者引入的、校正的網絡就不

一樣，或者說，網絡形成過程中就有極大的、持續的拉扯。 
 

本研究在並不探討應然的規範的網絡情況下，目的是在看出行動者互動的網

絡以及如何形成該網絡。就「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這點而言，從訪

談中明顯看出台創計劃在左支右絀的情況下逐漸形成自我定位，即或意識到計算

中心的必要，但是台創計劃不適合進行該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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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自目前訪談中看到的、計算中心沒能衍生的原因是 CC 應用時，不

同的行動者有各自的需求、目的、涉入的利益，這可以說要來校正網絡的行動者

行動編制不一樣，也可以說在轉換時彼此利益大異其趣。不見得不能統整，但是

目前資源有限，就只能各行其是，甚至行或不去行了。 
 
從目前已接觸的五位受訪者而言，可看出行動中彼此（不）連結的發展以

及這種發展的社會性的意義。如果不設定 2003 年進入台灣的 CC 授權條款的落

實就是唯一的目標，目標是因應本地情況、行動者互動助長的公眾創用文化，就

目前的行動者網絡分析看來，大家對於文化滋長的前提、前景的想像、資源的運

用、規範的設計，乃至於彼此的角色都未有定論。現下對於公眾創用樣態的討論

分析不只有助於認識發展經年的、持續變化活動運動網絡，也有助於對於本地新

興的科學公有地（open science）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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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計畫研究調查執行部份主要成果：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含展延期間)共執行多項研究調查

工作，並獲得多樣豐富研究成果。本專案使用之研究方法包含網路問卷調查法、

深度訪談法、專家座談等方式。以下分從「數典網站內容盤點執行說明」、「數典

平台使用者網路問卷調查研究」、以及「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訪談研究」等

三面向說明之： 
 

一、數典網站內容盤點執行說明： 
 

(一) 研究問題、方法與設計： 
 
在實際執行「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網路線上問卷」之前，本團隊預先設計「入

口網站盤點表」91，並請團隊成員執行了「數典網站內容盤點」研究工作。本內

容盤點研究工作，主要為瞭解數位典藏相關入口網站之網頁、介面設計、以及使

用經驗，因此透過內容分析的方式，盤點數位典藏相關入口網站，包含： 
 

表 5：內容盤點網站列表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址 建置與維護單位 
1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http://catalog.ndap.org.tw/ 維護單位數位典藏-技術研

發分項計畫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系統建

置計畫 
數位典藏-後設資料小組 
數位典藏-內容發展分項計

畫 
2 數位 101html 版 http://digital101.ndap.org.tw/htm

/index.htm 
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辦公室

3 數位 101flash 版 http://digital101.ndap.org.tw/flas
h/main.html 

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辦公室

4 典藏數位台灣珍藏版 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c
ollection.jsp 

數位典藏網路核心平台團隊

的技術發展組 
5 典藏數位台灣導覽版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

dacs5/System/Hotkey/Hotkey.jsp
數位典藏網路核心平台團隊

的技術發展組 
6 典藏數位台灣體驗版 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te

chnical.jsp 
數位典藏網路核心平台團隊

的技術發展組 
7 數位島嶼 http://cyberisland.ndap.org.tw/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91 盤點表格完整版，請參閱本結案報告附錄二：「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內容盤點表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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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展臺灣數位典藏分項計畫

8 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

位典藏國家計畫 
http://www.ndap.org.tw/ 數位典藏網路核心平台計畫

9 Vcenter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數位典藏技術發展組、影音

典藏技術組 
10 數位典藏金銀島 http://dlm.ntu.edu.tw/land/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

11 拓展台灣數位典藏 http://content.ndap.org.tw/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12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

與社會應用推廣之分項

計畫 

http://teldap.tw/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以上十二個網站除了是目前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最主要的入口網站，也是

維運和推廣情況較佳的重點網站92，「內容調查網站關聯圖」請參閱下圖 XX。 
 

為了能夠切合使用者理論研究及內容分析的方式，本內容盤點工作發展一

份網站內容盤點表格，並請編碼員熟悉該網站後，回答盤點表之問題。盤點表之

設計分為兩部分：首先是透過開放式問題，盤點網站之基本內容與架構，包括網

站架構描述、網站內容描述、網站授權描述及網站近用描述。其次，依據網站分

析、網路使用者研究及資訊取用理論等，將影響網站使用經驗之因素，操作化為

內容面（content）、可用面（usability）、認知面（knowing）、情感面（feeling）、
體驗面（doing）等五大構面，並依據文獻建立李克特量表式建立陳述，由編碼

員給予分數，評估數位典藏網站之使用經驗，該內容盤點工作同時也可視為「數

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網路使用者調查」之前測工作，並修訂日後上線表格。 
 

                                                 
92 透過 Alexa 網站流量調查工具，發現在數位典藏網站（http://ndap.org.tw）中，主要被瀏覽的

網頁有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拓展台灣數位典藏及數

位島嶼等，均列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其他網站均為數位典藏研究計畫相關單位所設，於計

畫內部或外部具舉足輕重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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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數位典藏內容盤點網站架構圖 

 
在內容面方面，本內容盤點研究以「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該網站內容

十分多元」、「該網站內容十分可靠」、「網站的內容具影響力」、「網站的內容十分

吸引我」等敘述來測量，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

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最後並以一題開放式問題「請問您對該

網站內容面有何具體看法」，請編碼員根據實際使用網站的經驗，以敘述的方式

詳細描述其使用網站後，對於網站內容面的看法。 
 

在可用面部分，本研究以「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網站檢索

十分容易」、「網站主題分類十分恰當」、「下次上站時應該也能順利操作」、「可以

立即收到網管錯誤（問題）回覆」，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

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最後並以一題開放式問題「請

問您對該網站可用面有何具體看法」，請編碼員根據實際使用網站的經驗，以敘

述的方式詳細描述其使用網站後，對於網站內容面的看法。 
 
有關認知面部分，本研究以「網站上的內容令我印象深刻」、「就我印象而

言沒有類似的內容網站」、「透過入口網站及關鍵字容易找到該網站」、「在該網站

上 可以找到我要的內容」、「我曾經聽過（及上過）該網站」，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最後

並以一題開放式問題「請問您對該網站認知面有何具體看法」，請編碼員根據實

際使用網站的經驗，以敘述的方式詳細描述其使用網站後，對於網站認知面的看

法。 
 
有關情感面，本研究以「我下次還會（自願）瀏覽此站」、「網站上具 有豐

富的互動性」、「網站讓人想要主動參與」、「使用網站時讓人感覺愉悅自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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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網站讓人忘記時間」，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 
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最後並以一題開放式問題「請問您對該

網站情感面有何具體看法」，請編碼員根據實際使用網站的經驗，以敘述的方式

詳細描述其使用網站後，對於網站情感面的看法。 
 
最後是對於體驗面的測量，本研究以「網站上的視覺設計令人感覺舒適」、

「網站上的音樂（效果）令人舒適」、「網站上有無障礙網路瀏覽設計」、「透過滑

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

同 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最後並以

一題開放式問題「請問您對該網站體驗面有何具體看法」，請編碼員根據實際使

用網站的經驗，以敘述的方式詳細描述其使用網站後，對於網站體驗面的看法。 
 
盤點表經多次修正及訪員訓練後，由其中四位編碼員進行前測，試盤點數

位典藏聯合目錄，並進行交叉信度檢驗（intercoder reliability）93。於盤點結果的

第一部分，網站基本內容及架構的封閉性問題中，信度檢驗結果為 0.98。於第二

部分，網站使用經驗的信度檢驗結果為 0.84，兩部分的平均信度檢驗結為 0.91
（高於一般標準 0.85）。 
 
 

                                                 
93 內容分析之交叉信度檢驗計算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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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盤點資料分析： 
 

本研究挑選十二個數位典藏重要的入口網站（或網頁），由八位參與數位典

藏研究計畫的研究助理進行內容盤點工容盤點後，說明數位典藏相關入口網站之

內容與結構，以及使用者對網站的使用經驗，回應網路使用者相關理論，並透過

各網站可能的優劣勢比較，以供數位典藏網站未來設計方向之參酌，達學術應用

與推廣目的。首先，就網站基本架構與內容，分述如下： 
 
1. 網站架構描述： 
 
 數位典藏相關入口網站中，除了「經典意象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

外，大部分網站設計都有明確的主題分類。主題數目大多在四到六個左右，例如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的主題有典藏機構、主題分類、快速導覽及特色藏品；數位

101 有數位藝廊、專題特展、典藏說明及精選目錄；典藏數位台灣珍藏版也有熱

門珍藏、首選珍藏、多媒體精選主題及全部主題（請參考下表 6：「數位典藏相

關網站基本架構盤點結果」）。 
 
 其次，在數位典藏相關入口網站中，除了數位 101flash 版的架設及維護單位

不明以外，其他的網站都有固定的維護單位，包括了數位典藏技術研發分項、數

位典藏後設資料小組、數位典藏內容發展分項、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辦公室、數

位典藏網路核心平台等。 
 
 第三，在網站上的會員制度方面，除了數位島嶼、Vcenter、拓展台灣數位

典藏具有會員制度，其他網站並沒有設會員制度。此外，數位典藏相關網站之中，

數位 101 及數位金銀島沒有提供給使用者直接回應的管道，其他網站則提供給使

用者基本的電子郵件、住址、電話或留言版等。說明數位典藏相關網站設計，較

著重單向式的資訊傳達，較不重視使用者的參與或對話，建立互動關係。 
 
 第四，從數位典藏網站的目標使用者來觀察，發現主要集中在二種類型的目

標使用者。首先，是以數位典藏相關研究計畫之學術或教育目的，而設計的網站，

例如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拓展台灣數位典藏、數位典藏與學

習計畫網站。次之，是以一般社會大眾為訴求，側重藝術創作、加值使用者的綜

合性網站設計，例如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數位島嶼、數位金銀島等。顯示

數位典藏相關網站提供了大量的網站與內容，但目標的使用者的族群並未多樣分

佈，往往集中在提供數位典藏計畫相關的使用者使用。 
 

最後，大部分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資料檢索方面，提供使用者多種設計，

包括了主題式、關鍵字、特色、地圖式、典藏機構等導覽，足以提高網站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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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是，多數網站導覽提供各式各樣相關連結，從內部的資料庫到外部的資料

庫，網站或網頁彼此高度重疊，命名相似，內容相關，主題不明，反而容易讓使

用者產生困擾。例如，從典藏數位台灣的導覽版，會連結到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從典藏數位台灣的珍藏版，會連結到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的網頁；從典藏數位台

灣的體驗版，會連結到 Vcenter 等網站。 
 
2. 網站內容描述： 
 
 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版面編輯風格中，大部分以文字及靜態圖片為主，只有

數位 101 和 Vcenter 以動畫或影片為主，其中，數位島嶼及 Vcerter 的內容則以

收錄一般使用者所上傳的內容。進一步，網站上的文字或圖片量都十分豐富，例

如數位典藏聯合目錄收錄了超過百萬筆圖檔，超過三萬筆影音。然而，大部份的

網站所提供資料著重在學術／教育性質，只有數位 101、數位島嶼、Vcenter 所

提供的資料性質較為軟性。又，被典藏的文字及圖片資料大部分都可以被使用者

截取或下載，只有以影音類型的 Vcerter 無法被下載。此外，數位典藏相關的網

站中，大多數的網頁設計以中文為主，只有經典意象珍藏台灣、Vcenter 具有英

文說明及界面（請參考下表 7：「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內容盤點結果」）。 
 
3. 網站授權及取用描述： 
 
 數位典藏相關網站之內容授權，大部分以「CC 授權」方式為主，包括數位

典藏聯合目錄、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數位島嶼、經典意像珍藏台灣、Vcenter、
拓展台灣數位典藏、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等，其他網站則未聲明或無法判斷授權

方式。此外，部分有會員制度的網站，除了 CC 授權聲明外，還有隱私權條款的

聲明，例如數位島嶼、Vcenter、數位典藏金銀島、拓展台灣數位典藏、數位典

藏與學習計畫（請參考下表 8：「數位典藏相關網站授權內容及取用盤點結果」）。 
 
 另一方面，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種類繁多，若從入口網站試圖檢索時，也因為

網站的命名近似，性質近似，使得一般的網路使用者較無法知悉網站的相關性或

差異性。例如從 Google 入口網站上，檢索「數位典藏」四字，在檢索結果的第

一頁會出現「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不再更新）、數位典藏聯

合目錄、數位典藏金銀島、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典藏

數位台灣等網站，這些網站也是在數位典藏網站中，重要性及曝光度較高的網

站。然而，其他透過數位典藏四個字較難檢索到的網站，其受一般使用者知曉或

近用的可能性也較低，例如數位 101、數位島嶼及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但

這些網站在數位典藏研究計畫的推動中，卻是非常重要的網站（請參考下表 8：
「數位典藏相關網站授權內容及取用盤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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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站使用經驗分析： 
 
 在網站使用經驗方面，本研究設計了五個構面的李克特量表問題，經過編碼

員的網站內容盤點後，提供個人對網站使用經驗的評估。以下分述五個構面的評

估結果（請參考表 9：「數位典藏相關網站使用經驗評估結果」）。 
 

 內容面 
 

就內容面而言，表現最好的分別是典藏數位台灣、數位金銀島及數位島嶼，

顯示這幾個網站的內容較為豐富、多元，能夠及引使用者、具影響力及十分可靠，

是以內容為導向的網站設計。而其他使用者對網站所反應的優點包括：圖鑑一般

井然有序、專業等，但也有部分批評，包括互動部分可再加強、表現型式太保版、

官方色彩濃厚、四平八穩的教科書編排方式等。 
 

而內容面表現最差的是經典意象珍藏台灣，以及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網

站，使用者也反應這兩個網站在內容面不足，使用者主要的批評包括內容不夠新

穎、圖片太小、文字敘述也不夠豐富。且這些網站的功能著重在教育、學術方面，

在內容深度上也頗感不足，能達到什麼實際上的效用很難說等。 
 

 可用面 
 

在可用面部分，表現最好的分別是 Vcenter、數位金銀島、拓展台灣數位典

藏、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島嶼及數位 101。顯示這些

網站第一次使用或再次使用就能順利上手、容易檢索資料、主題分類恰當，網管

也能立即回覆問題，是可用度較高的網站。此外，使用者也反應幾點意見，例如

Vcenter 網站具有線上影音編輯、字幕編輯、事件點編輯等功能，較其他影音上

傳網站不同，功能算相對多元。然而要使用字幕編輯還需搭配字幕檔程式，一般

使用者恐無此能力，且無任何使用說明。 
 

而在可用面分數最差的則是經典意象珍藏台灣網站，使用者反應該網站的

架構不清、搜尋系統編碼有問題等等。 
 

 認知面 
 

在認知面部分，表現最好的分別是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典藏數位台灣、經

典意象珍藏台灣及 Vcenter。顯示這些網站的內容令人印象深刻、具有特色、知

名度高、切合使用者的認知、以及使用者可以知曉檢索該網站所使用的關鍵字，

屬於認知面導向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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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認知面，表現最差的是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使用者反應在入口網站

中很難檢索到該網站，知名度過低，定位並不清楚等等。 
 

 情感面 
 

在情感面上表現最好的，包括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Vcenter 等，顯示

這些網站在吸引使用者的參與、令人感覺愉悅、想到主動參與、具有互動性，使

用也願意重覆造訪，是以情感為訴求的網站。例如使用者對數位 101 指出，典藏

的物件的種類、數量太少，呈現方式有點枯燥，但網站設計簡單清楚，容易學習、

記憶，可以再增加互動性及趣味性，才能吸引人，而不過於枯燥。對 Vcenter 指
出，該網站缺乏一般影音上傳平台之活力與多樣性，對於網路使用者吸引力薄

弱。但如使用者對於特定數位典藏影音內容感興趣，則相對資訊內容價值與吸引

則較大。 
 

而在情感面表現最差的，是經典意像珍藏台灣，使用者表示無法引起興趣、

不好玩，而且文字過於生硬等。 
 

 體驗面 
 

在體驗面上表現最好的，包括拓展台灣數位典藏、Vcenter、數位 101、數

位金銀島等，顯示這些網站在視覺、聽覺界面設計令人感覺舒適、在無障礙網頁

及滑鼠、鍵盤設計也都有考慮使用者的需要，是以使用者的體驗為訴求的網站。

例如，使用者表示拓展台灣數位典藏網站版面配置還算賞心悅目，但缺乏內容。 
 

而在體驗面表現較差的，則是典藏數位台灣。使用者也表示該網站沒有吸

引人的趣味、人性互動部分可再加強、部分內容基本上來自聯合目錄，看不出來

該網站的設立目的是否與聯合目錄有所區隔該網站的設計，有點流於呆板，沒有

故事性，無法感受內容物的歷史氛圍或人文情懷，以及不同時代的文物資料，可

以輔以一些故事性的說明，讓使用者容易融入歷史情境，朝資料與使用者互動的

方向設計，加強使用者「身歷其境」趣味體驗、不會帶給使用者任何驚喜與期待、

資料的豐富性夠，不會有深刻的體驗經驗等。 
 
5. 綜合評估： 
 

透過與數位典藏計畫對入口網站的規畫性質而言，可以分為數典計畫總入

口、數典成果總入口及數典分項計畫入口（如上圖 10），三者的目標使用者以及

網站的訴求皆大不相同。就數典計畫的總入口而言，是為計畫相關的使用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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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內容以官方的資訊傳達為主，例如經典意象珍藏台灣、數位典藏與學習計畫

網站。其次則以各子計畫需要為主要考量所設計的網站，諸如拓展台灣數位典藏

計畫、數位島嶼、數位金銀島。最後，才是以一般使用者為訴求的成果型網站，

即典藏數位台灣(珍藏、導覽、體驗)、數位典藏聯合目錄、V-center、數位 101。
因此，數位典藏入口網站應該就其所訴求的對象，提高不同網站設計構面的考

量，綜合評估部份可參考下「表 10：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綜合評估結果」。 
 

然而，就目前的大部分的數典網站而言，普偏著重於內容及認知面的建制，

但欠缺可用、情感及體驗面的網站與內容，故一般使用者對數位典藏的知曉度較

低，認同度也無法提高。以上內容盤點結果除供後續使用者網路調查工作參考並

作為前測外，另也將相關意見彙整成為應用型建議提供給相關網站經營團隊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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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基本架構盤點結果 

主
題 題目 

聯合 
目錄 

數位 101
（html）

.數位 101
（flash）

典藏數位

台灣 
（珍藏）

典藏數位

台灣 
（導覽）

典藏、數

位、台灣

（體驗） 

數位 
島嶼 

經典意像

珍藏台灣
VCenter

數位 
金銀島

拓展台灣

數位典藏

數典與數

學計畫 

該網站是否具有

明確之主題分類

架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該網站是否有固

定架設與維護單

位 
是 是 不明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該網站是否具有

會員制度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否提供使用者

回應的管道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有 

網
站
架
構
描
述 

該網站的目標使

用者是誰 

學術、教

育、加值

使用者 

學術、教

育、一

般、加

值、藝術

使用者

學術、教

育、一

般、加

值、藝術

使用者

計畫相

關、學

術、教

育、一

般、藝術

使用者

計畫相

關、學

術、教

育、一

般、藝術

使用者

計畫相

關、學

術、教

育、一

般、藝術

使用者 

一般、藝

術使用者

計畫相

關、學

術、教

育、一般

使用者

計畫相

關、教

育、一般

使用者

計畫相

關、教

育、一般

使用者

計畫相關

/一般使

用者 

計畫相關

/一般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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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主要之導

覽方式為何 

主題、快

速、典藏

機構、特

色 

主題導覽
主題、地

圖式導覽
主題導覽

主題、關

鍵字、快

速、機構

導覽 

主題、列

表導覽 
主題、關

鍵字導覽

主題、關

鍵字導覽

主題、關

鍵字、地

圖 
主題 主題 主題 

 
 

表 7：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內容盤點結果 

主
題 題目 

聯合 
目錄 

數位 101
（html）

數位 101
（flash）

典藏數位

台灣 
（珍藏）

典藏數位

台灣 
（導覽）

典藏、數

位、台灣

（體驗） 

數位 
島嶼 

經典意像

珍藏台灣
VCenter

數位 
金銀島 

拓展台灣

數位典藏

數典與數

學計畫 

該網站版面編

輯之主要特性 
文字解釋

為主 
圖片、視

主題而定

動畫、視

主題而定

文字解釋

為主 

首 頁 文

字、內容

圖片為主

連結、網

站為主 
圖片為主

文字解釋

為主 

首 頁 文

字、內容

影音為主

首 頁 圖

片、內容

文字 

首 頁 動

畫、內容

文字 

文字、圖

片為主 

該網站內所提

供的資料性質

為那些 

學術 / 教
育 

學術 / 教
育、休閒/
娛樂 

學術 / 教
育、休閒/
娛樂 

學術 / 教
育 

學術 / 教
育 

學術 / 教
育、休閒/
娛樂 

休閒 / 娛
樂 

學術 / 教
育 

學術 / 教
育、休閒

娛樂 

學術 / 教
育 

學術 / 教
育 

學術 / 教
育 

網

站

內

容

描

述 
 

該網站內的資

料格式與資料

量為何 

圖 檔

1506856
筆 / 影音

33488 筆 

文字、圖

檔 
文字、圖

檔 
文字、圖

檔 
文字、圖

檔 
視連結網

站而定 
圖檔 

文字、圖

檔、影片

約 8 千多

筆94 
文字、圖

檔 
文字、圖

檔 
文字、圖

片 

                                                 
94 筆數為 coder 自行估算，以每頁 7 個影音檔案，共 1,211 頁，約有 8,477 個影音檔案。其中「典藏專區」部份共計約 7,879 個影音檔案，非數位典藏相關之影

音檔案僅有約 59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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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內主要

典藏的資料可

否下載、截取 

圖檔可 /
影音無法 

文字、圖

圖皆可 
文字、圖

檔皆可 
文字、圖

檔皆可 
文字、圖

檔皆可 
視連結網

站而定 
圖檔 文字 

無法下載
95 

文字、圖

片皆可 
文字、圖

片皆可 
皆可 

該網站之內容

更新方式及頻

率為何 
不明 

近十個月

未更新 
不明 不明 不明 不明 有 不明 有96 不明 有 有 

該網站是否提

供多國語言界

面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英 中/英 中 中 中 

該網站是否提

供使用者上傳

內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該網站可否公

開讓使用者取

用上傳之內容 
不可以 不可以 不可以 不可以 不可以 不可以 可以 不可以 可以 不可以 不可以 不可以 

 
 
 
 
 

                                                 
95 影音檔案不可下載，但提供連結、分享、嵌入等三種鏈結方式。 
96 更新內容為影音檔案上傳，頻率為以日期排序方式瀏覽，目前個人上傳部份約 1~2 天一則。數位典藏機構大量上傳則不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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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數位典藏相關網站授權內容及取用盤點結果 

主
題 題目 

聯合 
目錄 

數位 101
（html）

數位 101
（flash）

典藏數位

台灣 
（珍藏）

典藏數位

台灣 
（導覽）

典藏、數

位、台灣

（體驗） 

數位 
島嶼 

經典意像

珍藏台灣
VCenter

數位 
金銀島 

拓展台灣

數位典藏

數典與數

學計畫 

該網站上資料

之授權方式為

何 
CC 授權 無法判斷無法判斷無法判斷 CC 授權 無法判斷 CC 授權 CC 授權 CC 授權 無法判斷 CC 授權 CC 授權 

授

權

描

述 
該網站上是否

有隱私權聲明 
無法辦斷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有 有 有 有 

該網站上是否

有「相關連結」

連結相關網站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網

站

取

用

描

述 

該網站於主要

搜尋引擎上之

關鍵字（於前三

十筆內） 

聯合目錄

/ 數位典

藏/NDAP 

數 位 典

藏 、

NDAP 

數位典藏
97、NDAP

典藏數位

台灣珍藏
98 

典藏數位

台灣導覽

典藏數位

台灣體驗 

數 位 島

嶼 、 島

嶼、cyber 
island 

數 位 典

藏 、

NDAP 

Vcenter
、數位典

藏影音中

心 

數位典藏

數 位 典

藏、台灣

數位典藏

數位典藏

與數位學

習 

 
 
 

                                                 
97 Google 於第 38 筆，MSN 於第 10 筆，Yahoo 於第 15 筆連結為數位 101Flash 版。 
98 「典藏數位台灣」是太普遍的數位典藏相關用字，所以加入「珍藏」一起搜尋；「典藏」、「數位」、「台灣」等用字，不具獨特性、易辨識性，所以不列

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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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數位典藏相關網站使用經驗評估結果 

 內容面 可用面 認知面 情感面 體驗面 

第
一
高
分 

典藏數位台灣
99（21） 

Vcenter 
數位金銀島 
拓展台灣數位

典藏 
數典與數學計

畫 
（15） 

聯合目錄 
（19） 

數位 101 
（14） 

拓展台灣數位

典藏 
（20） 

第
二
高

分
數位金銀島 
（17） 

聯合目錄 
數位島嶼 
（14） 

典藏數位台灣

（17） 

典藏數位台灣 
Vcenter 
（12） 

Vcenter 
（16） 

第
三
高
分 

數位島嶼 
（16） 

數位 101 
（13） 

經典意像珍藏

台灣 
Vcenter 
（16） 

聯合目錄 
數位島嶼 
數位金銀島 
拓展台灣數位

典藏 
（11） 

數位 101 
數位金銀島 
（15） 

分
數
最
差 

經典意像珍藏

台灣 
數典與數學計

畫 
（10） 

經典意像珍藏

台灣 
（10） 

數典與數學計

畫 
（10） 

經典意像珍藏

台灣 
（6） 

典藏數位台灣

（9） 

                                                 
99 典藏數位台灣合併珍藏、導覽、體驗計算最高分者；數位 101 合併 Html、Flash 版本計算最高

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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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綜合評估結果 
面向 總分 最高分題目 最低分題目 
content 181 

（最高） 
網站的內容十分

吸引我 
網站的內容十分

可靠 
useablity 

160 
下次上站時應該

也能順利操作 
網站主題分類十

分恰當 
knowing 

172 
透過入口網站及

關鍵字容易找到

該網站 

就我印象而言沒

有類似的內容網

站 
feeling 126 

（最低） 
使用該網站讓人

忘記時間 
使用該網站時讓

人感覺愉悅自在 
doing 

160 
透過滑鼠能夠自

在操作網站 
網站上有無障礙

瀏覽設計100 
 

                                                 
100 目前數位典藏入口網站大多數仍無無障礙設計，其規範及標準見 http://enabl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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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典平台使用者網路問卷調查研究101： 
 
在經過理論建構、網站內容盤點研究執行、以及細部前置作業籌備之後，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於 97 年度 4 月 20 日開始，執行長達一個月

的線上網路問卷調查。以下分從「數典使用者網路調查執行說明」、「數典使用

者網路調查對象募集與宣傳規劃」、「網路問卷線上表格填答說明」、「網路問卷

抽獎執行說明」等四子項來簡述各項網路問卷執行進程： 
 

(一) 數典使用者網路調查執行說明： 
 

於本次數典平台使用者網路問卷執行進程中，本計畫首先思考應如何對外

說明本計畫，以期數典內部其他分項或子計畫得以了解本次研究目的，進而願

意協助宣傳。此外，本計畫也需以簡明的內容廣泛透過各種管道發佈本網路問

卷研究。以下整理「網路問卷執行說明稿」、以及「網路問卷執行說明附錄」等

兩文案內容作為本使用者調查之研究執行說明範例： 
 

表 11：網路問卷執行說明稿 

網路問卷執行說明稿 

(公佈於網路問卷說明網頁)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刻正著手辦理一項「數位典藏

入口網站使用者經驗調查」，預計針對「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總入口網站」、「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數

位島嶼」、「經典意象珍藏台灣」、「Vcenter」、「數位典藏金銀島」、「拓展台灣數

位典藏計畫」等，數個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進行使用者經驗盤點。 
 
此 調 查 採 網 路 問 卷 方 式 進 行 ( 問 卷 網 址 ：

http://questionnaire.nccu.edu.tw/questionnaire/answerQuaire.jsp?Quaire_id=120642
8197893)，調查執行期間從 97/04/20 ~ 97/05/20 計一個月整。目標填答對象含數

位典藏計畫人員、數位典藏網站使用者、以及對於數位典藏計畫尚不了解的一

般網路使用者。 
 
問卷執行期結束後，將採隨機抽獎方式抽出得獎者：頭獎為 iPod nano 乙

台、以及 2,000 元~200 元不等禮券共計 30 名。此外，本研究還將依據問卷填

                                                 
101 本數典網站使用者調查之資料分析成果，已整合入本計畫之研究論文當中。敬請參考本結

案報告「第參部份：計畫理論建構與現象分析部份主要成果」、以及「附錄二：研究論文與

相關文件全文」等部份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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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意願，規劃執行後續焦點團體調查 
 
本調查之執行單位為「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隸屬於「數

位典藏與數位學習之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下。計畫執行團隊為政治大學新

聞學系翁秀琪教授、方念萱副教授、孫式文副教授。 
 
本「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者經驗調查」將分別從內容面、可用面、認知

面、情感面、體驗面、互動經驗等各面向，來蒐集、釐清目前數位典藏相關入

口網站之使用者經驗。期本次調查之成果未來能回饋至各數位典藏口網站經營

團隊，並有助於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成果之推廣與發展。 
 

 
表 12：網路問卷執行說明附錄 
網路問卷執行說明附錄 

(供合作宣傳單位了解本研究用)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數典網站使用經驗調查研究執行規劃說明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以下簡稱數位典藏計畫）的目標，是將國家典

藏文物數位化，除了累積超過百萬筆的典藏資源，約略完成台灣境內一半以上

重要的文化與其相關學術研究的資訊，以及可觀的後設資料標準與規範，可以

讓後續數位產業得以再利用、再加值與整合這些資產外，本科技計畫也為基礎

研究以及應用研究之間建立了一個技術銜接的橋樑，將相關領域學者研究的成

果，由基礎的研究實際應用到各項典藏計畫中，將學術研究、實際應用與技術

轉移之價值鏈作完整的串連與整合。 
 
而數位典藏第二期計畫目的之一，為擴大參與基礎，增加數位典藏內容資

源流通方式，建立釋出分享機制，加速文化累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享。透過強

化數位典藏資源之存取介面環境，增加一般人瀏覽使用數位典藏成果之友善程

度，強化產學研各界使用數位化公共資產之機制，除便利民眾與各界使用典藏

資源，藉以擴大社會各界對數位典藏成果的近用（access）之外，更增加使用

者上傳與貢獻本地內容資源，深化民眾與各界進一步集體參與和創造的互動過

程，加速文化累積成果和學術研究內容的流通與推廣。 
 
有鑑於目前數位典藏成果多以網站方式呈現，「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

傳佈子計畫」將針對「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 101(HTML 版本以及 FLASH
版本)」、「典藏數位台灣(包含珍藏、導覽、體驗三個網站)」、「數位島嶼」、「經

典意象珍藏台灣」、「V-center」、「數位金銀島」等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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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列使用經驗盤點蒐集，以期瞭解上述網站之特質及其相關使用經驗。 
 
本研究預計使用事先設計之「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經驗問卷」，透過各

分項網站、數位典藏電子報、以及各式數位典藏相關宣傳管道來寄發，並協調

將此調查問卷外掛於上述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上之可行性。凡填寫此使用經

驗問卷者，本計畫將進一步進行篩選，並徵詢該問卷填寫者進一步參與焦點團

體座談之意願。 
 
「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經驗調查」之執行目的，在於蒐集使用者對於上

述「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之基本架構、與呈現內容之認知，並從「內容面」、

「可用面」、「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互動經驗」等各面向，檢視網

站之使用經驗。最後歸納上述使用經驗，從而分析數位典藏網站內容之意義建

構過程、與使用經驗回饋。期望本研究除能有效盤點蒐集數位典藏網站使用經

驗與彙整網站基礎資料之外，其研究成果能回饋至相關單位，作為未來數位典

藏網站建制改版之參考，以求貼近使用者需求，並擴大使用者族群及其使用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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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典使用者網路調查對象募集與宣傳規劃： 
 

本次使用者調查對象，除了一般網路使用者之外，更希望能觸及已經使用

過數典相關網站之使用者，進一步蒐集其使用經驗。故針對本次網路問卷研究

之執行與宣傳策略，除透過一般網路訊息散播管道之外，還盡量嘗試於數典計

畫內部尋求合作，並整合訊息傳佈資源。問卷募集與宣傳規劃策略初步擬定如

下： 
 

 透過各分項、子計畫網站協助宣傳， 提供相關鏈結，公佈此「數位典藏

入口網站使用者經驗」問卷調查訊息，以接觸計畫內部與外部相關使用

者。 
 

 透過投稿數位典藏電子報等相關宣傳管道，公佈此「數位典藏入口網站

使用者經驗」問卷調查訊息，以接觸曾使用數典網站之使用者。 
 

 蒐集各分項、子計畫之 mailing list、過去推廣活動參與人員資料、數典

專業培訓參與人員資料、教案比賽、研習營等參與人員名單，並宣傳此

「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者經驗」問卷調查訊息，吸引多元使用者參與

此問卷。 
 

 接洽上述各「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之維護經營團隊，協調將此「數

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者經驗」問卷掛上首頁之可行性。 
 

 透過各大 BBS 以及政治大學與其他大專院校相關系所訊息發佈管道，公

佈此線上問卷調查訊息，增加學生族群參與意願。 
 

在網路問卷即將上線之前，本團隊亦與「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入口網

站」、「數位典藏成果總入口網站」、「數位典藏聯合目錄」、「數位典藏教育推廣

分項計畫」、「拓展台灣數位典藏分項計畫」、「VCenter」等各網站密切聯繫合作，

請這些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以張貼 banner 的方式協助宣傳本次線上問卷調

查。 
 
此外，本計畫亦透過 bbs、各大專院校訊息公佈系統等路線，擴散訊息傳

達範圍，以求獲得最多的使用者回應。本次研究宣傳接洽團隊包含上述各數典

網站營運團隊之外，還透過分項 mailing list 宣傳、投稿數典電子報：刊登於民

國 97 年 04 月 22 日 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第十九期即時快訊中102、「人才

培育與學習子計畫」則幫忙透過數典教師 mailing list 來傳遞訊息。、「產業平

                                                 
102 電子報網址：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read_news.php?nid=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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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與規範機制子計畫」會透過機構以及工作坊 mailing list 來傳遞訊息、政治大

學校內宣傳管道已發佈、PPT 政大版訊息已發佈、教育系所 mailing list 發佈、

以及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等合作。 
 

表 13：網路問卷宣傳工作執行協調事項表 

工作項目 協調內容 
協調各分項、子計畫協助公佈訊

息。 
聯繫各分項、子計畫窗口，由本研究提供相關

問卷連結，請求協助發佈調查訊息。 
 

訊息投遞至相關宣傳管道公佈

訊息。 
問卷調查訊息投遞至各相關電子報、以及數典

內部外部宣傳管道。 
 

協調各分項、子計畫提供相關活

動參與者基本資料。 
過往數典舉辦過各式宣傳活動、成果展、訓練

營、座談會等等，本研究將聯繫各籌辦單位，

協調提供資本資料與聯繫方式，主動提供此調

查訊息。 
 

彙整蒐集上述網站維護經營團

隊之正確窗口，協調問卷外掛事

宜。 

聯繫上述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之維護單位

或網管人員，協商直接外掛問卷之可行性。需

協調事宜包含： 
◎ 可否協助直接外掛問卷？亦或是協助提供

訊息露出？ 
◎ 如可協助直接問卷外掛： 

＊ 哪幾個網站願意協助問卷外掛？ 
＊ 是否開放部份使用權限給本單位？ 
＊ 填答表格如何設計制定？ 
＊ SERVER 是否可以支援選單程式（如

ASP、PHP 等） 
＊ 後設資料庫格式如何統一？如何彙

整？ 
＊ 開放問卷上線需時多久？ 
＊ 資料庫內容回傳與使用方式如何？ 
 

 
經來往協調結果，在了解本研究性質與目的後，數典各相關計畫與研究機

構多願意代為宣傳，以助吸引更多使用者填答問卷。以下為部份網路問卷宣傳

成果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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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問卷網路宣傳廣告擷圖表 

圖 11：問卷網路廣告擷圖 1 

圖 12：問卷網路廣告擷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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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問卷網路廣告擷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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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路問卷線上表格填答說明： 
 

本子計畫透過國立政治大學線上問卷調查系統103建制問卷，並發放給政治

大學全校師生填答，另外，刊登於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發送數位典藏電子報及

相關 BBS 版，吸引多樣化的使用者社群參與作答。自 2008 年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止，填答人次為 2,392 份，完整填答為 1,945 份，完整填答率為 81.31%。

在填答者來源分佈上，主要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本問卷調查的訊息，並上網填答

（84.5%），其次為透過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登入填答者（8.4%）。以下擷取本次

線上問卷填答畫面以說明本研究操作與填答方式： 
 

表 15：線上網路問卷擷圖表 

 
圖 14：線上網路問卷擷圖 1 

 

                                                 
103政大問卷調查系統所建制的網路問卷網址為：

http://questionnaire.nccu.edu.tw/questionnaire/answerQuaire.jsp?Quaire_id=12064

2819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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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線上網路問卷擷圖 2 

 
圖 16：線上網路問卷擷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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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路問卷抽獎執行說明： 
 

本子計畫在網路問卷完成後，著手規劃相關抽獎活動。並於 97 年 6 月 23
日子計畫專案研究會議時，完成抽獎活動，並由具律師資格之監察人(政治大學

法律研究所周宇修先生)全程監察以及錄影存檔104，並於一個月內郵寄或面交完

成所有獎項。抽獎執行說明如下： 
 

表 16：抽獎流程規劃說明 

抽獎時間：6/23(一)，10:00~10:30 

抽獎地點：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428 教室 

活動時間 09:00~10:00 抽獎事前準備 
10:00~10:05 抽獎活動口白 
10:05~10:30 抽獎 
 

活動流程 翁老師簡介此次抽獎活動獎項、舉辦目的、抽獎方式、介紹監察

人。 
翁老師：抽千位數、百位數 
方老師：抽十位數 
孫老師：抽個位數 
 
數字球抽取出後，一位助理將號碼書寫於黑板紀錄，另一位助理

直接對照序號找出得獎者(宣告此號是否有效)，過程投影於銀幕

並由 DV 攝影紀錄。 
 

參與人員 翁老師、方老師、孫老師  
監察人： 

周宇修同學 
(政大法律，律師資格) 
 

備註 專案助理準備所需物品含： 抽獎球(貼上號碼)、容器(數典紙

袋)、投影設備(線材)、筆記型電腦、投影檔案、勞報單(500 元)、
DV 架式、照相機、錄音筆、座位擺設、獎品。 
 
名單上網公佈 6/24 名單公佈於分項網站，並將抽獎過程錄影上

傳至 V-center。 電話聯繫中獎者，確認個人資料、寄發禮品 
 

                                                 
104 抽獎錄影剪輯檔案上傳至數位典藏計畫之 VCenter 影音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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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抽獎獎項清單 
獎項 人數 小計 

iPod nano 4G (5,000) 1 5,000 
2,000 元禮券 1 2,000 
1,000 元禮券 3 3,000 
500 元禮券 10 5,000 
200 元禮券 15 3,000 
 共計 30 人 18,000 
 

表 18：抽獎各項影像紀錄表 

 
圖 17：分項計畫網站公佈網路問卷抽獎結果擷圖 

 

 
圖 18：問卷抽獎實況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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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問卷抽獎實況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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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訪談與論壇執行：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於 96 年度期間，在「學術與文化公共資

產概念」部份，共執行相關主題深度訪談九場，相關研究產出為各場訪談逐字

稿以及整合入本專案研究論文中。此外，於「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中，亦邀集官、學、研等各界，籌備執行一場「數

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針對本地學術資源公共化議題進行深入對談。以

下就深度訪談以及論壇執行部份分述之： 
 
(一) 深度訪談執行資料摘要： 

 
表 19：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1 

受訪者姓名 李士傑 先生 

受訪者職銜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專案經理 

訪談時間 96 年 7 月 3 日，16:30~19:00 

訪談地點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4F 教室計畫 

訪談者 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孫式文 老師 

助理 施伯燁、陳映潔、李嘉維 

訪談目的 瞭解創用 CC 相關概念、國內創用 CC 推廣歷程、與過往數位典

藏計畫執行經驗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與會議記錄 

 
 

表 20：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2 

受訪者姓名 馮建三 老師 

受訪者職銜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訪談時間 96 年 7 月 11 日，16:30~18:30 

訪談地點 政治大學新聞系辦公室 

訪談者 計畫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孫式文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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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 涂迺儀 

訪談目的 瞭解國內學術研究者資料取得所遭遇之困難並建議解決之道 

訪談題綱 一、請問您平時做研究時，資料取得的管道有哪些？ 各管道資

料取得所遭遇的困難是哪些？ 您是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

二、如果有機會改善，您的具體建議是什麼？ 

三、根據我們掌握的資訊，中央研究院現在成立了一個委員會，

推動研究員在一定時間後，必須將原始研究資料釋出，對於

中研院這樣的作法。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國科會是否也應

該這樣做？ 

四、國外現在在推動的 Science Commons 計畫， 多半是

project-based 在進行，從出版、授權與專利、資料釋出等三

部分試圖尋找解決的方法。 你對國外的這些作法，有何看

法與意見？ 國內是否有不同的需求與作法？ 

五、請問，您還有什麼其他的建議？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訪談大綱、與訪談逐字稿 

 
 

表 21：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3 

受訪者姓名 陳百齡 老師 

受訪者職銜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訪談時間 96 年 7 月 12 日，17:30~19:00 

訪談地點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四樓 

訪談者 計畫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孫式文 老師 

助理 施伯燁 

訪談目的 從研究人員實際資料蒐集經驗，理解本地學術資源近用相關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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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題綱 一、請問您平時做研究時，資料取得的管道有哪些？ 各管道資

料取得所遭遇的困難是哪些？ 您是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

（例如您在進行族譜/家族史研究時，與各戶政事務單位間

的溝通與互動經驗分享。） 

二、如果有機會改善，您的具體建議是什麼？ 

三、根據我們的瞭解，您曾經在研究中試圖使用數位典藏國家

型計畫第一期的典藏資料，但是遭遇很大的困難，是否請您

詳細說一下這個經驗？ 

四、根據我們掌握的資訊，中央研究院現在成立了一個委員會，

推動研究員在一定時間後，必須將原始研究資料釋出，對於

中研院這樣的作法。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國科會是否也應

該這樣做？ 

五、國外現在在推動的 Science Commons 計畫， 多半是

project-based 在進行，從出版、授權與專利、資料釋出等三

部分試圖尋找解決的方法。 你對國外的這些作法，有何看

法與意見？ 國內是否有不同的需求與作法？ 

六、請問，您還有什麼其他的建議？ 

七、請您推薦可以訪談的人選，例如您上次提及的那位親戚。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訪談大綱、與訪談逐字稿 

 
 

表 22：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4 

受訪者姓名 莊庭瑞 先生 

受訪者職銜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訪談時間 96 年 7 月 16 日，14:00~16:00 

訪談地點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新館一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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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計畫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孫式文 老師 

助理 涂迺儀、李嘉維 

訪談目的 了解本地創用 CC 與 SC 發展脈絡與現況 

訪談題綱 一、台灣「創用 CC 計劃」進行至今，你認為的顯著績效指標是

什麼？你認為推動上的問題，最明顯的有哪些？ 

二、iCommons Summit 2006 有場不同領域的專家談 CC 經驗（包

括美國 SC 創辦人），你整理你出席該場所聽到的結論時提

到「此場座談人的意見似可歸納為：創用 CC 授權條款為

法律面的工具，但它不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處方；各領域各有

其考量與需求，眾人需多聆聽，以貼近實務並尋求解決」。

這一年多來，基於你對台灣的觀察，你覺得台灣本地推動

CC 與 SC 上，各領域有些什麼不同的考量與需求？可以怎

麼進行好貼近實務、解決現有問題？ 

（前一題是問台灣創用 CC 計劃、是問推動者，這一題是問各領

域的需求，是問 CC 服務的對象、服務的領域） 

三、我們先前訪問的學者有人認為 CC 也好、SC 也好，國家應

該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指應該由像是國科會或類似的機

構出面，成立網站，鼓勵特定領域的學者將作品、原始資料

放上，以 CC、SC 方式授權，這樣一來大家知道在何處可以

看到自己關心的材料、自己可茲利用的材料，二來，在推動

CC、SC 的觀念與做法上也有重要的昭示作用。你覺得呢？

政府可以扮演什麼角色？ 

四、根據我們掌握的資訊，中央研究院現在成立了一個委員會，

推動研究員在一定時間後，必須將原始研究資料釋出，對於

中研院這樣的作法。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你預期成效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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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什麼？ 

五、國外現在在推動的 Science Commons 計畫， 多半是

project-based 在進行，從出版、授權與專利、資料釋出等三

部分試圖尋找解決的方法。 你對國外的這些作法，有何看

法與意見？ 國內是否有不同的需求與作法？請問目前為

止，你有沒有看到你認為不錯的 SC 個案？ 

六、就像在 iCommons Summit 2006 上談到的一樣，許多人好奇

iCommons 是廣義的自由文化運動，還是只是創用 CC 授權

的推廣組織；想請問的是，你覺得在台灣推動 CC 與 SC 時，

策略、戰略上應該側重授權推廣還是從文化創用角度入手？

為什麼？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訪談大綱、與訪談逐字稿 

 
 

表 23：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5 

受訪者姓名 陳巨擘 先生 

受訪者職銜 巨流出版社總編輯 

訪談時間 96 年 7 月 25 日，14:30~15:30 

訪談地點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4F 教室 

訪談者 計畫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孫式文 老師 

助理 陳映潔、李嘉維 

訪談目的 瞭解國內科學出版概況，及出版商對 SC、CC 的看法 

訪談題綱 一、請問您是如何收集有關出版的訊息？ 哪些是您最主要的資

訊來源？ 

二、請談談您對於國內科學出版（含自然與人文社會學門），特

別是科學期刊的現況瞭解：含市場規模、期刊數等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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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教科書的市場概況如何？ 出版商獲利情況如何？ 

四、巨流曾經與哪些學術期刊有過生意上的往來？ 巨流在這些

合作個案中扮演的角色是什麼？ 獲利情況如何？ 巨流必

須扮演這些期刊和其他 stakeholders（如圖書館、其他出版

同業）間的中介者嗎？ 這種服務的內涵是什麼？ 

五、美國、歐盟和北歐由於學術期刊售價居高不下，且節節上

漲，已經超過學術研究者個人和圖書館可以負荷的程度，因

此，多半建議將商業模式由過去的讀者和圖書館付費，改為

由論文出版者支付出版商「印刷費」的商業模式。您認為這

種作法在台灣行得通嗎？ 為什麼？ 

六、您認為比較合理的科學期刊出版商業模式是什麼？ 為什

麼？ 

七、台灣的科學知識數位化程度遠遠落後於世界水準，甚至不

及中國大陸，您認為這對於台灣學術發展的影響是什麼？ 

應該如何改善？ 

八、許多支持 CC、SC 的個人和團體主張「科學知識的普及化」，

特別是那些經由公共資源資助的研究成果，應該免費開放給

一般民眾近用（open acess）。從出版商的立場出發，您的看

法是什麼？ 從學術工作者立場出發，您的看法又會是什

麼？ 

九、您個人對於 CC、SC 概念的接觸是始於何時？ 

十、您對於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通常的處理模式為何？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訪談大綱、與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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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6 

受訪者姓名 陳舜伶 小姐 

受訪者職銜 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訪談時間 96 年 8 月 8 日，15:30~17:30 

訪談地點 台大國發所 208 教室 

訪談者 計畫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孫式文 老師 

助理 涂迺儀、李嘉維 

訪談目的 了解創用 CC 本地發展脈絡、與國外組織接洽經驗、以及後續效

應評估 

訪談題綱 一、請問你參與創用 CC 計畫的始末。是從哪一年開始？什麼時

候告一段落？過程中的角色？ 

二、當初著手進行台灣 CC 授權翻譯（推動）的核心人士你認為

有那些？在不同的階段（如果有）各自擔任的角色可有變

化？ 

三、與美方溝通的過程？ 

四、翻譯之後放上網站、製作宣傳小冊，接著會與什麼團體或

創作者聯絡，希其協助推廣？這是個有關「跨界」的問題，

因為想像的是行動不僅於原發團體；不同領域、不同界的人

如何溝通、聯繫？ 

五、台灣創用 CC 進行至今，你認為對後續發展有影響力的活

動、發展是什麼？為什麼這些有特殊意義？ 

六、除了人以外，創用 CC 的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其他因素是值

得一提的？比方說以網際網路為介面，比方說，台灣創作團

體或個人特質？ 

七、就我們臚列出的過往活動評論？ 



 112

研究產出 訪談大綱、與訪談逐字稿 

 
 

表 25：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7 

受訪者姓名 蔡宏賢 先生 

受訪者職銜 微型樂園藝術總監 

訪談時間 96 年 9 月 4 日，15:00~17:30 

訪談地點 微型樂園辦公室 (長安東路二段 118-2 號 3F) 

訪談者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 

助理 楊佳蓉、李嘉維 

訪談目的 了解台灣數位藝術創作團隊與創用 CC 授權方式之採納意願與

推展關係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訪談逐字稿 

 
 

表 26：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8 

受訪者姓名 王韻 小姐 

受訪者職銜 微型樂園藝術總監 

訪談時間 96 年 9 月 4 日，15:00~17:30 

訪談地點 微型樂園辦公室 (長安東路二段 118-2 號 3F) 

訪談者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 

助理 楊佳蓉、李嘉維 

訪談目的 了解台灣數位藝術創作團隊與創用 CC 授權方式之採納意願與

推展關係 

研究產出 訪談錄音檔、與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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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深度訪談執行資料表 9 

受訪者姓名 吳國維 先生 

受訪者職銜 國家資訊基本建設(NII)產業發展協進會 執行長 

訪談時間 96 年 9 月 14 日，10:00~12:00 

訪談地點 NII 辦公室 

訪談者 計畫主持人 翁秀琪 老師 
共同主持人 方念萱 老師、孫式文 老師 

助理 施伯燁、李嘉維 

訪談目的 簡報台灣 creative commons 發展與推廣歷程、以及相關國內外

CC 採納案例 

研究產出 訪談大綱、與訪談逐字稿、NII 當日簡報檔案 

 
上述各式深訪素材與分析，已運用整合至本計畫相關研究報告撰寫中，敬

請參閱本計畫相關研究論文全文部份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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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執行摘要105： 
 
96 年度本專案除進行上述從學術與文化公共近用議題出發之相關深度訪

談外，另著眼於數位典藏成果之近用(access)問題，還針對學術資源公共化理

論、國內外學術資源數位化之現況、其近用模式、及其近用平台等面向，進行

廣泛研究討論。此面向之研究，將有效為數位典藏成果近用問題、以及國內所

面臨之學術資源公共化困境，拓展充分討論空間。本專案於 96 年度舉辦之「數

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中，特籌備組織了

「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集官、學、研等各界人士與會座談，邀請名

單包含： 
 

表 28：「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出席人員名單 

姓名 職銜 

翁秀琪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陳百齡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陳亞寧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組長 

劉靜怡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數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

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主持人 

項潔 時任台灣大學圖書館館長 

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 

廖炳惠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 

 
 
於「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舉辦之前，本計畫擬定議題討論綱要

一份交與論壇參與人，以助參與人思考相關議題、並聚焦討論面向。本次論壇

站在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立場，對學術知識商品化之趨勢進行省思，並討論數位

典藏成果近用之現況與問題，原始規劃與寄發之議題綱要如下表： 
 

 

 

                                                 
105 本論壇執行細節可參閱本結案報告文後「伍、活動主要執行成果：「數位近用、典藏授權」

研討會執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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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議題綱要表 

議題領域 議題綱要 
一、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版權歸屬 ◎ 數位典藏成果研究使用經驗與近用問題 

◎ 數位典藏成果版權歸屬爭議與授權規範 
◎ 數位典藏成果之公共化與商業化權衡 
 

二、知識公共化原則與現況 ◎ 知識公共化理論根基與淵源 
◎ 學院經營策略典範轉移及其影響 
◎ 本地知識公共化發展歷程與挑戰 
 

三、數位化學術資源之法律基礎 ◎ 學術資源與學術研究成果數位化之法律面爭議 
◎ 數位化時代之智慧財產權概念變遷 
 

四、期刊論文數位化與期刊經營模式 ◎ 學術期刊數位化趨勢與知識公共化脈絡 
◎ 國內學術期刊營運背景分析與經營生態 
◎ 國內外數位化期刊獲利模式比較分析 
◎ 國內學術研究成果與期刊論文數位化程度低落問題 
 

五、數位化知識共享浪潮之下的 
圖書館角色與定位 

◎ 知識公共化脈絡下的圖書館角色變遷 
◎ 網路數位化知識共享機制與圖書館新角色定位 
◎ 國內外期刊定價趨勢與採購協商策略 
◎ 數位化學術期刊公眾近用困境與機會 
 

六、知識公共化理想下的行政資源 
運作結構與功能 

◎ 研究經費出資與研究成果使用之現行版權機制分析 
◎ 公眾授權條款邏輯與公部門採用需求 
◎ 形構本地知識分享公共領域之願景與任務 
 

 

 
本專案計畫於會後，除了製作該場次發言摘要紀錄(如下表)之外，另還將

該場次發言內容製作成逐字稿106，供該日與會人員參考，並寄發紙本給相關領

域人士，作為本地學術資源開放近用議題之討論資源。本計畫認為，各式研究

工作惟有透過累積類似討論成果，持續促進多方對話，並廣泛傳佈相關議題以

形成討論氛圍，方能有效凸顯議題能見度與其重要性。未來本計畫也將持續將

相關研究成果帶入各領域，從實際議題傳佈角度考量各式研究成果之應用價

值，並促成多方對談與意見交流。本計畫未來於學術資源開放近用議題，還擬

邀請國外重要組織學者來台，持續以意見交流的互動方式促進本地學術資源開

                                                 
106 該論壇逐字稿敬請參閱本結案報告文後「附錄二：學術資源開放近用論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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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環境之發展。以下就該日發言內容整理成摘要如下表： 
 

表 30：「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發言摘要表 1 

發言人姓名 
發言題目 

翁秀琪政大新聞系教授 
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 
 

發言摘要 主旨：在全球一片學術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

必要性及其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是本文的核心關懷。 
 
一、知識公共化與學術自由： 

1. 
究經費的來源跟研究產出歸屬：公共資源的研究成果，成

為出版社或期刊的私有財。 
2. 
究機構經營本質轉變：大學本應是追求普世科學真實的中

立場所（the region of fact／artifact），但知識商品化變得非

常嚴重，然後會用知識財產權這樣的概念，來框架學術自

由的正當性。 
 
二、科技發展與智慧財產權： 

第二次圈地運動：James Boyles 認為在網路科技的時代，

我們去把智慧財產權作過度的限縮的話，事實上是一種對

人類心靈的圈地。在無形的人類心靈和有形的土地之間，

在財產的概念上是存在著兩個本質上最基本的不一樣，分

別是心靈領域他是不具競爭性的，及不具排他性的。 
 

三、台灣科學期刊數位化與授權現況： 
1. 台灣期刊數位化現況：台灣的科學期刊來有超過百分之

七十以上的資料，是缺乏數位化的，全國每年的學術研討

會大約是九千場，發表的論文超過四萬六千篇，透過政府

補助的金額是在八千萬以上，但資料卻多半不知去向，台

灣目前將學位論文電子化的學校大約是六十家左右，但是

有超過一百家以上的學校學位論尚未電子化，台灣公開發

行的期刊有四千二百種以上，數位化的比例不到百分之二

十二，只有不到八百種的期刊被資料庫所收錄，在網路上

能夠被找到的期刊不超過九百種。 
 
2. 學術期刊數位化案例：這裡有一個簡單的案例，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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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TSSCI 的期刊，已經創刊三十多年，每年的編務支出大

約一百一十萬左右，去年委託某大出版社賣出二百二十二

本，它總共的收入只有三萬多元，但一年的支出是一百多

萬，來源全部來自於國科會，因為它是優良期刊，國科會

和教育部都有補助，裡面的助理都是領取大學的工讀金，

它作得很好的是，它將所有的資料數位化，上網免費

download，華藝也有這個期刊，我要說的是雙軌制是存在

的，華藝那邊要收費，如果直接到期刊網站上，是免費的。 
 

 

表 31：「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發言摘要表 2 

發言人姓名 
發言題目 

陳百齡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 
數位典藏資料使用經驗談 
 

發言摘要 由使用者的慘痛經驗談起。 
 
我們不能只由使用的這一方去想這個問題，而是在供給的

這一方可能有什麼樣的難處，而會產生這個問題。 
 
（一）對接近使用/近用權的關懷： 
 
現在在台灣做研究越來越競爭，在競爭的過程裡，研究資

源是一個 gap，產生生態的不平衡、不對稱問題。 
 
（二）數位化的三個階段： 

1. 把類比的東西轉成數位可以處理的。 
2. 製作資料庫或 index，讓人可以透過網路或電腦去

得到它。 
3. 建構友善的使用環境，使人和系統之間可以流

通。 
特別是第三階段，它包括許多典章制度和配套措施

的問題，這遠比技術來得複雜，它牽涉到我們社會所謂的

文化堆積層，在這個表面的現象底下，常常是一個非常久

遠的因素，不容易去處理。 
 
（三）數位典藏的問題： 

1. 典藏的檔案是經過選擇和過濾的： 
數位典藏品會面臨有些部分被做、有些部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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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做的時候，這種過濾和選擇常常是第一個人做

的，使用者他不見得知道。 
2. 沒有任何 credit： 

我們現在都在寫 SSCI Paper，所有學術表現都集

中在 publication，這種最基本的苦勞需要專業人

士去認證。  
3. 利益衝突： 

不要讓惡狗守著肉骨頭，有些東西有人已經將之

數位典藏化了，但是並沒有釋出，關鍵在於利益

衝突的問題。 
4. 數位典藏的冬眠期： 

一個東西開始做了以後，時間可能拖得非常長，

當很多人要用這個東西的時候，後來進去的人就

會被擋在門外，這就是我稱的冬眠期。 
5. 行政單位通常對於典藏品沒有辦法作後續的控

管： 
行政單位換很快，如果沒有網路上面的認證措施

的話，到最後還是要靠最原始的方法。 
6. 孤兒著作的問題： 

某些單位擴張解釋著作權。行政單位的怕事心

態，常常用最嚴厲的解釋方式，造成法令解釋的

扭曲。 
7. 退場機制的必要性： 

數位典藏計畫完成以後，必須要移轉給廠商，但是移

轉出去之後，有些公司是缺乏能力去經營數位內容

的。移轉之後無為而治，造成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困

難。然而，行政單位把這東西放出去之後，根據契約

是不能再對接管的公司有任何干涉或掌控的。假使沒

有建立任何退場機制，移轉之後無法進行任何控管，

這個數位典藏網站就等於已經死掉了。 
 

 
表 32：「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發言摘要表 3 

發言人姓名 
發言題目 

陳亞寧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組長 
從三種 Commons 看數位資源的應用―Software, Licensing  
and Information 
 

發言摘要 1. 從三個方向來看「公用」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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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Commons (Open Source) 

• 年代－1998 年開始推展 
• 發起人－Bruce Perens and Eric Raymond  
• 領域－電腦科學 
• 目的－電腦軟體原始碼的共建與共用 
• 應用範圍－電腦軟體 
• 方式－參與軟體的開發及共享 
• 網站－http://www.opensource.org/ 
• 範例－Linux 
• 缺點―有時候它的 documentation 不是很清楚，所以用

的人必須要有點功力，可能要參與他們的部落格或是用

Wiki 的方式去了解。 
 

．Licensing Commons(Creative Commons) 
• 年代－2001 年開始推展 
• 發起人－Lawrence Lessig  
• 領域－法律 
• 目的－跳脫現有著作權（copyright）限制，鼓勵更多作

品的創作與共享 
• 應用範圍－從一開始的電腦軟體，擴散到聲音、影音、

影像、文本、教育材料等數位內容 
• 方式－共享軟體與數位內容 
• 網站－http://creativecommons.org/ 
• 範例－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NDAP)、MIT 所組成

的 Open Course Ware Consortium 
 
．Information Commons 

• 領域－圖資界 
• 目的－提供資訊空間(information space)的取用 
• 定義― 

一個提供科技、工作、研究分享，且儘可能提供全

文的空間 
a place that offers shared technology/work/study 
spaces and a place that supports the distribution of as 
much full text of published scholarly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llmang, 2005) 

•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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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commons 
實體上的，像是一些相關的資訊、通訊設備，讓使

用者到圖書館時會比較好使用，沒有所謂科技的障

礙。 
– Virtual commons 
virtual 的部份，例如期刊(Open Access)、圖書(Open 
Content)資料。 

                 
  
2. 從這三種 commons 可以看到一些特色： 

• 物件對象：從一開始的電腦軟體，拓展到數位化的聲

音、影音、影像、圖書與期刊、技術報告、研究報告、

教材等。 
• 參與方式：分為由所有參與者一起分擔 cost(共建共

享)，或是不需參與建置、別人做好你就直接使用(共享)
兩種。 

• 成本：可以是所有參與者共同吸收或者創作者自行吸

收。 
• 授權方式：可分為部份授權和完全授權，每個領域授權

的方式不太一樣。 
• 取用方式：有完全免費和部分付費，或者介與兩者之間

的方式(必須申請，取得一個帳號才能夠使用)。 
 

3.三種 Commons 的共同特質：Open & Free 
 ．Free 並不是指一切都免費，它指的是「低門檻」的東西。

 ．Open & Free 包括三個部份： 
 (1)經濟方面(成本)--只要付一點點錢就能夠使用； 
 (2)ICT 方面(資訊通訊科技)--講求簡單、容易上手； 

    (3)使用方面--在使用上會有不同的標準，比如像 Open  
Source，你參與的話就可以整個使用，至於 Creative 
Commons，你必須要看它是哪一種授權形式。 

 
4. 思考目前數位典藏內容： 
 
．是費用方面的問題？ 
包括數位化的費用，或者數位化完了以後在申請使用時需要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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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CT 方面的問題？ 
有時候當你在找資料的時，其實這些資料已經有數位化，但它

並沒有公開在網路上，你沒有 acess 去 finding 到它們，這是不

是代表資訊科技沒有好好地利用它們，沒有把這些資料放在網

路上? 
 
．是內容方面的問題？ 
授權是要全部授權，讓它變成一個 public domain 的東西？還

是讓它變成一個灰色的地帶，有條件地去授權？ 
開放使用的內容類型和層次該是什麼？比如說是找得到、看得

到、但用不到，還是找得到、看得到、也可以下載下來用？ 
 

 
表 33：「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發言摘要表 4 

發言人姓名 
發言題目 

劉靜怡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知識生產模式、資源開放分享與規範變遷 

發言摘要 一、不同文獻對大學的看法： 
1. 大學和社會是區隔開的，其本身是一個封閉的領域，整個

生產傳統是封閉的。 
2. 即使是一個自我的、內部的學術社群，但是在知識的分享

上可以是開放的。 
3. 在早期的中國傳統，有人認為創作是藏諸名山的，另有些

人則要顯揚。 
4. 從西方的文獻來看（Ex：Free Culture），書中提到原先著作

權的概念是要鼓勵一種開放的知識生產傳統。 
 
二、知識在近代的轉變： 
1. 知識變成智慧財產，或者說是學術領域裡的「學術點數」。

2. 學術點數的市場機制：知識生產的傳統跳脫了封閉、開放

的辯論，已走到市場經濟體制底下的生產模式，而且後來

者可能是沒有能力質疑，或是質疑也沒用，導致墨守成規。

 
三、學術自由的功能： 
1. 鼓勵溝通、辯論和對話。 
2. 鼓勵無障礙取得跟引用同儕的研究成果。 
3. 盡其所能地去創造知識。 
 
四、學術自由的昨是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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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昔日：對知識生產社群的人，學術自由是一個創新的誘因。

2. 今日：大學和大學的研究者基於財務需求、研究資源、支

援（研究、經費、人力），需要更多的經濟誘因。 
 
五、美國的科學技術基本法與相關法令： 
1. 基本概念： 

用國家經費完成的成果，某種程度要下放到大學裡，學校

會有研發成果移轉系統幫忙產學合作。（如果能商品化，研

究者和學校會有利得）。 
2. 劉師的看法： 

（1）質疑：這樣對體制對現存的法律架構來說，是否可能

造成只管經濟誘因，不管大學的集體協作樂趣跟回饋

問題？ 
   （2）當成果下放到大學，大學和研究者可以決定成果的分

享，差別可能在於，研究者想要 open 公眾授權的時

候，就不符合學術點數的要求。 
 
六、對公有地的看法： 
1. Hardin 
如果公有地上面的的東西任何人都可以取用的話，可能放牧

地的牧草都不見了，地力都消竭了，再也不能供應肥美的

牧草。由此衍生：產權界定是很重要的，經濟誘因也就此

創造出來。 
2. anti commons 
當財產權被過度賦予，可能產生過度的 under use，因為要使

用這些研發成果的成本太高了，所以其結果是沒有效率的。

3. commons space 的 peer production 
我們如何讓知識生產模式重拾分享精神，分享大家集體協力

合作的東西。 
 
七、知識生產之規範必須變遷： 
1. 學術社群的內在規範必須改變 
2. 要讓學術社群更充分地對外進行開放與分享，必須讓它的

內部規範，包括一些投稿規範等，或是稿子本身的權力被釋

出。 
3. 變遷的標的： 

（1） 國有財產法 財政部的解釋是：用政府經費生產出

來的東西，在某種程度上要受多少國有財產法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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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等，像這樣的東西，或許某種程度上要做一些

解套。 
（2） 科技基本法：必須要鼓勵大家去彈性運用科技基本

法精神底下制訂出來的規範。 
4. 核心關懷：新的知識生產模式應該要能夠促成開放、參與、

合作，且期望不會減低生產效率。 
5. 商業化模式的出現，會帶來經濟效率的曙光。 
 

 
表 34：「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發言摘要表 5 

發言人姓名 
發言題目 

台大圖書館館長項潔 
知識化共享浪潮之圖書館角色與定位 
台大機構典藏發展與策略 
 

發言摘要 項潔老師為台大圖書館館長，對於數位典藏這樣的議題，

具備一定的實際運作經驗，也會有一些想法，試圖從台大這樣

一個學術機構，思考能夠為公眾帶來什麼樣的資源、近用機

會，讓學術研究能夠更方便的讓公眾自由取用、全文觀看，加

速學術界的交流、公眾近用的機會。 
 
在他的與談中，中心主軸在於「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的概念，思考一個研究機構、大學等學術單位，

可以為公眾提供什麼樣形式的學術資源，也是一種文獻使用與

保存的概念。他提到在四、五年前，MIT 就開始著手進行機構

典藏，將 MIT 的學術成果，像是論文、期刊、PPT、教材、會

議論文、報告、研究資料等等，用電子檔整理起來。他認為機

構有義務將其研究成果典藏起來，提供電子全文、全文檢索，

方便大家使用、交流。 
 
而台大圖書館也正在進行類似的計畫，鼓勵台大各學院教

授將其研究成果放到網路平台上，提供大家近用，有搜尋引

擎，也有全文電子檔。機構典藏不是取代期刊發表，而是一個

增加研究成果被使用的管道。 
 
但是這並非強迫各教授一定得將其研究成果放上這個平

台，但台大目前的 policy 是鼓勵用這樣的方式，將教授的學術

資源釋放出來公開分享，所以在這個平台上，目前並不包括全

部台大的學術資源，而只是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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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他提到，若教授以將其著作投期刊論文，又將這份著

作放上項老師所說的這個平台，是否會有法律上的爭議？項老

師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事實上大部分的出版社都允許 self 
archiving right（自我典藏），基於這樣的理由，台大能夠放心

的提供各學院教授的研究成果、盡量提供全文。每家出版社的

規定不盡相同，但只要稍加注意其規定，將全文進行機構典藏

基本上不會觸犯法律。 
 
項老師從大學的角度出發去思考，一個學術機構，能夠提

供什麼樣的學術資源，增加使用者近用的機會，降低公眾近用

會遇到的困難與挫折，將學術資料盡可能的釋放出來，並建立

完善的機構典藏結構，從台大出發，很實際的做到學術資源公

開的理想，即使目前並不包括台大全部的學術資源，但相信這

會是一個好的開始，若漸漸的成為一種習慣、或將公開研究著

作的概念推廣出去、又或是學者從這樣的平台中實際上獲得方

便近用的好處、又或是學生從這一個平台中可以得到課程外相

關更多的資料，這樣一個平台是有可能會成功、得到高度使用

率的。 
 
此外他對於研究成果著作權做了很清楚的解釋，談到目前

期刊除了允許研究者自我典藏外，大多數也允許作者將論文保

存在機構典藏中，並提到英國出版社的實際案例（93％的出版

社允許 IR）。經過他的講解，也許會讓學術機構免除違反著作

權的疑慮，較大膽的建立像台大這樣的網路平台，將校內的研

究成果放上方便大家使用。不要讓著作權成為學術交流的障

礙，這樣的方式在某種程度上符合 CC 的精神，也許在法律上

採用的形式、名稱有所不同，但也是實際落實的一個例子。 
 

 
表 35：「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發言摘要表 6 

發言人姓名 
發言題目 

廖炳惠 國科會人文處 處長 
 

發言摘要 
一、 google的困境： 

google已經有很多法律糾紛，比如說跟很多public library
的書，不論是用open access或是public access，很多作者和學校

都有點反對，特別是他們本身有些特藏品使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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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廖處長對知識生產典範變化的思考： 

1. 研究者重視的是：人如何思考、如何面對外面的環境，以

後的人怎麼想問題，以後的人需要哪些東西。如何把從不同

位置去思考的方式放到眼界裡面去。在知識生產的典範變換

裡面，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向度。 

2. 在數位化的方式下，要加深思索很多知識生產上傳統的、

重要的精髓。其實有很多傳統的知識在目前的數位化和搜尋

化的這個制度裡面還是有很多不夠的面向，我們怎麼樣去，

在文史哲的面向裡面發展出來，比如說：在文史哲裡面，手

稿的改的這個版本過程裡面，發展出來的過程可能是非常重

要的，不是有一個定稿放在上面，然後被看到，然後全文索

引，就知道作家在想什麼，我想這個面向上面，知識生產的

典範的變化，怎麼把很多問題繼續留下來，重新再想，搜尋

的全文索引，包括我們這個現在用的典藏的手法，怎麼樣把

以往的人家的精英，怎麼樣來做選擇、怎麼做詮釋、怎麼去

做分類、怎麼去做索引，這些我覺得很多的精神就像Walter 
所說的：「一本書放到架子上面之後，它的靈魂就不見了。」

我們的數位化的方式，很多這個知識生產的、傳統的，很重

要的精髓，我們應該把他加深思索。 

3.兩個訴求： 

(1) 希望我們在法律方面之很多的經驗交流，能夠更加普遍。

(2) 在進行數位的索引化跟全文索引、國際化的平台時，應

該要注意到很多文史哲的問題（如何保留並理解作品從

無到有的過程、作者思考的面向等，都是應該注意的問

題。） 

4.  資本化、市場化、商品化，在很多面向上有很多思考的空

間。 

三、 廖處長對傳統知識進入數位化的看法： 

1. 搜尋機制的再思考： 

搜尋的全文索引，包括我們現在用的典藏的手法，如何選擇

研究者成果的精華部分？怎樣選擇、詮釋、分類、做索引？

2. 數位輸出平台的成果盤點： 

很多智慧財產成果的輸出平台，一直在maintain，在有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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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我們希望能在更多的計畫案裡面做一些盤點，讓

我們知道說哪些沒有做，哪些是重複做，哪些出了一些狀

況，然後在智慧財產與很多面向上如何做調整。 

我們將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網頁跟材料，基本上已經無人

maintain，這些是我們數位資料庫的很多計畫，到最後後繼

無力，且被質詢的地方，在這個面向裡面，對於權利的歸屬，

我們會鼓勵的機構典藏，讓各大學發展出來比較重要的特藏

之外，以及所有的著作、教授跟校友、學生的出版的數位產

品，特別是未來越來越多的數位內容的創作等，這些數位資

料的產值應該很難衡量的，而且對各個社群裡面都有一些激

發作用。 

3. 智慧財產權歸屬問題之理解： 

跟亞洲許多國家相較之下，台灣數位化程度，在科技上是相

當不錯，但是在理解上，以及公眾對大學擁有資源的應用程

度，大學教授對數位典藏的瞭解，對自己智慧財產權的歸屬

問題，都還有很多地方要努力。 

四、 台灣當前的學術環境： 

1. 學術自由，以前的體制、傳統的學術方式，已經慢慢地很

難維持了。 

2. 全台灣學術人口之研究成果被引用的名次是92名（全世界

有一百多個國家）。台灣的理工科，在工程跟電機方面，有

某幾個學校是在前十名之內，但是整體排名是全世界第十八

名，論文被引用是第二十五名。根據台大圖資系王教授的資

料：全台灣投到 Top 10%的journal有百分之二十二，在同一

個學科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被引用，理工科也只有百分之八，

就是五分之一的學者，基本上只有三個人裡面只有一個人是

被五十到一百個人左右注意到，其他都是製造垃圾而已，所

以我覺得我們在這個發展上面能夠多注意這些問題。 

3. 國科會十年半的成長經費是加拿大的一倍半、澳洲的兩倍

（澳洲在社會科學裡面是全世界第四名，台灣第二十五

名）。澳洲在這個面向上，花的金錢、經費，僅是我們的三

分之一，但是他們排名很快地衝到非常前面。在知識生產的

架構裡面，國際化才能讓我們的著作比較容易引起注意。 

4. 台灣的數位化程度，科技是相當不錯，但是面對他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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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公共的大眾，對大學裡面的資源的應用程度，大學教授

對數位典藏的瞭解，對自己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問題，都不甚

了了，所以我覺得說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努力。 

五、 國科會的作法與展望： 

1. 草擬/討論產權相關法案： 

到目前為止，數位典藏的這些代表加入到產學，以前我們稱

為大中小產學，現在我們又開始併置，比較是前瞻性、橋接

的、應用的，這些面向裡的數位產值問題，在跟數位學習的

連接層面上，會遇到一些智慧產產權和法律的糾紛，目前我

們還在討論。 

有關知識生產的典範，數位典藏跟數位學習基本上都發展出

某種磨合的平台，希望面對未來的2.0，台灣整個知識生產

的典範，傳播與權力歸屬的問題能夠在一些法律跟加值、產

值的面向上更加合法、有創意。 

2. 論文引用問題之交流： 

在論文中引用的時候，研究者會要去徵求原作者的同意，但

是會發現非常麻煩，發現到要發表的時候，背後這些機制非

常的複雜。國科會要去瞭解這些經驗，希望進一步根據大家

的經驗、問題，做一些交流中心。 

3. 不要只以量做標準： 

面對知識生產的典範，國科會如果要作量化的把關機構，實

際上是有很多的問題，而且這個面向非常負面：大家拼命生

產論文，量多但質差，又沒有跟國際合作，不知道國際間的

相關研究者在問什麼問題、關心的是哪些議題。 

台灣期刊一直引用SSCI，又很自卑地做了TSSCI，這些程序

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用這個方式來自我評鑑的問題，希望

國科會可以去突破，不要拿「量」來做標準。 

4. 數位化推動 

國科會今年買了很多數位化的、全國性的license，我們都盡

量的去爭取，之後也希望能夠補助學校，不只是模擬的博物

館，是一個知識的典藏中心，能夠跟同仁之間有一些互動，

帶動地區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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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台灣能夠在在華文世界裡面，做典藏期刊索引科技

平台的 leader，把我們自己的刊物跟專書，能夠盡量讓他數

位化，所以我們每次在 TSSCI 的評審上面，都希望最近五

年內的期刊能用數位的方式來提供資料，讓人可以全文索

引，用這樣方式來作為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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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術研究與應用推廣活動主要執行成果：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籌備執行多項學術與應用推廣活

動，以下將本計畫參與之活動區分為「學術與應用推廣活動」、「與公開徵案團

隊之合作推廣」、「與相關計畫之配合和國內外學術活動參與」、「相關網站規劃

架設」等四類說明之。 
 

一、學術與應用推廣活動執行成果： 
 

(一) 協同籌備 2007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 
 

表 36：2007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資料表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 

時間/地點 96/8/1（週三） 13:30 – 17:20 / 台北劍潭 

會議主旨 2002 年 12 月之前大眾沿用遵循的「保留所有的著作權」 (all rights reserved)，

在史丹佛大學法學院勞倫斯‧雷席格 (Lawrence Lessig) 教授提出「保留部份的著

作權」 (some rights reserved) ，Creative Commons 理念就此誕生。Creative Commons 

(創作共用、創用 CC、知識共享等譯名) 一項專供創作人及使用者引用的簡易免費

授權模式、一項協助知識再利用創意再發揮的工具、一項在極度「數位權利管理」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和極度「著作權侵害」 (Piracy) 間的制約力量，它使

典藏於虛擬世界中的數位內容易於取得及重新混用，使得源於眾人的知識但構思於

己的創意能藉由公眾授權模式外旋予大眾。Creative Commons 概念於 2003 年由中

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引進台灣，中文化的 CC 授權條款也逐步導入國內。 

 

現下國際間針對 Creative Commons 的探討已從條款內涵進展至自由資源

基底下之共同生產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的永續營運及商業模式的論

證，Magnatune 及 Jamendo 為美歐兩地線上音樂網站中採用 CC 授權並建立獨特

音樂付費模式及利潤回饋機制的範例；台灣科學成果經數位化後已累積具本土特色

及國際水準的數位內容，藉由傳統的科學界資訊分享方式已不敷實際需求，公眾授

權概念的引進將使得台灣學術界、圖書館界及出版業重新思索創新的授權模式。由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數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

產業發展分項計畫指導，輔仁大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 (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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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協進會執行之「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以『CC Scientific 

Commons 未來發展 – 探索 CC 商業模式及分享經濟、初探台灣的科學公有地』為

題，邀集國外採 CC 授權且回歸利潤予創作者的線上音樂網站來台分享其商業模

式、國內線上音樂經營者及公眾授權推動者齊聚探討 CC 及科學公有地在台灣未來

的發展。 

 

希冀藉由此場國際研討會能帶動國內法律專家、研究學者、數位內容創作

人、數位內容平台經營者及一般使用者，共同關心及建構適於台灣社會使用且能永

續發展之公眾授權機制。 

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 

13:30-14:00 報到 

14:00-14:20 

貴賓致詞 
 
賴進貴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數位典

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總計

畫共同主持人 

14:20-14:50 

Permission vs. Piracy: Creating a 

Sustainable and Open Business 

Model for the Music Industry 

  

  

Teresa Malango 

 
Vice President, Music Licensing and 

Business Partnerships, Magnatune 

14:50-15:20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Around CC and Music – 

Creativity Sharing in Jamendo 

Sylvain Zimmer 

 Founder and CTO, Jamendo 

  

15:20-15:40 茶敘   

15:40-16:00 

台灣線上音樂產業所面臨智慧

財產權之限制及可能解決方式

祝驪雯 

 
願境網訊股份有限公司(KKBOX)資深副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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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

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

版為例  

 

轩  

翁秀琪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數位典

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學術

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召集人 

16:20-17:20 

綜合座談 

 

引言人: 

  吳國龍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執行長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

共同主持人 

與談人: 

  

‧ Teresa Malango  

‧ Sylvain Zimmer  

‧ 祝驪雯 資深副總經理 

‧ 翁秀琪 教授 

‧ 何國華經理 公共電視新媒體部  

17:20 賦歸 

 

 

會議網址 http://www.nii.org.tw/2007_CC/index.asp 

論文發表量 共三篇 

報名人數 約 100 人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 

助理李嘉維、施伯燁、楊佳蓉 

配合事項 參與會議籌備、計畫主持人並於會中發表：<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

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研究初稿)一文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資料、錄音檔案 

相關報導訊息：http://blog.yam.com/ccgardentw/category/15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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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錄 

  
圖 20： CC/SC 國際研討會照片紀錄 

  
圖 21：計畫主持人參與 CC/SC 國際研討會照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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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籌辦「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與「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

展分項計畫」下之「子二：授權平台規範機制推動計畫」、「子四：人文與社會

發展子計畫」共同籌備舉辦了「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研討會」，共為期兩日。本子計畫與各協力子計畫從法律授權面、產業

面、使用者行為面、傳佈面、與社會面等各種要素廣泛討論數位典藏成果授權

相關議題，以及發表年度研究成果。以下分從會議基礎資料說明、兩日議程資

訊、會議相關紀錄檔案等方向說明： 
 

表 37：「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基礎資料說明表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說明稿 
 
一、會議目的：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發展至第二期，正值回顧第一期數位典藏成果，並思索未

來如何永續經營發展之重要階段。而「健全授權機制與產業創造力」、「加速擴大數

典使用者族群」、以及「公眾資源近用與縮短數位落差」等議題，則為關係著國家

數位典藏計畫未來能否持續健全發展之重要關鍵因素。 
 
有鑑於此，「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特

籌備『「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從法

律面、產業面、使用者行為面、社會面、公眾授權推展脈絡、以及學術資源近用等

面向，全面性地討論數位典藏成果之推廣與發展議題。 
 
會議討論議題涵蓋：數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

數位典藏使用者行為研究、網路資訊取用行為分析、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數位落差

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以及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

等。 
 
即日起至 11 月 20 日止，歡迎各相關領域人士踴躍報名參加，詳細議程及報名方式

請參考研討會網站：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 
 

二、合作單位： 
1. 指導單位：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 主辦單位：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 
 

三、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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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12 月 1 日（六）~ 12 月 2 日（日） 
 

四、會議地點： 
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 318 階梯教室（台北市中山北路四段 16 號） 
 

五、參與對象： 
會議議題相關領域人士 
 

六、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1 月 20 日止，採網路報名，請進入研討會網站報名參加：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 
 

 
 

表 38：「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資料表(第一日)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第一日) 

時間/地點 96/12/1（週六）/ 台北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 318 階梯教室 

會議主旨 發表公眾授權報告、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等數位典藏授權相關

議題。 

議程 議程詳見下表 

論文發表量 共三篇 

報名人數 約 120 人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 

助理李嘉維、施伯燁、楊佳蓉、沈孟燕、涂迺儀、陳映潔 

配合事項 參與會議籌備、協助會議當日各項行政事項支援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資料、錄影錄音檔案、會議報告檔案 

 
 

表 39：「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第一日議程 

時間  討論議題 主講人 

9：00～9：30 報到／領取會議資料    

9：30～9：40 貴賓致詞  
 李德財所長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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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10：00 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介紹 
 謝銘洋教授  
(台灣大學法律學院) 

10：00～10：40 

場次一︰公眾授權報告  
主持人︰ 劉靜怡 副教授  
(數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推
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

主持人) 

陳曉慧助理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吳國龍執行長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執行長)  

莊庭瑞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研究

員) 
10：40～11：30 第一場次與談  

祝驪雯資深副總經理  
(願境網訊股份有限公司(KKBOX)資
深副總經理)  

11：30～13：10 中午用餐   

13：10～14：00 
場次二︰產業調查報告  
主持人︰王俊程副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趙義隆教授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陳文華教授  
(台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14：00～14：40 第二場次與談  
陳淑美主任秘書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4：4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50 

場次三︰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報告  
報告題目︰  
主持人︰張懿云教授  
(輔仁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謝銘洋教授  
（台灣大學法律學院）  

項潔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館館長)  

15：50～16：30 第三場次與談  
章忠信 委員  
(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 

16：3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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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資料表(第二日)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第二日) 

時間/地點 96/12/2（週日）/台北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 318 階梯教室 

會議主旨 數位典藏使用者與資訊取用行為研究議題、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數位落差議

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等。

議程 議程詳見下表 

論文發表量 共八篇以及十一位與談人 

報名人數 約 130 人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孫式文老師 

助理李嘉維、施伯燁、楊佳蓉、沈孟燕、涂迺儀、陳映潔 

配合事項 會議議程籌備、論壇籌備、計畫主持人與兩位共同主持人各發表研究論文一篇。

檔案紀錄 會議資料、錄影錄音檔案、會議報告檔案 

 
 

表 41：「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第二日議程 

時間  議程  與會人  

09:00 ~ 09:30  報到／領取會議資料  

09:30 ~ 10:50  Session 1：數位典藏使用者與資訊取用行為研究議題  

09:30 ~ 09:50 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理論初探  翁秀琪 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09:50 ~ 10:10 數位典藏的傳布擘劃─以資訊取用為

初始  
孫式文 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0:10 ~ 10:25 與談人(一)：評論與回應  趙雅麗 院長  

淡江大學文學院  

10:25 ~ 10:40 與談人(二)：評論與回應  陳百齡 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0:40 ~ 10:50 綜合問答  

10:50 ~ 11:00  Tea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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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2:20  Session 2：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數位落差議題  

11:00 ~ 11:15 原住民部落的數位典藏：困境與機會 洪貞玲 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11:15 ~ 11:30 網咖與數位落差─探討遊戲空間在數

位素養教育中的角色  
林鶴玲 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系  

報告人：李育豪 

台灣大學社會系專任助理  

11:30 ~ 11:40 在遊戲中縮小數位落差─線上遊戲與

數位素養的提升  
林鶴玲 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系  

孫春在 教授  

交通大學資管系  

報告人：李育豪  

台灣大學社會系專任助理  

11:40 ~ 11:55 與談人(三)：評論與回應  方念萱 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1:55 ~ 12:10 與談人(四)：評論與回應  郭良文 院長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學院  

12:10 ~ 12:20 綜合問答  

12:20 ~ 13:30  Lunch 

13:30 ~ 14:50  Session 3 : 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  

13:30 ~ 13:50 創用 CC 傳佈脈絡分析  方念萱 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3:50 ~ 14:10 公民參與建構數位公共資產  羅世宏 副教授  

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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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 14:25 與談人(五)：評論與回應  洪朝貴 副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NPO 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委員

14:25 ~ 14:40 與談人(六)：評論與回應  何國華 經理 

公共電視新媒體部  

14:40 ~ 14:50 綜合問答  

14:50 ~ 15:00  Tea Break 

15:00 ~ 17:00  Session 4 : 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  

15:00 ~ 15:20 引言：分享國內外 Academic 
Commons、Open Science 觀察與研究

心得  

翁秀琪 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5:20 ~ 15:35 與談人(七)：發言  陳百齡 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15:35 ~ 15:50 與談人(八)：發言  陳亞寧 組長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

16:05 ~ 16:20 與談人(九)：發言  劉靜怡 副教授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數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

產業發展分項計畫主持人  

15:50 ~ 16:05 與談人(十)：發言  項潔 教授  

台灣大學圖書館館長  
台灣大學資訊系 

16:20 ~ 16:35 與談人(十一)：發言  廖炳惠 處長  

國科會人文處  

16:35 ~ 17:00 綜合問答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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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相關紀錄資料表 

 

    
圖 22：「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大會海報        圖 23：「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大會手冊封面 

 

 

 
圖 24：「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大會橫幅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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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活動照片紀錄 1 

 
圖 26：「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活動照片紀錄 2 

 
圖 27：「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活動照片紀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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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同籌辦 Asia Commons 國際研討會及系列演講： 
 

表 43：Rebecca MacKinnon 演講資料表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By Rebecca MacKinnon 

時間/地點 97/1/18/政大 

會議網址 http://moltke.cc.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

enceID=496008 

會議主題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By Rebecca MacKinnon 

（GVO 創始人、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助理教授） 

會議說明 在 Web2.0 的新時代，你就是媒體！藉由 Blog 書寫，「公民媒體」的效應日趨擴大，

新聞的概念也隨之轉變，本演講將帶您認識新聞的新未來！ 

 

Rebecca MacKinnon 曾任 CNN 北京辦事處主任，現任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

心助理教授，為非營利的全球公民媒體計劃 GVO （Global Voices Online，全球之

聲）創始人107。GVO 串連全球部落客的力量，報導重要事件並提出觀點，從中也

可看出記者角色、新聞形式與內容的轉變。 

 

報名人數 報名約 100 人 

配合事項 與政大傳播學院合作籌辦、負責各項接待與聯繫適宜 

檔案紀錄 演講會議資料、當日影音檔案已於政大傳院網站供大眾瀏覽 

活動紀錄  

圖 28：Rebecca MacKinnon 演講當日活動照片紀錄 

                                                 
107 GVO：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  

GVO 中文版：http://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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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Rebecca MacKinnon 演講海報 

 
 

        表 44：Asia Commons 研討會資料表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 and Comm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ACIA)研討會 

時間/地點 97/1/19~20/中研院 

會議網址 http://meeting.creativecommons.org.tw/ac:program 

會議主題  Keynote: Solutions to the copyright crisis: by William Fisher (Harvard Law 

School) 

 Tools for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uthorship, copyrights, and public licensing  

 Cultural aspects of commons  

 Case studies and project showcases 

會議議程 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資訊 

會議說明 本次會議的目標如下： 

 

1. 藉由產生更多的成員和增進聯繫亞洲太平洋地區相關組織，來強化亞洲地區公

眾授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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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昇此區域公眾授權概念，並為之提供一個發展實用策略的社群。 

3. 建立一個企業參與的空間， 用以證明和呈現開放內容授權成功的商業模式。

4. 建立一個亞洲重要公眾創用議題的討論場合（如：在我們這個年代,“開放”這個

詞彙意義，以及亞洲公眾議題的歷史和扮演的角色） 

論文發表量 演講發表 20 篇以上 

報名人數 估計超過 100 人 

配合事項 協助各項籌備適宜、於會議中組織「公眾創用：亞洲的文化觀點座談」場次 

檔案紀錄 會議資料、會議摘要已上網、部份場次錄音錄影檔案 

 
表 45：公眾創用：亞洲的文化觀點座談會資料表 

公眾創用：亞洲的文化觀點座談 

場次議程 公眾創用：亞洲的文化觀點 （座談） 

主持人：方念萱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7 年度計畫主持人) 

 

 試探「公眾創用」的本土文化義涵 ─ 從傳統的「公」觀念出發 / 陳弱水 (臺

灣大學) 

 如何看待 Asian Commons ？ / Lawrence Liang (Alternative Law Forum) 

 由「公」轉「共」：台灣派系文化的根源 / 李丁讚 (清華大學) 

 一個亞洲教育者對知識私有化的省思 / 林孝信 (弘光科技大學) 

會議說明108 本場次很遺憾其中一位講者李丁讚因病未能出席，其他三位講者則分別從文

化的觀點暢談公眾創用在亞洲的意義。第一位講者陳弱水從中文「公」到「共」

之間意義來分析公眾創用的本土意涵，像是公務員、家、公司一直都有社會團體

的意思，來解析在台灣公眾創用的表述。 

 

第二位講者 Lawrence Liang 則主張不能直接移植歐美的公眾授權意涵，而是

應該更全面的發展亞洲的獨特意涵。 

 

                                                 
108 本座談場次內容說明摘自：創用 CC 電子報第二十二期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maillist/archive/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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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講者林孝信則是將「知識」與「資訊」分開檢視，資訊私有化對文化

發展不若知識私有化的傷害大，因此認為過度私有化知識對於亞洲保存民俗文化

是不利的。 

活動紀錄 

 
圖 30：Asia Commons 研討會海報          圖 31：Asia Commons 研討會現場活動照片 1 

圖 32：Asia Commons 研討會現場活動照片 2109 

 

 

                                                 
109 以上照片來源：創用 CC 趙柏強先生

(http://www.flickr.com/photos/bobchao/sets/7215760657820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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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同籌辦「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 
 

               表 46：數位典藏藝術節資料表 

「數位典藏藝術節」 

時間/地點 97/6/13~22  / 台北信義公民會館 

活動主旨110 「透明的時間感－生命記憶的典藏」藝術節是在國科會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支持

下，邀請來自日本、香港等地的互動藝術家，以及台灣的中生代與新生代創作者如高重黎、吳鼎武、

王雅慧、沈聖博、微型樂園，透過藝術感性的語言，演繹生命記憶的宏觀書寫、涉入及典藏歷程。

藉由饒富趣味的互動影像等介面，藝術家將融合國立歷史博物館、淡江大學、交通大學等單位的典

藏內容，賦予作品全然不同的觀賞經驗。 

 

此次受邀參加藝術節的創作者／藝術團隊共有八組。在國外藝術家方面，主辦單位力邀甫獲

全球最大虛擬實境藝術節（Laval Virtual 2008）新技術獎的松尾高弘與香港知名新媒體藝術家林欣

傑，分別用日據時代的珍貴黑白影像與攝影大師郎靜山作品等內容，發揮創意而呈現全新的感知經

驗。而在本地陣容方面，高重黎、吳鼎武、王雅慧、沈聖博、微型樂園等涵蓋不同領域的藝術家，

則透過錄像、互動媒體與自製光學機械等媒介，讓個人生命歷程能與集體回憶的脈絡發生關連，勾

勒出「透明的時間感」的要旨，並打破一般人對於線性／非線性時間、個人／集體的二元對立認知。

 

除了強調數位藝術的特性外，為了呼應「透明的時間感」所訴諸的「凡一切發生過的不曾真

正消失」概念，擅長演繹空間藝術的劉榮祿（前「後八」成員）也刻意打破國內常見展場空間的既

定印象，運用空間雕塑並結合投影等方式，在保留原汁原味的眷村長方空間中，疊置出一個強調「穿

透性」的詩意空間，預料勢必成為此次藝術節的另一大視覺特色。 

藝術家的創作靈感是汲取自全人類的集體記憶，而日新月異的數位媒介，則讓超越時空隔閡的心靈

交流成為了可能，並回應當前人類的生存狀態。「透明的時間感」數位藝術節不但兼具藝術性，更

著重在大眾與數位典藏的知性互動，讓民眾進一步認識典藏的長遠意義，不僅過往的一切將在「透

明的時間感」藝術節中栩栩如生的如臨在前，而觀眾也將在失而復得的幻象中重溫最初創造的喜悅。

策展方向 “透明的時間感”展覽主要是彰顯數位典藏的意義，透過數位典藏，時間的意義開始凝結改變，

人們可以穿越古今，領略、欣賞、感受典藏的文物與生活方式等。 

 

透明的時間感的主題意義，意指當時間不僅只是線性或非線性的平面認知，藉由典藏的事物，

時間感開始呈現出一種永恆的透明詩意狀態，觀眾自由在不同的歷史文本中穿越進出。此外“透明

的時間感”除了兼顧數位典藏藝術節的藝術性外，也積極建立普羅大眾與數位典藏的互動趣味性與

知識性，透過國內外互動作品、跨領域整合展演，促使台灣民眾更進一步認識數位典藏的真實與長

遠意義。 

                                                 
110 以上說明文字取自藝術節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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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與

作品介紹 

http://www.microplayground.net/digital_archives_program/?p=34 

展出作品 共八件以上 

參與人數 一週約 100 人 

參與成員 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 

助理李嘉維、施伯燁、楊佳蓉、劉光瑩 

配合事項 提出主要策展概念建議、參與籌備事項、討論執行進度、現場活動支援 

檔案紀錄 攜回活動資料、現場活動紀錄 

相關紀錄 

 
圖 33：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海報 

 
圖 34：數位典藏藝術節場地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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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照片紀錄 1111 

 

圖 36：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照片紀錄 2 

 

圖 37：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照片紀錄 3 

 

 
  

                                                 
111 以下照片資料來源：「微型樂園網路相簿」：http://www.flickr.com/photos/microplay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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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公開徵案團隊之合作推廣： 
 

(一) 96 年度公開徵案徵求通告規劃112： 
 

依據前述之八大項研究任務內容，子三計畫共規劃三大公開徵案構想建

議，「公開徵選」實際上為子三計畫之「互補核心計畫」，換言之，透過公開徵

案需要達成之任務為補足本計畫小組專業所無法執行之部份。另外，透過公開

徵選機制，藉由給予執行單位充裕的計畫執行時程，來稽核執行單位充分達成

本計畫所賦予之執行目標。 
 
由於公開徵選部份的研究內容皆牽涉媒體內容實做，因此這部份的製作

成果將直接面對預期使用者；受眾的使用經驗反饋則又直接決定了本計畫在執

行「學術應用」與「文化推廣」任務之成功與否。由此可知公開徵選之任務茲

事體大。根據數位典藏二期之總體計劃書中對於公開徵選項目的要求提到，公

開徵選計畫以推動國內文化創意產業、資訊服務業與數位內容等相關產業為

主，並以創新為目標，由國家推動數位典藏整體政策出發，於「人文社會」、「學

術應用」與「商業應用」三大主軸中，分析徵選領域、研擬評選準則。且子計

畫之間應彼此協調，規劃彼此角色與徵選重點，串連相關資源共同深化典藏成

果。本子計畫 96 年度之公開徵案徵求通告規劃如下： 
 

1. Science Commons、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公開

徵案構想規劃： 
 

◎ 計畫目的：本計畫之目的為推廣 Science Commons、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透過網路平台之建置，持續進行 SC、CC 條

款本地化工作、並加強 SC、CC 授權使用之實用性與應用

性。藉由平台來推動學術界、科學界了解 SC 授權之概念，

並促成先期採用；另一方面持續結合民間藝術創作人、出版

人力量，持續增加國內 CC 授權作品之產量，並以此平台作

為 CC 作品匯集之領域。 
 

長遠來說，寄望透過本公開徵案，進一步為國家數位典藏作

品之授權機制提供授權工具，以有效的授權工作來促進數位

典藏程成果之應用、流通，促進數位典藏成果之公共資產近

用與傳佈，並進一步激發更多活力。本徵案所建置的 SC、
CC 網路平台之真正價值在於要廣為一般學術社群、藝術創

作者、或一般大眾所真正接受使用，並達到實際使用人次增

加之目標。 
                                                 
112 結案報告本處所附之「96 年度公開徵案徵求通告規劃」乃為本計畫之原始規劃書完整內容。

稍異於計畫辦公室最後所公佈之徵求通告摘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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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要求： 
（一）以結合典藏資源與產學各界之供需為目標，規劃與建置數位內容推廣

平台系統，該平台須： 
1. 與數位典藏一期計畫之推廣網站進行接界； 
2. 具備初期 Science Commons 討論區之規劃與建置； 
3. 具備後期Science Commons數位內容推廣功能； 
4. 具備 Creative Commons 數位內容推廣功能； 
5. 提供數位典藏成果釋出與分享機制功能（如 scienc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二）辦理國內數位內容公眾授權機制推廣活動（需至少包含Scienc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創用CC授權條款）。 
（三）每年辦理 1 場以數位內容公眾授權機制為主題的國際交流活動。 
（四）配合數位典藏總計畫所進行之計畫管考作業，報告工作進度和成效。 
 
◎ 申請資格： 

一、申請單位：本計畫必須由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或依國科會規定受補助

單位之編制內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以下簡稱計畫執行單

位）提出。 
 
二、合作企業：為期建置使用者導向之 SC、CC 網路平台，本計畫鼓勵申

請單位自行遴選合作的產業界參與此研究計畫，該企業包

括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協會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以上

產業均需具備研發單位及人力。合作企業必須全程參與計

畫。 
 

◎ 公開徵選年限：三年期 
 
 
2. 「數位典藏創意加值媒體內容」與「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發展」公開徵選構

想規劃： 
 
◎ 計畫目的：本計畫之目的為透過媒體加值內容向大眾推廣數位典藏成

果，並以一次製作多次使用之概念，將此加值內容呈現在

不同媒體平台上。加值內容需適切採用數位典藏成果，充

分發揮創意策劃媒體節目內容。藉由以故事性呈現的節目

內容，吸引大眾接近典藏成果與文化創意。研究團隊所製

播之媒體內容需同時考量未來置放於不同媒體平台之適切

性，並鼓勵製作優質影音內容。 
 

本計畫之另一執行價值在於實驗多媒體平台技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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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H、MOD、Web-Casting、podcasting、HDTV 等。行

動化、數位化、個人化的媒體內容未來將接觸到最廣泛的

受眾，因此計畫執行團隊需具備相關研發人員、技術、與

設備。並將加值內容在平台上進行實驗播放測試，為未來

數位典藏內容推廣可行模式做出具體研究貢獻。 
 
 

◎ 計畫要求： 
（一）加值媒體內容節目徵案： 

一、 類型：不限 
二、 主題：需與數位典藏內容推廣相關，利用一期數位典藏的既

有產出成果，結合其他媒材、資料來製作相關節目主題，需

注重創意、趣味、與故事性。 
三、 規格：十五分鐘以內 
四、 徵選集數：至少五集 
五、 使用媒材：為符合數位典藏二期計劃中「推廣數位典藏」、「落

實運用數位典藏」之精神，拍攝所使用之媒材限定為 Digital 
Betacam 等級或以上之媒材拍攝，但完成帶需以 Digital 
Betacam 格式繳交。 

六、 播出義務：驗收完成之節目，須於六個月內於國內無線電視

頻道及至少二個以上的數位平台播映完畢。徵案單位必須選

擇適合該加值媒體內容的數位平台業者、支援該平台的設備

廠商洽談合作播出事宜，以避免加值媒體內容完備卻缺乏平

台推廣的缺失。 
七、 建議以 DVB-H、MOD、Web-Casting 為研究重點。 

未來需要提出數位媒體內容播出成果檢討報告書，包括數位

媒體內容跨平台播出的狀況(或可能性)、播出狀況概述、收

視反應、數位平台業者合作狀況、相關設備支應狀況、未來

推廣可能性等評估檢討。 
八、 申請計畫應提出節目企劃書，企劃書應包含：節目名稱、節

目類型、集數、製作團隊（製作公司、製作人、導演、企編

《含經歷及連絡電話》）、製作方式、節目內容、預算、進度

規劃、預期目標、播放平台計畫。 
 

（二）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之發展應用： 
一、 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運作模型研究報告。 
二、 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研發成果。 
三、 加值內容於跨媒體平台之實驗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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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一、申請單位：本計畫必須由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或依國科會規定受補助

單位之編制內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以下簡稱計畫執行單

位）提出。 
 
二、合作企業：為期製作優質媒體內容與成熟技術發展，本計畫鼓勵申請

單位自行遴選合作的產業界參與此研究計畫，該企業包括

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協會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以上產

業均需具備研發單位及人力。合作企業必須全程參與計畫。 
 
三、計畫團隊需具備實際節目企劃、製播經驗。 
 
四、計畫團隊須具備多媒體播放技術之研究人力、技術、與設備，具HDTV

技術研發能力尤佳。 
 

◎ 公開徵選年限：三年期 
 

 
3. 「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策展」公開徵案構想規劃： 
 

◎ 計畫目的：本計畫之目的為透過「數位典藏藝術節」之活動策展，向大

眾廣泛推廣數位典藏成果，並藉由活動展演發展數位典藏呈

現方式之想像力。除了引薦國內外優秀數位藝術作品參展之

外，也藉由辦理作品徵選來鼓勵創作。 
 

「數位典藏藝術節」之策展主軸著重詮釋「生命記憶之典

藏」；策展作品期望強調互動性與遊樂性；另整體策展規劃

要能凸顯數位藝術跳躍空間疆界之媒體特性。策展「數位典

藏藝術節」的重要理想，在於透過這樣的活動辦理，以雅俗

共賞的內涵來同時向大眾介紹數位典藏成果與數位藝術概

念。 
 

◎ 計畫要求： 
一、「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內容架構： 

1. 數位典藏藝術節展演活動為期三天。 
2. 以數位典藏素材為改作主體之大型數位互動藝術創作新製品，至

少兩件。 
3. 國內與本活動主旨相關之數位藝術創作作品推薦展演，至少三件。 
4. 國外與本活動主旨相關之數位藝術創作作品推薦展演，至少兩件。 
5. 作品徵選展示使用區。 
6. 設置數位典藏成果展示區，含推廣活動區、與數典互動作品展示

使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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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計畫須舉辦相關推廣活動： 
1. 架設活動網站，並維持營運至少一年。 
2. 由數位典藏計畫提供素材，由承辦單位策劃作品徵選活動，強調

素材運用之創意發揮與互動性。 
3. 由承辦單位舉辦票選活動，並提供獎金或獎品 
 

三、申請計畫需須進行相關活動宣傳工作： 
1. 活動開跑記者會一場 
2. 協調媒體聯絡與接待事宜 
3. 製作活動手冊、海報、旗幟、紀念品等 
4. 規劃活動宣傳計畫（含平面媒體、電子媒體或其他類型媒體廣告） 

 
◎ 申請資格： 
一、申請單位：本計畫必須由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或依國科會規定受補助

單位之編制內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以下簡稱計畫執行單

位）提出。 
 
二、合作企業：為期舉辦活潑、優質、豐富之數位典藏藝術傑，本計畫鼓

勵申請單位自行遴選合作的產業界參與此研究計畫，該企

業包括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協會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以上產業均需具備研發單位及人力。合作企業必須全程參

與計畫。 
 
三、計畫團隊需具備藝術活動策展、數位媒體創作具實務經驗者。 
 
四、深入了解數位典藏成果者尤佳。 

 
◎ 公開徵選年限：三年期 

 
 
4. 「運用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研究」公開徵案構想規劃： 
 

許多數位典藏成果可為學術研究之重要資產，是以本徵選主題之目的，在

於鼓勵將現有典藏成果，應用於學術研究，尤其著重於其所提出研究模式的可

推廣性及創新性。透過學術層面的實際應用與研究方法的探討，不僅將數位典

藏成果應用於知識發展，也藉此建立起學術社群與數位典藏之間的雙向連結與

互惠性。申請計畫應符合下列要點： 
 

（一） 申請計畫應以數位典藏之成果，作為主要研究標的或研究資料來源。

在計畫中應具體指出其所運用之典藏成果為何，及該典藏成果與其研

究主題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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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計畫所提之研究方法應切合數位典藏內容、平台或傳佈方式之特

性。 
 
（三） 申請計畫應就其研究主題，提出兩項以上之具體學術成果指標，包括：

於各領域知名期刊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學術論文、舉辦學術研討會、

培養博碩士生、於大專院校開設課程等等。 
 
（四） 申請計畫之研究成果，應配合本分項所推動之 SC 方式公眾釋出，作為

未來學術研發之公共資產。 
 

本徵選主題計畫執行期間為一年。雖本徵選主題將以學術或研發機構為主

要執行團隊，但亦鼓勵學術界與典藏機構等相關部門合作執行。此外，本公開

徵選計畫亦鼓勵典藏機構或申請團隊以推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累積

之典藏成果為目的，提出綜合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領域各主題的推廣計畫。例

如：使典藏機構以公共授權機制，將現有典藏資源公眾釋出，使得學術社群和

創作社群得以接近使用；與學術機構合作，將典藏成果應用於學術研究；將典

藏成果製作數位內容節目，運用 podcasting、RSS、Moodle 跨媒體平台播放；

以及產出典藏成果為素材的數位藝術作品，於數位典藏藝術節上發表。 
 
 
以上「Science Commons、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

置」公開徵案」、「數位典藏創意加值媒體內容與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發展公開

徵選」、「數位典藏藝術節活動策展」、「運用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研究」等四個

構想，為「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於 96 年度所規劃提出之相關對外徵

求案。該四類徵案計畫分別針對從數典素材之「公眾授權概念推廣端」、「成果

應用端」、「社會認知推廣端」、「媒體技術與媒體內容實驗發展端」等各層面，

廣泛對外徵求各式規劃案。期透過這一年與公開徵案團隊之緊密合作，能為數

典成果之應用推廣工作帶入更多想像力與活力。各入選執行徵案之工作說明如

下小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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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徵案團隊執行成果說明：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與相關公開徵案團隊緊密合作。該年透

過期初說明會、心得交流會、以及獨立約訪等方式，與相關公開徵案團隊進行

超過六次會面，討論徵案執行內容、執行心得分享、與相關合作方式。由於今

年度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故部份工作於 97 年度持續

進行。與本計畫密切相關之徵按計劃包含以下： 

 

表 47：徵案計畫合作清單 
計畫主持人\單位 計畫名稱 

林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用」徵案

計畫 

林菁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 

「數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

計畫 

李孟晃   

實踐大學資管系   

「數位典藏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 

張懿云  

輔仁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 

梁容輝  

台灣科技大學 

「數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時間感＿生命記憶之典藏」 

 
各 96 年度徵案計畫之執行成果摘要說明如下表： 
 

表 48：96 年度公開徵案執行摘要說明表 

徵案內容簡述 重點執行成果 

「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用」徵案計畫 

 
本計畫目標在於收集散落於報章雜誌間

的棒球史料，加以數位化後建置成一開放

之資料庫，並配合 Wiki 平台，使對棒球

有興趣的使用者不只能很容易接觸到棒

球資訊，更可以輕鬆的分享自己的知識，

以及和同好進行討論。 

1.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館 網 站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title=
%E9%A6%96%E9%A0%81 / 網站已經建置完

成，每日流量皆達十萬人次，已成為台灣棒球知

識社群中最大的網站。主要工作為持續進行電腦

升級及維護以應付龐大流量。 
2. 此外仍持續建置棒球文物數位化資料，如最近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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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紅葉少棒文物館館藏。 
3. 舉辦研討會進行推廣，包含各種研習課程總參加人

數共超過 80 人次。 
4. 該徵案辦理之相關活動如下： 

 96 年 10 月 11 日/「Wiki 的教學研究應用--以臺

灣棒球維基館為例」/40 人 
 96 年 10 月 13 日/「Wiki 語法教學課程（入門

班）」/ 15 人 
 96 年 10 月 30 日/「Wiki 在數位典藏之應用」/ 27

人 
 總計 82 人次 

 
圖 38：棒球維基館網頁擷圖113 

「數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計畫 

 
該計畫目標為提升大學生資訊素

養，並研究資訊素養可能的評量方式。探

討大學生在問題導向的主題探索中應用

數位典藏資源的優缺點，以及可能碰到的

問題。計畫主持人開設兩門課程，藉由訪

談、，問卷等方式了解學生使用數位典藏

資源的意見和可能的評量方式。 

1. 計畫主持人開設以下課程： 
 

日 期 研習課程內容 學員人數 
本學期開授 資訊素養與學

習入門 
39 

下學期開授 資訊素養與學

習進階 
 

 
2. 計畫主持人已引導學員完成 Big6 的初步工作定

義，畫出初步的概念圖，但仍有許多要修改的空間，

                                                 
113 資料來源：公開徵案第二次心得交流會簡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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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學期剩下的時間持續進行。之後計畫主持人會

引導他們藉由兩性議題，蒐集書籍、期刊和數位典

藏與非數位典藏資料。在學術論文方面，研究者與

五位研究生開始著手規畫論文寫作方向，題目如數

位典藏融入資訊素養教學研究、數位典藏現況調

查、數位典藏網站兒童遊戲分析，及網站後設資料

應用等，計畫於十二月底撰寫完成。 
 

 
圖 39：公開徵案「資訊素養教室」課程網頁114 

「數位典藏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 

 
該計畫目的在發展跨各類媒體的播

放平台，使各個單位所製作規格不一的數

位典藏影音資源可以在各類媒體上播

放，使一般大眾更容易接觸到。該計畫與

國史館及台大地質系等有影音內容的單

位，以及中華電信 MOD 等媒體合作，希

望達成影片能在多種媒體上作公共播放

的目標。 

1. 此計畫主要工作內容可分為解決技術問題，以及內

容版權及播放的洽談等工作。技術部份：完成 PC 頁
面及 TV 頁面的網頁整合以及 video server 的測試

及整合。 
2. 內容版權及播放處理部份：台大地質系的台灣玉-

聽見山脈心跳的寶石以及東亞巔峰-臺灣玉山以及

台大圖書館的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 三部典藏計

畫一期的影片同意經加值後於中華電信 MOD，有

線電視，以及無線電視台播放。 
3. 完成於有線電視台及無線電視台托播的行政作業流

程。 
                                                 
114 資料來源：公開徵案第二次心得交流會簡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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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美術頁面，平台企劃以及導讀腳本文字整理。

5. 該計畫持續與擁有影音典藏的單位如歷史博物館及

科學公益博物館洽談中，希望取得更多內容進行加

值播放。 

 
圖 40：數位匯流系統架構圖115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116 

 
該計畫以「線上公眾授權概念推廣

平台」為主軸，進行數位典藏成果和數位

內容開放式授權機制（包括 Open Science 
與 Creative Commons）之推廣、宣導與國

際交流等工作。以期擴大與深化國內數位

典藏成果在文化、學術和產業方面的應

用。 

1.該計畫舉辦數個國內推廣活動，包括 CC Party，CC 
創作季等活動。目前活動規劃已經完成。 

2.在 Open Science、CC 法律觀念之研究與宣導部分

之說帖初稿已經完成，並協助「數位典藏學術應用

與文化傳佈子計畫」進行「數位近用，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活動推廣。

該計畫也將設置線上公眾授權概念推廣平台，正在

持續建置中。 
3.SC 與 CC 國際研究經驗與交流活動部份，該計畫

參與 iCommons Summit 2007 並蒐集相關會議資

料。 
4.該計畫投遞「何在 M 型社會中創造和諧的知識經

濟」一文於『聯合新聞網數位文化誌』中。 
 

                                                 
115 資料來源：公開徵案第二次心得交流會簡報檔案 
116 該徵案所建制之網路討論區，請參閱結案報告此章節之第四小節：「相關網站規劃架設」

部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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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時間感＿生命記憶之典藏」117 

 
此計畫為籌辦了一藝術節，以透明

的時間感為主題。預定的展出包括國內外

藝術家作品，民眾互動區，徵件得獎作品

展示區，以及數位典藏作品展示區等等。

並有一場工作坊讓參與學員認識數位媒

體的影像創作。 

1. 數位典藏藝術節已於 97 年度 6/13~22 於信義公民

會館辦理完成。 
2. 該活動邀請對象含台灣及國際藝術家，包括劉榮

祿、微型樂園、吳鼎武．瓦歷斯、松尾高弘等人，

共超過 8 件運用數典成果之數位藝術創作品，展期

為期十天。 
3. 於數位典藏藝術節中，展演國內外互動、裝置、錄

像等數位藝術作品。以藝術節形式來呈現數位典藏

成果，無論在美學面、形式面、互動面上，皆屬前

所未有之嘗試，期激發民眾對於數位典藏運用之想

像，展現數位典藏不同風貌。 
 

 
本子計畫認為「公開徵案」計畫的設立，達到了資源平衡以及促進領域合

作之效果。不但提供了一個讓不同領域的研究團體或商業廠商深入了解國內數

位典藏成果的機會，更媒合各界創意與各種數位典藏想像，讓數典成果活化且

接近使用者需求。未來本子計畫將本持促進數典成果學術應用立基以及文化近

用推廣之理念，持續與公開徵案團隊進行深度合作。

                                                 
117 此徵案所執行之活動內容與相關成果，請參閱結案報告此章節之第一小節：「學術與應用

推廣活動執行成果」部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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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相關計畫之配合和國內外學術活動參與： 
 
本小節主要節錄於 96 年度(含計畫展延期間)，本子計畫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活動參與，以及國內外學術活動參與資料118。由於數量繁多，故僅節錄部份參

與紀錄。 
 
(一) 參與總計畫與各分項計畫推廣工作： 

 
1. 「數位典藏計畫一期總成果展」 

 
表 49：數位典藏成果展活動紀錄表 

數位典藏計畫一期總成果展 

時間/地點 96/04/08/ 國立故宮博物院 

活動主旨 「點石成金」：數位典藏計畫一期總成果展 

活動網址 http://www.ndap.org.tw/95AnnualExhibition/theme1.htm 

配合事項 參觀展覽、了解數位典藏計畫一期成果內容、認識計畫人員 

參與成員 助理李嘉維 

活動紀錄 

圖 41：計畫成員參與數典一期成果展活動紀錄 

 
2. 「95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 

 
表 50： 95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活動紀錄表 

95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 

時間/地點 96/05/19/ 誠品書店信義店 

                                                 
118 國外會議參與報告，可參閱本結案報告「附錄二」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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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旨 展出 95 年度公開徵案執行成果、以及內容分項攝影展 

活動網址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read_news.php?nid=1769 

配合事項 參與活動、認識計畫人員、了解公開徵案執行成果 

參與成員 助理李嘉維 

活動紀錄 

圖 42：計畫成員參與 95 年度徵案成果展活動紀錄 

 
3. 「紐約授權展行前記者會」 

 
表 51：紐約授權展記者會參與活動紀錄表 

紐約授權展行前記者會 

時間/地點 96/06/14/ 國科會 

活動主旨 數位典藏計畫赴紐約授權展行前記者會 

活動網址 http://www2.ndap.org.tw/newsletter/news/read_news.php?nid=2194 

配合事項 協助記者會現場攝影、媒體溝通、與相關行政協助事項 

參與成員 助理李嘉維 

活動紀錄 

 
圖 43：記者會活動紀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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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開徵案期初說明會」 

 
表 52：徵案期初說明會活動紀錄表 

公開徵案期初說明會 

時間/地點 96/08/13/ 國科會 

活動主旨 96 年度公開徵案期初執行說明會 

配合事項 由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與會簡介本子計畫、協助各項籌備事宜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助理李嘉維 

活動紀錄 

 
圖 44：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介紹子計畫 

 
5. 「97 年度公開徵案計畫中部說明會」 

 
表 53：公開徵案中部說明會活動紀錄表 

97 年度公開徵案計畫中部說明會 

時間/地點 96/11/06/ 台中中興大學 

活動主旨 97 年度公開徵案計畫中部說明會 

配合事項 協助說明會籌備工作、赴會說明本子計畫徵案規劃內容 

參與成員 助理李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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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錄 

 
圖 45：計畫成員參與說明會活動紀錄 

 
6. 「公開徵案期中心得交流會」 

 
表 54：公開徵案期中心得交流會活動紀錄表 

公開徵案期中心得交流會 

時間/地點 96/12/10/ 國科會 

活動主旨 96 年度公開徵案團隊期中心得交流會 

配合事項 聽取徵案團隊簡報、心得交流、以及計畫執行進度了解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助理李嘉維 

活動紀錄 

 
圖 46：子計畫主持人參與期中心得交流會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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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6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 
 

表 55：96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活動紀錄表 

96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 

時間/地點 97/06/20/ 信義區四四南村 

活動主旨 96 年度公開徵案成果展 

配合事項 協助成果展現場行政支援、了解各徵案團隊執行成果、現場訪談部份徵案執行心得

參與成員 97 年度計畫主持人方念萱老師、助理李嘉維、助理劉光瑩 

活動紀錄 

 
圖 47：計畫成員參與成果展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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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與國內研討會或推廣活動： 
 

1. 「Wikimania2007 學術會議」 
 

表 56：Wikimania 2007 會議參與紀錄表 

Wikimania 2007 

時間/地點 96/08/03~05 / 台北劍潭青年活動中心 

活動主旨 

圖 48：Wikimania 2007 網站畫面節錄 

 

維基媒體國際大會是由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所屬的維基媒體基金

會所主辦。維基媒體基金會亦為線上自由多媒體資料庫的 Wikimedia Commons

及許多其他知識分享計畫的主導者。有關更多維基媒體基金會的訊息，請參考

http://wikimediafoundation.org。 

議程 完整議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會議網址 http://wikimania2007.wikimedia.org/wiki/Schedule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計畫助理李嘉維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資料、以及部份會議錄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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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錄 

圖 49：計畫成員參與 Wikimania 2007 照片紀錄 1 

 
圖 50：計畫成員參與 Wikimania 2007 照片紀錄 2 

 
2. 「CC Party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活動」 

 
表 57：CC Party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紀錄表 

CC Party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活動 

時間/地點  96/08/05 / 台北師大路南村落 

活動主旨 

 
圖 51：CC Party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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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CC Party」公眾授權概念推廣活動乃由本子計畫相關公開徵案團隊：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所籌備舉辦。活動內

容包含與中央研究院創用 CC 團隊共同以詩歌、音樂、食譜等創意方案，實際於

在本地進行 CC 授權概念之實做與分享。 

議程 完整活動流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活動網址 http://www.nii.org.tw/2007_CC/party/Party.htm 

參與成員 計畫助理李嘉維 

檔案紀錄 攜回活動資料 

活動照片紀錄 

圖 52：CC Party 公眾授權推廣活動紀錄 

 
3.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 
 

表 58：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紀錄表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 

時間/地點  96/11/17 / 新竹交通大學 

活動主旨 一、資訊社會：資訊社會網絡變遷、網民與虛擬社群、虛擬權力、虛擬網絡 

二、資訊政策：數位及網路政策 

三、資訊經濟：網絡組織、科技產業管理 

四、資訊法律：資訊法律與管制革新、通訊傳播匯流與法律 

五、資訊傳播：數位科技與另類媒體、網路學習、數位文化、數位典藏 

六、其他資訊社會相關議題 

議程 完整議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會議網址 http://weber.infosoc.yzu.edu.tw/2007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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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發表論文：「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

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 

計畫助理成員楊佳蓉同學發表論文：「從 Web 2.0 觀點解析創意公用授權條款」。

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主持「議題四：數位學習與應用」場次。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資料、以及部份會議錄音檔 

活動照片紀錄 

圖 53：計畫成員參與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照片紀錄 

 
4. 「第四屆台北國際雜誌研討會」 
 

表 59：第四屆台北國際雜誌研討會紀錄表 

第四屆台北國際雜誌研討會 

時間/地點  96/11/20~22 / 台北國賓飯店 

活動主旨 在數位化的革命性進程發展中，雜誌業者跳脫傳統的經營模式，以開創性的思

維、破壞式的創新，分解既有的經營原則，重組全新的營運模式，讓雜誌與時俱進，

擁抱新世代的讀者、持續生存的優勢。 

 

在全球化過程中，亞洲是繼歐洲與美洲後崛起的新興市場，當全球聚焦亞洲，

興起華語文的學習熱潮，亞洲各國該如何面對大中華市場的崛起，掌握優勢地位、

立足國際舞台？在文化創意產業與數位內容產業的廣泛發展之下，亞洲各國的雜誌

市場如何擴張、合縱連橫、攜手邁向國際市場？ 

 

第四屆台北國際雜誌研討會，將規劃四大主題，創新經營、數位發展、大中華

市場與亞洲區域合作，共同研討創新變局中的制勝策略與創新機會。延續前三屆的

盛況，包含國內外的雜誌、出版、媒體菁英將齊聚一堂，激盪產業新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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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完整議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會議網址 http://www.magazine.org.tw/events/622/4thIMCT-ch.htm#001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孫式文老師、計畫助理涂迺儀、

施伯燁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資料、以及會議講者簡報檔案 

活動照片

紀錄 

 
圖 54：計畫成員參與台北國際雜誌研討會照片紀錄 

 
5. 「數位無限大：2007 數位高畫質電視及行動電視國際研討會」 
 

表 60：數位無限大國際研討會紀錄表 

數位無限大：2007 數位高畫質電視及行動電視國際研討會 

時間/地點  96/12/06 / 台北國際會議廳 

活動主旨 有鑑於數位傳播科技已逐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高畫質電視(HDTV)及

DVB-H 行動電視又正是今年度最熱門的科技議題，公共電視特舉辦此次研討會，邀

請國內外專業人士，針對兩議題進行經驗分享與意見交流。受邀之國外學者包含

Broadcast Mobile Convergence Forum 執行總監 Dr. Claus Sattler、德國業者 T-System

策略與業務發展總監 Dr. Bertold Heil、法國 CSA 數位電視新服務組主席 Mme 

Elisabeth Flüry-Hèrard 等。 

議程 完整議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會議網址 http://2007digitaltv.achpco.com/index.html 

參與成員 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老師、共同主持人孫式文老師、計畫助

理李嘉維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資料 



 169

活動照片

紀錄 

 
圖 55： 數位電視研討會議照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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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參與國外研討會119： 
 

1.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tuated Play 國際研討會： 

 
表 61：DiGRA 國際研討會資料表 

 

時間/地點  96/09/24~28/ 日本東京 

會議主旨  

DiGRA 為一個由研究數位遊戲行為與現象之跨領域學術人士與專家組成之非

營利組織，該組織致力於進行高品質的遊戲行為研究，並強調該領域成員的協同合

作與研究成果散佈。(DiGRA 官方網站請參考：http://www.digra.org/)今年會議主辦單

位為東京大學，並由東京大學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科系的 Akira Baba 教授擔任大會主席。今年度的 DiGRA2007 同

時受邀成為 Japan International Contents Festival 的子活動之一(CoFesta2007，官方網

站：www.cofesta.jp)。CoFesta2007 共集結了十八個與日本數位內容產業息息相關之

展覽、研討會、獎項、影展等活動，串聯成為一年一度日本最重要的數位內容文化

季，並有超過一百個日本重要數位產業單位協力贊助。 

議程 完整議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會議網址 http://www.digra2007.jp/ 

主辦單位 日本東京大學、DiGRA 

論文發表

量 

大 會 部 份 議 程 全 文 資 料 已 於 11\11 上 網 提 供 下 載 ( 請 參 考 網 址 ：

http://www.digra.org/dl/order_by_author?publication=Situated%20Play) 

報名人數 估計超過 250 人 

參與成員 計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副教授、孫式文副教授，計畫專任助理李嘉維 

檔案紀錄 DiGRA2007 大會手冊(含手冊一本、議程場地資訊資料數張) 

DiGRA2007 大會全文光碟 

CoFesta2007 宣傳文件 

東京國立博物館宣傳文件五份 

                                                 
119 完整版出國報告請參閱此結案報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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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紀錄 

 
圖 56：計畫成員參與 DiGRA2007 研討會照片紀錄 1 

 
圖 57：計畫成員參與 DiGRA2007 研討會照片紀錄 2 

 
圖 58：計畫成員參訪東京國立歷史博物館照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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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陸武漢：「第二屆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 

 
表 62：第二屆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資料表 

第二屆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 

時間/地點  97/04/30~05/01 / 中國大陸武漢大學 

會議主旨 2008 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由中國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武漢

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韓國成均館大學新聞放送學院共同主辦，由中國武漢大學媒

體發展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承辦，於 2008 年 4 月 30 日在中國武漢

大學召開。本次會議是“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的第三屆會議，前兩屆分別

在中國和韓國舉行。 

 

參加本次會議的有韓國、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大陸、臺灣的學者，正式會議代

表 52 人，其中韓國代表 11 人，日本代表 4 人，新加坡代表 1 人，中國大陸代表 33

人，臺灣代表 3 人，代表了 20 多所高校和一家財團。 

 

本次會議共收到論文 41 篇，經專家匿名評審專家和會議學術委員審查，入選論

文 34 篇。會議共舉辦了三場主題報告和一場研究生專場報告。會議入選論文的作者

分別以口頭形式和書面的形式在會議上報告了自己的論文。 

議程 完整議程請參考會議官方網站 

會議網址 http://media.whu.edu.cn/NewsDetail.asp?id=795 

 

媒體報導： 

http://www.sinoss.com/webgate/CmdNewsDetail?newsId=7734&num_channel_id=-2 

http://www.csir.whu.edu.cn/portal/news/show.do%3Bjsessionid=C914F1470B9519EC8A656EEAECBF049

7?id=460 

主辦單位 中國武漢大學 

論文發表 由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於研討會發表：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互動研究：理論初探> 

報名人數 約 100 人 

參與成員 96 年度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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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紀錄 攜回相關會議資料一份 

活動照片

紀錄 

圖 59：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和與會者合影 

 
3. 「澳洲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表 63：澳洲 Open Access 研討會資料表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時間/地點  97/09/22~27/ Brisbane, Australia 

會議主旨 近年來創造知識以及傳散知識的方式已經起了重大的變革，資訊傳播科技的發

展帶動了高度互動性、用戶產出 (user generated)、和社會性互動(Web 2.0)的崛起，

讓知識從先前的線性生產邏輯變的更加開放。 

 

因此全世界都在討論要如何建立一個讓學術研究成果可以開放取用的機制，讓

公部門有資源挹注的研究可以將成果公諸於世。支持本主張的包括有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資料庫、新的發佈工具、發佈模式，同時也從法律層面進行探討。討論焦點

包涵： 

 evolving publishing models 

 repository management 

 e-Research 

 policy development 

 legal and technical issues 

議程 詳見會議官方網站：http://www.oar2008.qut.edu.au/program/workshops.jsp 

Session 1 : The Future of Knowledge 

Session 2 : Open Access : The Nex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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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ata Access and Re-Use 

Session 4 : Comput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wer of Open Access 

Session 5 :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Quality 

Session 6 : A Legal Framework Supporting Open Access 

Session 7 : Sharing Data Infrastructure 

Session 8 : Transitioning to Open Access : The Role of Funders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Workshops : OA: Making it Happen、Managing the Legal Issues 

Research, Access and Innovation: Workshopping 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Publishing 

主辦單位 昆士蘭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會議網址 http://www.oar2008.qut.edu.au/ 

論文發表

量 

總計超過三十篇 

報名人數 約 150 人 

參與成員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6 年度計畫主持人：翁秀琪老師 

97 年度計畫主持人：方念萱老師 

計畫共同主持人：孫式文老師 

檔案紀錄 攜回會議參考資料三份 

活動照片

紀錄 

圖 60：計畫成員參與 Open Access 研討會照片紀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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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計畫成員參與 Open Access 研討會照片紀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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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網站規劃架設： 
 

(一) 數位典藏二分項子三計畫網站： 
 

表 64：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1 

名稱 網址 備註 

數位典藏二分項  

子三計畫網站(中文版)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

m_content&task=view&id=23&Itemid=6

7 

今年度內容已進行過兩次

改版 

 

圖 62：數位典藏二分項子三計畫網站(中文版) 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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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位典藏二分項子三計畫網站英文版： 
 

表 65：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2 

名稱 網址 備註 

數位典藏二分項  

子三計畫網站(英文版)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

m_content&task=view&id=23&Itemid=6

7&lang=english 

英文內容於 97 年度修訂

建置完成 

 

圖 63：數位典藏二分項 子三計畫辦網站(英文版) 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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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網站： 
 

表 66：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3 

名稱 網址 備註 

「數位近用，典藏授

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

與授權使用」研討會網

站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main

.html 

研討會已結束，但網站將

持續維護 

 

圖 64：「數位近用，典藏授權」研討會網站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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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開徵案：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 
 

表 67：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4 

名稱 網址 備註 

公開徵案：公眾授權概

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 

http://blog.yam.com/user/ccgardentw.html 已上線，並持續維護 

 

圖 65：「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網站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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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開徵案：「數位典藏藝術節」官方網站： 
 

表 68：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5 

名稱 網址 備註 

公開徵案：「數位典藏藝

術節」官方網站 

http://www.microplayground.net/digital_a

rchives_program/?page_id=2 

已上線，並持續維護 

 

圖 66：「數位典藏藝術節」網站擷圖 

 



 181

(六) 公開徵案：「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平台」計畫： 
 

表 69：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6 

名稱 網址 備註 
公開徵案：「跨媒體技術

整合服務平台」計畫 
N/A 建置該計畫內部網路實驗

平台計畫內部使用 
 
(七)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 
 

表 70：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7 
名稱 網址 備註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

官方網站 
http://www.nii.org.tw/2007_CC/index.asp 建置該計畫內部網路實驗

平台計畫內部使用 

 
圖 67：「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網站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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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MacKinnon 政治大學演講公告網站： 
 

表 71：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8 

名稱 網址 備註 
Rebecca MacKinnon 政

治大學演講公告網站 
http://www.commrd.nccu.edu.tw/02act_01
saloon_content01.asp?sn=6 

演講已結束，網站上持續

置放演講錄影內容 

 
圖 68：「Rebecca MacKinnon 政治大學演講公告」網站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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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ACIA 國際研討會官方網站： 
 

表 72：子計畫網站架設清單 9 

名稱 網址 備註 

ACIA 國際研討會

官方網站 

http://meeting.creativecommons.org.tw/ac:prog

ram 

研討會已結束，但網站將持

續維護 

 

圖 69：「Asia Commons」研討會網站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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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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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包含學

術面的理論探究工作、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現況研究、使用者調查工作、研討會

舉辦、國外會議參訪，乃至於技術創新面之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公眾授

權影音分享平台架設、藝術展演活動、藝術展演活動策劃、資訊素養提昇與數

位典藏介面使用研究、攜回國外相關政策經驗等，期望為國內數位典藏工作逐

漸架構起一健全環境，包含上游的文化資源政策，至下游的擴大使用者族群等。 
 
總的來說，「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顧名思義指的就是活化各

式數位化文化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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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應用層面，透過第一年的

研究，我們發現「學術資源公眾釋出問題」為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一致面臨的挑

戰；數位典藏成果亦然。所以我們嘗試掌握瞭解各方對於「學術公共資產研究」

此一概念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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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作為學術應用素材」過程中的實際操作障礙，最終的目

的是經由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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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透過使用者經驗調查研究，有效整合各式數位典藏平

台，並針對平台介面設計與串連，提出具體建議，確保數位環境中數位典藏成

果之永續經營發展。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主要執行成果與研究價值貢獻度，

主要在於「學術成就面」、「技術創新面」、「社會影響面」、以及「其他效益面」

等，以下就此四面向分述之，並附上本子計畫之「96 年度綜合績效指標表」： 
 
一、學術成就面： 
 

整體而言，「學術成就面」乃「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96 年度主要

深耕領域，本子計畫認為，數典成果之近用與應用推廣，急需根植於深入現象

分析與理論建構的基礎性調查工作，唯有從基本面去理解數典成果之使用現

況，以及重新檢視本地文化公共資產生成脈絡，才能針對數典近用現況作最貼

切的觀察並提出發展建議，而相關議題與學術研究成果對於思考「本地文化資

產之應用與傳佈」、以及「數位典藏成果之推廣應用」具有重要參考價值： 
 
(1) 本地文化資產之應用與傳佈： 
 
據第一年執行研究心得，本子計畫認為我們應進一步省視思考建立國內健

全的文化資產分享生態系的可能性數位典藏面臨的授權困境該何去何從？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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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資源公眾近用部份，在本計畫第一年度挖掘出國內相關問題之後，接下

來要作的是凝聚各界共識，探尋國內各學科領域所面臨的學術資源分享、授權

問題，及其需求，並深入研究國外經驗，為改善國內現況作出具體貢獻。 
 
本子計畫認為，在執行「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分析的過程中，

學術與應用遇合的真正關鍵在於最終能打造共創、近用文化的基磐、觀念與文

化數典計劃的關懷方得落實，且由行動使其永續、深化。國內學術資源共享機

制、數位典藏各種近用與使用問題等議題之處理，皆非一蹴可及；本子計畫將

在明年度以及往後數年，持續關注這些議題，並求對國內公共資產傳播與數位

典藏近用提供實際幫助。而如嘗試去深耕台灣的「文化公共資產」與「學術公

共資產」工作，必須促成產、官、學、研、使用者各界的充分對話與凝聚共識。

在這之前，我們希望去釐清各個位置所應扮演的角色、責任、與認知，同時聚

合數位典藏計畫的主事者、出資者、規劃者、監督者、執行者、使用者等等人

進行討論，以達成行動研究似地參與建構。 
 
(2) 數位典藏成果之推廣應用： 
 
教 育 部 創 用 CC 資 源 網 站 網 址 已 於 日 前 正 式 上 線

(http://ccnet.moe.edu.tw/)，顯見公部門已開始重視資產授權與推廣應用問題。目

前的數位典藏素材，例如聯合目錄或公開徵案計畫，也開始嘗試 CC 方式公眾

釋出，意味著數位典藏的長遠目標確實是以文化公共財的眼光來經營。透過第

一年的研究，我們描繪了 CC 在國內之活動網絡結構，透過貼近觀察這些人的

想法、作法，我們發現了瞭解與再構本地共用、共享之文化根基的重要性；第

一年所針對 CC 觀念引入推展過程的收集與描繪有利對既有與可能文化共享基

磐的瞭解與再建。另，台灣本土的文化公眾授權釋出推廣經驗研究心得，亦可

回饋至學術公共產概念推廣這方面。 
 
現今數位化、典藏化、近用創造，都倚恃發展中的平台介面。促成一個健

全的「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供應鏈之形成，這涉及各種層次的傳

播問題像是「使用者經驗問題」、「資訊取用問題」、「傳播介面設計問題」、「美

感經驗問題」、「傳播效度問題」、「行銷策略問題」等等關鍵要素。本專案在未

來在「傳佈關鍵要素研究」部份所要進行的工作，便是逐年挑選一關鍵要素深

入研究，以廣泛的傳播過程來思考此一關鍵要素與數位典藏成果推展之關聯

性。在第一年的研究當中，我們提出「數典平台使用者」這個研究主體，並針

對其「使用經驗」、與「資訊取用行為」等關鍵要素來研究，專案未來的研究將

持續細緻化、具體化這關鍵要素之影響性，並衍生出其他相關傳播要素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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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本子計畫之學術成就面，主要從「使用與近用理論基礎研究與現象

分析」、「學術資源公眾近用」、「數典使用者調查研究」、「相關研討會籌備舉辦」

等不同方向規劃發展，以下簡述該四面向各項學術成就： 
 

(一) 使用與近用理論基礎研究與現象分析面向：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最主要之工作目標之一，即進行與

數位典藏傳佈、近用相關之理論深入發展，以其達成數位典藏成果之「公共資

產近用」(Commons Access)與「公共資產傳播」(Commons Distribution)兩項任

務。在「使用與近用理論基礎研究」面向，本計畫之主要貢獻在於發展了「網

路使用者理論深化」、「網路使用者資訊取用行為分析」、以及「本地 CC 傳佈歷

程分析」等三大研究領域。其理論論述觀點與分析對象，皆為數位典藏領域中

創新性觀點，值得後續持續深入發展，且各理論領域皆發展出研究論文，已公

開發表於國內研討會中。本子計畫 96 年度共產出相關研究論文著述共 13 篇，

成效驚人： 
 

(1)「網路使用者理論深化」： 
 

本子計畫從科技與人之「共構」（co-constructed）觀點出發，透過以「使

用者中心」眼光的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理論，強調「互動」

與「活生生的經驗」（felt experience)之重要性。本理論發展重點為從 knowing、
feeling、doing 等三個面向，來思考數位典藏成果之介面設計與使用者行為，此

乃創新性傳播理論觀點，極具理論價值。 
 

(2)「網路使用者資訊取用行為分析」： 
 

有鑑於目前數位典藏成果主要皆以網站方式呈現，故網際網路已成為數位

典藏傳佈之最主要管道。惟因網站本身非使用者主要資訊蒐集對象、內容過於

學術性、功能介面設計等問題，數位典藏尚難以成為使用者最主要的資訊蒐集

管道。本研究由頻道目組（Channel Repertoire）、網站目組（Web Repertoire）、
搜尋引擎組目（Search Engine Repertoire)、以及來源可信度影響性等面向，來

針對數位典藏網路呈現方式提出相關看法與建議，過往未見以資訊取用行為的

數典網站使用分析觀點。 
 
(3)「本地 CC 傳佈歷程分析」： 

 
本研究採行動者網絡(ANT：actor-network theory/approach)方法，針對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的技術、觀念進入台灣的歷程、關鍵、轉捩與發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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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分析。本文欲研究影響文化發展至鉅的 CC 進入台灣之後落地生根的過程，

期以分析科技與社會遇合、縫合的過程中的網絡發展，以進一步掌握、確認歷

程中的重要角色。並研究分析如何造就網絡？形成什麼樣的網絡？行動者遇合

的機緣又為何？此研究成果，除對於分析本地文化公共之發展脈絡做出貢獻

外，對於日後本地學術領域引入 Open Science 概念也將有提示作用。 
 
(4)「從 Web 2.0 觀點解析創意公用授權條款」： 

 
在 Web 2.0 數位時代，使用者會收集各種來源的數位內容，加以混合、拼

貼出新作品，所以網路著作權的問題一直存在。創意公用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License，簡稱 CC 授權條款）即倡議：網路創作者如果自願釋出全部

或部分著作權，可以運用一些代表契約條款的符號和文字來加以標示，既能保

障自身權益，又能讓他人安心引用。Web 2.0 的許多特性和 CC 授權條款相互影

響，因此本文試圖從 Web 2.0 的角度來論述 CC 授權條款，並且對 Web 2.0 進

階到 Web3.0 時的 CC 授權條款提出建議。 
 
(5)「盲用電腦使用者之網路體驗初探」： 
 
當代傳播科技著重於視覺導向發展，反而忽視了視障者的電腦與網路使

用。因此，本文重新爬梳麥克魯漢理論與網路使用者研究，探討視障者於盲用

電腦與網路使用中的感知與經驗。本研究透過個案訪談與參與觀察，發現兩個

重要現象：首先，一般的網路環境，並未考慮視障使用者的接近性，盲用電腦

輔具雖然可以幫助視障者的電腦使用，但仍需網路設計者對使用者特性的理

解，才能進一步改善視障者的網路參與。其次，透過詮釋視障者對網路使用的

經驗與空間感，理解網路使用者在網路時代中如何被格式化為視覺中心的使用

者，忽略了其他感官及溝通的可能性。 
 
 

(二) 學術資源公眾近用面向： 
 

目前大部分數位典藏成果與資訊，實供學術研究使用居多，因此本計畫欲

探究這些數位典藏資訊授權狀況如何？而實際使用上的方便性又如何？經實際

調查後發現，數位典藏成果目前的使用困難，除來自於介面設計問題、網站永

續維護問題之外，更值得探討的現象是目前國內針對學術資源數位化進程與方

式問題，以及各式學術資源公眾近用授權機制建立。例如國外已經有類日

Science Commons 組織以專案方式推動美國國內學術資源開放，那麼國內確實

也需開始正視學術資源逐漸封閉與商業化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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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建立本地學術公有地概念與未來數位典藏成果推展與應用將息息

相關，故本計畫於 96 年度即針對國內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議題與理論基礎進行

深入研究。實際成果為計畫主持人撰寫「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

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論文一篇，除公開發表外，亦已改寫為「知識

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投稿

TSSCI 期刊，審核通過獲得刊登。並且於「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中，籌備「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集官、

學、研等各界人士與會座談，分別從下述觀點來切入討論： 
 
「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數位典藏資料使用經驗

談」、「從三種 Commons 看數位資源的應用： Software, Licensing and 
Information」、「知識生產模式、資源開放分享與規範變遷」、「臺大機構典藏發

展與策略」 
 

論壇除邀請國科會廖處長與會座談，了解現今學術資源共享困境之外，並

將當日討論內容逐字紀錄並壓制成影音光碟片保存分享，供相關領域人士參

考，成果可謂豐碩。「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寄望透過這次機會，引發相

關國內領域人士重視此議題，有效引發本地對相關議題之重視討論，並在未來

持續關注改善學術資源數位化環境。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另還針對「創用 CC 本地傳佈脈絡」、「數

位典藏成果近用與國內學術期刊經營模式」等不同研究方向進行實際訪談調查

研究，各項分析結果皆已呈現在專案研究論文產出中，期引發各界對於本地學

術與文化公眾近用議題之意識。 
 
 

(三) 數典使用者調查研究：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在針對「數位島嶼」、「數位典藏聯合目

錄」、「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等十二個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進

行基礎資料盤點，以及使用者經驗盤點調查、與網路資訊取用行為調查。自數

位典藏一期計畫，乃至目前二期計畫，曾架設之網站不知凡幾。如果再涵蓋由

數位典藏計畫出資支持之獨立公開徵案團隊的成果，網站量更是驚人。惟目前

缺乏一統整平台來整理所有與數位典藏相關之網站，更少有人作過數位典藏網

站存活率統計。 
 
本子計畫所進行之網站盤點工作，並非針對上述網站進行統計普查，而是

希望基於今年度所發展之網路使用者研究理論、與資訊取用行為理論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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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十二個目前主要的「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站」，進行各項網站基本

profile 盤點，以及使用經驗要素盤點。仔細盤點網站基礎資料，將有助於深度

理解數典入口網站之營運性質。而其後則針對網站使用經驗與使用動機，蒐集

分析其使用經驗描述性資料，進行內容分析研究。其他如網站曝光率、近用程

度分析、linkage 類目區分、網路技術分析等面向，也將一併考量是否也可透過

盤點工作來獲得研究資料。 
 
本項數位典藏網站基礎 profile 盤點，以及使用經驗要素盤點工作之調查表

格設計，乃根據本計畫 96 年度各項理論基礎工作設計而來，故與 96 年度子計

畫理論基礎工作相輔相成，相互驗證。本調查工作自 97 年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止，填答人次為 2,392 份，完整填答為 1,945 份，完整填答率為 81.31%，獲

得為數可觀之使用者基礎資料，並分析改寫為<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社

會互動研究：理論建構與使用者經驗研究>一文，獲 TSSCI 期刊審核通過刊登。 
 
 

(四) 相關研討會籌備舉辦：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籌備舉辦了「數位近用，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會中針對數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

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數位典藏使用者行為研究、網路資訊取用行

為分析、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數位落差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

構議題、以及數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議題等，進行廣泛深入的討論。無論是

數位典藏產業面、授權法規面、使用者面、文化議題面等，研究論文共計發表

11 篇以上，且皆屬數位典藏領域中的創新性研究。 
 

另，子計畫於 97 年度 1 月份，參與籌備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 and 
Comm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ACIA)研討會，此研討會邀集國內外與公眾授

權議題相關之產業團隊、專案執行團隊、學術領導人等，共商公眾授權文化的

亞洲價值觀與法律觀。參與之國內外人士將超過一百五十人以上。本子計畫並

負責規劃執行一場「Cultural aspects of commons」論壇，深入討論亞洲觀點的

公眾文化觀；並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中心合辦一場學術演講，邀請 Rebecca 
MacKinnon 就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議題發表演講，與國內傳播學

界教師與研究生就 web2.0 概念對新聞的衝擊進行互動與討論。 
 
本子計畫將學術研究會議舉辦視為一研究交流活動，作為各界充分交換議

題觀點之平台。除宣讀各式研究成果之外，更重要的是藉由交流對話，蒐集建

議，以逐漸達成促使國內學術與文化公共化環境健全發展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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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創新面： 
 

(一) 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參與了由實踐大學資管系李

孟晃所帶領的「數位典藏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徵案計畫。此徵案希望藉由整

合傳統有線電視、MOD、網路電視等傳播管道，並且取得數位典藏相關影音成

果並與以加值，而產生最大綜效。期能有效推廣數位典藏成果至更多族群，並

成功實現「一次製作多次使用」的平台播放技術，且未來更將進一步推展到行

動電視區塊上。 
 
目前此專案已完成 PC 及 TV 的介面整合程式設計，以及完成 media server

的測試。並已洽談 10 部影片於中華電信 MOD 隨選頻道播出，並且將數位典藏

相關成果影片予以加值再製。此徵案之成果將在技術創新以及數位典藏影音成

果商業模式上做出貢獻。 
 
 

(二) 公眾授權影音分享平台架設： 
 

目前網路影音平台分享發展火紅之際，卻少有人關心相關影音著作權問

題。由輔仁大學財經法律學系張懿云教授以及 NII 團隊帶領的「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期望建置一個在 CC 授權機制

之下，新的網路影音創作平台。除了鼓勵國內創作人將部份作品公眾釋出分享

之外，更鼓勵使用者使用這些素材來 remix 重組。當然，所有的作品也皆為 CC
授權範圍之內。另一徵案計畫為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林信成老師所帶

領的「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用」徵案計畫，此計

畫是以 wiki 共筆系統模式來蒐集台灣相關棒球史，鼓勵全民參與，並且其網站

內容皆 CC 授權。 
 

此二徵案計畫皆可被視為未來數位典藏之典藏技術發展實驗，除充分利用

web2.0 概念極大化使用族群、建立網站特殊性外，並且皆採用了 CC 授權標章

來保護網站內容，且鼓勵分享。這些維運模式值得數位典藏計畫未來參考借鏡。 
 

(三) 以數位典藏素材為本之數位藝術實驗展演： 
 

由台灣科技大學梁容輝老師以及微型樂園團隊「數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時

間感＿生命記憶之典藏」屬一性質特殊之徵案團隊。此徵案將辦理一「數位典

藏藝術節」，以數位藝術形式來彰顯數位典藏的意義，透過數位典藏，時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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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開始凝結改變，人們可以穿越古今，領略、欣賞、感受典藏的文物與生活方

式。透過藝術節的規劃，巧妙將數位典藏內容與藝術品結合，藉由互動性與知

識性的完整呈現，促使民眾更進一步認識數位典藏的真實與長遠意義。 
 

數位典藏藝術節已於 97 年度 66/13~22 於信義公民會館舉辦完成，共超過

8 件運用數典成果之數位藝術創作品，展期為期十天。展演內容包含：國內外

數位藝術作品展、數位典藏一期作品展示等。邀請對象含：台灣及國際藝術家，

包括劉榮祿、微型樂園、吳鼎武．瓦歷斯、松尾高弘等人，展演作品類項含：

互動、裝置、錄像藝術等。以藝術節形式來呈現數位典藏成果，無論在美學面、

形式面、互動面上，皆屬前所未有之嘗試，期激發民眾對於數位典藏運用之想

像，展現數位典藏不同風貌。 
 

於數位典藏藝術節中，展演國內外互動、裝置、錄像等數位藝術作品。以

藝術節形式來呈現數位典藏成果，無論在美學面、形式面、互動面上，皆屬前

所未有之嘗試，期激發民眾對於數位典藏運用之想像，展現數位典藏不同風貌。

本次數位典藏藝術節，源於本子計畫所提出之徵案構想，我們選擇以數位藝術

形式來彰顯數位典藏的意義，並透過數位典藏授權內容，凸顯時間意義的開始

凝結與改變，讓人們可以穿越古今，領略、欣賞、感受典藏的文物與生活方式。

透過藝術節的規劃，巧妙將數位典藏內容與藝術品結合，藉由互動性與知識性

的完整呈現，促使民眾更進一步認識數位典藏的真實與長遠意義。 
 

此外，於技術層次本次藝術節實踐多種數位媒體創意實驗，以互動、意象

化為基礎，開發各種不同的人機互動形式。透過這些技術實驗與實踐呈現，期

激發對於未來數位典藏呈現方式之想像力，此乃籌備此數位典藏藝術節之重要

目的之一。 
  



 192

三、社會影響面： 
 

(一) 資訊素養提昇： 
 

由國立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林菁老師所帶領的「數位典藏融入大學

生主題探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計畫，主要強調資訊素養的重要性，

探究資訊素養在高等教育中之現況，並且將數位典藏資訊搜尋融入大學課程當

中，藉由 Big6 問題解決模式來發現課堂內大學生之資訊學習使用習慣與行為。 
 

此徵案目前已發展系列數位典藏融入大學生問題導向主題探究課程，以提

升其資訊素養，藉以探討在大學生問題導向主題探究中應用數位典藏資源的可

能性和優缺點，並探討在大學生問題導向主題探索中應用數位典藏資源可能遭

遇的問題和應對的策略。最後並希望培育大學生成為優質的數位內容設計人

才，並檢討數位典藏成果呈現方式對於大學生資訊搜尋而言之使用便利性。本

徵案之執行成果，將對於數位典藏網路呈現方式，以及未來提昇資訊素養研究

面向，具實質意義與參考價值。 
 

(二)  加強跨界參與、擴大民眾數典認知： 
 

本計畫 97 年度接續 96 年度展延期間所辦理之 ACIA 研討會，邀請科技、

文化、法規等專家學者共同討論公眾近用、授權相關議題。藉由國際學者間的

討論、互動，促進亞洲公眾授權組織之合作與聯繫，釐清公眾授權相關概念，

並與各領域學者、社會大眾共同分享，藉此促進公眾近用授權之推廣。本子計

畫於 ACIA 研討會中，特針對「亞洲的文化觀點」議題，籌備一場論壇，邀集

陳弱水、Lawrence Liang 、林孝信等人與會座談共享文化概念在亞洲與在地的

發展脈絡。該活動報名踴躍，對於擴大民眾對數典工作認知，以及國際接軌上

有莫大助益。 
 
除上述自行籌備辦理之學術研究會議之外，本子計畫積極參與各項數位典

藏學術與應用推廣活動，與各分項計畫、子計畫協力合作辦理各項應用活動，

有效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國內數位典藏計畫成果之認知。此外，藉由參與國內相

關學術會議，本子計畫也積極與不同領域學者接觸討論數位典藏發展議題，期

促成領域跨界合作，豐富本計畫研究觀點。 
 
此外，本計畫多次參與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計畫之數位方圓討論會議，並於

會議中報告分享數位典藏計畫目前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及數位典藏藝術節參與

推廣，讓政大傳播學院、理學院師生對於數位典藏有所瞭解並推廣藝術節相關

活動。此學院之內的協同合作，有助於跨學門對話，尤其是傳播學門對於傳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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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領域之研究，對於未來推動數典成果工作，具重要參考價值。 
 
再者，本研究所採行之研究方法例如深度訪談法、籌備相關論壇等，皆直

接與受訪者或相關領域人士面訪互動，本計畫廣泛邀集社會上各領域之使用

者、專業人士，共同加入數典研究行列，真正從使用者以及推廣者的立場，帶

入有別於計畫體制內的新鮮觀點與想法。過去數典工作被評及之處，乃在於過

份強調學術特質，造成與一般使用者之隔閡，進而推廣不易。本計畫選擇直接

聆聽使用者與推廣者的聲音，並於此同時也將數位典藏工作重新介紹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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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效益面： 
 

(一) 國外研討會參與： 
 
◎ 參與東京 DiGRA 會議： 
 
96 年度子計畫參與了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Situated Play 會 議 簡 稱 為 DiGRA2007( 大 會 官 方 網 站 ：

http://www.digra2007.jp/) 。 DiGRA Conference 由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籌備，自 2003 年開始，每兩年舉行一次。今年會議主辦單位為東京

大學，並由東京大學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科系的 Akira Baba 教授擔任大會主席。今年度的 DiGRA2007 同時受邀

成為 Japan International Contents Festival 的子活動之一(CoFesta2007，官方網

站：www.cofesta.jp)。CoFesta2007 共集結了十八個與日本數位內容產業息息相

關之展覽、研討會、獎項、影展等活動，串聯成為一年一度日本最重要的數位

內容文化季，並有超過一百個日本重要數位產業單位協力贊助。 
 

本次 DiGRA2007 研討會共舉行五日，有超過 44 場以上的 session，現場發

表論文超過百篇以上。本次大會探討主題涵蓋：遊戲中的性別扮演、遊戲行為

研究方法論、玩家遊戲使用行為分析、遊戲設計的理論與實踐、遊戲中的學習

行為、遊戲產業的政經分析取徑、各式遊戲文化議題、遊戲中的女性角色分析、

遊戲與資訊落差現象、亞太地區現象分析、各式線上遊戲現象探討、跨學門研

究方法探討、教育目的遊戲使用行為分析、電玩遊戲的社會衝擊現象、遊戲使

用者經驗分析方法，並設置各式產業展示區、組織論壇等，整體來說可謂豐富、

全面、且深入。 
 

而本次大會邀請之與會專家學者包含了 Edward Castronova (Indiana 
University)、Marc Prensky (教育目的遊戲倡導者 )、Akira Baba (Tokyo 
University) 、 Tanya Krzywinska (President of DiGRA) 、 Jason Della Rocca 
(Executive Director of IGDA)、Tracy Fullerton (Interactive Media Division of the 
USC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Suzanne de Castell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Jennifer Jenson (York University)、Doris C. Rusch (MIT)等，皆為數位遊戲研究領

域、與使用者行為研究領域中，非常重要的成員。 
 

以本子計畫之最主要研究任務而言，即推動「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與

文化傳佈」，國外目前對於教育目的遊戲之設計概念、使用者社群組成成員分

析、使用者行為分析、甚至教育目的遊戲軟體目前無明顯經濟價值這些事實的

發現，皆足具重要參考價值。在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層面，應該要思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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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透過嚴謹規劃與分析，來讓數位典藏成果達成教育目的。在文化傳佈面向上，

則應該要思考在過去的數位典藏成果平台中，「使用者角色」與「使用者需求」

觀點似乎是缺席未受到關注的。與 Serious Games 的討論相同，如果嚴肅遊戲

也是可以生動活撥好玩的，那麼數位典藏成果勢必也需要透過更加全面的使用

者調查與行為分析，來有效達成應用與推展之目的。 
 

尤其自九十七年度開始，「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與「數位學習計

畫」進行整併，本子計畫以為，未來值得持續關注 Serious Games 領域發展方

向，以及各項與網路遊戲使用者相關之互動行為、介面設計、使用需求研究等。

這些發展中領域的研究發現，將與未來蓬勃國內數位典藏成果使用效果息息相

關。此外，本次參與國外研討會，本子計畫同時也將國內數位典藏成果介紹給

國際學者，有效提稱數典計畫之國際能見度，並與國際工作接軌。 
 

(二) 加強國際合作、攜回國外政策經驗： 
 

近年來創造知識以及傳散知識的方式已經起了重大的變革，資訊傳播科技

的發展帶動了高度互動性、使用者產出 (user generated)、和社會性互動(Web 2.0)
的崛起，讓知識從先前的線性生產邏輯變的更加開放。因此全世界都在討論要

如何建立一個讓學術研究成果可以開放取用的機制，讓有公部門資源挹注的研

究可以將成果公諸於世。主張包括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資料庫、新的發佈工

具、發佈模式，同時相關討論也從法律層面入手探討。有鑑於該類議題未來對

於數位典藏工作之重要性與關鍵性，本計畫即於 97 年度九月份赴澳洲參與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本次 OAR 研討會，包含 9/24-9/25 兩日研討會，以及 9/26 一日 WORK SHOP。
其中兩日研討會分為 8 場 Session，以議程結構來說，該研討會之議題範圍與討

論流程可分析如下： 
 

表 73：OAR 研討會議程分析表 

上層 (Open Access 運動與知識建構)： 
OA 對知識創新的意義 

↓ 
OA 運動對於知識產製的意義 

↓ 
OA 運動總覽 

↓ 
專利開放與資料庫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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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 (Open Access 運動操作層次議題)： 
科技層次：電腦科技對 OA 運動的影響→eResearch 基礎建設 

↓ 
研究產製層次：OA 與研究品質→澳洲本地研究現況 

↓ 
法律層次：OA 出版之法律架構→OA 架構下的著作權問題 

 
下層 (在地 Open Access 運動發展與操作範例)： 

澳洲政府對於資訊基礎建設與近用之觀點 
↓ 

澳洲國家資料庫發展現況 
↓ 

研究研究出資單位與研究機構的角色 
↓ 

OA workshop(OA 執行方式、法律問題解決、Scholarly Communication 與發

行) 
 

 
 由該研討會議程設定可觀察到，其討論範圍廣泛且全面，從理論層次、

操作層次、到政策產業層次，非常完整地將 open access 運動的現況與未來作深

度討論。會中 Science Commons 主席 John Wilbanks 發表了“The Future of 
Knowledge, What Greater Access Means for Research“一文演說，這場以「知識大

未來」為題的演講，講者 Wilbanks 自當前的變化開始講起──連結（connecting）
知識帶來革命性的變化，無數的問題被提出、無數具體但各自為政的答案也由

是產生。重要的不單單是知識的生產，更重要的是知識的組織、組合──這些知

識、這些答案如何能為人所用？如何能在彼此連結、對話的情況下為人知悉、

利用呢？ 
 
其次，講者提到連結知識的系統性變化，他以經過私人土地的公共通路

（public footpath）為喻、他以愛因斯坦的相對論為喻指出我們共同擁有的事

物。他同時指出 commons 的悲劇（竭澤而漁）要促進知識的連結、使用，必須

從內容、製碼、與硬體建置三方面著手，最上層的知識才能發揮作用，為何如

此？引用康得的話說明知識、源源不絕的知識並不見得有力量，要有「秩序」

（意義）。講者接下來講述第三方面「連結了的知識的破壞性力量」(the disruptive 
force of connected knowledge)，他說明知識產製連結上日益興盛的工會文化

(guild culture)，倡導要去除這種思維與行為，以網絡文化（networkculture）取

代工會（基爾特）文化（guild culture）。最後，Wilbanks 以另一個比方、另一

個提問來說明知識的兩種未來──我們究竟打算像是「看電視」一般靜靜地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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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還是打算利用他來做點什麼（do something with it）？ 
 
該場的回應與討論中論及工會文化也可視為是品質控管的方式，但是

Wilbanks 認為期刊的信譽、招牌已經是保證了，無須另以工會文化、工會思維

來箝制。Wilbanks 認為究其實，問題在於「我要信任誰？」We know enough to 
take a shot 他這麼表示。 

 
從 Wilbanks 所執行的 Science Commons 機構計畫，到他所關心的知識未

來與信任議題，我們認為這些工作對於定義數位典藏工作資產性質與實際實踐

推廣等，具有關鍵重要性，故積極接觸與邀約 Wilbanks 明年度訪台，Wilbanks
已初步應允。本計畫目前除籌備公開演講、專家座談之外，更重要的是希望能

夠將他的理念介紹給國內科技政策制定者，例如國科會、教育部等。我們期盼

能夠成功促成直接對話，讓知識解放概念逐漸為國內學術與官方領域所知曉，

進一步將其精神帶入國內教育與科技政策中。 
 
除此之外，本次赴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另一重要成

果，是攜回澳洲政府為他們國內的創新環境、資訊開放政策、以及各種相關要

素所撰寫的調查報告：Cutler Report。該份報告為澳洲新政府上台之後，以倡

議 open access 等國家研究資訊開放為重要政策導向所執行之調查報告，足見資

訊開放議題已然超越學術研究範疇，進入國家政策層次被正視與探討。值得注

意的是，澳洲政府在公佈 Cutler Report 之後，將廣泛接受各界評論，並於 2008
年底公開做出回應並修訂 Cutler Report。這種創新科技政策制定流程足供國內

參考，且澳洲政府從納稅人權利角度出發來思考科技近用政策，這是國內目前

尚缺乏討論的一個區塊，同樣也是數典成果開放近用路線辯論中急待釐清的領

域。未來本子計畫將持續關注國際相關議題發展，並嘗試將國外政策經驗導入

國內擘畫藍圖中。 
 
(三) 提供應用型建議 
 

誠然，「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為一學術導向型計畫。然而透過提

出各項具體研究成果、與徵案團隊緊密合作、參與國內外重要組織會議、以及

自行籌辦研討會和工作坊等方式，本計畫還是以能夠實際促進本地共享文化深

耕，以及改善數位典藏現有經營環境、擴大使用者族群為未來數年之最終執行

目標。 
 
除透過各式管道向外界釋出、分享本計畫研究成果外，具體施為如 96 年

度以「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使用者調查」之研究分析成果，提供給「數位典

藏聯合目錄」、「數位 101」、「典藏數位台灣」、「數位島嶼」、「V-center」、「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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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數位典藏計畫」、「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等主要入口網站

之經營團隊最參考。從使用者經驗與需求、介面設計、數典網站規劃等面向交

換意見。除藉此了解網站經營者與使用者想像之間的落差外，並提出具體建議，

可謂本研究未來回饋研究成果之典型之一。另，我們也將「數位化學術資源公

共近用論壇」之發言逐字搞製作成冊，寄送給相關領域人士參考。 
 
除參考國外相關政策經驗之外，本子計畫未來將秉持回饋與分享的理念，

持續將本子計畫各式研究成果、蒐集而來的各方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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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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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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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績效指標表： 
 
本小節以表列方式說明「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96 年度績效指標： 
 

表 74：子計畫 96 年度績效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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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使

用者理論研究」、

「網路資訊取用

分析」、「ANT 理

論與 Creative 
Commons 傳佈脈

絡分析」、「台灣科

學公有地概念發

展」、等論文共 4
篇以上。 

1. 將數位典藏實務經驗撰

寫成論文，累積研究成

果，做為推動數位典藏

之學術基礎，並使典藏

加值之知識能永續延

伸。經由論文於研討

會、期刊之發佈，或各

界之引用，亦能呈現本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之研究成績與各項產

出成果，增進數位典藏

領域之學術交流。 
2. 運用傳播領域理論基

礎，分析數位典藏近用

現況以及各式使用者行

為。 
 

TSSCI 期刊論文 2 篇 
期刊論文 1 篇 
國內會議論文共 9 篇 
期刊短評 1 篇 
 
共計 13 篇 

本年度專案成員共於「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2007 台

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暨

論文研討會」、與「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

與授權使用研討會」等，公開

發表論文超過五篇，論文皆為

創新性研究，並受到關注與討

論。 
 
透過籌備「數位近用，典藏授

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組織了「數位

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

邀集官、學研等各界與會座談

國內學術資源數位化問題。

 

共有論文兩篇：<科學公

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

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

刊出版為例>、＜從使用

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社

會互動研究：理論建構與

使用者經驗研究＞，投稿

TSSCI 期刊，審核通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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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成員

含主持人一位、共同主持

人兩位、專任助理一位、

博士級兼任助理二位、碩

士級研究助理四位，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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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助理共計六

位 培養博碩士生共六位 

計有二位博班研究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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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研究報告 

共計執行「數位典

藏平台使用者行

為研究」、「數位典

藏主要入口網站

內容盤點」、「數位

典藏平台資訊取

用行為分析」等相

關使用者調查報

告。 
 

數位典藏計畫之內首次為
使用者導向，進行「數位典
藏平台使用者分析」、「數位
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內容盤
點」、「數位典藏平台資訊取
用行為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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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三項調查研究執行 

1. 以內容分析法進行之數位

典藏使用者行為調查為創

新性研究，目前國內並無

相關研究報告、或研究成

果。 
2. 以「基礎資料盤點」、「使

用者行為要素盤點」、「使

用者資訊取用行為要素盤

點」之概念，針對「數位

島嶼」、「聯合目錄」、「數

位 101」、「典藏、數位、

台灣」等 12 個主要網站進

行研究分析。 
 

使用者導向之網路平台

規劃概念，乃未來數位典

藏網站設計之重要方向

之一。本子計畫所執行之

使用者相關研究，對於未

來計畫辦公室之規劃策

略具重要參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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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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開徵案單

位協辦「2007 
CC/SC 台北國

際研討會」 
2. 與子二、子四

計畫共同籌辦

「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數

位典藏公眾近

用與授權使用

研討會」 
3. 與分項計畫辦

公室、中研院

資訊所共同籌

辦「ACIA 國

際研討會」 
4. 參與東京

DiGRA、澳洲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1. 預期透過與公開徵案團

隊共同辦理「2007 
CC/SC 台北國際研討

會」，能促進國內對於

CC 授權之理解，並引發

CC 商業模式的相關探

討。 
2. 預期透過舉辦「數位近

用，典藏授權：數位典

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

研討會」，除子計畫本身

發表本年度主要研究心

得之外，並透過論壇方

式，聚焦討論國內學術

資源公共化議題。 
3. 期透過舉辦「ACIA 國際

研討會」，能齊聚亞洲地

區 CC 專案單位交換心

得，除宣傳本地數位典

藏成果之外，並針對本

地共享文化發展脈絡議

題進行交流。 
4. 參與國外相關研討會，

了解國外發展現勢，與

國際接軌。 

辦理國際研討會兩場，國

內綜合研討會一場。參與

國外研討會兩場。 

1. 「2007 CC/SC 台北國際

研討會」現場參與人數超

過一百人。 
2.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兩日參與人

數共超過兩百五十人。 
3. 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

究中心」共同舉辦演講，

由 Rebecca MacKinnon 發
表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4. 「ACIA 國際研討會」於

97 年 1 月 19 日、20 日舉

辦。本子計畫籌備「亞洲

的文化觀點」session 一場。

5. 會議現場發放數位典藏成

果宣傳品與 DVD，有效提

昇數位典藏能見度。 
6. 國外會議參與報告兩份。

1. 「2007 CC/SC 台北國

際研討會」國外貴賓

部份含：Teresa 
Malango (Vice 
President of 
Magnatune)、Sylvain 
Zimmer (Founder of 
Jamendo)等。 

2. 「ACIA 國際研討會」

國外貴賓部份含：Dr. 
William Fisher 
(Harvard Law 
School)、Lawrence 
Liang (Alternative 
Law Forum)、Rebecca 
MacKinn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Jessica Coates 
(CC Australian)等。 

3. 「學術近用、文化授

權」研討會特邀請國

科會人文處長前來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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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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形成教材 
相關公開徵案成

果整理釋出 
 

「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

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

用」徵案計畫、「數位典藏

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

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計

畫、「數位典藏跨媒體技術

整 合 服 務 」、「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念推

廣與平台建置計畫」、以及

「數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

時間感：生命記憶之典藏」

等徵案計畫之相關成果公

眾釋出使用。 
 

公開徵案相關成果公眾釋

出，供大眾使用。 

各項公開徵案團隊之執行成

果皆要求採公眾授權方式對

外釋出近用。 

目前棒球維基館已是國

內最重要的棒球文化討

論區之一。數典融入課程

主題探究部份，則實際將

數典成果納入課程教學

中，並觀察學生學習活

動。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

部份，多部數典成果影片

已完成商業加值，並於

MOD 與有線電視播放。

數典藝術節已舉辦完

成，多名國內外著名數位

藝術家以數典素材作為

應用媒介，廣獲好評。 
 

G 專利      

H 技術報告 

1.委請「數位典藏

跨媒體技術整合

服務」公開徵案計

畫撰寫技術實驗

報告。 

預期此部份工作除針對跨

平台播放技術進行實驗性

播放之外，並開拓更多數位

典藏素材之應用多樣性。 

結案報告一篇 

由該公開徵案計畫所撰寫之

技術實驗結案報告，可供各界

參考了解跨媒體播放技術之

實做。 

該徵案計畫在跨平台播

放技術上具實際成果，未

來加以應用將有效拓展

數位典藏使用族群。 

I 技術活動      
J 技術移轉      

技術

創新 

S 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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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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創業育成      社會

影響 

Q 資訊服務 

1. 協助設立分項

暨子計畫網站

2. 設置數位近

用，典藏授

權：數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研討會

網站 
3. 公開徵案：公

眾授權概念推

廣與平台建置

計畫 
4. 公開徵案：數

位典藏藝術節

官方網站 
5. 公開徵案：跨

媒體技術整合

服務平台 
6. 公開徵案：資

訊素養教室網

站 
7. ACIA 研討會

官方網站 

1. 透過分項網站建置宣傳

分項子計畫、並傳佈相

關數位典藏訊息或成

果。 
2. 透過公開徵案架設之網

站，有效達成各式數位

資訊公眾近用功能，以

其促成數位典藏素材活

用，擴大使用者族群。

3. 透過研討會議網站架

設，分享相關學術資訊。

共參與架設九個相關網站

1. 分項網站已經兩次改版，

版面持續維護改進中。 
2. 各項會議網站皆提供線上

報名，以及詳細會議資

訊，有效吸引感興趣人士

前來參與。 
3. 未來相關網站皆會持續維

運，對外與各界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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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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增加就業 專兼任助理進用

共七名 
有效促進研究生或相關領

域畢業生就業。 
專任助理一名，兼任助理

六名。 
降低失業率，提昇國民生產毛

額  

Y 資料庫   

新建資料庫〈資料庫數

目、資料筆數、資料量〉；

新建資料庫關聯數量、使

用人數與好評數 

1.資料庫整合服務加速〈分

鐘〉 
2.資料庫之資料量與查詢介

面方便度 

 

Z 調查成果   
調查結果圖幅數、面積、

調查點筆數、資料量、影

像資料量 

1.調查面積與精密度 
2.即時映像環境可輔助決策

之準確度 
 

AA 決策依據   

新建或整合流程、重大統

計訊息與政策建議、決策

支援系統及其反應加速時

間、節省經費 

1.流程整合之效益數目 
2.重大統計訊息 
3.節省公帑數目 

 

其他 

數位近用、典藏授

權：數位典藏公眾

近用與授權使用

大會手冊與論文

集、研討會海報、

便條紙、原子筆等

製作物。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

研討會大會手冊等各式製

作物。 

1. 大會手冊兩日各一

本 
2. 計畫辦公室留存 
3. 傳播學院傳播圖書

館編目留存 

會議兩日共兩本，含全文或報

告內容共十二篇。交付政治大

學傳播學院圖書館編目收藏。

已於會議當日前製作完成並

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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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討與展望 
 
一、執行檢討： 
 
本子計畫於 96 年度 10 月份完成計畫展延手續至 97 年 12 月底止，由於 96

年度研究執行過程中，初期除需銜接數位典藏一期工作內容，並深入了解各項

行政工作內容之外；還因本子計畫乃研究性質計畫，故於資料蒐集、閱讀、與

構想理論架構等工作上需時較長。本子計畫在研究過程中，歷經多次研究路線

修正以及工作時程改變，乃力求最後研究成果能對國內數位典藏工作提供實質

建議與做出貢獻。另，由於 96 年度公開徵案計畫於 8 月份方開始通過執行，故

原訂與徵案計畫共同執行之工作內容勢必隨之延後。以下分從「理論建構工

作」、「研究執行工作」、「活動籌備參與工作」等三工作面向說明年度計畫檢討

方向： 
 
(一) 理論建構工作： 

 
96 年度在研究工作部份的執行進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確有

與原預期執行進度產生落差之狀況，此乃因本子計畫首先需針對數位典藏一期

成果，以及國內外相關領域現況進行理解，並銜接數典一期五年期間所累積之

各式行政流程，頗費時費工。且因本子計畫屬研究性質之故，理論基礎研究工

作進行所需時間較長，需深入了解觀察數位典藏過往成果呈現方式與使用行為

現象。而針對數位典藏成果之「使用者行為面向」、「網路資訊取用行為」、「國

內公眾傳佈脈絡分析」等不同面向，子計畫也需分別閱讀整理大量文獻，並進

行基礎性研究以及創新性理論架構工作。 
 
此外，於「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研究面向上，本子計畫深入接觸美國 Science 

Commons 組織，了解其工作項目與執行目標，期能為本地引入相關資源，並思

考未來因應學術資源近用困境之解決方案。本子計畫乃為國內第一個針對

Science Commons 組織進行深入分析研究之團隊，相關研究成果意義重大，且

本子計畫已藉由網路以及參與國際會議機會，實際與該組織成員建立聯繫管

道，下年度計畫將規劃邀請 SC 組織主要執行者與決策者前來台灣參訪分享。 
 
上述理論研究領域皆為過往國內或數位典藏計畫中未被執行檢視過的。本

計畫所關注之研究議題與數位典藏成果應用、推廣息息相關，由於子計畫之理

論研究工作至 96 年底方漸成熟完備，故需將使用者調查工作延至展延期間辦

理，方能兼顧調查研究之信度效度。於展延期間本子計畫已如期完成上述各項

理論架構與現象分析工作，研究成果產出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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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執行工作： 
 

除上述理論化工作之外，本計畫分別針對數典網站內容、數典使用者行

為、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等議題，進行「網站 profile 盤點」、「網路問卷」、「深

度訪談」以及「籌備相關論壇」等研究工作。由於上述各項研究工作需殿基於

本計畫之理論與現象分析成果上，且有各項既定籌備與前測工作，故研究執行

部份大多於本計畫 96 年度展延期間執行完成因而稍有延遲。然而本計畫皆於

97 年度展延期間完整各項研究執行工作，並撰寫相關研究報告於國內會議公開

發表以及取得 TSSCI 期刊審查通過刊登，對於理解數位典藏網站內容、使用者

樣態、以及本地學術與文化近用傳佈議題具重要研究參考價值。 
 

(三) 活動籌備參與工作： 
 

96 年度本計畫在活動籌備參與部份共規劃「學術與應用推廣活動執行」、

「與公開徵案團隊之合作推廣」、「與相關計畫之配合和國內外學術活動參與」

等三大方向。其中與中央研究院合辦之 Asia Commons 研討會因國外學者邀約

時程配合問題，故延至 97 年初執行完成。而由於今年度公開徵案審核工作延

宕，至 96 年度八月之後才統一公告，致使子計畫預期與徵案團隊共同執行之工

作需一併延長至 97 年度年中完成。此外，本計畫認為參與國外相關研討會攜回

國外政策或文化推展經驗至關重要，故為配合本子計畫欲參與之國外研討會時

程，本計畫也於展延期間參與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國外重要學術會議。以上相

關活動籌備或會議參與工作，已皆於展延期間完成。 
 

 
基於本研究從上述「理論建構工作」、「研究執行工作」、「活動籌備參與工

作」等三方面所作的計畫執行檢討，雖於執行進程上與原規劃稍有差異，然而

至展延期間結束為止，各式研究工作、活動辦理、績效指標、以及經費執行率，

皆趕上預期年度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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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個來說，96 年度「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專業傳播領

域知識，結合使用者導向觀念，以及探索本地公眾授權機制與推行脈絡等方式，

嘗試為推廣數位典藏應用研究帶進全新的視野與觀點。「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透過「建立學術公有地概念」、「本地 CC 傳佈歷程分析」、「數位典

藏使用者研究」、以及「網路使用者資訊取用行為分析」等不同面向，來分析

與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傳播」行為相關之議題領域。期第一年的執行成

果除了為往後研究奠定理論架構基礎之外，更能在未來能夠改善本地學術資源

近用困難現象、幫助數位典藏成果有效擴大使用族群、以提昇典藏成果之近用

性，讓數位典藏成果進一步真正向外推展。 
 
97 年度本計畫之執行方向將維持以學術研究型計畫性質為主，深入分析蒐

集文獻資料、執行研究蒐集事實資料、並加強以研究成果發展各式應用性策略

建議。於數典使用者調查面向，下年度之研究焦點，將主要殿基在 96 年度理論

發展與網路使用者調查成果上，輔以焦點團體研究方法蒐集一般使用者與網路

規劃之之意見回饋。此外，97 年度本子計畫將更詳細分類整理公開徵案團隊資

料，透過逐一深度訪談方式去嘗試瞭解其於徵案執行過程中所面臨的授權問

題，以深入瞭解其推廣願景、規劃、以及嘗試進行數典推廣模式之建立。根據

上述規劃構想，本子計畫將 97 年度之分季執行規劃說明如下： 
 
第一季： 銜接本計畫第一年研究計畫進度；進行使用者研究理論基礎工

作；蒐集國內外學術與文化 commons 領域發展現況資料；探究

國內分享文化脈絡與國外相關文獻蒐集討論；分析整理公開徵

案團隊資料；協同辦理學術活動。 
 
第二季： 持續進行各項相關理論基礎研究與研究綱要撰寫；持續蒐集國

內外學術與文化 commons 領域發展現況資料；研究國內各學術

領域資源近用困境；探究國內分享文化脈絡；數典使用者與經

營團隊焦點團體研究執行；公開徵案團隊類目化與訪談籌備。 
 
第三季： 持續進行各項相關理論基礎研究與研究綱要撰寫；數典網站使

用者網路調查成果分析；數典網站使用者焦點團體研究執行；

全省公開徵案團隊深度訪談執行；參與重要國際研討會；籌備

數典相關研討會；與公開徵案單位合作執行各項推廣工作。 
 
第四季： 完成理論研究工作；完成使用者調查研究工作與資料分析；公

開徵案團隊深度訪談持續進行與分析報告撰寫；數典相關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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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執行完成；持續參與公開徵案團隊推廣工作；分享數典

使用者研究與授權使用現況調查成果，形成應用性建議；完成

下年度工作規劃；完成年度成果報告書。 
 
除分季工作簡報外，以下分從「內容面」、「平台面」及「傳佈面」來概述

本子計畫 97 年度在數位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面向上所擬定之研究策

略目標： 
 

一、內容面： 
 

 完成執行數典網站使用者焦點團體研究，深入分析數典使用者需求與

內容適切性。 
 完成執行數典網站經營團隊焦點團體研究，分享本計畫研究發現並了

解網站經營策略。 
 透過與公開徵案團隊密切合作，嘗試發展新的典藏標的，以及拓展新

型態之典藏主題 
 思考如何從使用者角度出發，並藉由新的數位典藏內容進一步擴大使

用族群，或符合分眾需求。 
 強化數位典藏計畫之典藏內容呈現方式，增加學術使用之便利性。 

 
二、平台面： 
 

 透過使用者研究，反思目前數位典藏計畫之平台呈現方式，廣泛提供

營運團隊相關應用性建議與分析平台關鍵要素。 
 持續關注各式數典新入口平台設計發展，以 96 年度使用者網路調查

統計結果與深度訪談發現為基礎，從使用者需求端提出數典網站之服

務建議。 
 從新傳播科技、數位教學技術、網路社群經營發展現況等傳播角度出

發，擘畫數位典藏永續經營之道。 
 與公開徵案單位合作，積極導入新跨媒介觀念來規劃新的入口平台，

進而達成擴大使用族群與使用意願之目的。 
 從「整合創新」、「開放近用」、與「有效傳播」等面向來思考數典平

台發展略。 
 

三、傳佈面： 
 

 將數典成果視為文化公共資產(commons)，從理論層次與操作層次深

入分析其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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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行編目、以及深訪各類 96 年度公開徵案團隊，分析其推廣策略與

數典內容授權困境，反思數典發展樣貌。 
 舉辦數位典藏相關研討會，分享研究發現並擴大成果效益與公共參

與。 
 與徵案團隊緊密合作，從文化創意角度協助規劃執行各項推廣活動與

新製典藏內容。透過跨媒介合作，創新數位典藏內容之產出模式，利

用多樣化的媒體傳播，強化文化傳佈力量。 
 積極參與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分享國內數典執行心得、擴大國際交

流參與、帶回國外經驗、提昇數典計畫國際能見度。 
 持續與國內 CC 機構合作，促進建立數典公共資產釋出概念之對話，

以及持續推動國內學術資料開放近用概念。 
 
97 年度「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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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嘗試從使用者端、授

權端、典藏端等各方掌握瞭解他們對於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近用概念之看法、

疑慮、想像、或實際使用狀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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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布」子計畫預計產出研究學術論文、培育博碩

士生、執行多項研究調查報告、辦理大型學術研討會一場、舉辦 workshop、形

成教材與技術報告、並提供相關資訊服務等，在上述各領域中持續深化 96 年度

本子計畫之研究成果，達成數位典藏成果之公眾近用與公眾傳佈之研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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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6 年度成果效益事時報告表 
 
一、論文發表清單： 
 

表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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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

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 
97 年度 12 月份刊登於

TSSCI 期刊：《中華傳播學

刊》第 14 期 p.3~30 
2 翁秀琪、施伯

燁、孫式文、

方念萱、李嘉

維、陳映潔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社會互動

研究：理論建構與使用者經驗研究＞ 
已通過論文審查，將於 98
年度刊登於 TSSCI 期刊：

《新聞學研究》 

國內研討會發表論文 

3 翁秀琪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

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研究初

稿) 

96/8/1，台北、劍潭 
「2007 CC/SC 台北國際研

討會」 
4 翁秀琪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

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本文大幅

改寫自<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

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
（研究初稿） 

96/11/17，新竹、交大 
「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

學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 

5 楊佳蓉 <從 Web 2.0 觀點解析創意公用授權條

款> 
96/11/17，新竹、交大 
「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

學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 
6 翁秀琪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使用研究：理

論建構初探>（研究初稿） 
96/12/2，台北、劍潭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

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

用研討會」 
7 方念萱 <與誰相共？創用 CC 在台灣發起、連結

與形塑的行動者網絡分析> 
96/12/2，台北、劍潭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

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

用研討會」 
8 孫式文 <數位典藏的傳布擘劃：以資訊取用為啟

始> 
96/12/2，台北、劍潭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

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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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討會」 
9 翁秀琪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互動研

究：理論初探>本文大幅改寫自<從使用

者出發的網路資源使用研究：理論建構

初探>（研究初稿） 

97/4/30~5/2，中國、武漢 
「第二屆廣告與文化傳播

國際學術會議」 

10 施伯燁 <視窗時代口語人：視障者網路使用經驗

與空間概念初探> 
97/7/5，台北，淡水 
中華傳播 2008 年年會（全

文匿名審） 
11 翁秀琪、施伯

燁、孫式文、

方念萱、李嘉

維、陳映潔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使用研究：

理論建構、網站盤點與使用者研究＞ 
發表於 97/12/1~2 子計畫所

籌備之「藏諸名山、放諸四

海：數位典藏的收放之間」

學術研討會 

期刊論文/短評 

12 施伯燁 認識媒體：媒體即使用者，使用者即訊

息 
新聞學研究，第九十二期，

頁 193-202 
13 施伯燁 <視窗時代口語人：視障者網路使用經驗

與空間概念初探> 
教學科技與媒體季刊：第八

十五期，頁 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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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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佳蓉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3 涂迺儀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4 莊則敬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5 沈孟燕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V  培育 

6 陳映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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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子計畫學術活動辦理清單 

2007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 

時間/地點 96/8/1 

會議網址 http://www.nii.org.tw/2007_CC/ 

會議主題 CC 國內外商業模式、線上音樂授權模式、本地科學公有地建構議題 

論文發表量 共計座談六場，論文發表一篇 

報名人數 100 人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Day 1 

時間/地點 96/12/1/劍潭 

會議網址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main.html 

會議主題 數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 

論文發表量 論文發表 3 篇，與談人 8 位 

報名人數 112 人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Day 2 

時間/地點 96/12/2/劍潭 

會議網址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main.html 

會議主題 數位典藏使用者行為研究、網路資訊取用行為分析、數位典藏成果近用

與數位落差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以及數位化

學術資源公共近用論壇等 

論文發表量 論文發表 8 篇，與談人 11 位 

報名人數 134 人 

Rebecca MacKinnon 政治大學演講 

時間/地點 97/1/18/政大 

會議網址 http://moltke.cc.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

nfo&conferenceID=496008 

會議主題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By Rebecca MacKinnon 

（GVO 創始人、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助理教授） 

論文發表量 演說稿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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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數 報名 120 人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 and Comm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ACIA)研討會 

時間/地點 97/1/19~20/中研院 

會議網址 http://meeting.creativecommons.org.tw/ac:program 

會議主題 Keynote: Solutions to the copyright crisis: by William Fisher (Harvard Law 

School) 

Tools for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uthorship, copyrights, and public licensing  

Cultural aspects of commons  

Case studies and project showcases 

論文發表量 論文發表 8 篇以上 

報名人數 估計超過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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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備清單； 
 

表 78：子計畫設備清單表 

No. 設備名稱 型號 價格(單位：元) 購置日期 報銷日期 保管人 

1 麥金塔筆記

型電腦 

MacBook 45,850 96/10/17 4 年 翁秀琪 

2 印表機 HP Laser Jet 

P3005 

26,537 96/12/26 5 年 翁秀琪 

3 碎紙機 TQ81B 2,800 97/1/7 5 年 翁秀琪 

4 圖書一批 西文圖書十冊 13,785 97/2/20 無 政治大學總

圖書館 

5 個人桌上型

電腦 

ASUS 39,451 97/4/18 4 年 翁秀琪 

6 數位攝影機

乙台 

Sony 

Handycam 

SR220 

40,800 97/5/22 5 年 翁秀琪 

7 桌上型電腦 ASUS 28,000 97/12/30 4 年 翁秀琪 

8 圖書一批 西文圖書兩冊 3,187 98/3/20 無 政治大學總

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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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成果： 
 

表 79：子計畫其他成果整理表 

No. 項目或名稱 創作單位與代

表人 內容 完成日期

（年/月）
送計畫辦公室留存(是/否) 

1 

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大會

手冊與論文

集 

子二計畫主持

人：謝銘洋 
子三計畫主持

人：翁秀琪 
子四計畫主持

人：羅世宏 

數位近用、典藏授

權：數位典藏公眾近

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大會手冊。會議兩日

共兩本，含全文或報

告內容共十二篇。已

於會議當日前製作完

成並發放。會後並交

付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圖書館編目收藏。 
 

96\12 

是 

圖 70：大會手冊版型 

2 

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大會

海報 

子三計畫主持

人：翁秀琪 

研討會海報除現場使

用之外，另寄發給國

內各相關研究機構張

貼宣傳。 
 

96\11 

是 

圖 71：大會海報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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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大會

便條紙 

子三計畫主持

人：翁秀琪 
於會議中發放，以及

用於各式宣傳場合。
96\11 

是 

圖 72：大會便條紙版型 

4 

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大會

原子筆 

子三計畫主持

人：翁秀琪 
於會議中發放，以及

用於各式宣傳場合。
96\11 

是 

圖 73：大會原子筆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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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數位近用、

典藏授權：

數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大會

影像紀錄光

碟(內容共

四片 DVD) 

子三計畫主持

人：翁秀琪 
會後留存參考 96\11 

是 

 

圖 74：大會紀錄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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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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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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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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篇 

說明稿 相關活動籌備說明稿 總計產出 5 篇 

摘要稿 專案會議與活動參與內容摘

要稿 

總計產出 10 篇 

會議記錄 專案會議與活動參與會議紀

錄 

總計產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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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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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年度工作執行情況： 
 

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含 97 年度展延期間)，每月執行進度整理如下表： 
 

表 81：子計畫年度工作執行時程表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4 完成 
96/1/17 完成 

96/1/4 符合 
96/1/17 符合 

 

分項例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22 完成 96/1/22 符合  
96 年度公開徵案構想書審查 第一階段審查完成 96/1/2 完成 96/1/2 符合  
相關人事聘用 人員聘用完成 96/1/31 完成 96/1/31 符合  
銜接了解數位典藏一期成果 調查研究數典一期成果 96/1/1 開始 96/1/1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參與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

際研討會 
96/1/10 完成 96/1/10 符合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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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1 完成 96/1/31 符合  

5% 4%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2/2 開始 
96/2/8 開始 

96/2/2 符合 
96/2/8 符合 

 

子計畫研究論文初期文獻探討籌

備 
文獻蒐集與閱讀 96/2/1 開始 96/2/1 符合  

2 月 

國內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現況調

查 
現況調查與分析 96/2/1 開始 96/2/1 符合  

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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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96 年度公開徵案實質審查完畢 實質審查開始 96/2/9 開始 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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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28 完成 96/2/28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3/8 完成 
96/3/15 完成 

96/3/8 符合 
96/3/15 符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相關文獻工作 96/3/1 開始 96/3/1 符合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國內外資訊 96/3/1 開始 96/3/1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MCN 台灣分會簽約典禮暨研

討會 
96/3/23 完成 96/3/23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數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 96/3/30 完成 96/3/30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參與第一分項南區智慧財產權

工作坊 
96/3/30 完成 96/3/30 符合  

撰寫 97 年度中綱計劃書 97 年度中綱撰寫完成 96/3/21 完成 96/3/21 符合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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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31 完成 96/3/31 符合  

20％ 15%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4/6 完成 
96/4/20 完成 

96/4/6 符合 
96/4/20 符合 

 

97 年度中綱計劃書上傳完成 97 年度中綱計劃書上傳完成 96/4/9 完成 96/4/9 符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相關文獻工作 96/4/1 開始 96/4/1 符合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國內外資訊 96/4/1 開始 96/4/1 符合  
96 年度作業計畫繳交 撰寫 96 年度作業計畫 96/4/25 完成 96/4/25 符合  

4 月 

相關活動參與 
媒體科技、美學經濟與創意產 96/4/25~27 完 96/4/25~27 符  

27％ 21% 



 222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業學術論壇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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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30 完成 96/4/30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5/18 完成 
96/5/28 完成 

96/5/18 符合 
96/5/28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擁抱數位．湧現臺灣」公開

徵選計畫成果展 
96/5/19 完成 96/5/19 符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相關文獻工作 96/5/1 開始 96/5/1 符合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國內外資訊 96/5/1 開始 96/5/1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數位典藏電子報聯絡人說明會 96/5/25 完成 96/5/25 符合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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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31 完成 96/5/31 符合  

35％ 29%%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6/29 完成 96/6/29 符合  
協助分項網站建置 

網站建置完成上線 96/6/1 完成 96/6/30 落後 
因網站內容、網址定址、與後台

建置修正故落後。 
數位典藏成果使用、公眾授權使

用理論基礎研究論文綱要撰寫 完成相關論文綱要 96/6/30 完成 96/8/30 落後 
因子計畫陸續修正研究執行方

向，直接影響資料蒐集閱讀寫作

規劃進度，故落後此進度。 
相關活動辦理 辦理校內演講一場 96/6/29 完成 96/6/29 符合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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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30 完成 96/6/30 符合  

46％ 34%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7/9 完成 96/7/9 符合  7 月 
研究報告撰寫 

撰寫「Science Commons 在台 96/7/15 完成 96/7/15 符合  

5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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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版

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一文的

初步構想。 
深度訪談執行 

執行深度訪談並完成謄稿 

96/7/3 完成 
96/7/11 完成 
96/7/12 完成 
96/7/16 完成 
96/7/25 完成 

96/7/3 符合 
96/7/11 符合 
96/7/12 符合 
96/7/16 符合 
96/7/25 符合 

 

數位典藏電子報投稿 投稿電子報並完成刊登 96/7/9 完成 96/7/9 符合  
96 年度上半年成果報告撰寫 撰寫完成並上傳 96/7/3 完成 96/7/3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參與數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

（五）「數位典藏技術導論」與

（六）「Web2.0 發展趨勢與數

位典藏的應用」。 

96/7/18 完成 
96/7/25 完成 

96/7/18 符合 
96/7/25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數位典藏前瞻技術研討會 96/7/19 完成 9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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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31 完成 96/7/31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8/10 完成 96/8/10 符合  
深度訪談執行 執行深度訪談並完成謄稿 96/8/8 完成 96/8/8 符合  
相關活動辦理 2007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 96/8/1 完成 96/8/1 符合  

8 月 

論文發表 
於 CC/SC 台北國際研討會中發 96/8/1 完成 96/8/1 符合  

6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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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表「Science Commons 在台灣

的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版的

學術期刊出版為例」一文 
相關活動參與 參與「Wikimania 2007 

conference」 
96/8/3~5 完成 96/8/3~5 符合  

論文投稿 投稿「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

學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 
96/8/15 完成 96/8/15 符合  

完成使用者調查問卷設計 

完成使用者調查問卷設計 96/8/10 完成 97/1/1 落後 

為因應基於過去數月資料蒐集閱

讀而進行之專案研究方向修正，

並力求理論層次先行建立完整，

故此調查工作時程往後修正。 
公開徵案團隊合作事宜 公開徵案期初說明會 96/8/13 完成 96/8/13 符合  
公開徵案團隊合作事宜 

舉辦公開徵案團隊意見交流會
96/8/22 完成 
96/8/29 完成 

96/8/22 符合 
9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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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31 完成 96/8/31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9/4 完成 
96/9/12 完成 

96/9/4 符合 
96/9/12 符合 

 

深度訪談執行 執行深度訪談並完成謄稿 96/9/14 完成 96/9/14 符合  

9 月 

公開徵案團隊合作事項 
公開徵案 CC、SC 入口網站架

設徵案單位完成網站上線 
96/9/17 完成 97/1/15 落後 因 96 年度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

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故此

7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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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網站建置工作延後完成。 

國外研討會參與 DiGRA2007 96/9/24 完成 96/9/29 符合  
97 年細部計劃書撰寫上傳 完成 97 年度細部計劃書撰寫 96/9/23 完成 9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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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30 完成 96/9/30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0/11 完成 
96/10/25 完成 

96/10/11 符合

96/10/25 符合
 

公開徵案團隊宣傳活動配合辦理 公開徵案 CC、SC 推廣活動徵

案單位完成相關活動一場 
96/10/20 完成 96/8/1 完成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分析整理討論相關文獻工作 96/10/1 開始 96/10/1 完成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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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1 完成 96/10/31 符合  

83％ 62%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1/8 完成 
96/11/15 完成 

96/11/8 符合 
96/11/15 符合

 

論文發表 參與2007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

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並發表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

未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

出版為例」一文的完整論文。

96/11/17 完成 96/11/17 符合  

相關活動參與 參與「分解與重組－數位革命

中的亞洲機會」 
96/11/20~22
完成 

96/11/20~22
符合 

 

11 月 

研討會辦理 
數位典藏子計畫成果研討會 96/11/15 完成 96/12/1~2 落 為因應相關研討會籌備進度與宣

9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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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後 傳事宜，故延至 12 月 1~2 日辦

理完畢。 
公開徵案團隊活動配合辦理 

傳播教材 SC 授權機制上線完

成傳播教材上網 
96/11/30 完成 97/3/31 落後 

因 96 年度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

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延後

網站建置工作，故此項工作也延

後完成。 
公開徵案活動 

參與 97 年度徵求說明會 
96/11/6~7 完

成 
96/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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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1/30 完成 96/11/30 符合  
辦理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2/13 完成 
96/12/20 完成 

96/12/13 符合

96/12/20 符合
 

研討會辦理 『數位近用，典藏授權：數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

會』 

96/12/1~2 完

成 
96/12/1~2 符

合 
 

12 月 

相關活動參與 
數位電視研討會 

96/12/6~7 完

成 
96/12/6~7 符

合 
 

1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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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研究論文完稿 

數位典藏使用、公眾授權使用

理論基礎研究論文完成基礎論

文研究三份 
96/12/15 完成 97/3/31 落後 

論文部份內容已於 96/12/1~2 之

研討會中公開發表。因應專案研

究方向修正，論文加上經驗資料

後的完稿將於 97 年度第一季完

成。 
使用者調查報告 

數位典藏以及公眾授權機制使

用者研究分析報告完成使用者

分析報告 
96/12/15 完成 97/3/31 落後 

為因應基於過去數月資料蒐集閱

讀而進行之專案研究方向修正，

並力求理論層次先行建立完整，

故此調查工作時程往後修正。本

專案已於 96 年度 10 月份辦理展

延至 97 年度 3 月底。 
公開徵案團隊活動配合辦理 

完成辦理數位典藏藝術節 96/12/15 完成 97/3/15 延後 
因 96 年度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

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故此

活動辦理工作延後完成。 
研討會辦理 

協辦 ACIA 國際研討會 96/12/15 完成 97/1/19 落後 
為因應國外學者參與時間與宣

傳，故延後至 97 年度 1 月辦理辦

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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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31 完成 96/12/31 符合  

97 年度展延期間工作執行狀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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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 預定 實際 

相關活動辦理 
辦理 Rebecca MacKinnon 政治

大學演講 
97/1/18 完成 97/1/18 完成  

  

1 月 
相關活動辦理 參與籌備 ACIA 研討會 97/1/20 完成 

97/1/19-1/20
完成 

 
  

2 月 研究調查執行 
完成數位典藏網站基礎資料盤

點工作 
97/2/1 完成 97/2/1 完成  

  

3 月 研究調查執行 
使用者調查研究後續後續執行

規劃 
97/3/1 開始 97/3/1 開始  

  

4 月 研究調查執行 
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者線上

問卷調查 
97/4/21 開始 97/4/21 開始  

  

5 月 研究調查執行 完成數位典藏使用者問卷調查 97/5/20 結束 97/5/20 結束    
6 月 參與籌備數位典藏藝術節 數位典藏藝術節開幕 97/6/13 開始 97/6/22 結束    

研究論文綱要撰寫 究論文綱要撰寫 97/6/15 開始 97/6/15 開始    
7 月 

研究論文撰寫與投稿 研究論文撰寫與投稿 97/7/1 開始 97/7/1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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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工作時程甘梯圖 
表 82：子計畫 96 年度工作甘特圖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第

13
月 

銜接、瞭解一期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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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現況資料 
             

學術資料使用者、潛在使

用者發展與現況調查 
             

數位典藏平台使用者、潛

在使用者發展現況與使用

者研究 

             

國內分享文化概念探究              

深度訪談與焦點執行              

公開徵案單位 CC、SC 平

台建置企劃 
               

公開徵案單位創意加值應

用節目企劃 
              

公開徵案單位跨平台播放

技術與加值內容製作 
             

空開徵案單位數位藝術節

策展規劃 
             

研討會籌備              

撰寫年度成果報告              
 

月次 

工作項目 



 230

附錄二：研究論文與相關文件全文 
 
 
 
 
 
 
一、翁秀琪 /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來：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 

TSSCI 期刊論文 / 刊登於中華傳播學刊第 14 期 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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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 

以台灣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 
 

 
 
 
 
 
 
 
 
                   作者：翁秀琪  Shieu-chi Weng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二分項 
                  「學術推廣與文化傳布」子計畫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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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從知識公共化立場出發， 探討全球知識商品化浪潮下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並聚焦於科學出版。 本文首先耙梳美國 SC（Science 
Commons）的推動方式，進而引介歐盟及北歐對於科學出版發展現況的反省， 發
現各國推動「科學公有地」發展人士最關心的核心議題，其實就是本文在問題意識

中所提出的知識公共化及普及化的問題， 特別當這些科學知識的研發絕大多數是

來自於公共資源的挹注時， 更不應該以智慧財產權或各種市場邏輯的論述，使人

類心靈產製的寶貴知識無法為大多數人所近用，甚至變成少數人的禁臠。 
 
 
關鍵字： 知識公共化、科學公有地、 科學出版、開放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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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commons, this article researched on the science 
commons of Taiwan by focusing on the problematics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ways and means of Science Comm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so brought lights to the current problematics of scientific publicshing in EU 
and Northern Europe. The main argumentation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hat since most of 
the resourc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come from public resources, their research results 
should open access to the public. 
 
 
Key words: knowledge commons, science commons(open science), scientific publishing, 

open a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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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識： 
 
  全世界的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學術研究經費，大多來自於公部門的公共資金，然

而學術研究的成果，卻往往被研究者個人、學術期刊出版商或專利擁有機構所壟斷，

阻礙了學術成果傳布的速度，甚至延遲了罕見疾病研發的速度，造成知識傳布上重

大的延滯和知識倫理上重大的衝擊。（Vaagan, 2007; Dewatrpont, et.al.,2006）因此， 如
何促成知識的公共化，乃成為刻不容緩必須重視的議題。（吳美美、馮建三、賴鼎銘，

2006） 
 
  有關知識公共化的討論，近幾年來在美國、歐盟和北歐各國，逐漸受到重視，各

國也都紛紛提出各種不同的嘗試，試圖解決科學知識傳散和分享的問題。 特別是在

傳播新科技的推波助瀾下，web2.0 概念甚囂塵上，學術知識公共化概念的推廣和紮

根，更形迫切。（註一） 
 
  根據 McSherry(2001)的研究，西方生產學術知識最主要的大學，其所生產的知識，

在學術自由大旗的捍衛下，原本就應該被保留在公共領域中。 大學存在的正當性在

於，它是獲取普世科學真實的中立場所，不應受政治和金錢經濟的左右（Biagioli, 1998; 
McSherry, 2001）。 
 
  McSherry(2001)在「誰擁有學術作品」一書中， 從人類學研究的歷史脈絡中，非

常深入地研究了西方研究型大學所強調的學術自由與智慧財產權觀念間的糾葛與變

化。 簡單地說， 傳統大學在論述學術自由時強調的是「無法被任何人擁有的知識」，

也就是「事實」的領域 (the realm of fact)， 而智慧財產權所規範的領域是「可以被

擁有的知識」，也就是「人造物」的領域（the realm of artifact）(p.27-28)。 換言之，

傳統大學的學術知識強調的是「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的知識， 而智慧財產權

則被定義為與公共領域矛盾的概念。（p.27） 然而弔詭的是， 目前美國大學有許多

學者以保護智慧財產權的論述來捍衛學術自由（p.35）。（註二） 
 
  不少的研究者擔心這樣的趨勢已經使學術知識商品化（Soley,1995; McSherry, 
2001），更有人以「第二次學術革命」來指稱這樣的發展趨勢，並認為這次革命的特

色是「知識的資本化」（McSherry, 2001:32）。（註三）甚至有人說「大學就是生意」。

（Atkinson, 1996a, 1996b 轉引自 McSherry, 2001:33） 
 
  上述的討論是在學術知識公共化概念下可以討論的第一個面向，另一個重要的面

向則是科技發展對於學術知識公共化所帶來的影響，例如，新科技對於傳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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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概念所產生的衝擊，就成為亟需被釐清的議題。 
 
  美國專研智慧財產的學者James Boyle以「第二次圈地運動」（註四）為名，認為

我們當今面對的是類似「第二次圈地運動」，一種「對於人類心靈的圈地」(the enclosure 
of the intangible commons of the mind.)。 （Boyle, 2003） Boyle的意思是說，無形的

人類心靈和有形的土地之間，在財產的概念上存在著很大的本質上差異。 
 

Boyle 指出，「透過網路連結的心靈領域」（the networked commons of the mind）
與古老的英國土地有兩個最基本的本質上的差異：「不具競爭性的」和「不具排他

性的」。（Boyle, 2003）除 Boyle 之外， 美國首倡 CC 授權的著名法學教授 Laurence 
Lessig 在 The Future of Ideas 一書中也有類似的討論，特別是第二章，有興趣的讀者

可以自行參閱。（Lessig, 2002） 
 
  Boyle說，人類心靈的公共領域（the commons of the mind）是「不具競爭性的」

（non-rival）。 換言之，土地被某甲使用後，其他的人就無法使用了，但是今天的

基因排序、MP3檔等卻可以提供無限多的人使用。 這就是所謂的「不具競爭性的」

意思。 因此，對於資訊和創新的公共財而言，並沒有所謂的過度使用的問題。 Boyle
以人類基因為例， 提問：人類的基因可以被申請專利嗎？ 他和許多反對者認為，

讓人類的基因成為私人財產，將會導致災難。 但是，採取「不具競爭性的」觀點，

的確會引起一個問題，也就是如果人人都能使用這些資源的話，那去創造資源的誘

因可能就沒有了。（Boyle, 2003） 
 
  除了「不具競爭性」之外， 人類心靈的公共領域與一般有形財產間的第二個差異

是「不具排他性的」（non-exclusive），也就是無法區辨真正的原創者。（Boyle, 2003）
例如像出現在維基百科上的辭條，究竟誰是作者？ 事實上是無法確認的。 因此，

維基百科目前的作法是引述Wiki這個組織而不去引述寫辭條的單一個人。 
 
  令人印象深刻的是， Bolye 引1918年美國著名法學者Brandeis 的話說：「智慧財

產權（的保障）應該是例外而非常態， 創意和事實應該永遠留在公共領域， 這應

該還是我們最基本的出發點。」(Brandeis, 1918, pp.38-39 , 轉引自Boyle, 2003 ) 
 
   反對如圈地般限制智慧財產者一向會被主流的智慧財產權支持者視為經濟上的

白癡， 後者認為圈地限制（強化財產權）才可以促成進步。  再者，主張加強管制

的人認為，在今日拷貝的費用幾近於零的狀況，更應該加強管制。 但是Boyle提醒我

們，拷貝的費用幾近於零固然不錯，但是，在數位化時代， 生產、傳散、廣告的費

用也同樣大幅減低，因此主張降低限制，才更能將市場的餅做大，更可以增加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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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機。 只因為資訊領域已經成為更重要的經濟活動領域，就因此要加強管制， 這
完全是第一次圈地運動的論述邏輯。這種論述與心態，只會阻礙人類知識的創新與

傳佈。 Boyle認為像科學、法律、教育、音樂類型都和自由軟體的性質類似。 因此，

智慧財產權和專利反而不應該被視為規範，而應該被視為例外。（Boyle, 2003） 
 
  Boyle及Lessig等人對於人類智慧財產的看法， 的確導入一種不同的知識哲學、知

識倫理和意識型態，相當不同於目前主流的看法，也影響了近年歐美各國CC（Creative 
Commons）和SC(Science Commons) 運動的推展。 
 
  討論完學術知識公共化義理下， 何種知識可以被擁有， 何種知識應該留在公共

領域中， 以及在傳播新科技影響下， 智慧財產權對於人類智慧財產的確可以從不

同的觀點切入後， 我們就可以清楚指出本文的核心關懷。 本文在一開始即指出， 全
世界的學術研究經費，大多來自於公部門的公共資金或資源， 然而學術研究的成

果，卻往往被研究者個人、學術期刊出版商或專利擁有機構所壟斷，阻礙了學術成

果傳布的速度，甚至延遲了罕見疾病研發的速度，造成知識傳布上重大的延滯和知

識倫理上重大的衝擊。 
 
本文站在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立場對學術知識商品化的趨勢進行省思，主要以科學

出版的學術期刊為例進行研究，全文將先簡介美國、歐盟和北歐的科學公有地（sc）
現況 (註五)，特別是科學出版推動狀況， 再從科學出版的角度切入，討論台灣在學

術知識公共化上可以推廣的作法及其在知識倫理上的意涵。 
 
貳、美國的 SC 以及歐盟和北歐的科學出版概況： 
 
  一、美國 
 

美國在 2005年年初成立Science Commons (以下簡稱SC)。 根據Science Commons
的執行長 John Wilbanks 對於 SC 的介紹： 「SC 是創用 CC 的一部份──讀者們可以

把我們視為一個完全設於 CC 之下的附屬機構──並且借重於 CC 授權條款推出後，

尤其在 CC 社群及 iCommons 所獲得的成功。」（雷席格的 CC 每週通信（六）：什

麼是 Science Commons？ 2007 年 4 月 21 日 retrieved from: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blog/archives/000017.html） 
  
 在美國，不具原創性的資料與事實並不受智財權的保障，但是在歐洲，The  
European Database Directive 卻以智財權來保障資料庫及原始資料。 有關智慧 
財產權保護的主體究竟是什麼，可以更深入的討論。 本文在註二中已經清楚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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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資料（data），特別是科學資料，通常被認定為是存在於傳統公共領域的知 
識，因為它們在法律上被視為是「事實」的同意字，而「事實」則是應該留在公 
共領域中的知識，不應該為任何人所「擁有」。（McSherry, 2001） 

在美國，SC 的進行主要是計畫導向（project-based），目前主要朝三個方向發展：

出版計畫（The Publishing Project）、授權計畫（The Licensing Project）和資料計畫（The 
Data Project）。（http://creativecommons.org.tw/blog/archives/000017.html） 

以出版計畫（The Publishing Project）而言， 其中最有名的是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根據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簡稱 PLoS）官方網站

http://www.plos.org/about/principles.html 的說明，PLoS 是由一群科學家和醫生所組成

的非營利組織，他們致力於將全世界的科學和醫學文獻變成公共財，讓全球各地的

科學家、醫生、病患和學生都可以無限制地近用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 此一組織於

2000 年在生物醫學家 Harold E. Varmus, Patrick O. Brown, 和 Michael B. Eisen 的呼

籲下成立。 成立後的第一件事，是發動來自 180 個國家的 34,000 位科學家連署， 呼
籲科學出版商能在出版品問世後， 即能透過如 the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s 
PubMed Central 等平台開放近用。 可惜此舉並未能獲得出版商的支持。2003 年，PLoS
發動了一個非營利的科學和醫學出版計畫，這個計畫提供高品質的期刊供科學家和

醫生出版他們最好的論文。 PLoS 的期刊並於出版後馬上上網，並採取 CC 授權的姓

名、來源授權方式，免費提供近用。 

其二是授權計畫（The Licensing Project）， 如美國以杭廷頓式症推動個案，試圖

發展一套「技術信託」（technology trust）制度，將智慧財產權、專利組合和其他相

關的附帶權利合併在一起考量，以提高藥商產製這種藥品的動機。  

其三是資料計畫（The Data Project），目前在美國，資料雖然尚未受著作權保障（歐

盟針對資料庫設特別權加以保護）， 但是著作權的擴張趨勢，將可能產生一整套新

的規定，不讓科學家把資料與公眾分享。 如果將著作權的範圍擴及資料庫，有可能

造成基礎研究資料被封閉起來，或是使其存取變得更昂貴，也可能更容易受到限制

性授權條款的約束。 美國 Science Commons 的資料計劃有兩個面向。首先，強調資

料不應被著作權法所保護， 計畫中具體提供資源給那些為授權問題所苦的資料庫供

應者。 其次，藉由建立一套完整的資料網、文件網、工具網及政策網，來改進資料

的流通，其中的明確目標之一是協助腦部疾病的研究， 例如 NeuroCommons 計劃。 

美國 SC 目前積極進行的事還有：致力於罕見疾病專利的努力， 例如 The HighQ 
Foundation 要求 Science Commons 研究罕見疾病的專利法律問題。 該組織的文獻工

作小組（The Science Commons Literature Working Group） 也致力於解決科學出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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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問題。   
 
簡單地說， 美國的 SC 是扮演一個誠實的中介者的角色，並以計畫導向的方式進

行各種工作的推動。（http://creativecommons.org.tw/blog/archives/000017.html） 

  二、歐盟 

  歐盟在 2006 年一月公佈了一份對於歐洲科學出版市場鉅細靡遺的報告。 這份報

告開宗明義就指出，其研究目的有二，其一在評估歐洲科學出版的前景，其二則在

研究如何在考量所有利益關係人的情況下，有效提升並改善歐洲科學出版交換、傳

佈，及資料建檔的方法。 這份報告從 22 個領域（含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領域）中

挑選 2700 份期刊進行研究，從期刊價格、定價策略和市場進入機制等切入研究歐洲

科學出版的狀況。（Dewatripont, M. et al ，2006)。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的作者們指出， 在人類歷史中，科學期刊同時扮演知識

的認證和傳佈的角色，並同時扮演知識儲存的角色，以確保知識永久可以被取用，

其重要性不言可喻。 科學出版引發歐盟政策制訂者的關注，還有三點重要理由。 首
先，科學有助於經濟成長及新知的傳佈; 其次，大多數的科學活動都是由公共資源所

贊助; 最後，科學期刊多半為接受公共資源贊助的研究者或圖書館所購買。

（Dewatripont, M. et al ，2006) 

  全球科學、技術與醫藥的出版市場估計在 70-110 億美元。 2001 年 OECD 國家挹

注在科學研發上的經費估計有 6 千 3 百 80 億美元。 過去三年，全球科學期刊的售

價不斷提高，1975-1995 的二十年間，售價比通貨膨脹高出 200-300%，這也導致了

研究者個人和圖書館的訂閱率下降。（Dewatripont, M. et al ，2006) 

  在歐洲，約自 1975 年開始，出版商開始引入新科技，將期刊內容數位化，並透過

網頁讓使用者取用，然而，由於價格及其他因素，使用者近用科學資訊仍然需要仰

賴圖書館的紙本。 數位化也影響定價策略，例如出版商將數種期刊綁在一起販售，

圖書館則採取策略聯盟以爭取和出版商的議價空間等，更因而促成不同商業模式的

可能性。 更重要的，新科技也促成傳散與交換科學資訊的另類管道，如 open access 
e-print archieves 的出現。（註六） 

  基於圖書館經費的日益減縮， 傳播新科技的日新月異， 以及科學出版大多數經

費來自於公部門，一個推動科學資訊公開透明化的運動逐漸在全球的研究社群和研

究組織中形成。 像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the 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 and Humanities 等，都是由成千上萬的研究者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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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贊助機構所共同連署的。 在這波運動中，市民社會（像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政治組織（像 the OECD Declaration on Access to Research Data 
from Public Funding）也都沒有缺席。 英國的下議院更在 2004 年建議公家提供研究

贊助經費的機構， 必須要求受其贊助者把所進行的研究報告交由其服務單位進行資

料的儲存。（Dewatripont, M. et al ，2006; 吳美美、馮建三、賴鼎銘， 2006)  許多

重要的研究經費贊助單位也在政策上鼓勵他們的受贊助者將研究結果出版在可以公

開近用的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上，他們同時也支付因而衍生的出版費（註七），

或建議研究者將論文置於像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e UK Research 
Councils, the Wellcome Trust 等平台上，以供使用者無障礙地公共近用。 

  這份報告最後對歐盟提出十點政策建議，包括：（Dewatripont, M. et al ，2006) 

一、保障公共資源贊助的研究成果在完成後能儘速開放公眾近用。 
二、建議發展不同的科學出版商業模式，例如從傳統的「使用者」、「圖書館」付

費，轉為研究者支付「出版費」（一次付費後，即不再衍生其他費用）。 
三、發展多元的期刊論文品質指標，除傳統的論文的科學品質指標外，應該同時

考量其是否作 self-arvhiving 的授權， publishing archiving provisions, copyright 
provisions, abstracting and indexing services, reference linking 等。 

四、確保數位期刊資料庫的永續存在。報告中建議歐盟可以仿照美國 JSTOR 資料

庫的作法（註八）。 
五、積極研發系統互通的工具，提高知識能見度、近用度與傳散度。 
六、發展有利於市場競爭的定價策略。 
七、研究發現： 大型的營利出版商趨向於將期刊的定價提得很高，因此建議詳細

審查未來大型的（出版商）合併案。 
八、推廣數位出版，消除對於數位出版不利的課稅制度。 
九、成立諮詢委員會，長期關注科學出版議題。 
十、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可進一步研究的議題如： 因應新形式科學出版條件可行

的版權條款，對於各種營運模式更細緻的經濟分析，如何使系統互通、如何

長期維護資料的儲存等科技發展議題的探討。 

 

  三、北歐 

  北歐學者 Vaagan (2007) 從數位落差的角度切入， 指出全球目前仍有 85%的人口

無法上網，學術界不應該幻想商業利益會完全屈服於公共利益。 他認為，科學知識

的普及是一個知識倫理的問題。 他主張科學論文應該儘量透過有利於公開近用



 240

（Open Access, 簡稱 OA [註九]）的方式刊載，並指出透過 OA 方式刊載的論文被引

述的次數是商業期刊的 3.36 倍。（p.117） 

  Vaagan 也曾在 2005 年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對於北歐科學出版的建議，包括：1、
推動公開近用的 Open Standards，並加強組織對 OA 資訊的儲藏， 2、加快線上同儕

審查的速度,  3、 加強在「數位權利管理」上的競爭力,  4、將付費從使用者轉到

作者身上,  5、從使用獨佔專賣軟體轉而使用開放原始碼軟體,  6、注意資訊倫理,  
7、科學出版相關組織和政府應對數位出版有更清楚的政策,  8、政府應長期資助數

位圖書館。 

  Vaagan 強調， 透過 OA 方式出版的核心概念是將費用從原先的使用者付費，轉為

生產者（如論文作者、產出出版物的組織等）付費。 他進一步指出，付費模式的轉

移最終是一個倫理的議題，特別是在數位落差脈絡下可以討論的議題。 付費模式的

轉移也是一個對傳統出版結構的霸權和利潤導向意識型態的抗議。 透過 OA 方式出

版科學知識，可以導向一個更均衡、更平等的結構。（Vaagan, 2007） 

從上述 SC 在美國的推動方式，和歐盟及北歐對於科學出版發展現況的反省， 我
們可以看出他們關心的最核心議題，其實就是本文在問題意識中所提出的學術知識

公共化及普及化的問題， 特別當這些學術知識的研發絕大多數是來自於公共資源的

挹注時， 更不應該以智慧財產權或各種市場邏輯的論述，使人類心靈產製的寶貴知

識無法為大多數人所近用，甚至變成少數人的禁臠。 

歐美各國面對的知識公共化問題，在台灣也同樣存在，但是過去並未能引起國人

太多的重視與討論，本文在下節中，將從台灣的科學出版中的科學期刊出版探討科

學公有地（sc）在台灣的現況，並引伸討論知識公共化的問題。 

參、從台灣的科學出版看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問題：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資訊所」）因進行自由軟體相關的

計畫，而接觸到 Creative Commons ，並在 2003 年 11 月成為 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的 iCommons 計畫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的合作機構，進行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華語（台灣）翻譯及公開討論，並與其他機構及創作者合作推廣 
Creative Commons ，希望能藉此參與 Creative Commons 所推動的建立全球性公共

資源庫的工作。（retrieved 07.20.2007 from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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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計畫的主持人之一， 本研究的受訪者 C 在接受訪談時指出，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在台灣只能看做是「CC 授權法律工具的本地化」。 至於「科學公

有地」（science commons 或 open science）的概念，在台灣，那幾乎是一個剛起步，

或完全尚未被碰觸的領域。 受訪者 C 提及中央研究院在今年成立了一個「資訊公開

研議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功能就是在 CC 或「科學公有地」的精神下，研議有關

資訊公開的問題，例如，規劃中研院研究員接受公共資源所進行的研究資料，可否

在一定期限後開放公共近用。不過受訪者 C 也不諱言地說，這個委員會迄今只開過

一次會，對於該做些什麼事，也還沒有清楚的想法。（2007.07.16 訪談資料） 

目前辦公室設在中央研究院的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 
下簡稱「社科中心」)， 其下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

委員會」) 所推動進行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九十七年變遷調查為第五期第四次，將

進行二組問卷的面訪，第一組為「大眾傳播」問卷，是同一主題的第四次調查，內

容將依據二期四次、三期四次與四期四次調查之問項增訂；第二組為「文化與全球

化」問卷，將包含「東亞社會調查計畫」(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EASS )預訂於 2008
年執行之「EASS 2008 –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題組，列為調查主題

之一。 此一社會變遷調查除公開徵求問卷題目外，也開放調查原始資料讓學界人士

申請使用。 這是目前極少數利用公共資源所進行的研究資料開放公共近用的案例。 

  有鑑於台灣的「科學公有地」概念仍處於起步階段，本文擬從科學出版切入，從

文獻資料和深度訪談著手（深度訪談名單列於文後），瞭解台灣在科學期刊這部份

目前的狀況，以做為瞭解台灣「科學公有地」概念的起點。 

一、台灣科學出版（科學期刊）基本資料與問題  

  根據網路上一份叫「中文電子資源的現況與發展」（註十）的資料顯示（retrieved 
07.22.2007 from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Front/show_file.jsp?file_name=DownFile350000
10.ppt#256,1,投影片 1）， 台灣目前有超過 70%以上的學術文獻資料缺乏數位化。 全
國每年的學術研討會約 9,000 場，發表論文超過 46,000 篇，透過政府補助金額超過

8,000 萬以上，但是資料卻多半不知去向。 台灣目前將學位論文電子化的大學約有

60 家左右， 仍有超過 100 家以上的大學學位論文完全沒有數位化。 台灣公開發行

期刊 4200 種以上，數位化比例不到 22%，只有不到 800 種期刊被資料庫收錄，在網

路上能夠被瀏覽找到的期刊不超過 90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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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份資料指出，相較於台灣，中國大陸公開發行的期刊雜誌超過 9,000 種，高達

98%比例的期刊已經數位化，超過 8,500 種期刊被不同資料庫收錄，這些期刊正在全

世界各國超過 10,000 家以上圖書館中被讀者瀏覽。（註十一） 

另根據新華社 2007-07-17 報導：7 月 16 日在北京拉開帷幕的第二屆中國數字出版

博覽會上，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表示，「十一五」(2006
年-2010 年)時期中國出版業將抓好五大工程建設：「一是中華字庫工程。推進新媒體

的發展、互聯網傳播和數字化發展，首先要攻克的問題就是中華字庫。在“十一五”
期間，新聞出版總署將主導自主研發建立完整的中華漢字系統，實施中華字庫工程。

二是國家數字複合出版系統研發工程。這是新聞出版實現數字化的支柱工程，實現

一種信息多種傳播，出版發行能夠在一個系統裡面完成。三是中國知識資源數據庫

工程，即盡最大可能把歷史上和現代所積累的所有知識建設一個總匯性的數據庫，

實現有效存儲和有效使用。四是《中華古籍全書》出版工程。現有的保存方式對古

籍保存的效果不理想，古籍使用和研究也很不方便，不利於古籍的傳播。通過數字

化保存古籍，是一個非常重要也可行的解決方法，也是國家文化建設的一個非常重

要的內容。五是數字版權保護技術研發工程。數字版權保護技術應用於數字內容的

保護、電子政務中的安全、企業內重要的文檔等領域，已成為近幾年信息安全的重

要方向。中國在當前技術基礎上，要進一步提高數字版權保護核心技術，要與國際

先進技術同步發展，擴大相關專利技術的研究，加強自有知識產權保護，同時還需

要擴大數字版權保護技術的應用領域。」（轉引自台北市雜誌同業公會電子報 MBAT 
E-NEWS） 

  以目前國內收錄期刊最多的華藝「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 
Services，簡稱 C.E.P.S.）而言，計收人文學（427）、社會科學（861）、自然科學

（500）、應用科學（898）、醫學與生命科學（759），出版地含台灣、中國大陸和

美國。 目前加入 C.E.P.S. 會員不需付費，下載全文必須付費，使用者於加入會員後，

必須先到首頁點選「購買點數」。 每一點為新台幣 1 元，24 小時內下載同一篇文章

不會重複扣除點數，24 小時後下載同一篇文章，會再次扣除同樣的點數。（retrieved 
2007.07.25 from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華藝目前多半透過與相

關機關、學校談期刊收錄條件，拆帳對象也是機關和學校，而非負責期刊編輯的單

位（如學校之系所）。 

當然，學術論文的數位化並不就當然代表學術知識得以公共化或普及化，但是， 它
起碼增加了學術論文的易得性。 受訪者 A 在接受本研究訪談時即指出，他在找資料

時，發現一種荒謬的現象，即不論是紙本的或數位化的論文，英文資料最容易取得，

且最為豐富，次為中國大陸的資料，反倒是台灣產製的學術資料，取得最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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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中文是個大問題。我們要看到英文的資料比中文的要來得方便，而看到

中國大陸的資料也比看台灣的東西方便，中國有中國期刊庫，期刊數每天在增加，

電子全文。不管你說他文章好不好，可是能夠看全文。台灣現在有一個明顯的問題，

中央圖書館一直想推期刊資料庫，當然現在已經有進度，但一來慢，而且只有商業

單軌，沒有 commons 系統。 另外就是網路全文電子檔太少。就期刊來講，在國外

用紙本發表的期刊文章，相較於台灣，比較容易找到電子全文，中國大陸的期刊文

章電子化的狀況也比台灣要來的好。對於研究來講，會影響到研究的效率，也會

discourage 研究者進行研究。」（2007.07.11 訪談受訪者 A。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 
 
  受訪者 A 因此建議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該帶頭出來作 commons 平台： 
「拉回來說，我們整個知識界，行政主管機關應該花錢做 commons 平台，而且它

要有行銷，要容易搜索、編輯，然後要有合適的機制讓大家願意去用，並對外形成

一種話題，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東西，而且知道是很方便的。」（2007.07.11 訪談受訪

者 A。） 

受訪者 A 也曾經在 2004 年八月份提出一個「創建台灣華文傳媒論文全文資訊庫」

的提案，可惜當時這個案子並未獲相關單位的支持，未能執行。  

  研究者發現，類似的作法目前在日本有由 the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建制的 J-STAGE 入口網站，提供了 journal@rchive 期刊資料庫服務。 收
錄於這個期刊資料庫的期刊，是每年經由一個期刊選錄委員會與日本的國科會（the 
Science Council of Japan）和相關機構合作選出。 這個委員會在 2005 年，透過對於

日本各大學術機構的問卷調查，從 550 份期刊中選出 74 份期刊收錄。 2006 年從 612
份期刊中選出 65 份期刊收錄。（retrieved 07.20.2007 from 
http://www.journalarchieve.jst.go.jp/english/about_en.php） 

本研究的受訪者 C 則反對成立這樣的平台，他認為只要學術界養成到公開近用期

刊（open access journal）投稿的習慣，或者將自己的論文都數位化上網，使用者即可

透過目前功能強大的搜索引擎取得這些學術論文的全文， 並不需要建立平台， 因
為建立平台後續的維護成本太高。 他進一步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如教育部、國科會

等，應該從基礎工作如績效指標做起，以增加學術界將自己的論文上網的動機。 例
如：學術表現的指標應加入論文被引用次數、公開取得的比例、在公開近用期刊上

投稿的比例等。 另外，應該補助在國內外公開近用期刊上投稿被錄用後的「出版

費」。（2007.07.16 訪談受訪者 C） 

本研究的受訪者 B 在接受訪談時也指出，他在使用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資料時

曾經遭遇困難，無法近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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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新竹的時候，發現有一個很有用的東西就是淡新檔案。 淡新檔案是學

術上面保留資料的壞例子。 是這樣子，當時的新竹本來叫淡水廳，後來才改叫新竹

縣。 日本來接收台灣的時候，他們發現從淡水廳到新竹縣的衙門，他們有一套東西

是完整的，所以當時的法院就把他們保存了。 戰後有一位戴炎輝教授，他在研究法

治史，就整理了一部分這個資料，後來這份資料跑到 X 大歷史系去，這份資料後來

就被 X 大歷史系特藏起來，只有他們研究生在寫論文的時候可以用，可能還不是所

有的研究生都可以用，是少數人，就是他的資料放在那邊，你沒有辦法進去，很多 X
大的研究生就用淡新檔案寫出他們的論文出來。 換言之，就是說如果你掌握了資料

來源的話，你就有東西可以寫，沒有的話，你就沒東西可以寫。」 （2007.07.12 訪

談受訪者 B） 

「我在找我的資料時，偶然在網路上得知，在新竹地方有一個日據時代的資料。 那
份日據時代的資料，大概是從一九０四年到一九四五年，那份資料是原卷，那裡面

有民事訴訟、刑事訴訟還有公證的手冊，所以那些東西用來研究日據時代的企業是

有用的，因為企業都要登記嘛。後來我知道訴訟的那個部分，其實有老師找到資料，

去把它拍攝完了，可是後來我到網路上去找，看看他有沒有把這個東西 release 出來，

其實是沒有的。」（2007.07.12 訪談受訪者 B） 

以上兩個訪談受訪者 B 重點顯示的問題都是，利用國家公共資源建制的資料，未

能開放近用，導致資料成為少數機構或個人的禁臠，其他研究者無法近用的不公平、

不合理現象。 

受訪者 B 並提及他的一位親戚在收集台灣公家機構資料時所遭遇的問題： 

「他在美國念 Ph.D.的時候，博士論文的題目是台灣健保的計價，因此他就需要健

保的資料，他就跟健保局要。 結果健保局不是不給他資料，但是每一筆資料的費用

高的嚇人。就是說（向台灣的公家機關要資料）第一個要有公文，第二個要很多的

錢，那不是他可以負擔的起的。所以， 後來他就想盡辦法去跟他們說這個東西是有

公益性的，然後也偷偷用了一些其他的方式，最後健保局終於同意把價格降低，他

最後才完成研究工作。 在這個過程裡面，其實凸顯的是官方資料取得的問題。」

（2007.07.12 訪談受訪者 B）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政大博士班一位學生的身上， 她在撰寫博士論文時，因為需

要澳洲的一些統計資料，兩筆簡單的統計資料，澳洲統計局向她索價 360 澳幣（約

合台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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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料公開的程度與速度偏低，研究論文的數位化程度不足，導致近用上的困

難; 使用公共資源建構的資料，成為少數機構與個人的禁臠; 研究資料的昂貴， 是
台灣的學術研究者面臨的共同問題，該如何解決， 都是未來在推動「科學公有地」

和知識公共化的過程中應該思考的嚴肅問題。 

 

二、台灣學術期刊的經營現狀 

  目前台灣的學術期刊經營，普遍非常艱困，除需仰賴國家或學術單位資助外，鮮

少可以依賴訂閱或販售而自給自足，獲利更是未曾聽聞。 本文以下以一份國科會人

文處的 TSSCI 期刊的發行狀況為例說明，以下稱該期刊為 X 期刊。 

  X 期刊創刊已經三十餘年，曾經四度獲選為教育部或國科會優良期刊。 該刊去年

的編務支出合計 110 萬 6 千元，含支付主編一人、副主編兩人、書評主編一人、評

審費（每期約十二篇）、博士助理編輯三人、碩士助理編輯兩人之人事費用及郵資

費用。 該刊每期圖書館交換 150 本，贈國家圖書館 40 本，系贈閱 69 本， 編委會

發行 90 本。 去年一年委託國內某大出版社賣出 222 本（總收入 30,305 元，繳入校

庫），收入及支出完全不成比例。 X 期刊的經費收入主要來自：教育部/國科會期刊

補助、教育部研究生獎助金、校方補助印刷費用、該系自行補貼。 值得一提的是，

X 期刊自今年元月份開始，已經將創刊以來所有論文數位化，各期新出版期刊並與

紙本同步上網，供使用者免費下載，相當符合取自於公共資源，回饋於所有使用者

的 commons 的精神。 惟該期刊目前也為華藝的「中文電子期刊服務」所收錄，使用

者如透過華藝下載論文全文，需依點數付費，拆帳則入校庫。（註十二） 

  X 期刊由於是 TSSCI 優良期刊，尚能獲得教育部/國科會的部分補助（註十三），

其餘期刊所面臨的經費問題，想必更為嚴重。 台灣目前學術期刊所面臨的問題，與

前述在美國、歐盟與北歐的狀況相當不同。 因此，本研究的受訪者 A 表示，在學術

期刊普遍無法獲利的情況下，要求其在獲得公共資源補助後，必須對公眾釋放近用

權應該是合理可行的。 至於在台灣是否應該採取如國外出版社收取「出版費」，將

期刊出版經費來源由使用者和圖書館支付，轉為論文寫作者支付的作法， 本研究認

為有待進一步詢問學術界、圖書館界和出版界的意見。 目前初步評估，這樣的作法

在台灣推動不易，除非教育部和國科會於論文獲得刊登後，提供全額或部分「出版

費」補助，否則可行性不高。 另外，學術界及出版界如無嚴格的自律規範，這樣的

作法也可能導致論文品質的下降。 

香港城市大學博士生李紅濤在一篇名為「在避免懲罰與尋求獎勵之間：對傳播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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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所教育中獎懲機制的探索式觀察」的論文中即指出，中國大陸由於在研究所

第四學期時，有「分流」設計。 研究生必須至少在一份學術期刊上發表論文一篇，

學校並以論文發表數目決定學生是否可以直接就讀博士班、是否可以獲得獎學金、

是否可以繼續就讀。 因此造成以下幾種現象：1、研究生導師以欺騙學生（如其他

學生已經發表論文若干篇）來加大學生發表論文的壓力，2、有錢的學生花錢購買

期刊之「增刊」版面，使憑實力發表論文於期刊上的學生在評比時居於劣勢，3、
研究生與期刊編輯討價還價，或請有錢同學但無法寫作論文的同學掛名第一作者並

支付版面費，自己屈居第二作者等。 以上諸多現象不僅無法提升學術期刊及研究

生研究品質，甚至是導致期刊及研究生品質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李紅濤，2007） 

  國內出版界以出版學術書籍為主的某大出版社總編輯（受訪者 D）在接受本研究

訪談時表示，國內期刊出版由於閱讀人口不大、相關制度不健全（如國外個人購買

和機構購買的價格相差數倍之多，國內機構則多半抵制這樣的作法），因此期刊經

營多半只能靠「一股理想」支撐，幾乎完全沒有利潤可言。（2007.07.25 訪談受訪者

D） 

  相較於國內出版商出版學術期刊完全沒有利潤的情況， 作者收集到一本美國的

SSCI 期刊委託某國際著名出版社出版的營收狀況的資料，該份期刊在 2005 年的盈餘

為 45,807 英鎊，其中的百分之六十（27,480 英鎊）捐給委託這家出版社出版期刊的

學會。 2006 年全年盈餘更多， 達 55,820 英鎊，同樣捐贈百分之六十（33,492 英鎊）

給學會。（註十四） 

  由於國內期刊的經營普遍困難，因此即有學者樂觀地表示：「在台灣，由於學術

期刊大致是虧錢的事業，大多數國人自創的著作，除了若干教科書，有時不容易有

出版的機會，或出版而難以獲利，因此，不論是個人或出版單位，都不會因為商業

動機，阻止（學術）內容成為公共財，促其在最大範圍內流通。」（吳美美、馮建

三、賴鼎銘，2006:171） 

  相較於國外的學術著作市場尚有利可圖的情況，或許台灣目前的客觀條件反而有

利於「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 以及學術知識公共化的推動。 

肆、結論與研究限制： 

  在全球一片學術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必要性及其在台灣發展的

可能性，是本文的核心關懷。 這個問題在歐美已經受到一定程度的重視，各類推動

學術知識公共化的組織與行動也已經陸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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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美國的 Science Commons 機構以誠實中介者角色，從出版、授權、資料

等計畫著手，催生高品質期刊的誕生， 鼓勵科學研究成果在最短期間內得以免費發

表與共享; 發展新的授權形式，提高以往以營利為目的的藥廠願意生產罕見疾病的用

藥; 強調資料不應被著作權法所保護， 並藉由建立一套完整的資料網、文件網、工

具網及政策網，來改進資料的流通。 

歐盟則透過對於兩千多份期刊的出版狀況進行瞭解的大規模研究， 對於歐盟各國

未來在知識公共化和知識普及化做出政策性的建議。 北歐學者也透過研究，呼籲科

學論文應該儘量透過有利於公開近用的方式刊載，以利於科學知識的普及，彌平數

位落差及知識落差。 

台灣在這個議題的討論上才剛剛起步，有待更多關心此議題的人一起努力。 本文

以科學出版中的學術期刊出版為焦點，透過深度訪談和文獻資料收集方式，瞭解目

前國內學術期刊出版狀況及其商業運作模式，發現：國內學術期刊數量龐大，公開

發行的期刊有 4200 種以上，數位化比例不到 22%，只有不到 800 種期刊被資料庫收

錄，在網路上能夠被瀏覽找到的期刊不超過 900 種。 

  台灣目前有超過 70%以上的學術文獻資料缺乏數位化。 全國每年的學術研討會約

9,000 場，發表論文超過 46,000 篇，透過政府補助金額超過 8,000 萬以上，但是資料

卻多半不知去向。 台灣目前將學位論文電子化的大學約有 60 家左右， 仍有超過 100
家以上的大學學位論文完全沒有數位化。  

相較於台灣，中國大陸公開發行的期刊雜誌超過 9,000 種，高達 98%比例的期刊已

經數位化，超過8,500種期刊被不同資料庫收錄，這些期刊正在全世界各國超過10,000
家以上圖書館中被讀者瀏覽。 

必須強調的是，學術論文的數位化並不就當然代表學術知識得以公共化或普及

化，但是， 它起碼增加了學術論文的易得性。在提升學術論文的公開近用上，或許

仍應進一步考量由國科會建制如日本 J-STAGE 論文入口網站平台的作法，並以免費

的方式提供使用者下載論文電子檔全文。 

  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學術期刊多半仰賴國家或學術機構（如國科會、大學等）在

經費上的挹注， 財務上能夠自給自足的不多見，更遑論能夠有利潤，這種情況與美

國、歐盟國家的情況大異其趣。 出版商在代理學術期刊的業務上也多半沒有利潤。 
這種情況下，要求學術單位或學術期刊將其研究成果， 特別是那些接受公共資源贊

助的研究資料或研究論文開放公共近用，應該是非常合理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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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構如教育部、國科會等，應該從基礎工作如績效指標做起，例如：學術表

現的指標應加入被引用次數、公開取得的比例、在 open access journal 上投稿比例。 另
外，應該補助在國內外 open access journal 上投稿被錄用後的「出版費」。透過這些

基本機制的制訂與調整，才能鼓勵學術界更積極地將研究成果釋放給公眾近用。 

本研究的深度訪談資料進一步發現，許多利用國家資源建制的資料及官方資料，

或無法近用、或使用價格昂貴、或淪為少數機構及個人的禁臠，對於學術知識公共

化的推動相當不利。 

學術資料公開的程度與速度偏低，研究論文的數位化程度不足，導致近用上的困

難; 使用公共資源建構的資料，成為少數機構與個人的禁臠; 研究資料的昂貴， 是
台灣的學術研究者面臨的共同問題，該如何解決， 都是未來在推動「科學公有地」

和知識公共化的過程中應該思考的嚴肅問題。 

  對於台灣的「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推廣工作，本文僅從科學出版，特別

是科學期刊出版切入討論，小題大作之餘，未來更應該將範圍擴大，從知識普及化

的其他角度切入，例如：更廣泛的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 人文學科公有

地（humanity commons）、文化公有地（culture commons）等， 以增加「學術公有

地」（academic commons）在台灣植根的深度及廣度。 本文力有未逮之處， 尚有在

深度訪談部分僅針對社會科學及資訊科學領域的學術工作者、學術出版商及國科會

人員進行訪談，未來應將訪談對象擴及自然科學領域的學術工作者，以瞭解不同領

域學術工作者在學術公共化議題上所遭遇的困難及他們對此議題的意見。 

註釋： 
 
註一、美國紐約時報作家傅立曼（Friedman, 2005）在<<地球是平的>>一書中提及推

平世界的十大力量中，其中最大的一個力量是上傳（uploading），也就是所謂的 e
出版（部落格、公民新聞學、維基百科等）。 雖然傅立曼的書中並未討論到 Open 
Science, Open Archives, Open Access 等問題，但這樣的討論過去十年來已經在世界

各地蔓延開來。（Vaagan, 2007） 
 
註二、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主體究竟是什麼，可以更深入的討論。 例如資料

（data），特別是科學資料，通常被認定為是存在於傳統公共領域的資料，因為它

們在法律上被視為是「事實」的同意字。 專利和版權則將財產宣稱植基於人類的

原創性。 「事實」則通常來自於大自然或上帝。 因此，作者可以擁有他們對於

歷史事實表意(expression)的版權，而非對事實本身擁有版權。 正如同發明家可以

針對發明物申請專利，但不能針對與發明相關的資訊本身申請專利是一樣的道理。 



 249

 
註三、美國當代大學的危機是， 大學已經變成知識經濟時代的商品製造廠，產生了

所謂的「第二次學術革命」。 所謂第一次學術革命指的是，大學的首要責任在於

研究而非教學。 （Hofstadter and Metzger, 1955; Jencks and Reisman, 1968） 
 
註四、圈地運動是一個由政府發動，任由富人剝削窮人的作法。它使得原先在管理

上較無效率的公有土地進入單一擁有者手中，促成大規模的投資，容許對於土地

濫墾（用）的管理/控制。 支持這種政策的人認為這是逃避了"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污名。 他們也認為，透過此一政策，使得農產品的產量增加，解決了

十六世紀大量因飢餓而死亡的人。因此，「財產私有化解救了人命」。（Private 
property saves lives.)（Boyle,2003） 

 
註五、本文的 Science Commons 的簡寫共有大寫 SC 及小寫 sc（代表 science commons）
兩種呈現方式。 主要原因是， Science Commons 及大寫的 SC 已經被美國的

Science Commons 機構註冊為商標。 我國在今（2007）年八月一日由行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及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數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

計畫指導，輔仁大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NII）產業發展協進

會所主辦的「2007C.C./S.C.台北國際研討會」就因為使用了大寫的 SC，事先未徵

得同意，而引來美國 SC 機構的執行長 John Willbanks 的抗議，該場研討會因而不

得不將大寫的 SC 從研討會名稱中撤除。 因此，本文中大寫的 SC 代表的是美國

的 SC 機構，而小寫的 sc 則泛指科學公有地(science commons 或 scientific 
commons)。 在 John Willbanks 的來函中，也建議我國未來在指涉科學公有地時，

可以使用 open science 這個概念來表達。  
 
註六、所謂的 open access e-print archieves是一種提供 self-archiving的資料庫平台。 使
用者可將數位資料檔案在提供日期、作者姓名、論文題目、期刊名稱後， 全文上

傳。 上傳資料所需時間不長，有些機構甚至提供 proxy self-archiving 的服務。 可
提 供 成 批 上 傳 資 料 的 軟 體 也 在 研 發 中 。  （ 請 參 閱 
http://www.eprits.org/openaccess/self-faq/） 

 
註七、所謂的「出版費」，指的是由論文作者在論文確定可以刊登後，支付一筆費用

給出版商。 這種商業模式有別於傳統的「使用者」或「圖書館」付費的商業模式。 
許多歐美推動 sc 的人都在推動這種另類的商業模式。 這種模式有利有弊，比如它

也可能導致出版商為了賺取出版費而降低論文的水準，大量出版品質不佳的論

文，因而降低了期刊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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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八、JESTOR 是美國美侖基金會（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一項專案，

旨在為圖書館減輕不斷尋找空間來儲存學術期刊的壓力。 JESTOR 的主要目的在

存檔，因此，所儲存的資料必須與最近出版的期刊保持一個時間的差距（通常是

一至五年）。（請參考 http://www.jstor.org/about/desc.tr.cn.html） 如欲瞭解 JESTOR
所 收 集 的 期 刊 資 料 目 錄 ， 可 以 參 考 以 下 網 頁 ：

http://www.jstor.org/about/collection.list.html 
 
註九、 Steven Harnad (2005) 曾經對 OA 下定義：「對於所有有評審制度的期刊全文

的立即、永久和免費的近用。」（轉引自 Vaagan, 2007, p.116） 
 
註十、本文作者是在 google 鍵入「台灣的學術期刊」關鍵字後，在第六頁「中文電

子資源的現況與發展」詞條下，找到這份投影片資料。（retrieved 07.22.2007 from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Front/show_file.jsp?file_name=DownFile3500
0010.ppt#256,1,投影片 1） 

 
註十一、中國大陸從 1997 年開始推動各類知識文獻數位化建制與加值應用，並扶植

重點高校與產業結合經營。目前四家主要數據庫業者為：中國知網（清華大學與

教育部扶植）、萬方數據庫（北大與中科院扶植）、天元維普（四川大學與科技信

息部扶持）、龍源國際期刊網（公司設於加拿大，是唯一民間企業自立經營）。主

要 問 題 是 著 作 權 授 權 不 完 全 ， 具 爭 議 性 。 （ retrieved 07.22.2007 from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Front/show_file.jsp?file_name=DownFile3500
0010.ppt#256,1,投影片 1） 

 
註十二、相關資料為 X 期刊所提供。 
 
註十三、以國科會人文處為例， 95 年以 180 萬元補助兩份新期刊，96 年則以 270
萬元補助三本新期刊。 至於對於 TSSCI 期刊的補助，則由社會科學中心負責，每

年約編列 300 萬元。（2007.07.23 電話訪談國科會人員） 
 
註十四、資料為本文作者參加這份期刊的編輯委員會議時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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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入口：理論建構、網站盤點使使用者研究〉為題，發表於「數位典藏的收放之間：

藏諸名山放諸四海」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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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研究旨趣在於建構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準社會互動理論，經耙梳文獻

後，認為認知面（含可用性、內容結構和網站可辨識程度）、情感面和體驗面是影

響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探討不同受訪者在使用數位典藏資料

或其他網路資料時的經驗如何（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使用者如何和這些網路內

容互動？具有哪些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面特色的資料更容易引起他們感官的知覺、

情感的投入，與身體的活動，並影響他們對於時空的知覺，而產生所謂的「準社會互

動」？使用者和他們所處環境中的其他人如何就所接觸到的電腦網路內容進行互

動？ 
    研究發現目前大部分的數典網站普偏著重於內容及認知面的建制，欠缺可用、

情感及體驗面的內容，故一般使用者對數位典藏網站的知曉度較低，認同度也無法

提高。 
本研究在控制人口學變項和使用目的後，網路使用者理論構面預測準互動行為

的可解釋變異量仍有 59％，其中解釋力最強的是情感面（54％），其次依次是體驗

面（37％）、內容認知面（34％）和可用認知面（32％）。 
本研究所建構的網路使用者理論構面和準互動量表雖具有一定程度的效度，惟

本研究是採取網路問卷調查方法，樣本代表性難免不足，未來應該以隨機抽樣方法，

再次檢定本研究初步建立的理論架構，以增加研究信度。 

 

 

 

 

 

 

 

 

 

 

關鍵詞：網路認知面、網路情感面、網路體驗面、網路準互動行為



 

本文的研究旨趣在於建構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準社會互動理論，經耙梳文獻

後，認為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面是影響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的主要因素。在

完成理論架構的建構後，本研究選取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為

研究標的，1 透過大規模網路問卷調查來檢驗所打造的理論之效度。 
以下首先從近年的使用者研究理論脈絡切入，敘明使用者研究的新趨勢以及

何以要重新打造「準社會互動」這個發展於一九五○年代的理論概念的理由。 
 

壹、理論脈絡的耙梳 
 

使用者與科技在過去經常被視為分開的兩件事，試圖尋找兩者間的關連性，

將使用者與科技視為一體的兩面，視為一種「共構」（co-constructed），則是近

幾年研究使用者與科技關係的新趨勢（Oudshoorn & Pinch, 2005）。Oudshoorn 與
Pinch（2005a）進一步將使用者與科技的研究取向區分為以下四類：21、社會建

構科技取向（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簡稱 SCOT 取向）；2、女性

主義取向（Feminist Approaches）；3、使用者研究的符號學取向：設定與劇本

（Semiotic Approaches to Users: Configuration & Script）；4、文化與媒體研究取

向：消費與家庭（Cultural & Media Studies: Consumption & Domestication）。3 
至於何謂科技的使用者？有哪些理論取徑可以用來研究科技的使用者？人

如何跟科技互動？人和科技的互動究竟有何特色？人和科技互動與人和人互動

間有何異同？以上問題一直是傳播領域，也是認知科學領域，特別是探討人機互

動（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以下簡稱 HCI）理論念茲在茲的重要研究議題。 
 
一、人機互動（HCI） 研究向實踐／實用轉 
 

當代人機互動研究由「人因」（human factors）向「人作為行動者」（human 
actors）轉，並從早期的「系統中心」（system-centered）典範向「使用者中心」

（user-centered）典範轉（Banon, 1991）。2000 年以後開始出現許多論述，其中

Loomes 與 Nehaniv（2001）從事實與人造物（fact and artifact）切入反思人與科

技的關係。兩位作者認為，當前普遍的迷思在於人會創造工具，再使用工具，這

就產生了問題。因為，人造物的使用被狹隘地看成是真理時，就會像瞎子摸象，

每個人都只摸到一個部分，卻認為那就是真理。這個時期的論述也從「傳布模式」

（Diffusion Model）轉為「網絡模式」（Network Model）。4 
人機互動的研究過去相當著重於實驗室內心理學和電腦科學對於受測者的



 

研究，但是近年來則受到對於「經驗的關注」很大的影響。這牽涉到兩個部分，

其一、實踐與活動理論家們將 HCI 研究拉出實驗室，帶入田野。其二、廣告商

和公司的網路首頁逐漸重視使用者經驗（McCarthy & Wright, 2004）。 
人機互動向實踐／實用轉的取徑中，雖然已經做出有用的貢獻，補足了過去

在實驗室中完成的實證研究的不足。向實踐／實用轉的取徑是對於「科技使用」

採取質化的經驗分析分析。因此，從 1990 年代以來，許多研究針對人們如何在

醫院急診室、影印店等會使用到科技的工作場所使用科技，進行田野研究。這些

研究豐富了我們對於工作場域活動的瞭解，研究成果也對於上述以及相關工作場

所的科技使用在「設計」層面上產生了一定的影響。然而，幾乎所有的研究均未

觸及以下問題，即：個人在以上場所是如何感知他們的工作及工作伙伴的，他們

的情感反應是什麼，以及在這些事件或瞬間所引發的情感或倫理向度為何

（McCarthy & Wright, 2004: 187）。 
一股從使用者生活脈絡切入，強調對於感知到的、個人的經驗的敏感度的研

究取向因而蔚然成風。這些研究者認為，HCI 的研究如果缺乏了對於人類恐懼、

希望、想像、嫌惡和慰藉的瞭解，將會陷入「無意義」的危機。因此，他們和人

類學家 Geertz 一樣，認為研究人類和科技間的關係，「必須投入（對於）感知

生命（的研究）」（McCarthy & Wright, 2004: 183）。這一派的研究者強調從美

學的角度研究科技與人的關係，強調研究人類經驗的情感、感官和價值層面的重

要性，最後並回饋到設計面（Norman, 1988）。 
 
二、重新打造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 
 

傳播領域早在 1956 年，就有芝加哥學派的兩位學者 Horton 與 Wohl 發明了

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來研究人和傳播科技（例如當年的「新」科技—廣播和電視）

間的互動關係，並以之來和真正的人際面對面互動關係做比較（Horton & Wohl, 
1956; Burnett & Rhea, 2000; Handelman, 2003）。 

Horton 與 Wohl 堅守芝加哥學派符號互動論立場，認為人的自我認同取決於

他是否能成功扮演其社會角色，並依此角色與人互動。他們也是最早關注閱聽人

與電視節目中的角色（persona）間具有何種傳播特性的社會學者。他們將閱聽人

與螢光幕中角色的傳播過程視為互動，不過，他們發明「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這個概念來區分這種互動過程和人際傳播過程中的互動。他們指出，

這種「準社會互動」過程雖然與人際傳播中面對面的互動過程很「接近」與「類

似」，但實際上是一種「不完整」、「不正宗」的互動（Handelman, 2003）。 
對於 Horton 與 Wohl 把人和傳播媒體中的人物、角色（persona）間的互動

視為品質較差的互動，已經有許多學者提出不同的看法（Handelman, 2003; Nass,  
Steuer & Tauber, 1994; Chnhsi T., 2004; O’Sullivan & Hoffner, 1998; McCourt & 
Fitzpatrick, 2001; Kumar & Benbasat, 2007）。5 

Clifford 與 Sundar（1994）的研究指出，人和電腦間的互動應該如同人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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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互動，而非人與電視間的「準社會」（para-social）互動。人們也會將電

腦視為具有某些社會特質的對象，視為一個社會行動者或人類。史丹福大學的

SRCT（social responses t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研究社群，研究人機間的

互動關係，發現人們會將社會規範和社會期待置於人機的互動上，把電腦視為對

話的對象，當作自己隊友或朋友，互動型態與一般人與人互動近似。 
本文的理論打造要回到「準社會互動」這個五○年代就在傳播領域出現的概

念，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是「使用者中心」的，它關心個別的閱聽人如

何和大眾媒體節目中的人物角色互動，與當代從「系統中心模式」轉向「使用者

中心模式」的意旨相同。根據相關理論，使用者會因為媒體內容的豐富度和使用

者對於媒體內容的評價，而影響其對於媒體內容的使用程度（Nielsen, 2003; 
Nielsen & Tahir, 2002; 翁子晴，2005; Kumar & Benbasat, 2002）。相關理論，會

在本文後續的概念化中繼續討論。 
二、「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是強調「互動」的。Horton 與 Wohl 堅守芝加

哥學派符號互動論立場，認為人的自我認同取決於他是否能成功扮演其社會角

色，並依此角色與人互動。 
三、芝加哥學派強調「活生生的經驗」（felt experience），雖然 Horton 與

Wohl 原文中並未在這部分有所著力，但這正是本文可以在理論上強化補充的部

分，這也符合當代從使用者、閱聽人的生活脈絡切入進行研究的旨趣。人類從把

活生生的經驗變得有意義的過程中，可以得知「自己是誰」，在上述過程中，科

技（含傳播科技）扮演了重要的角色（McCarthy & Wright, 2004）。 
四、「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缺乏對於「社群」（其他的人）的討論。本文

則強調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與社群中其他人的互動，例如：教師除了可以自己在

家中以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數位內容製作教案外，也可以到學校和其他的老師

討論、分享使用的經驗。因此，使用的經驗不只是個人與資訊的互動，也應該包

括把使用經驗和他人分享的互動過程。 
本文在以上四個脈絡下，進一步耙梳相關理論，分為認知面（包括可用性、

內容結構與網站可辨識程度）、情感面／美感經驗及體驗面／使用經驗，以及準

社會互動經驗，以利打造本研究的理論工具，構築本研究的理論架構，進行從使

用者經驗出發的網路資源使用理論初探。綜觀過去對於網路使用者互動研究的文

獻，多半單從認知面或情感面出發，並未見有如本研究將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

面融為一爐後，再加以研究者。以下就進行本研究的概念化工程。 
 

概念化 
 
一、認知面：可用性、內容結構和網站可辨識度 

 
在認知面中，當代人機互動的研究傳統中，有學者從可用性（usability）切

入，指出可用性是一種能夠被用來評估一個網路介面是否容易使用，能否讓使用

者明確、直接、靈敏、有效的進行工作的品質指標（Nielsen, 2003) 。例如 Nielsen 



 

與 Tahir（2002）就在研究中強調首頁的搜尋功能必須明確簡單、明顯易見、欄

位要夠寬、介面要易於操作等。Nielsen（2003）指出，一個系統的可用性有五個

品質構成要件：可學習度、效率、可記憶程度、犯錯率和滿意度。可學習度指的

是，當使用者初次接觸一個設計（例如網頁）時，他們完成一些基本任務的容易

程度。效率指的是當使用者學會使用了這個設計之後，他們執行一些任務的速

度。可記憶程度指的是當使用者一段時間未使用這個設計，再次使用時，他們重

拾熟練度的容易程度。犯錯率指的是，使用者犯了多少錯誤，這些錯誤的嚴重程

度，以及它們恢復正確使用的能力。滿意度指的是，使用這個設計所能帶來的愉

快程度。6相關的研究還有 Ferreira 與 Pithan 在 2005 年的研究（Ferreira & Pithan, 
2005），國內的研究則有林妙樺（2006）的〈數位典藏系統入口網站介面可用性

評估模式之探討〉。 
其次，在認知面中 Carson 與 Davis（1998）的論文，對於媒介選擇理論做了

相當清楚的回顧。他們把探討影響閱聽人（或使用者）如何選擇媒介的理論分為

媒介特色理論（包括近用品質理論及媒介豐富度和 social presence 理論）與社會

互動理論。其中的媒介特色理論討論媒介特色如何影響閱聽人媒介的選擇與使

用，與本研究的關連性較強。例如影響資訊品質的特色有：相關性（Zmud, 1983）、
精確性（Zmud, Lind & Young, 1990）、可理解性和時宜性（Swanson, 1987）。

另外，方便性、容易近用、可靠性也被認為是影響使用者會否選擇某種媒體的重

要影響因素（Culnan, 1984; Swanson, 1987）。 
有關媒介豐富度，Kumar 與 Benbasat（2002）整理出以下重要變項：回饋的

速度（immediacy of feedback，指媒介容許傳播者於接受訊息後回饋的速度）、

多重線索（multiple cues，指透過文字、語言或非語言所提供的線索）、語言的

多樣性（language variety，指透過數字或自然語言可以傳達的意義豐富度）、擬

人化（personal focus，指傳播者可以將訊息擬人化的程度）（Daft & Lengel,1986; 
Daft, Lengel & Trevino, 1987。均轉引自 Kumar & Benbasat, 2002)。另外，Dov 
Te’eni（2001，轉引自 Kumar & Benbasat, 2002: 14）也提出媒介豐富度的三個變

項：互動性（interactivity，指可以提供訊息接受者提出即時回饋的可能性，類似

上述的「回饋的速度」）、適應度(adaptiveness，可將訊息擬人化的程度，類似

上述的「擬人化」)、可以提供多樣線索和語言的能力（channel capacity，類似上

述的「多重線索」和「語言的多樣性」）。 
另外，Kumar 與 Benbasat（2002）的論文，把 para-social 這個概念用在

e-commerce 領域，指出在 e-commerce 這個領域，過去文獻探討過的變項有：下

載時間（Dellaert & Khan,1999; Voss, 2000; Weinberg, 2000）、背景顏色與圖片

（Mandel & Johnson, 1999）、產品清單瀏覽（Lohse & Spiller, 1998）、網頁互動

性（Ghose & Dou, 1998）、資訊控制（管理）（Ariely, 2000）、（網路）結構與

內容的品質（Davern & Te’eni, 2000），以及是否具備有利於互動決定的設計

（interactive decision aids）（Haubl & Trifts, 2000）（以上文獻均轉引自 Kumar & 
Benbasat, 2002）。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黃正瑋（2002）在其碩士論文中發現，網站設

計的編排、網站內容的豐富性、網站發言或討論空間的經營，以及網站資訊的有



 

條不紊等，對於使用者的認知都會造成不同程度的影響。 
國立交通大學研究生翁子晴（2005: 77）以國中美術教師為例，研究數位典

藏藝術相關網站之使用經驗，發現使用者使用數位典藏相關網站之困難點有以下

幾點：資訊呈現太過於學術，使用者使用時必須加以轉換；數位典藏的網站圖片

不夠細緻、解析度不夠；許多數位典藏網站仍未完成；網站連結及下載速度過慢；

數位典藏網站搜尋功能應該加強，例如使用者期盼能有交叉查詢功能，多欄位的

搜尋，甚至可以列出所有的分類等。 
同一篇論文也對於未來的設計提出建議：數位典藏網站的內容過份學術化，

應朝向生活化、流行的內容轉變；網站內容資訊分佈過於零散，導致使用者必須

花費許多時間搜尋，應該提供組織過、具彈性的資訊；網站運作應具備延續性及

完整性。 
除了上述的網站可用性和內容結構（內容特色、內容豐富度）外，本研究認

為網站的可辨識度，例如：網站上的內容是否能讓使用者留下印象、網站的獨特

性、透過入口網站及關鍵字是否容易找到該網站、使用者是否能在該網站上找到

需要的內容、使用者是否曾經聽過（及上過）該網站等，也可能是影響使用者是

否願意使用該網站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將上述變項命名為「網站可辨識度」，

並列為認知面的影響因素加以檢驗。 
 
二、情感面／美感經驗 

 
早期資訊系統介面的設計多聚焦於功能和形式上的有效性，使用者的情緒與

美感經驗被視為次要的設計方向；然而，近來人們已逐漸重視情緒和美感設計所

帶來的影響（Hasswnzahl, Beu & Burmetester, 2001），設計者也開始將注意力轉

移至非專業使用者的情感反應上（Shneiderman, 2004）。 
對使用者而言，資訊系統介面設計的「吸引力」和「便於操作使用」、「具

備學習功能」…等實用特性同等重要（Sutcliffe & Watts, 2003）。反映在網站設

計上，近年來的網站設計開始著重於如何運用網頁設計創造愉悅的使用經驗，以

吸引使用者再度造訪（吳敏瑄、林頌堅，2006）。換言之，近來網站介面設計者

所追求的，不僅是要使用者「易於使用」，更要使用者「樂於使用」。 
「趣味性」（playfulness）的重要已經被網站設計者所強調。Rice（1997）

指出，若使用者覺得某網站很有趣，重覆造訪這個網站的可能性就會提高。Liu 與 
Arnett（2000）也認為網站設計者必須發展有趣的點子，以促進使用者的參與，

增加使用者的興奮感、專注力，並以一些誘人的特質（charming features）來吸

引使用者，使他們能享受參觀網站的過程。7 
除了趣味性這個概念被用來測量網站使用者是否樂於使用外，還有如沉浸

（flow）等概念，也是經常被研究者使用的概念。許多研究都認為沉浸的概念可

以有效地被用來了解電腦中介環境中的使用者行為（如：Csikszentmihalyi, 1990; 
Trevino & Webster, 1992; Ghani & Deshpande, 1994）。 

Csikszentmihalyi（1975: 72）將沉浸定義為「使用者進入一種共同經驗模式，

在其中使用者好像被吸引進去，意識集中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範圍內，所以一些不



 

相關的知覺和想法都被過濾掉，並且喪失自覺，只對具體目標和明確的回饋有反

應，透過對環境的操控產生一種控制感。」 
Hoffman 與 Novak（1996）指出，線上產品（包括網站）的推廣能否成功，

必須視它能否讓使用者體驗到沉浸經驗而定，因為這種經驗就像膠水一樣能將使

用者牢牢地留住。Hoffman 與 Novak（1997）也指出，如果網站環境能夠促進沉

浸經驗的產生，就能夠增加使用者的重複造訪率。另外，Novak、Hoffman 與 Yung
（2000）在研究網站瀏覽情境中的沉浸時發現，沉浸對使用者有「增加學習、探

索、參與行為」、「帶來正面的主觀經驗」…等重要效果。8 
另外，McCarthy 與 Wright（2004）的質化研究，也發現信任、銷魂

（enchantment）等，是科技或網路使用者美感經驗的主要影響因素。 
前述黃正瑋（2002）的論文也發現，在女性網站的實驗情境中，認知易用性

對網站態度產生的影響漸趨薄弱，然而，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

認知娛樂性（perceived playfulness）對態度產生的影響則漸顯重要。 
站在推廣「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的角度來看，使用者的「重複造訪率」、「重

複使用率」以及「正面的主觀經驗」都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另一方面，因「數位

典藏入口網站」為一帶有教育性質的數位資料庫，促進使用者的「學習、探索、

參與行為」更是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也採用情感面／美感經驗相關的概

念作為「數位典藏入口網站」的品質指標，以評估目前數典網站的適用程度。 
 
三、體驗面／使用經驗：感官體驗的豐富度 

 
McCarthy 與 Wright（2004: 80）指出，當人們的感官可以完全掌握所處情

境時，人與環境的互動是參與的、傳播的。他們引述 Dewey 理想中的機械師，

是一個能夠使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對於自己產生意義的人，Dewey 稱之為「情境創

意」（the situated creativity）。這是一個「真心想把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做好，並

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對自己的工具與材料充滿了愛（affection）的人」。他的

投入，事物對他的意義，使得工作對他產生了所謂的「內在意義」（intrinsic 
meaning）。 

對杜威而言，整體投入是必要的，人們應該完全投入自己生活世界的事件

中。感官投入對於我們理解當代科技的重要性，可以從孩童與 Game Boys 與電

子寵物的互動，或青少年與其同儕間透過「及時通訊」互動，或成人與青少年透

過電腦中介與人互動，以及手機在全球的流行中得知（McCarthy & Wright, 
2004）。 
    晚近在醫學、娛樂、教育、工業、繪圖等領域從「碰觸」（haptic）的角度

進行的各類研究（Srinivasan & Basdogan, 1997），9可歸類在這個脈絡下。更有

趣的是，已經有學者開始研究情感(emotion)和觸碰之間的關連，例如加拿大的

兩位學者 Smith 與 MacLean（2007）。 
身體、感官與科技的物理性，對於互動而言十分重要。Benson（1993）視此

為美學經驗最重要的特徵，透過這種經驗，人與物的界線被打破了，人甚至溢出

自我而進入物中。 



 

就一個網頁而言，其視覺設計、音效、網站介面、滑鼠與鍵盤是否能夠自在

操作網站，應該都代表了使用者的身體、感官與網站物理特性間的關係，本文認

為這些都是會影響使用者是否願意和網站產生互動的原因。 

四、準社會互動：經驗與意義的連結 

打造一個測量人和資訊人造物（例如網站）的準社會互動量表，是本文的主

要企圖，以下就從經驗與意義的連結著手打造理論工具。 
McCarthy 和 Wright（2004: 104）分析經驗，認為經驗有四個源頭：情感的、

感官的、組成的，和時空的（the emotional, the sensual, the compositional and the 
spatio-temporal threads），四者對於建構完整的經驗而言，缺一不可，兩位作者

採取實用主義者杜威的觀點來看經驗： 
對杜威而言，經驗絕對不只是行動開始和結束間所發生的那些事。對杜威而

言，美學經驗的內在動力，它使人與環境和歷史，透過持續地與過去、現在和未

來互動而發生關連，其中的每個環節都型塑又再塑了彼此。這就像我們觀賞電影

或舞台劇的經驗，絕對不只是我們在電影院或劇院裡的那兩個小時。還包括我們

之前和推薦我們去看的朋友或影評間的互動。還有看完後，我們思考如何和別人

討論劇情…等等。人類只有身處這種經驗，以及讓經驗對我們產生意義的過程

中，才能持續地使自我透過經驗而轉化（transformation）。 
McCarthy 與 Wright（2004: 104）發展了一個分析人類經驗的工具，它也代

表了人類使事物有意義的六個過程(six processes of sense making)。這六個過程

是： 
期待（Anticipating）：我們通常是帶著期待造訪網站的。感官和情感上的期

待，加上對科技結構／組成的期待，以及時空結構，以上種種都共同型塑了我們

的經驗。 
連結（Connecting）：立即的、先驗的、先於語言的情境接觸。 
詮釋（Interpreting）：辨識敘事結構、行動的可能性和可能發生的事。 
反思（Reflecting）：對於經驗的（好壞、價值）判斷。 
擁有／據為己有（Appropriating）：透過把經驗和自己、生命史、對未來的

期待等連結在一起，而使得這種經驗成為自己獨享的經驗。 
詳述／依次列舉（Recounting）：主要是透過對話，把經驗告訴他人或自己。

詳述／依次列舉此一過程是在與他者互動的情境脈絡中產生的。 
本研究使用以上這六個構面來瞭解人在面對科技或網路所提供的素材時，經

驗形構的六個過程，而所謂的「準社會互動」就在這一系列的行動過程中產生。

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雖然沿用「準社會互動」這個概念，但是將「準社會互動」

視為前引杜威概念下的經驗，「人類只有身處這種經驗，以及讓經驗對我們產生

意義的過程中，才能持續地使自我透過經驗而轉化」。這個人類使經驗有意義的

過程，仍然需要進一步經驗資料的檢證，本文透過使用者問卷調查的方式檢證此

一測量工具的效度。 



 

五、人口學變項及其他變項的說明 

絕大部分的網路調查會以人口學變項為自變項（例如楊忠川等，2000），本

研究也不例外，以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及居住地區為自變項。此外，過去的研

究雖然無法完全證明使用目的可以預測使用者所獲得的結構性系統知識量（the 
amount of structure system knowledge）（Farris, J. S., 2003: 93），但是，我們仍然

認為網站的使用目的可能會影響網站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行為。另外，本研究認

為使用者是否有將該網站加入我的最愛（顯示該網站對於使用者的重要性）、是

否參加過數位典藏相關研究計畫（顯示使用者與數位典藏網站的個人關連性，也

代表涉入感），也都是會影響網站使用者的準互動行為的。為了瞭解受訪者平日

的網路使用行為，本研究也設計了相關題項來收集這方面的資料。 

參、理論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理論架構 

經過上節的概念化討論後，我們可以開始思考，人在對應到外在環境中的科

技人造物（例如電視、電影中的人物，電腦的網路內容等等）時，會如何體驗？

如何互動？什麼樣的內容設計，更容易引起人類感官的知覺、情感的投入與身體

的活動？人和他／她所處環境中的其他人如何就他／她所接觸到的電腦網路內

容進行互動？以下就以圖一來描繪本文迄今所討論的： 

 



 

 

圖 1 本研究理論概念圖（概念整理及繪圖：本研究） 

本研究以上述概念架構來研究不同的受訪者在使用數位典藏資料或其他網

路資料時的（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經驗如何？他們如何和這些內容互動？具

有哪些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面特色的資料更容易引起他們感官的知覺、情感的

投入，與身體的活動，並影響他們對於時空的知覺，而產生所謂的「準社會互動」？

他們和他們所處環境中的其他人如何就所接觸到的電腦網路內容進行互動？與

他人進行面對面互動，對於網路資料使用的影響何在？ 
本研究使用以下十二個數位典藏網站作為問卷中提問的對象：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http://catalog.ndap.org.tw/） 
數位 101html 版（http://digital101.ndap.org.tw/htm/index.htm） 
數位 101flash 版（http://digital101.ndap.org.tw/flash/main.html） 
典藏數位台灣珍藏版（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collection.jsp） 
典藏數位台灣導覽版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Hotkey/Hotkey.jsp） 
典藏數位台灣體驗版（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technical.jsp） 
數位島嶼（http://cyberisland.ndap.org.tw/） 
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http://www.ndap.org.tw/） 

科技人造物（電視、廣播、電腦網路）

所提供的內容 
認知面／有用：可用性、內容豐富度、網站可

辨識度 

情感面／美感經驗：信任、沉浸融入、趣味、

愉悅、美好等 

體驗面／使用經驗：感官體驗的豐富度 

行動：分享、社會互動

準社會互動 

使用者的人口變項 
（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居住地區） 
是否使用數典網站 

使用目的 
期待、連結、詮釋

反思、據為己有 

詳述／依次列舉 

行動：分享、社會互動

社群中更多其他人 

環境：生活脈絡

社群中更多其他人 環境：生活脈絡 



 

VCenter（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數位典藏金銀島（http://dlm.ntu.edu.tw/land/） 
拓展台灣數位典藏（http://content.ndap.org.tw/）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之分項計畫（http://teldap.tw/） 
這十二個網站除了是目前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最主要的入口網站，也是維

運和推廣情況較佳的重點網站。10 

二、研究方法與測量工具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網站使用行為，一方面基於方便性考量，透過國立政治大

學線上問卷調查系統建制問卷，發放給政治大學全校師生填答；另基於目的考量， 
也刊登於數位典藏相關網站、數位典藏電子報及相關 BBS 版上。自 2008 年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止，填答人次為 2,392 份，完整填答為 1,945 份，完整填答率

為 81.31%。 
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於問卷中設計了測量網站的認知面（含可用性、內容

結構及網站可辨識程度三個構面）、情感面和體驗面等共計五個量表，加上本研

究的核心關懷準社會互動量表。這些量表均根據上述理論的概念化予以打造。 
    有關認知面，本研究以「可用性」（usability）、「內容結構」及「網站可辨

識度」三個構面來測量，分別說明如下： 
有關可用性，本研究以「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該網站檢索

資料十分容易」、「該網站主題分類十分恰當」、「每次上站時都能順利操作」、

「該網管能夠立即回應您的問題」，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

普 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有關內容結構，本研究以「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該網站內容十分多元」、

「該網站內容十分可靠」、「網站的內容具影響力」、「網站的內容十分有趣」

等敘述來測量，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

（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有關網站可辨識度，本研究以「網站上的內容令我印象深刻」、「就我印象

而言沒有類似網站」、「透過入口網站及關鍵字容易找到該網站」、「在該網站

上可以找到我要的內容」、「我曾經聽人提及該網站」，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

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有關情感面（feeling），本研究以「該網站很吸引我」、「使用該網站能夠

激發參與感」、「使用該網站讓人覺得興奮刺激」、「使用該網站讓人感覺愉快」、

「使用該網站讓人專心投入、忘記時間」，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最後是對於體驗面（doing）的測量，本研究以「網站上的視覺設計令人感覺

舒適」、「網站上的音樂（音效）令人感覺舒適」、「該網站界面設計符合您的

電腦設備」、「透過滑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

不同意（1 分）。 



 

至於「準社會互動」的測量，本研究以「上該網站前，我總是帶著期待」、

「上該網站後，總能符合我的期待」、「我可以充分理解及使用該網站」、「該

網站使用經驗令我滿意」、「該網站使用經驗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及「我樂於

把該網站使用經驗與他人分享」等六項指標來測量，並分為非常同意（5 分）、

同意（4 分）、普通（3 分）、不同意（2 分）及非常不同意（1 分）。 
本研究為瞭解使用者之網路使用行為和網站的內容面、情感面、體驗面，及準

社會互動間是否有關連，特參考資策會和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對於網路使用行為

的問卷，11 擬定了本問卷中的相關題項（請參見本文表 6）。 

 

三、研究問題 

透過文獻回顧及研究工具之打造，本研究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影響網路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之主要因素為何？ 
 
研究問題二：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準社會互動經驗、人口學變

項及使用目的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 2-1：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網站內容認知、可用認知、

情感、體驗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 2-2：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人口學變項上是否有顯著

差異？ 
問題 2-3：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使用目的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 
問題 2-4：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不同使用的目的上，及準

社會互動經驗是否有顯著差異？ 
 

研究問題三、網路使用行為與準社會互動經驗之間的相關性及影響性為何？ 
 

問題 3-1：各種網路使用行為，和網站的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

面、體驗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是否有所關連？ 
問題 3-2：網站之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夠

預測網站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經驗？ 
問題 3-3：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預測數典

網站之準社會互動經驗？ 
問題 3-4：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是否能預測一般

內容網站之準社會互動經驗？ 



 

問題 3-5：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在控制人口統計

變項、使用目的後，仍有無預測網路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的

能力？ 
肆、資料分析 

 
一、樣本來源與結構 
 

問卷調查結果，在填答者來源分佈上，主要為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本問卷調

查的訊息並上網填答者（84.5%），其次為透過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登入填答者

（8.4%）。進一步分析發現，填答者中有使用過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有 645 人，

以數位典藏聯合目錄入口網站使用率最高（35%），其次為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18%），第三為經典意象珍藏台灣（13%）。 
其次，本研究受訪者中沒有使用過數位典藏網站的使用者計有 1,470 位，

佔全部填答者的 69.5%。沒有使用過數典網站者，我們請其於問卷中勾選其「最

常使用的網站」。在最常使用的網站方面，本研究透過 Alexa2008 年 5 月份的台

灣網站前百大流量排名，提供二十個國內較常被使用的內容網站（排除單純的

搜尋引撆 Google）供使用者填答。 研究結果發現，在最常使用的網站方面，

使用比例最高的是 Yahoo 奇摩網站（925 人，佔 65.4％），其次為無名小站（167
人，佔 11.8%），第三者為 YouTube（97 人，佔 6.90%）。 

另一方面，本研究樣本的人口統計變項分佈，男性有 714 人（佔 36.7%），

女性有 1,231（佔 63.3%）。在年齡方面，大多數為 18~25 歲（佔 75.5%），其次

為 26~35 歲（佔 16%）。在居住地區方面，大多數為北部地區使用者（佔 83.5%），

其次為南部地區（佔 7.5%），在教育程度方面，主要為大學（71.9%）及研究所

以上（24.9%）使用者。 
 

二、資料分析 

本研究旨在瞭解網路使用者之準社會互動經驗，重新打造適用於網路準社會

互動經驗之理論與工具。本研究於耙梳文獻後發現，網站的認知面（包括可用性、

內容結構和網站的可辨視度）、情感面／美感經驗、體驗面／使用經驗，可能對

網路使用者之準社會互動經驗有顯著影響。以下就針對本研究的三大研究問題，

進行資料的分析與說明。 

研究問題一：影響網路使用者準社會互動經驗之主要因素為何？ 

本研究以過去文獻為基礎，打造了一個含五個構面及 25 個題項的量表來測

量網站的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面。 本研究採用「主要成份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與 Cronbach’s alpha 信度檢測法對於上述量表進行信度與效

度的檢驗。結果發現原題項仍呈現出五個主要因素，共可解釋 61.36%的變異

量，其主要因素大致符合原先設計之五個構面。但是其中部分題項因素負荷值

小於.5，對各構面的解釋力及信度分析有明顯影響，故予以刪除。又，第五個



 

主要因素的特徵值為 1.00，且僅可解釋 4.02%的變異量，本研究認為無法有效

反應認知的「可辨識度」構面。 
刪除以上題項後，本研究再次進行因素分析，並重新歸納出四個主要因素，

第一個主要因素仍為情感面，其次為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及體驗面，共可

解釋 62.42%的變異量（請見表 1）。第一個主要因素的特徵值為 7.67，可解釋

40.36%的變異量，由於六個題項和原先情感面的構面相關，包括「使用該網站

讓人覺得興奮刺激、使用該網站讓人專心投入忘記時間、使用該網站能夠激發

參與感、使用該網站讓人感覺愉快、該網站很吸引我、該網站內容十分有趣」，

構成本研究「情感面」指標，信度檢驗結果為.89。 
第二個主要因素的特徵值為 1.85，可解釋 9.74%的變異量。由於四個題項

和原先認知的內容面相關，包括「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該網站內容十分多元、

該網站內容具影響力、在該網站可以找到我要的資訊」，構成「內容認知面」的

指標，信度檢驗結果為.81。 
第三個主要因素的特徵值為 1.26，可解釋 6.26%的變異量。由於五個題項

和原先認知的可用面相關，包括「該網站檢索資料十分容易、每次上站時皆能

順利操作、該網站上主題分類十分恰當、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該

網管能夠立即回應您的問題」，構成「可用認知面」的指標，信度檢驗結果為.81。 
第四個主要因素的特徵值為 1.08，可解釋 5.70%的變異量。由於四個題項

和原先體驗面的構面相關，包括「透過滑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該網站界面設

計符合您的電腦設備、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網站上音樂（音效）令人

感覺舒適」，構成「體驗面」的指標，信度檢驗結果為.71。 
其次，本研究針對六個準社會互動經驗的陳述進行Cronbach’s alpha信度檢

驗，檢驗結果為.85，符合一定信度。因此將「上該網站前，我總是帶著期待；

上該網站後，總能符合我的期待；我可以充份理解及使用該網站；該網站使用

經驗令我滿意；該網站使用經驗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樂於把該網站使用經

驗與他人分享」等六個題項相加後除以六，構成準社會互動經驗變項。 



 

表 1 網站使用經驗 Varimax 轉軸後主要成份因素分析及 Cronbach’s alpha 檢驗 

代碼 題目 情感面 
內容 
認知面

可用 
認知面 

體驗面 

a22 使用該網站讓人覺得興奮刺激 .84 .07 .15 .06 
a21 使用該網站能夠激發參與感 .77 .13 .18 .16 
a24 使用該網站讓人專心投入、忘記時間 .75 .22 .03 .15 
a23 使用該網站讓人感覺愉快 .73 .23 .20 .28 
a20 該網站很吸引我 .62 .42 .20 .24 
a9 該網站內容十分有趣 .56 .49 .15 .10 
a5 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 .22 .80 .17 .15 
a6 該網站內容十分多元 .21 .80 .17 .15 
a8 該網站內容具影響力 .30 .57 .19 .09 
a18 在該網站可以找到我要的資訊 .19 .49 .46 .22 
a12 該網站上主題分類十分恰當 .25 .16 .71 .13 
a14 該網管能夠立即回應您的問題 .34 -.05 .69 .03 
a13 每次上站時皆能順利操作 .05 .28 .68 .26 
a11 該網站檢索資料十分容易 .04 .40 .67 .21 
a10 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 .01 .46 .51 .29 
a28 透過滑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08 .34 .13 .77 
a27 該網站界面設計符合您的電腦設備 .17 .27 .18 .74 
a29 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29 -.21 .22 .55 
a25 網站上視覺設計令人感覺舒適 .38 .18 .24 .53 
Cronbach  .89 .81 .81 .71 
特徵值  7.67 1.85 1.26 1.08 
變異數(%) 40.36 9.74 6.62 5.70 
累積變異數(%) 40.36 50.10 56.72 62.42 

經上述分析結果得知，影響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之構成因素為情感面、內

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及體驗面，部分符合過去文獻之構成要素，特別是情感

面和認知面。尤其，本研究主要分析對象為使用數典網站之使用者，以及一般

內容網站之使用者，為比較兩者在準社會互動經驗上之差異，因此提出第二個

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二：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準社會互動經驗、使用者特

質、人口學變項、使用目的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 2-1：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網站內容認知、可用認知、情

感、       體驗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透過獨立樣本ｔ檢定比較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分析網站構面



 

及互動經驗。得知一般內容網站之內容認知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均高於數

典網站之內容面（t=-17.04, p<.001）及互動經驗（t=-7.2, p<.001），詳細結果請

參考表 2。 

表 2 數典網站與最常使用網站的獨立樣本ｔ檢定 
 平均分數  
 全部 數典網站 一般網站 ｔ值 
內容認知面 3.88 3.64 3.98 -17.04*** 
可用認知面 3.67 3.52 3.73 -.25 
情感面 3.47 3.35 3.52 1.55 
體驗面 3.72 3.69 3.73 -.61 
準社會互動經驗 3.59 3.44 3.65 -7.20*** 

 ***P<.001 

問題 2-2：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人口學變項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以卡方分析（X2），比較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在人口學

變項（性別、年齡、居住地區、教育程度）是否呈現顯著差異。結果顯示數典

網站使用者的年齡及學歷較高、多來自北部，而性別上則無顯著差異，詳細結

果請參考表 3。 

表 3 網站使用與人口學變項卡方分析 
數典網站 一般網站  

變項 
 

%(n=546) %(n=1,398) X2 
性別    3.54 
 男 40.1 35.4  
 女 59.9 64.6  
年齡    297.31*** 
 <25 歲 49.3 86.1  
 26-35 歲 31.3 10.1  
 36-45 歲 12.6 2.9  
 <46 歲 6.8 1.0  
居住地區    21.07*** 
 北部 78.0 85.6  
 中部 7.5 6.5  
 南部 11.0 6.2  
 東部 2.4 1.1  
 其他 1.1 0.6  
教育程度    88.57*** 
 高中職以下 4.3 2.2  



 

 大學／專科 56.9 78.2  
 研究所以上 38.9 19.6  

***P<.001 

問題 2-3：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使用目的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以卡方分析（X2），比較使用數典與一般內容網站，在使用目的上

是否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數典網站之使用目的偏重在學術、教材使用，而一

般內容網站之使用目的，則偏重在休閒使用（X2=424.26, p<.001），詳細使用目

的請分佈請參考表 4。 
 

表 4 數典網站和最常使用網站的使用目的卡方分析 
 數典網站 

%(n =407) 
一般網站 

%(n=1,682) 
學術 50.4 13.3 
教材 13 2.9 
休閒 13 57.9 
藝術 1 1.8 
興趣 18.7 18.9 
其他 3.9 5.2 

X2=424.26, p<.001 

問題 2-4：使用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者，在不同使用的目的上，準社會互

動經驗是否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ｔ檢定，比較數典網站與一般內容網站，在學術、教材、

休閒、藝術、興趣等不同使用目的下之準社會互動經驗。研究發現，一般內容

網站在學術、休間、藝術、興趣使用目的上，準社會互動經驗的品質較數典網

站佳（p<.05），特別是休閒使用目的上，準社會互動經驗明顯高於數典網站，

詳細結果請參考表 5。 

表 5 不同使用目的之互動經驗獨立樣 t 檢定 
 平均分數  
 數典網站 一般網站 ｔ值 
學術 3.41 3.59 -2.88** 
教材 3.34 3.58 -1.70 
休閒 3.45 3.66 -3.39*** 
藝術 3.34 3.70 -2.31* 
興趣 3.54 3.67 -2.04* 

*P<.05, **P<.01, ***P<.001 



 

研究問題三、網路使用行為與準社會互動經驗之間的相關性及影響性為何？ 

問題 3-1：各種網路使用行為，和網站的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

體驗面及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是否有所關連？ 

本研究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探討網路使用行為與內容認知、可用認知、

情感、體驗、準社會互動經驗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與內容認知面最相關的為

「蒐集瀏覽資訊」；與可用認知面最為相關的為「線上投資理財交易」；與情感

面最為相關的為「付費線上學習」；和體驗面最為相關的為「蒐集瀏覽資訊」；

和準社會互動經驗最為相關的為「蒐集瀏覽資訊」，相關係數請參考表 6。 

表 6 網路使用行為與使用者理論構面相關分析 
 

 內容認知面 可用認知面 情感面 體驗面 互動經驗 
網路電話 -.09*** .08*** .07** -.01 .03 
管理使用網路日誌  .04 -.04 .10*** .11*** .14*** 
轉帳或信用卡繳費  -.11*** .06** .06* .00 .03 
傳送即時訊息 .16*** -.01 -.01 .17*** .13*** 
線上購物 .03 .02 .07** .06* .09*** 
線上拍賣 -.01 .06* .08*** .02 .08*** 
線上影音視訊活動  .06* .02 .08*** .08*** .12*** 
蒐集、瀏覽資訊  .19*** .05* -.03 .19*** .17*** 
上傳、下載檔案  .09*** .06* .06** .11*** .12*** 
玩線上遊戲 .01 .07** .10*** .02 .10*** 
線上投資理財交易  -.14*** .10*** .06** -.02 .02 
電子化政府服務 -.10*** .09*** .09*** .02 .08*** 
收發電子郵件 .16*** .06** -.06** .13*** .11*** 
付費線上學習 -.12*** .08*** .13*** -.05* .05* 
聊天交友 .07** .01 .10*** .05* .07** 
互動經驗 .35*** .31*** .54*** .39*** － 

*P<.05, **P<.01, ***P<.001 

問題 3-2：網站之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夠預測

網站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經驗？ 

本研究將因素分析求出的四個構面，進行標準複迴歸分析（standard multiple 
regression），觀察網站之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夠

預測網站使用者之準社會互動經驗。透過標準複迴歸分析，得出四個構面對互

動經驗皆有顯著影響（p<.001），全部可解釋的變異量有 67%，其中又以情感面

的解釋力最強、其次分別為體驗面、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標準複迴歸分

析的結果請參考表 7。 



 

表 7 網站構面與互動經驗之標準複迴歸分析 
 

 Beta sig 
內容認知面 .35*** .000 
可用認知面 .31*** .000 
情感面 .54*** .000 
體驗面 .39*** .000 

Constant b=3.59  R2=.67  F=1008.48 
***P<.001 

問題 3-3：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預測數典網站

之準社會互動經驗？ 

本研究將因素分析求出的四個構面，進行標準複迴歸分析，觀察數典網站

之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夠預測網站使用者之準社

會互動經驗。透過標準複迴歸分析，得出四個構面對互動經驗皆有顯著影響

（p<.01），全部可解釋的變異量有 74%，其中又以情感面的解釋力最強、其次

分別為可用認知面、內容認知面和體驗面，標準複迴歸分析的結果請參考表 8。 

表 8 數位典藏網站使用者與互動經驗之標準複迴歸分析 
 

 Beta sig 
內容認知面 .11** .002 
可用認知面 .21*** .000 
情感面 .48*** .000 
體驗面 .19*** .000 

Constant b=0.14  R2=.74 
**P<.01, ***P<.001 

問題 3-4：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是否能預測一般內容

網站之準社會互動經驗？ 

本研究先將因素分析求出的四個構面進行標準複迴歸分析，觀察一般內容

網站之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否能夠預測使用者之互動

經驗。透過標準複迴歸分析，得出四個構面對準社會互動經驗皆有顯著影響

（p<.001），全部可解釋的變異量有 61%，其中又以情感面的解釋力最強（.45）、
其次分別為體驗面、可用認知面、內容認知面，標準複迴歸分析結果請參考表

9。 

表 9 一般內容網站與互動經驗之標準複迴歸分析 
 



 

 Beta sig 
內容認知面 .11*** .000 
可用認知面 .13*** .000 
情感面 .45*** .000 
體驗面 .28*** .000 

Constant b=0.44  R2=.61 
***P<.001 

問題3-5：內容認知面、可用認知面、情感面及體驗面，在控制人口統計變項、

使用目的後，仍有無預測準社會互動經驗上的能力？ 

本研究以階層複迴歸分析，控制人口統計變項、網站使用目的、是否參與

計畫、是否加入我的最愛等變項後，觀察本研究發展的理論構面（內容認知面、

可用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對互動經驗的預測能力。結果發現在人口統計

變項上的可解釋變異量為 1%；在網站使用目的上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6%，最主

要的預測因素為「加入我的最愛」；在網路使用者理論構面上的可解釋變異量為

59%，其中，解釋力量最強的為情感面，詳細結果請參考表 10。 
 

表 10 使用者理論構面的階層複迴歸分析 
 

 Beta 
階層一：統計變項 
性別 .01 
年齡 .01 
居住地區 .03* 
教育程度 .01 
adjusted R2  .01 

階層二：網路使用目的 
使用目的 .03* 
是否參與數典計畫 .02 
是否加入我的最愛 -.08*** 
adjusted R2 change .06 

階層三：網路使用者理論 
內容認知面 .34*** 
可用認知面 .32*** 
情感面 .54*** 
體驗面 .37*** 
adjusted R2 change .59 
Total adjusted R2 .66 

Constant=3.51 *P<.05, ***P<.001 



 

伍、結論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網路問卷調查所提出的三大研究問題及其統計結果，已經在上節

中詳細說明（請參見圖 2），這裡僅就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發現提出討論。 

 
圖 2 統計結果分析圖（圖中有網底之變項，為統計上具解釋力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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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梳文獻後，認為認知面（含可用性、內容結構和網站可辨識程度）、情感面和

體驗面是影響使用者準互動經驗的主要因素。在經過因素分析後，將認知面項

下較不具辨別度的「網站可辨識程度」剔除。 同時，本研究首度嘗試以 McCarthy
與 Wright （2004）所發展的分析人類經驗的六個過程（代表人類使事物有意

義的六個過程），來建構測量準社會互動行為的量表，研究結果具有初步的理

論穩定性。 
研究發現，網站的認知面（含可用性和內容結構）、情感面和體驗面的確可

以預測網站使用者的準社會互動經驗，其中又以情感面的解釋力最強（佔 54
％），其次分別為體驗面（39％）、內容認知面（35％）和可用認知面（31％），

總解釋變異量為 67％。  
這樣一種理論架構不論用來解釋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使用者或非數位典藏

相關網站的使用者（我們請他們填答最常使用的網站）都可以適用，對於數位

典藏網站使用者的可解釋總變異量為 74％，而用來解釋最常使用的網站使用者

的總變異量較低，但也有 61％，其中情感面都是最具有解釋力的變項。值得注

意的是，在數位典藏使用者的部分，其可用認知面的可解釋變異量（21％）較

體驗面的可解釋變異量（19％）稍高，而在最常使用網站使用者的部分，卻是

體驗面的可解釋變異量（28％）較可用認知面（13％）和內容認知面（11％）

高出許多。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 檢定所獲得的結果，也證明數位典藏相關網站

使用者和使用最常使用網站者在內容認知面和準社會互動經驗上有顯著的差

異。 
至於數位典藏使用者的可用認知面的可解釋變異量較體驗面的可解釋變異

量稍高，我們可以透過本研究曾經執行過的網站盤點結果（翁秀琪、施伯燁、

孫式文、方念萱、李嘉維、陳映潔，2008）加以解釋：由於目前的數位典藏網

站，普偏著重於內容認知面的建制，但欠缺可用、情感及體驗面的網站與內容，

因此上述的研究結果並不令人意外。至於使用「最常使用網站」者的部分，由

於有 65.4％的人使用「Yahoo 奇摩」和 11.8％的人使用「無名小站」，且有高居

57.9％的人的使用目的是「休閒使用」，因此這些使用者在進行網路準社會互動

行為時著重情感面和體驗面，是可以理解的。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數位典藏使用者和使用「最常使用網站」者在使用目

的上有顯著的差異。在數位典藏使用者中，有 50.4％的人的使用目的是「學術

使用」，其次才是「個人興趣」（18.7％），而使用「最常使用網站」者的部分，

有 57.9％的人的使用目的是「休閒使用」，其次也是「個人興趣」（18.9％）。 就
數位典藏相關網站的使用者而言，會因為使用目的的不同而影響其準社會互動

行為。至於最常使用網站使用者的部分，則並不會受到其使用目的的不同而影

響其準社會互動行為。這樣的研究結果是否代表對數位典藏網站的使用者而

言，使用目的是牽引他們進行準社會互動的重要變項，有待進一步釐清。 
本研究進一步提問，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和最常使用之網站，在學術、休間、

藝術、興趣使用目的上，其準社會互動經驗是否會有差異。有趣的是，研究結

果發現不論使用目的是學術、教材、休閒、藝術或興趣，最常使用網站的準社

會互動平均分數均較數位典藏網站為高，其中二者間的差異又以「休閒使用」



 

最為顯著，其次依次是學術使用、藝術使用和興趣使用，只有在教材使用上，

兩者之間的差異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請參考表 5）。值得注意的是，數位典藏網

站的定位以學術使用為主，但是在學術使用上，最常使用網站使用者的準社會

互動平均分數還是比數位典藏網站使用者高。 
本研究在控制人口學變項和使用目的後，網路使用者理論構面預測準社會

互動行為的可解釋變異量仍有 59％，其中解釋力最強的仍為情感面（54％），

其次依次是體驗面（37％）、內容認知面（34％）和可用認知面（32％）。 
透過以上的分析和討論，我們認為本研究所建構的網路使用者理論構面和

準社會互動量表確實都具有一定程度的效度。研究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情

感面及體驗面和網路使用準社會互動經驗間的密切關係，值得後續研究繼續深

入探討。近年，從娛樂角度研究互動的論文漸多，這些論文多半從情感面切入，

都是本文未來可以繼續深入推敲，融入理論架構者（Bartsch, Vorderer, Mangold, 
& Viehoff, 2008; Dunlop, Wakefield & Kashima, 2008; Tan, 2008; Nabi & Wirth, 
2008; Carpentier, Brown, Bertocci, Silk, Forbes & Dahl, 2008）。 

由於本文對於使用者準社會互動理論及概念打造尚屬初探，未來在以下幾

個部分可以更求精進。 首先，本研究雖然首度嘗試以 McCarthy 與 Wright 
（2004）所發展的分析人類經驗的六個過程（代表人類使事物有意義的六個過

程），來建構測量準社會互動行為的量表，但是，近年網路互動研究中對於意

義建構(sense making)的研究有如雨後春筍，Google 更從去年開始舉辦「意義

建構工作坊」（sense making workshop）鼓勵以意義建構為主題的論文發表，值

得進一步研讀參照。其次，在本文的理論架構中，雖亦提及「社群」的重要性，

但是在本次研究中並未納入研究範圍。 網路社群的研究是近年網路研究的大

宗，如何在本研究架構下，發展出具創意的網路社群研究，更是未來應該努力

的方向。 最後，在研究工具的設計上，本研究此次是採取網路問卷的調查方

法，樣本的代表性難免不足，未來應該以隨機抽樣的方法，再次檢定本研究初

步建立的理論架構，以增加研究信度。至於在網路社群的研究上，更有待多元

研究方法的規劃與設計。 
 



 

註釋 

 
1 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在第一期五年中，共分「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技術研

發分項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訓練推廣分項計畫」，以及「維運管

理分項計畫」等五個分項計畫，建立了相當豐富的數位典藏資料。 
2 對於使用者與科技共構研究取向有興趣的讀者，建議可以閱讀 Oudshoorn,

與 Pinch 在 2005 年編輯出版的《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一書，特別是兩位編者所寫的導論。 

3 除了這四種研究取向外，近年有關使用者與科技和社會之間關係的研究，還

應該加上 ANT 理論（以 Latour 的研究為代表）（Latour & Woolgar, 1979; 
Latour, 1987; Latour, 2005）和活動理論（Activity Theory，以 Engestrom 的

研究為代表）（Engestrom, 1987, 2005）。 
4 所謂「傳布模式」指的是：過去往往由一小群科學家，認為某些概念不錯，

就把東西設計出來，並不斷進行測試、形成論述，進而將產品傳布出去。就

像 Apple 的 hyper car。Hyper car 是最早的互連文本系統。所謂「網絡模式」

指的是，有許多人在用某一種設計物，但這種設計物會出現很多種版本，有

些版本會繼續發展，有些版本也會消失。基本上採取的是漸進的採用模式，

不會出現如「傳布模式」中的一言堂。至於最後哪一種版本會被採納，是系

統內部討論的結果。對於 Banon（1991）和 Loomes 與 Nehaniv（2001）這

兩篇文章的理解，本文作者得益於政大傳播學院的「設計讀書會」頗多，特

別是負責導讀這兩篇文章的陳百齡教授及讀書會成員的討論。 
5 Tsao（2004）發表在玄奘資訊傳播學報：第一期，頁 1-21 的文章對於 parasocial 

interaction 的文獻有相當完整的整理，有興趣的讀者可以自行參閱。 
6 Nilsen（2003）指出，一個系統的可用性（usability）有五個品質構成要件： 可

學習度、效率、可記憶程度、犯錯率和滿意度。 
7 Liu 與 Arnett（2000）指出，趣味性（playfulness）的測量應該包含樂趣

（enjoyment）、刺激感（excitement）、參與感（feeling of participation）、脫

離現實（escapism）和吸引力（charming）等概念。本研究參考 Liu 與 Arnett
（2000）及 Babin、Darden 與 Griffin（1994）的研究，發展出以下可問問題：

該網站很吸引我，使用該網站能夠激發參與感，使用該網站讓人覺得興奮刺

激，使用該網站讓人感覺愉快，使用該網站讓人專心投入、忘記時間。 
8 Csikszentmihalyi（1993）將 flow 的相關要素歸納為八點，其後由 Chen, 

Wigand & Nilan（1999）等學者再將之區分為三個階段：沉浸的事前階段

（antecedents）、沉浸的經驗階段（experience）和沉浸的效果階段（effects）。 
9 英文 Haptic 源自於希臘文 Haphe，意思是「觸碰」（touch）。觸碰科技（haptic 

technology）主要研究使用者透過觸碰而得到力量、震動或行動的科技。此

一新興科技可以廣泛被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觸碰科技讓我們瞭解人類知覺中

的觸覺是如何運作的，以及觸覺和大腦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ptic retrieved 11.20.2007） 



 

10 透過 Alexa 網站流量調查工具，發現在數位典藏網站（http://ndap.org.tw）

中，主要被瀏覽的網頁有數位典藏聯合目錄、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

國家計畫、拓展台灣數位典藏及數位島嶼等，均列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其

他網站均為數位典藏研究計畫相關單位所設，於計畫內部或外部具舉足輕重

之網站。 
11 請參見 1、資策會研究報告，

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0307index.shtml；2、台灣社會變

遷調查，http://www.ios.sinica.edu.tw/sc/cht/scDownload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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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lot Study of Interne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Building 

 
 
* 
 
 

Abstract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build up an interne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Using acknowledgement, which includes usability and content 
richness, feelings and doing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using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s dependent variable. This study intended to ask questions of 1)how 
internet users interact with internet content? 2) with what characteristics can internet 
content enhance user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demographic data and users purpose of using internet content, knowing, 
feeling and doing still explain 59% of users interne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with 
feeling (54%) as the leading variable which owned the strongest power of 
explanation, following with doing (37%), content richness (34%) and usability 
(32%).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ed that the validity of our interne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is quite robus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of our theory, 
researches based on random samples should be undertake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Knowing(usability and content richness)、Feeling、Doing、Interne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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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創用 CC 的取徑受到 STS 研究意向與取徑的影響甚深。根據 STS 研

究面向而言，STS 學者曾將相關研究依其研究對象區分為 hard case 或是 harder 
case 的說法 ── 以「科學知識」（scientific knowledge）為社會建構產物進行 STS
拆解分析的是比較棘手的個案（其中尤以像是數學科學知識的建構的拆解最富

挑戰性）；以「影響科學形構、發展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為社會建構產

物來進行 STS 分析的研究，有其挑戰性，但屬性不一。兩種情形中，後者較重

視科技概念與技術著床的環境與過程。（Bauchspies, et al., 2006） 這研究提案、

初探性的研究發展就屬於後者，是受到與科技科學形構發展相關的社會系統為

研究對象的 STS 研究影響，希望探討創用 CC 在台灣萌生、發展的樣態。CC
就其建制而言，是外來產物，引入時是一種（創）新作品，但是因著本地的需

求、各方協力或角力，現在台灣的創用 CC 衍生出值得深究的樣貌。究竟動態

的、充滿拉拒的網絡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行動者？網絡是什麼樣子？如何造

就了現下、變動中的網絡？藉此也可反思本地創用共享的文化。 
 
我的研究旨在針對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的技術、觀念進入台灣的

歷程、關鍵、轉捩與發展進行 STS 的分析；本研究採取行動者網絡分析*****

（ANT， actor-network theory/approach）方法，研究影響文化發展至鉅的 CC
進入台灣之後落地生根的過程，期以分析科技與社會遇合、縫合的過程中的網

絡發展，以進一步掌握、確認歷程中的重要角色。這對於 STS 研究方法上與理

論上都有新意──方法上，試用 ANT 途徑意味著對「連結」的看重、行動發展

中網絡連結重於單獨行事的人或角色，這相當符合 STS 的精神。其次，理論上，

STS 本就重視科技創新與社會（歷史文化政治經濟）的關係，研究強調、鼓勵

創新的創用 CC 正中 STS 研究核心（關心科技是否得以創新、衍生）；同時，

研究發展歷程而不是武斷地將過程加以切片、研究定點的因果關係，更能藉此

勾勒出科技發展的經緯。 
 

依照創用 CC 網站上所敘述（創用 CC，2007 年 8 月 1 日），「創用 CC 」授權條款讓創作者能要

求其他人依創作者指定的方式行使創作者的著作權──諸如其他人重製創作者作品的權利、將創作者的作

品再作衍生或改寫的權利、散布創作者的作品或利用創作者的作品賺取報酬等的權利。簡而言之，創用

CC 是一種授權條款的新觀念、新作法；因著新科技（諸如網際網路）的發展，一方面創作能量沛然，在

各種場域得見精彩影音作品，而另一方面，因為觀摩交流的場域機會大增，原創權益的維護與鼓舞後續

創作的可能時生糾葛，顯然傳統的授權概念遭遇挑戰，而新興的授權觀念與做法引人注意。授權，不僅

事關創作者與使用者兩造，更關乎新科技發展造福個人與（或）社群的可能性，這可上綱到功利主義與

社群主義的古老政治哲學辯論。2003 年 11 月，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因為進行自由軟體計劃

而接觸 Creative Commons 的概念，進一步成為這觀念與行動在台灣的推手，時至今日已近四年。四年中，

                                                 
*****本地有關 Actor-Network Theory 的譯名中有譯為行動網絡研究、行動網絡論（林宇玲，2003, 

2004）,有譯為行動者─網絡理論（施諭靜，2004）、行動者網絡理論（林文源，2007）。

本文採用行動者網絡理論此一譯名。 
 



 

台灣本地的公眾創用（Commons，資源的協力創造與共用）有了不同於美國、其他地區的面貌，授權可

能性相關討論、推廣與數位平台的結合、創作作品在數位平台上的公布傳散以及實驗新授權文化之後發

展出的人己社群關係，都非常值得以行動者網絡的角度進行深度分析。 

就採用的分析工具而言，本研究擬採行動者網絡分析（ANT, actor-network theory）取徑。採行 ANT

研究精神的研究者觀察的是技術、科學與社會的融合過程，在觀察中，研究者不預設人和非人

（non-humans）的行動者的差別，但看行動者如何在行動中結合、運用既有說法，發展發揮。ANT 看

待行動者，不論是人或非人，都自有其方法。以 Law（1987）的話來說, 創造過程中的「科學家」不可

能是個只專注於實驗對象的人；他必然也要是個能將各式各樣的角色（actors）帶進一個網絡（a network 

configuration）的好手，事才得成，所以，要研究的，不是個人，而是網絡，這個在過程中浮現、促生

的網絡。就非人的物來說，物件、物質，都是被促動（enacted）的，彼此有關係（relational）；他們不

是起因，而是網絡中的一份子；物也好、人也好，是他們在行動中的連結（association）使得發展有其

社會性（social）、值得深究。林文源就強調 ANT 是把符號學的符號因彼此關係而產生意義的作法用

以思考物質的存在（林文源，2007） 

 本研究將蒐集 CC 進入本地之前與之後的文獻、紀錄、訪談相關人士，以 ANT 取徑收集分析資料，

勾勒出台灣創用 CC 的發展網絡以及與相關科技平台作品發展的關係，並將研究所得與 STS 研究的理論

與方法對話，期能深化在地的 STS 研究。 

研究取徑 

說明行動者網絡理論，要從根本的本體論說起。什麼是「社會的」

（social）?Bruno Latour(2005)開宗明義就指出將設「社會的」當成一個形容詞，

就像是指稱「生物的」、「木質的」、「組織的」，問題就來了 ── 如果以「社會

的」指稱「進行連結這過程的行動（movement）」，問題不大；若是以「社會的」

指稱「一種與眾不同的元素」，Latour 就覺得問題來了。Latour 指的「社會的」

就是「連結過程的行動」（a movement during a process of assembling）；而他認

為傳統社會學理論裡將「社會的」當成特定質地的形容詞──像是「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這就好比永遠有個所謂的社會情境，而「非社會的」活動就

會在「社會情境」中發生、進行，這樣的看法就是先區分出社會的、非社會的，

再將「社會的」當成是真實的某一切面，將所謂「非社會的」活動置放進「社

會的」脈絡裡，再加以解釋。（3 頁）Latour 認為「行動者從來不是鑲嵌在所謂

的社會脈絡裡的」（actors are never embedded in a social context）。社會，是什麼？ 
 

在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一書的第 4 頁 Latour 就指出「社會」絕對不是個

所有事情設限其中的脈絡(the context in which everything is framed)，社會應當是

像「彼此連結的元素在細小通道中循環運行的狀態」（one of the many connecting 
elements circulating inside tiny conduits）。Latour 在批評了過往社會學家將「社

會的」當成「解藥」（分析之後，歸因於「社會脈絡」、訴諸「社會情境」）之後，

說明自己看待「社會的」的方式是將其看成「謎題」(puzzle)，是複雜的、糾結



 

的，有待被描述耙梳的。所以，社會不但不能當成解決提出問題的答案，反而

是社會學家應當著力描述的現象，而這現象不是普通的、任何的現象，而是連

結的、彼此影響的行動者網絡。由是，社會學就從「『社會』學」（the science of 
social） 轉為「『涉匯』學」（ the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更重要的是，正就

是「動」 ─ 連結的、串聯的、網絡形成的過程的行動 ─ 才能讓人得窺「社會」

的在；「社會的」不再是本存的（given），而是在行動、連結中得見；一停止，

「社會」就不見了。 
 
Latour 以四個「不定」(uncertainty)來挑戰過往社會學對於社會一廂情願的解釋，

同時也呈現行動者網絡理論的重點： 
一、團體（groups）的特質：行動者怎麼確立？Latour 認為行動者對團體畛域、

疆界、對立群體的意識不輸給研究者；行動者是會意識到的，但重要的是

團體不是僵固的、本存的，團體正是流動的； 
二、行動（actions）的特質：行動、行進的途程中，行動者進進出出變化中的

網絡，改變了目標； 
三、（Facts）的特質：持續的爭議； 
四、社會科學所謂的「實證」 
 

Latour 強調，要看出是否是採行行動者網絡的路徑與哲學，檢驗之道就在

檢視研究其中的幾點：第一，非人物（non-humans）的行動者（行動物）在其

中的角色如何？第二，研究在進行解釋、詮釋時的方向為何？是否囿於一組有

限的因素，用以解釋所有的變化？如是，則不是行動者網絡理論的路數；第三，

行動者網絡在乎的是重組(reassemble)、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而

不是堅持散逸、解構，這是不一樣的。（頁 10 到 11）簡而言之，這取徑不是要

以「社會力」去解釋變化，但是也不是僅只形容變化中的網絡、行動者形成了

什麼樣的網絡，而是去形容行動者如何形成了網絡。由是，可以理解何以學者

（林文源，2007）在解釋、澄清行動者網絡理論時強調這屬於行動本體論

(ontologies-in-practice)的、一種基進的本體論思考，不同於傳統的本體論。 
 

採取 ANT 研究取徑未必要以 Callon、Latour 或是 Law 發展、使用的概念

工具一一比照，但是經由對理論取徑中關鍵概念的理解可以掌握 ANT 的精髓。

首先，行動者與行動物。先前解釋 Latour 將「社會」（society）改寫成「涉匯」

（association）似是 ANT 不同之處就在於強調元素的流動、轉變而已，事實上，

這樣的轉向涉及基本本體論的翻轉。ANT 理論家認為行動者沒有本存的本質，

「是什麼」是要在連結、行動中呈現而出的，人是如此，非人的（nonhumans）
的物體也是如此。Latour（2005）論及第二個不確定性（uncertainty）時提到，

過往談 agency 問題大矣，他提出過往的社會學談到 agency 的時候，強調 agency
是在行動(doing)中顯現的，但是同時，社會學的描述中又常常容許難以言詮的，

所謂「社會力」來解釋說明。Latour 說明 ANT 看重「動」、行動，「如果沒有旅

行的工具，就寸步難進；寸步難進就不可能留下任何待人追索的痕跡；沒有痕



 

跡就不能以任何文件記載記存」（53 頁）因此，但凡能留下痕跡（trace）、行動

中產生影響的，就有動能(agency)。因此，Latour 向文學取譬，援用文學敘事中

的概念 actant（行動體、行動者）來說明行動者網絡中的角色，而因為基進的

行動本體論立場，研究者不認為需要在觀察之初就區辨誰是主使主力、誰是被

動，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定睛觀察連動、連結，看流轉的網絡中的行動者，是人、

是非人，都一樣。Latour 說明，正因為文學中、寓言裡，行動者可以是表現動

能的精靈或矮人、可以是屠龍的武士，也可以是仙子的靈光，這正是 ANT 學

者要的 ── 行動者（actant）沒有先驗的本質、沒有自有的而產生動能的屬性，

行動者的動能是在連結、行動中展現。人、物互動形成網絡，而人、物等行動

者的動能、影響也是經由彼此連結而促生的。林文源（2007）強調「一切開始

之前並不存在物自身（things-in-itself）或理念自身（idea-in-itself）」，是「關係

性萌生」，在「相對關係所連結的網絡中萌生為特定性質」。 
 
Translation 是另一個理解行動者網絡理論的重要概念。translation 其義多遭挑戰

辯駁，在台灣學術社群中對譯名的討論就可見學者對 translation，乃至於 ANT
義理的挑戰†††††，仍常見援引以說明行動者彼此之間的關係。 translation 指的

是事實建構者依其利益與其帶入的人物的利益所給的詮釋（Latour,1987, 頁
108）。在彼此連結、聯盟中轉換了行動者與其他行動者的利益。就人類行動者

彼此之間的關係而言，利益的轉換就是分享利益的協商與承諾；而在人與物之

間，轉換就發生在物件的用途用法等腳本裡如何在設計時注入它與其他角色互

動的規範。 
 
Center of caculation 是另一概念。像是 John Bowers 研究電腦表意的邏輯展現

（formalism）。他好奇在電腦輔助集體工作系統（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中，系統裡、設計上的邏輯是如何受到工作場合的人際關係等所

影響。他援引人口調查為例以解釋他使用的行動者網絡理論概念，比方說，普

查中收集各式人口資料。統計資料的取得是自一個中心寄出問卷，然後回應匯

總到中心；在各種再現（以文字代表各種調查品項）的匯總處，就產生了一個

center of calculation，而此處的邏輯就展現在運用幾種不同的表意系統統整而得

所需要的資訊，資訊是在「計算中心」經由統整而產生意義。箇中的邏輯就在

計算中心得見。Latour(1987) 的例子除了向人口普查機構滿是各地收集而來的

資料之處，他還舉陳像是外太空調查站以各種聲波收集儀器採集而成、經由天

線傳遞而來的聲息匯流之處。事實上，Latour 要強調的並不是一個物理的「地

方」，而是各種流動的（mobile）、可被銘寫記錄的(inscribed)的、有待被整理的

資料彙集之處。 
Callon、Law、與 Latour 所發展的行動者網絡理論概念繁多，之所以略舉一二

說明，旨在點出理論取徑的精義。 
 
                                                 
††††† 見雷祥麟（2004）導讀「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出自《科技渴望社會》，

頁 260-263。 



 

Latour 在說明此理論適用現象時時，曾特別說明行動者網絡理論特別適用

在有新事物、創新物件進入時。團體邊界不定、該考慮的物件範圍變化不息、

舊有的社會學概念難以追索行動者的新連結的時候（頁 11）重要的是研究者要

追索網絡，這是行動者網絡理論提醒的重點，而不是說客觀上有個發展成形的

網絡等待著研究者去揭示、去描繪。網絡是變動中、行動中的網絡，而這行動

中的變體就是「社會」；「社會」不先於行動者而存在、不在於行動者行進完成

而得見，「社會」在行動中、在連結中，其中的行動者的行動就證成了他們對社

會的感知。 
 
 

為什麼這篇有關創用 CC 進入台灣的研究採用了行動者網絡研究取徑呢？ 
從附件一可知，自 2003 年 CC 這概念與資訊進入本地至今，開枝散葉，網站建

置得成，活動多起，但是公眾認知上的評估少見，創用 CC 的影響也似乎難以

掌握。本研究希望藉由行動者網絡取徑厚描創用 CC 的動態、行動者、以及利

用理論的轉換、銘記改變等概念工具整理創用 CC 的發展。因為訪談仍在持續、

研究計劃也還在進行，所以本論文是一初探性的提案，期能勾勒出研究框架與

呈現初步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引用行動者網絡理論為取徑以進行實證研究的作品採用不同的分析工具。

有的只視其為一種觀視分析立場、有的則鉅細靡遺地援引不同概念工具、拆解

所研究現象世界中的關係。以下稍事解釋幾篇實證作品的作法，以為參考。 
 
Eugene Martin（2000）在引用行動者網絡理論分析地理資訊系統（GIS）時採

用 Michel Callon (1991)舉陳的行動介面為分析工具。Callon 曾指出四種循環、

連結以及定義網絡的行動介面（action intermediaries）,分別是文本（texts）、技

術物件（technical artifacts）、人類（human beings）以及錢（money）。Latour(1987)
曾指出像是科學出版品、科學技術文本就能界定異質角色彼此之間的關係、技

術與目標等等。曾出版作品的引述、書目就可看出網絡；作品的作者、協力而

合作的伙伴也顯現網絡；即使非科學性的文本，像是合約、內部報告以及進度

報告等等，也都是行動介面。（Martin, 2000）但凡能看出異質角色彼此關係的

都可算是文本。至於技術物件，Martin（2000)指出技術物件是經由行動編制

（program of action） 來校正網絡的，而所謂的行動編制，以人來說，來源是

人的社經位置、工作職稱、職責、能力、信念、慾望、甚至包括生理需求等等。

技術物件就會經由這些人的行動編制來校正網絡關係。錢這行動介面自然再清

楚不過──在捐輸、買賣的情況，金錢的挹注或轉變都轉變成為某種行動而影響

了行動者的網絡。Martin（2000）認為錢也就是行動者網絡理論中提到的邊界

物件（boundary object）──柔軟的足以因應各種不同情況需求、不同角色的要



 

求，但是也強固地始終維持同樣的面貌。 
 

Bowers(1992)以行動者網絡取徑研究電腦輔助協力工作（CSCW）軟體程

式中的邏輯發展。他以「邏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ormalism）命題，而他的

研究主在探討邏輯在代表、再現人際溝通的層面上如何與其他行動者發生關

係？這些關係有何深意？Bowers 的研究敘事在程式設計典範、行動者網絡理

論、以及邏輯設計實作三者之中穿梭；Bowers 在追索幾個研究面向時引用行動

者網絡取徑的語彙與概念加以說明，他強調的是實際發展出的邏輯與本欲對應

的人際溝通之間的落差以及落差源由。Bowers 引用的理論概念非常繁複，但也

是將概念當成工具，逐一比對式地運用、分析。 
 
林文源（2006）旨在掌握血液透析病患的非本質性多樣存在狀態，他採取

行動網絡理論的「中介」觀點，以此與多種立論、立場對話、以田野觀察的厚

描記錄與中介概念對話。緊扣「中介」的概念，林文源探討在不同時空狀態下

病患存在的規模與樣態；聚焦病患、描述病患「存在於不同實作中的萌生與增

加」（104），也同時呈現了行動者網絡。研究呈現了漂移在各種場域與過程當中

的變化的病患、呈現了病患在實作中涉入不同旨趣的脈絡化現象，作者並沒有

執守理論的概念，逐一檢視現象，但是厚描與分析具體呈現了研究主體與現象。 
 

 從以上幾篇實證研究觀之，將行動者網絡取徑視為一種視野、觀點、立場，

而在分析上不必照本宣科、對號入座，而應以研究旨趣為念，在觀察研究對象

時以行動者網絡理論的精神為本。因此，本研究旨在描繪浮現的台灣 CC 網絡，

但是研究著重描述幾個行動者的特質如何在行動網絡中浮現、轉變的過程。 
 

研究分析 

在台灣創用 CC 的網站上，可見有關原創於美國的 Creative Commons 的歷史： 

2001 年在公共領域中心的大力支持下， Creative Commons 得以創

建。 Creative Commons 由董事會所領導，董事包括網路法律與智

慧財產權專家 James Boyle 、Michael Carroll Molly、 Shaffer Van 

Houweling 和 Lawrence Lessig，MIT 資訊科學教授 Hal Abelson ，

律師轉任紀錄片製作再轉而為網路法律專家的 Eric Saltzman，知名

的紀錄片工作者 Davis Guggenheim，知名的日本企業家 Joi Ito，以

及公共領域網路出版者 Eric Eldred 。在哈佛法學院柏肯曼網路與

社會研究中心的教授與學生協助下，這個計畫得以展開。 Creative 

Commons 目前設於史丹福法學院並獲得其大力支持，同時與該學

院網路與社會研究中心共享空間、人員與想法。董事會負責管理少



 

數的行政人員與技術團隊，並有技術諮詢委員會提供諮詢服務。 

Creative Commons 仰賴一群與日俱增之支持者的貢獻來維持運作。 

 
在台灣創用 CC 網站上「美國的 CC，世界的 CC」部份，這樣介紹 CC 由

來：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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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像 GNU 

GPL ， Creative Commons 的授權條款並非針對電腦軟體，而是針對

其他形式的創作：網站、學術、音樂、影片、攝影、文學、教材等進

行設計。 

 
同一個網站上說明了台灣是因為中央研究院資訊所因為進行與自由軟體相

關計劃而接觸 Creative Commons，而於 2003 年 11 月成為合作機構，進行翻譯

華語授權條款的工作。當初的目標包括了「建立一個合理而富有彈性的著作權

模式、以及一個豐富、便捷而花費低廉的公共資源庫，也會由於更多創作者的

接受與採用，而更能達到其理念推廣的目的」。 
 

行動者 
訪談時我們訪問了自 2003 年即參與此一計劃的 A。不論是 A 或是其他自

2003 年起即在團隊中的成員，雖然自起始即參與創建，但是從行動者網絡的角

度觀之，重要的是行動者在相對關係所連結的網絡中有了什麼樣的特質，因此，

此處有關台灣創用 CC 計劃團隊的介紹是其由來、初衷，但是後續發展就不能

只憑網站上的理念為單一憑據了，本研究之所以由台灣創用 CC 計劃團隊（以

下簡稱「台創計劃」。不稱「台灣創用 CC」是為了避免與台灣 CC 授權條款混

淆）入手，絕對不是視其為主責者。先設定了台灣創用 CC 發展過程中的主責

者這樣的觀點可能既不同於台創計劃自我認定、不是事實，也不符合行動者網

絡理論的立場 ── 行動者是什麼，是在行動中呈現的。事實上，行動中的台創

用計劃的樣態也一直改變。樣態是因為行動（做）而生；台創計劃做了什麼、

不做什麼，從中逐漸看出其依然變動的樣貌。舉例而言，當訪問時問到何以台

創計劃團隊與數位典藏國家型計劃之間維持著「非正式的關係」‡‡‡‡‡時，受訪

                                                 
‡‡‡‡‡ 所謂「非正式關係」指的是中研院資訊所老師在數位典藏國家型計劃第一期中扮演重要角

色，而且目前好幾位中研院不同單位成員也籌組委員會，旨在倡議接受國家補助的研究計劃

原始資料應當合理釋出，這一來與台創計劃宗旨接近而二來台創計劃成員也正是發起人之

一，更何況，台創計劃本身也缺資源，但是，台創計劃並沒有申請數典計劃的任何子計劃以

獲得資源，台創計劃始終沒有與數典計劃發展任何整合計劃中研究團隊彼此隸屬的正式關



 

者 A 表示： 
 

這是滿好的問題，我自己也有花些時間想過為甚麼非正式是比較好

的。例如說所長本身很支持我們這個計畫，本身又是數位典藏國家型

計畫的執行長，現在是共同主持人，但是我會有個顧慮，舉例來說，

台灣創用 CC 工作的經費來源如果是來自於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

話，那也許我們在推廣上會比較不方便。因為這會牽扯到你可能要作

很多服務性的工作，比如說機構計畫、典藏機構，他們可能有各式各

樣的授權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很大一部份跟公眾授權有關、有的無

關。會多出來很多相關實務性的問題或工作，那這些工作變成我們的

工作，不是說我們不願意作這樣的工作，而是這樣的工作會變成很

多。如果數典那邊有這麼多工作，而我們接下來做了，那可能文建會

或教育部也有這種服務面的工作要作，我們怕會做不完，或是無法負

荷。那麼以我們目前的角色是還不錯，就是基本上還滿單純，就是說

是資訊所下面的一個計畫，然後作基礎性的工作，有一些對公部門的

推廣，但是各個部門要採用的時候一定有很多實務面的問題，這些實

務面的問題我們沒有能力說可以一一幫他們解決的非常好。這種情況

就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接觸比較好。 

 
另一處， 

我是覺得這環境有很多環節，授權條款是一個工具，是一個環節。他

是會有幫助的，但最大的效益我認為是說，在整個環境中不同的環節

都剛剛好扮演好協力互助的角色，像有的人提供了什麼服務，這服務

是某個人所需要的，這些人可以整理一下這些服務，變成別的服務提

供給別人。也許公眾授權的理念跟公眾授權的工具有助於這些環節的

連結。但是我們不能講說他就解決的這些環節的所有問題。或是說我

們這計畫可以解決這些環節的所有問題。 

 
這兩段說法不但顯示了台創計劃的樣態轉變，也透露了 creative commons 在地

化的過程中行動者的關係。正如行動者網絡學者所言，要以符號學的方法來研

究實體如何在互動中、在脈絡中被定義，此處台創計劃的意義就是在互動（不

互動？）中逐漸形成，一如沒有現身的符號也界定了現身的符號的意義，台創

計劃選擇的角色與行動不是自有的，而是經由諸多行動者互動交互而成的。就

CC 在地化的發展而言，行動介面的沒能到位不是台創計劃的問題，而是 CC 在

地化的問題── 沒有人、沒有錢，即使在行動編制（program of action）上行動

者看似可以校正網絡、引入（enroll）不同行動者而令外來的 CC 產生轉換，但

是沒有行動介面，就難以促生有助 CC 在地化的網絡。 
 

                                                                                                                                             
係。 



 

 
行動者 

公部門之為一個行動者有其業務上與創用 CC 的關連，但是從

行動者網絡取徑角度來看，各單位機構的自身利益、可能援引以轉

換詮釋的動力是什麼？還需要進一步訪談、收集資料。目前看來，

這行動者不止於 CC 觀念說明，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就是實作、推廣，

在與對智財權有興趣、有關的民眾互動時，可能引入更多行動者，

但是這端視他們的行動、如何進行： 
 

基本上我們不是那個部門的著作權管理的人，例如說文建會有很多的

出版品，那麼出版品要作公眾授權，要以何種方式公眾授權，應該要

由文建會管理出版品的那個部門，跟其他部門要去協調出來的。舉例

來說，目前 CC 授權條款有六種，有最寬鬆的就是姓名標示，使用者

使用的彈性非常大。一種是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使用者

權利是比較小的。那這六種由權利大到權利小的，那麼文建會要選擇

哪一種，這是政策上的選擇，那麼哪種方式與他們的績效是密切相關

的，我們不適合去幫他作這個決定 

 
行動者： CC 授權條款 

 

CC 條款在本地化的過程有一些嚴整的規範，如果你為了配合當地

法律而去作一些文字上得修改的話，修改的部份還要翻譯成英文傳

過去給他們看，他們覺得這樣的本地化過程是沒有違背他們精神。

但是如果你作大幅度的修改，修改後的條文就不能夠稱作 CC 授權

條款，你如果加了一些附加條款，或是加了一些限制，都可以。只

要你不要把你加了附加條款的東西稱作 CC 授權條款這就可以了。

公眾授權條款本身可以修改，但是 Creative Commons 這個 mark 或

這個稱呼他有一些保護。他不希望每個人都修改出自己的條款，然

後都稱作 CC 授權條款，怕這樣會引起一些困惑。因此我們如我在

CC 條款中加入只限教育目的，這樣可能是不被認可的。 

 
由這段訪談可看出，公眾創用在本地發展的行動者網絡中重要的行動者

（actant）還有 CC 授權條款、2001 年公共領域中心創辦的 Creative Commons。
當然，CC 本地化不見得就意味著 CreativeCommons 的授權條款本地化，正如

訪談中指出的，在地的人大可發展出適用的、因應在地不同情境需求的條文，

只要不稱其為 CC 授權條款，也是一種公眾創用的規矩的發展。受訪者中就

有不只一人指出藝術領域中可能就早有潛存的社群規範，所以藝術家如果彼

此援引作品以為創作素材，不是問題，CC 或其他公眾創用規矩的有無與其無

涉。從台創計劃成員的角度看來，只要是讓公眾創用的觀念生根、能實作，

如果社群中以如是行之多年，何問題之有？ 



 

 
 CC 授權條款是個工具，他是一個明確的授權條款，然後有本地化

的版本讓大家閱讀比較方便，然後有些線上工具讓你可以去選擇。但

是他畢竟只是法律面的工具…工具的使用人人不同，每個人想要達到

的目的也都不一樣，比如說有的人透過 CC 授權條款要達到商業上的

收益也是可以。公部門使用 CC 授權條款就是希望公部門產品可以廣

為大眾所使用，就是工具每個人都會有不一樣的使用…我的感覺是對

於藝術創作者，例如像音樂創作人等等，他們面臨的問題是說，在台

灣的音樂創作環境裡面，好像本身就有很多問題了，音樂的產業環境

裡面就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公眾授權當然是個工具，但顯然這個工具

是沒有辦法解決所有問題的。音樂產業會問我們的音樂都被盜拷 copy

等等，所以創作者賺不到錢，創作者沒有經濟收入，是可以這樣去解

釋，但這樣解釋 CC 授權條款作為一個工具，也許會有可以切入的地

方。也許好像也不是這樣的解釋，就是說也許音樂的產業已經進入下

一個階段了，也許音樂自由散佈是自然的，是你不會去禁止的，而你

是要靠去演唱、去辦活動來賺錢，那這些商業環境到底是怎麼樣那這

我不是那麼清楚。另外一個例子就是數位藝術的創作者，比如說我們

跟鄭淑麗這些創作者而言，他們根本就不是很 care，這不是貶低，就

是他們根本認為著作權本身被挑戰是一個更有意思的問題，應該用創

作的方式來呈現這個挑戰。然後他們的創作過程其實是非常繁複、非

常複雜的，我不認為他們把這整個協力創作過程，去一一清理這些素

材的授權許可的安排都清理的非常清楚，然後整個作品終於可以公眾

授權釋出，這些工作對他們而言是非常不重要的。意思是他們並不想

要把他們的創作精力放在這麼支微末節的地方 

 

或許是因為公眾創用觀念實作推廣的過程中，台創計劃是一開始的推手，而

台創計劃本身與藝術創作者/團體等創作產出、創作素材涉及智財權的行動者

不同 ── 後者在當前營利模式下、主流的作法中，其利得也依恃智財保障 
── 所以台創計劃在思考引入 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的同時，也嘗試重新定

位問題癥結──除了「權利」之外，問題癥結是否可能出在因著科技發展，過

往的營利模式難以為繼，在無畛域的網海劃地自保以求所得的時代不在了，

因此，應該亟思的是改變營利模式、利得來源？   
 
 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被擺放在不同的脈絡中，可以是，一、較現行權利

條款、授權條款來得理想的工具、保障生計營收的工具：與過去智財權一樣，

但是除了採用 CC 授權條款可以公開素材等優點之外，也提出不同於過往的

business model、產業實作模式。這立場是仍然認可目前依照舊有智財觀念與

條款保障的產業運作自如，但是未能鼓勵創作、分享；二、可以是唯一適用

於當前情境的工具：過去的產業模式、生財方式已經過時，即令不樂共享，

但科技的發展已促生此一現實。CC 授權條款反而是回應變化的產物。當然，



 

因勢利導的推廣應用之外，更重要的是對公眾創用的認識、對這工具以外的、

對新的權利、關係的解讀；三、可以是創作議題：像是對部份藝術家、創作

者社群而言，這議題具體而微地彰顯了當代幾個議題的焦點（人我群己的關

係、新科技新媒體的挑戰等等）。因為對某些社群而言，長久以來實踐的就是

共有共享，所以社群自有看待自己/公共的規範，授權本來就不是問題；進一

步說，這樣的創作者實踐的正就是 CC 授權條款希望有助履行的、有助滋長

的文化。但是，當創作者意識到這在當代是個問題的時候，授權條款就與她

有關了，因為，CC 就成為創作主題，創作者甚至可能認為如果自己作品侵了

權、惹上官司，「沒關係，come and sue me」（受訪者 B），這才能凸顯這問題

的重要性。 
 
 ANT 理論強調的「社會」，那「彼此連結的元素在細小通道中循環運行

的狀態」one of the many connecting elements circulating inside tiny conduits） 
正可用以勾勒我們從 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牽引而生的連結，而這循環、行

動（circulating）正就指涉了「社會」，這無法用以解釋其他而其本身才是複

雜多端、需要我們定睛聚焦的所在。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可以被放置在不同

脈絡下，重要的是這不同脈絡是交錯的、不是各自為政、各自獨立，互不干

涉的。前述三種觀點、三種認知、三種脈絡及其中的行動者是會互動的，帶

著不同的認知、有著不同的利益、需求與堅持互動。因此，當各行動者對於

CC 授權條款以及其所意味的脈絡認知不同、自己與其構連的方式不一，行動

者引入的、校正的網絡就不一樣，或者說，網絡形成過程中就有極大的、持

續的拉扯。舉例而言，受訪者 A，也就是台創計劃主持之一，在說明他認為

的 CC 授權條款這行動者時就表示： 
這個授權條款是個鎚子、是個釘子，但是你可能還需要其他的工具，

如果你覺得這個鎚子釘子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的話，那可能是期望太

多了啦。有些說像是商業公司阿，比如說線上影音的商業公司，他們

願意使用 cc 授權條款，他們認為有幫助，但是他們還有一些 business 

model 其他的問題，並不是說商業公司使用 cc 授權來散佈影音作品，

他就會賺錢，他還有其他的問題。 

 
對於認為 business model 最要緊、保障利得以維生最重要的行動者而言，這樣

的說法即使已經回應了前述三種脈絡中前兩種的行動者遇合時所立時的問

題，但是從不同立場、需求的行動者看來，CC 授權條款行動者的腳本就難以

經由轉換而銘刻在各種使用行動中。 
 
行動者 
不同的行動者對於 CC 授權條款有不同的認識： 

 

Creative Commons 它比較類似一個...類似一個 push 的力量喔，常常是

去 push 法律...法律體制面的一個改革。iCommons 是比較類似像是一



 

個 pull 的力量，他 pull...他是拉也就是世界各地的對 CC 有共同概念

的所有組織，創造一個 dynamic 出來，那所以在這個一個 push 跟 pull

的力量中間，就會有一個交集啦，那也就會讓智慧財產權的問題不是

很單純的像以前就是，由上而下的一個法律制定，那其實也是可以採

一個由下而上、對於這種大眾，大眾對於智財權有甚麼樣的需求也可

以提出來，提出以後也不只是提出，還會做一個彙整以及分析，所以

這一個 top-down 跟 bottom-up 的兩者之間會有一個交集。 

 
這段話是本地推動創作應用 CC 授權著力甚深的 CCGarden 的成員所說的。繼

而強調的是： 
Creative Commons 假設只是在法律層面這樣子去改變所謂 IPR的觀念

跟法律的架構的時候阿，假設沒有真正的經濟活動去支撐這樣子的法

律的抵制，其實沒有意義…IPR 的問題絕對是要有充足的經濟活動、

社會活動來支撐這樣子的一個概念…在經濟的活動裡面，會不會產生

一個機制讓那個活動蓬勃的發展？假設（經濟活動）不會蓬勃發展，

你這個法律的這個...這個概念，他就沒有意義了。 

 

從這行動者的認知看來，公眾創用成功的關鍵在於一個魚幫水、水

幫魚 ── 甚至可說成是公眾創用前提 ── 的設置，就是活絡的經濟

活動： 
所以這裡頭我要描述的就是說，其實我們任何人也許中華民國政府，

你假設支持 CC，你必須要，你一個國家其實不會去改變一個法律其

實是不需要的東西嘛，你應該是有那個需要你才會去 create 這個東

西，你當在做這個政策的時候，講白了，政策不是一個部會的事情….

也就是說，我要提的就是說，當一個政府在這個...做政策思考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層面都要去連結到，比如說它的社會運動、它的經濟活

動、它的相關的活動是不是能 create 一個足夠龐大的機制跟這個經濟

產業的效益來支撐你這個東西，那才叫是成功哪。 

 

CCGarden 在論自己源起的時候表示因為智財權與網路治理的關係，而網路治

理中的數位落差讓其注意到相關議題： 
IPR 本來在這個 internet governing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在網路

起來以後，你大概知道假設你去 follow 這個整個全球網路發展過程，

去製作智慧產權跟相關的產權部分哪，在網路就有很多爭議性的問

題。 

… 

CCGarden 的成員表達了與台創計劃不同的想像與行動方向。 
 
促生、轉換 

…推動上的問題，最明顯的有哪些？的確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比如



 

說以公部門而言，我們去接觸，他們也很有興趣，他們也想採用，我

覺得有兩個明顯的問題：一個是說推廣或採用基本上都還是由上而

下，也許是說中央部會部門主管他們認為這個是好東西，然後覺得應

該導入或採用，但下面的機關可能覺得我們沒有立即上的需要我們的

東西就是要 CC 授權或是公眾授權，比較沒有由下而上比較草根性的

來推動，比較是由上而下的。 

 
受訪者 A 提到像是文建會、智財局、國科會、研考會或因業務涉及作品著

作權安排、或因單位刊物需要文章，因而主動致函來電邀約台創計劃成員演

講或在被動被告知可以運用協力的情況下援引台創計劃成員這資源。這些情

況是否能視為觀念與實踐的推廣？是否可看做行動者網絡的轉換呢？ 
 

他們經常遇到當他們的著作要被他人使用的時候他們應該怎麼辦？

文建會很多出版品，可是每次有人要使用這些出版品再去作些什麼事

情的時候，都會當然就是要正式行文去給他們，取得這個授權的許

可。他們就必須要去把當初這個出版品出版上著作權的安排是什麼，

去把那個契約找出來，看看有沒有這個權利把作品再授權給別人使

用。他們應該經常性有這些業務上的需要，來自於一般大眾或是其他

單位來請求他著作授權的。一般性的公眾授權對於他們業務上會有幫

助。 

 
最後一句話反映了機構單位考量採用 CC 上的某種角度。這並非本位，但是從

行動者網絡的角度來看，重要的是有沒有可能產生利己利人的詮釋？中央地方

行政機構的主事者是否能將其利益（intersets）與台創計劃所在意的結合之後形

成新的腳本，推而廣之？本研究需要收集更多來自業務上相關而可以推廣這觀

念與實作的機構的說法作法，才能澄明這點。不過，創用 CC 也好、其他

creativecommons 的實踐也好，就目前的行動、發展看來，行動者網絡理論中的

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無從看出，各種流動的、銘寫記錄的資料（像

是各單位推廣 CC 的作法與結果評估等）未能彙總，這情況持續著。 
 
 
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 
 

（問及是否瞭解機構單位在諮詢台創計劃團隊之後他們自己完成率

如何、進行如何）我就不知道我們去講過之後，他們機構內部有沒有

一個接手的人或單位去想這些問題，然後去擬出應該做的事項，就不

清楚他們有沒有這樣接著作。反過來說當然我們做的太少，我們應該

要作更多來幫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可能不適合這樣。 

 
本研究在並不探討應然的規範的網絡情況下，目的是在看出行動者互動的



 

網絡以及如何形成該網絡。就「計算中心」這點而言，從訪談中明顯看出台創

計劃在左支右絀的情況下逐漸形成自我定位，即或意識到計算中心的必要，但

是台創計劃不適合進行該行動。 
 
另一個自目前訪談中看到的、計算中心沒能衍生的原因是 CC 應用時，不

同的行動者有各自的需求、目的、涉入的利益，這可以說要來校正網絡的行動

者行動編制不一樣，也可以說在轉換時彼此利益大異其趣。不見得不能統整，

但是目前資源有限，就只能各行其是，甚至行或不去行了： 
 

有很多人都提出來，比如說有人說他們釋出的東西可不可以只限教

育目的使用，目前 CC 條款就沒有說一個是教育目的這樣的一個條

件，所以 CC 授權就沒有辦法符合這樣的需要。那他們就有提出這

樣的建議說那我們自己定義一個限教育目的使用的圖示，那這樣可

能就不能夠稱作 CC 授權條款。因為 Creative Commons 畢竟是一個

專有的名詞，自己定義的授權方式可能就要用自己的名字。那問題

就是說你這個知名度可能比較低，看到的人不了解的話，他還要去

讀你的授權條文，採用上可能就比較有障礙。每個單位都有每個單

位的議題，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但是那些單位裡面都還是應

該要有一些人去分析他們的議題，怎麼樣解決會比較好。 

 
就網絡而言，少了計算中心，網絡的發展在難以校正、比對的情形下，也

衍生了新的問題。 
 

暫時結語 

 從目前已接觸的五位受訪者而言，可看出行動中彼此（不）連結的發展以

及這種發展的社會性的意義。如果不設定 2003 年進入台灣的 CC 授權條款的落

實就是唯一的目標，目標是因應本地情況、行動者互動助長的公眾創用文化，

就目前的行動者網絡分析看來，大家對於文化滋長的前提、前景的想像、資源

的運用、規範的設計，乃至於彼此的角色都未有定論。現下對於公眾創用樣態

的討論分析不只有助於認識發展經年的、持續變化活動運動網絡，也有助於對

於本地新興的科學公有地（open science）的想像。 



 

 
. 
附件一 

CC 在台發展歷程 
時間 事件 詳述 
2002 Creative Commons 在 

2002 年發佈的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 

依據美國的相關法律設計發

展而來 
 

2003 Creative Commons 推出 
iCommons 計畫 

將 Creative Commons 授權

條款翻譯為各種語言，同時

考慮此種授權方式在各種司

法管轄領域

（ jurisdiction ，包括國家

／地區）內的適法性 
2003.11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

究所在 2003 年 11 月
成為 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的 iCommons 計
畫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的合作機構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簡稱「中研院資訊所」）因

進行自由軟體相關的計畫，

而接觸到 Creative 
Commons ，並在 2003 年 
11 月成為 Creative 
Commons 在台灣的 
iCommons 計畫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的合作

機構，進行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華語

（台灣）翻譯及公開討論，

並與其他機構及創作者合作

推廣 Creative Commons ，
希望能藉此參與 Creative 
Commons 所推動的建立全

球性公共資源庫的工作。 
2004.9 朱約信與蕭德福的創作

專輯《搖滾主耶穌》發行

《搖滾主耶穌》：台灣首張

使用創用 CC 授權的音樂

專輯，由朱約信與蕭 
德福共組的「流行福音搖滾

超級樂團」創作，在 2004 年
9 月發行。採用 
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0 台



 

灣」授權條款，並同 
時在唱片行進行銷售。 

2005.4.14 台灣棒球維基館正式開

站 
台灣棒球維基館為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數位

典藏研究小組執行國科會計

畫「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

檔案數位資料館之建置」的

加值成果，採用 Mediawiki
作為系統平臺，網址為

twbsball.dils.tku.edu.tw。網

站建立初期由研究團隊負責

維護，使其順利運作，目前

則開放由眾多對棒球有興趣

的使用者共同協作，由於許

多使用者的努力，使得內容

及功能日益精進，成為許多

棒球社群的參考資源。開站

一週年前夕，曾有版權問題

被網站使用者提出，在經過

了社群討論後，於 2006 年 4
月 14 日當天轉換版權協定

為 CC。 
2005.10 決定 Creative Commons 

的本地譯名為：「創用 
CC 」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計畫主持人莊庭瑞率領該計

畫會同吳美美、朱約信、邵

廣昭、林志峰、許素朱、陳

正然、黃海鳴、劉孔中、劉

靜怡、盧文祥等專家召開專

家會議，決定了 "Creative 
Commons" 的本地譯名

為：「創用 CC 」，將「創

作」、「創造」、「創意」容納

於「創」字，將「使用」、「公

用」、「共用」容納於「用」

字，並再保留原文縮寫 
"CC"，並以「我們創造，我

們使用，我們 CC ！」為簡

語，傳達「創用 CC」的精

神。 
2005.11 在 CC Party 記者會上， 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經濟



 

「創用 CC 」此一譯名

正式揭露 
部智慧財產局及國立台灣美

術館 ，11 日共同舉辦「CC 
Party-Creative Commons 推
廣成果展示與說明會」開幕

記者會，為 Creative 
Commons 的中文譯名「創用

CC」揭幕。 
2005.11 九把刀的《殺手》出版 《殺手》：第一本以創用 CC 

授權的華語文字出版品，由

作家「九把刀」 
撰寫，2005 年 11 月春天出

版社發行。採用創用 CC「姓

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2.0 台灣」授

權條款。 
2006.3 「台灣原住民 

數位典藏與網路百科推

廣研習營計畫」課程 

創用 CC 計畫為協助擁有大

量地方資料的文史工作者，

能夠在保護自身的權益下，

釋放其著作的部分權利，以

利資料在數位平台上的流通

與加值，故 
搭配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於

三月底至七月初至台灣各地

辦理「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

與網路百科推廣研習營計

畫」課程。 
2006.4.7 維基百科創辦人 Jimmy 

Wales 來台參與「迎接協

同合作的新網路時代」座

談會 

Jimmy Wales，來台參與自由

軟體鑄造場、創用 CC 計
畫、數位時代雙週刊合力主

辦的「迎接協同合作的新網

路時代」座談會，並於會中

公開演說有關知識分享的主

題。知識分享，是維基百科

也是創用 CC 的基本精神。

2006.6.5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決議，未來匯入數

位典藏聯合目錄上的內

容將採用創用 CC「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相同

方式分享」的授權方式，

為使公眾在使用數位典藏聯

合目錄資源時，不因現行著

作權法在合理使用上的模糊

規範，而降低公眾使用的意

願，故決定採用創用 CC 授
權條款，讓大眾清楚可使用



 

供大眾分享使用。 的方式，分享的善意就得以

循環擴散。 
2006.7 公視影片開放給台灣人

民使用 
開放「公視影片素材創意共

享」檔案庫。目前該檔案庫

涵蓋了動植物、宗教、建築、

民俗藝術、 
環保、醫學等主題共 273 則

影片。「公視影片素材創意共

享」檔案庫目前只開放給台

灣民眾使用， 且使用者只能

將該檔案庫內的素材作合

法、非營利目的的使用，需

標明所引用素材的出處，同

時還需將利用該檔案庫所完

成的衍生著作， 無償授權給

不特定人利用。儘管與「創

用 CC」授權條款 (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立意非

常近似，但卻不能與「創用

CC」授權條款劃上等號。因

為「創用 CC」 授權是針對

不特定的大眾授權，而公視

或 BBC 開放的檔案庫則是

只開放給本國人利用；此

外，不論是公視或是 BBC
的授權條款都規定使用者的

衍生著作必須依照其單一規

範再次授權給其他人，而「創

用 CC」 授權條款則有「相

同方式分享」或「禁止改作」

兩項要素， 視授權人需要採

用其一，以規範其衍生著作

的方式。 
2006.7.8 紫絲帶電影節短片培訓

工作坊邀請台灣創用 
CC 計畫主持人莊庭瑞

參加座談 

希望藉此向短片製作的 
導演們推廣創用 CC 的理

念。 
 

2006.7.21 「CC Garden」主辦的

「CC 拼貼派對」邀請創

作人表演，也歡迎更多創

主辦單位「CC Garden」今

年不僅邀請創作人表演，也

歡迎更多創作者帶著自己的



 

作者帶著自己的作品。 作品，無論是文字、影像、

音樂等來參加以促進交流，

更邀請了內容產業的經理人

與其他相關專業人士，希望

可以激盪出更多不同的想

法。CC Garden，又稱「嘻

嘻樂園」。Garden 一詞，是

由歌手朱約信所建議的，取

其中創作有如花園一般源源

不絕、有如樂園一般休閒娛

樂之意外，也同時有點樂團

的味道。因此該組織特別強

調透過輕鬆的方式，來達到

提供台灣的創作人與消費者

之間有更好互動環境的目

標。CC Garden 網址如下：

http://blog.yam.com/ccgarden
 

2006.7.28 創用 CC 與野台開唱合

作，在公共議題村提供

「燒賣」服務協 
助表演的眾多團體以創

用 CC 授權釋出部分歌

曲的權利，讓參加野台開

唱的朋友可以自由選擇

搭配燒錄在光碟上，同時

也會販售朱約信等人以

創用 CC 授權的專輯。 

野台開唱於 2006 年 7 月 
28 日在台北市兒童育樂中

心展開，為期三天。每年都

有國內外知名樂團在野台開

唱表演，同時吸引許多年輕

人參與這場音樂盛事，因

此，2006 年野台開唱特別開

闢公共議題村，讓廣大的年

輕朋友 
可以在狂歡之餘，同時關心

人權、環保、民主等各類深

度議題。創用 CC 和野台開

唱合作建立了「台灣創用CC
野台開唱」網站，只要樂團

們認同創用 CC 的精神，並

且也願意將自己的歌曲以創

用 CC 授權方式供大眾自由

散布、使用，就可以將自己

的作品上傳到該網站。 
2006.8 台灣第一個語文著作權

仲介團體成立 
創用 CC 的精神在於可以經

由創用 CC 授權使著作權人

不再需要透過著作權仲介團



 

體，而是以事先授權的方式

便利使用者取得素材，進而

促進著作的流通。然而，台

灣第一個語文著作權仲介團

體的成立代表目前台灣著作

權法的環境仲介團體的力量

還是很大，一時之間可能難

以改變。 
2006.8.19 台灣創用 CC 計畫與 CC 

Korea 及 CC Japan 計畫

人員互訪 

Creative Commons Korea 於

韓國首爾舉辦 CC Salon 的
活動，CC Korea 計畫人員 
Yonnie Kim （金暻和）特別

邀請台灣音樂創作人朱約信

先生與會，與韓國的音樂創

作人分享使用創用 CC 授權

的經驗。 
2006.9.16 創用 CC 計畫於台北律

師公會演講 
為了增進更多法界朋友對創

用 CC 授權的關心與了解以

「新型態的授權趨勢─開放

內容(open content)」為主

題，由台北律師公會籌劃舉

行的一系列律師在職進修課

程，提供了一場演講。該次

課程除談 Creative Commons
及創用 CC 授權之外，同時

涵括了自由軟體及數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聯合目錄等

公眾授權相關議題。 
2006.9 線上音樂網站與 IFPI 達

成和解 
繼七月第一家線上音樂公司

ezpeer 與 IFPI 達成和解之

後，九月時，另一個線上音

樂公司 kuro 也與 IFPI 達成

和解。這兩家業者都是點對

點 （P2P）傳輸的音樂網

站，每月大約支付近百元的

會費就可以無限下載音樂，

比起一張唱片三四百元的價

格，點對點傳輸的音樂網站

確實人氣很高。如今達成和

解，似乎意味著未來在網路



 

上下載音樂的收費機制將逐

漸成形。唱片公司無法再固

守過去銷售模式經營，所以

尋求新的解決方法。同時，

目前在網路上也有許多音樂

人，逐漸將自己的音樂以創

用 CC 授權釋出，也是利用

網路從既有的行銷模式中跳

出，反而獲得更多。 
2006.10.12 「台北益教網」開站，教

育資源以創用 CC 授權 
該站的建立目的是提供教師

一個平台， 讓每位教師能將

自己所專精的領域或科目的

教學精華，上傳到該平台與

其他人分享，同時， 也可以

到該平台找尋合適的教材使

用， 期望透過這樣的平台，

激發出更多成果。配合教育

部推動創用 CC 授權，「台

北益教網」裡的內容皆採「姓

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授

權條款台灣 2.0 方式授

權。目前依照不同科目與學

習年齡來作分類。 
2007.1.10 「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

國際研討會」 
創用 CC 計畫於 2007 年 1 月

10 日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學所舉辦「開放與自由：公

眾創用國際研討會」，研討

會的內容主要關注數位資源

共享的概念及其實務運作，

包含內容開放、 公眾授權與

協同參與等議題。邀請的講

者有 13 位，包含國內外學

者與創作者，分別是詹姆

士‧波以耳 (James 
Boyle)、羅納多‧雷蒙斯

(Ronaldo Lemos)、黃銘崇、

約翰‧威爾班克斯(John 
Wilbanks)、邵廣昭 、林信

成、約翰‧菲利浦絲(Jon 
Phillips)、林克寰、李治安、



 

鄭淑麗、朱約信、林志峰、

張耘之。 
 
數位浪人手記--錄音師的口

袋戲法：這是一個由教育部

創造力教育中程發展計畫輔

助建立的網站，目的在於讓

對數位內容之音效和音樂的

製作有興趣者，可以在電腦

的工作環境中進行音樂與音

效的製作，該網站的計畫主

持人張耘之先生，也是「開

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際研

討會」講者之一，對音樂的

涉獵很深，不僅是音樂創作

者、錄音師、電子音樂 DJ、
以及廣播節目主持人，同時

在交大、文化、東華大學、

以及經濟部數位內容學院擔

任講師。本網站採創用 CC
「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0 台灣」釋出，網址： 
http://dcc.ndhu.edu.tw/trans 
/mon baza/soundbook/ 
soundbook.htm 

2007.3.25 數位創意資源中心開

幕日  
這次展出，包含 ccGarden
與 StreetVoice 精選【嘻嘻

樂園專區】& 【紫絲帶電

影節】的作品，提供數位

音樂作品資料展示。現場

規劃兩台常設 iPod，作品

在轉入 iPod 時，會在檔案

中註名曲目與作者。相信

這些採用 CC 授權的作

品，從策展人的角度，將

有助於展覽策劃的空間

更寬廣與自由；而持著開

放心胸的創作人，則是得

以看到作品以多元的型



 

式展出。  
 
國美館承辦「數位藝術創

作計畫」至今，累積過去

四年的心得與經驗而成

立了「數位創意資源中

心」，期盼帶給跨界藝術

工作者及民眾一個更加

年輕、前衛、互動性高的

全新藝術空間，讓藝術與

科技，為生活帶來更多元

的想像與樣貌。  數位創

意資源中心結合人才培

育計畫，將  2005 年所建

置的「TDAIC 數位藝術

知識與創作流通平台網

站」延伸，以藝術方舟概

念發想，整合為五個部

門：虛境玄關、未來公民

知識庫、造夢艙房、數位

實驗甲板和多媒體導航

箱；其運作  內容，從期

刊與網路界面分享最新

數位藝術資訊、展示重要

影音作品、串連跨領域科

技與藝術創作、舉辦實驗

性展演及徵件，到數位藝

術創作者專門技術諮詢。

2007.4.25 創用 CC 計畫在中山大

學演講「共創共享的自由

文化」 

目的是藉讓站在各級學校第

一線 的教育人員以及即將

從事教育工作者，像是高雄

市各級學校教師、中山大學

教育所及師資培育中心學生

等，瞭解自由軟體及 開放文

化相關議題，同時藉由參與

人員，對其所教導之學生向

下播種自由軟體及開放文化

的精神。創用 CC 計畫未來

也歡迎其他機關邀請本計畫

前往講課，以推展創用 CC



 

授權的模式。 
2007.4 國際唱片公司 EMI 宣布

未來將銷售未加裝 DRM
的歌曲 

未加裝 DRM 的歌曲可放在

蘋果電腦的 iTunes 上播放，

微軟將推出的音樂播放器 
Zune 也將採用更多無 DRM
限制的音樂。 EMI 表示，

未加裝 DRM 的歌曲由於沒

有干擾，所以音質更優質，

幾可匹敵 CD。除此之外，

讓音樂在更多平台下流通，

還能刺激音樂使用者購買的

意願。雖然，目前其他四家

國際唱片公司對 EMI 的 舉
動仍持保留態度，但在這個

月以來微軟大動作的回應蘋

果電腦與 EMI 的合作，可以

看出未來數位音樂市場鬆開

科技保護措施的趨勢。  
 
台灣的數位音樂平台也開始

有所動作。像是 KKBOX 與

福茂合作合法 的 DRM Free
獨家數位單曲「藍眼睛」，

由張韶涵與蘇打綠合唱，定

價 20 元，KKBOX 付費會員

可免費下載，截至目前為

止，已經被下載超過五萬

次。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是一套管理數

位內容被使用的權力系統。

通常加裝在音樂或是文件檔

案中，限制使用者的部分權

利。 
2007.6 iSummit在克羅埃西亞舉

行 
來自全球超過 50個國家 300
餘人於 6 月中齊聚克羅埃西

亞的杜布洛尼

（Dubrovnik），參與一年一

度的 iSummi 年會，台灣「創

用 CC」計畫也將前往開會。

透過台灣「創用 CC」計畫



 

的推薦，這次 iSummit 的主

辦單位特別邀請國內知名音

樂創作人朱約信先生參加盛

會。為期 3 天的年會邀集法

律、科技、藝術創作、自由

軟體、教育等眾多領域的領

導先驅，共同討論自由文化

與開放內容等相關課題。 
2007.8.1 維基媒體國際年會八月

在台登場 
國際網路社群盛事「維基媒

體國際會議(WikiMania)」，

將於 8 月 1 日起在台北登

場，不但是第一次移師亞

洲，亦是首次由台灣主辦。

會議重點亦將以亞洲區域的

開放內容(open content)與自

由軟體發展為主要特色。知

識共享組織(Creative 
Commons)主席 Joichi Ito、
Apache 創始人 Brian 
Behlendorf、Apache 主席

Greg Stein、全球部落格/客
交流組織 Global Voices 
Online 創辦人 Rebecca 
MacKinnon 等講者將會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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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時代的口語人：盲用電腦使用者之網路體驗初探 

Acoustic space of Window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Blind Internet Users’ 
Experience 

施伯燁 Po-yeh Shih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當代傳播科技著重於視覺導向發展，反而忽視了視障者的電腦與網路使用。

因此，本文重新爬梳麥克魯漢理論與網路使用者研究，探討視障者於盲用電腦與

網路使用中的感知與經驗。本研究透過個案訪談與參與觀察，發現兩個重要現

象：首先，一般的網路環境，並未考慮視障使用者的接近性，盲用電腦輔具雖然

可以幫助視障者的電腦使用，但仍需網路設計者對使用者特性的理解，才能進一

步改善視障者的網路參與。其次，透過詮釋視障者對網路使用的經驗與空間感，

理解網路使用者在網路時代中如何被格式化為視覺中心的使用者，忽略了其他感

官及溝通的可能性。 

關鍵字：使用者、視障、麥克魯漢、網路、體驗 

Abstract 

While th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heavily 
vision-based, the requirements of blind computer users are rarely met. There are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theme. Based on 
McLuhan’s theory,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computer layout cognition and 
internet user experience of the blinds. By case stud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two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blind internet users.  First, even with 
the support of blinds’ computer assistants the websites designers had better capture 
mindset of the blinds towards interacting with websites. Second,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experience and space cognition of the case,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contemporary website design is visional-based while other sensory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ignored. 
 
Keyword: User, Blind, McLuhan, Internet, Experience 



 

壹、前言 

網路使用者能夠上網，必須上網，參與藉由網際網路編織而成的網路社會

（network society），似乎成為數位時代再自然不過的事情。因為這些使用者可以

經過學習，了解軟體如何應用，如何傳達訊息，進行人機互動與對話。尤其，隨

著操作界面人性化，一般的電腦使用者，越來越容易上手，電腦中介傳播過程的

觸媒，也藉由視覺化的符號作為溝通的語言，體貼不懂電腦程式的使用者。 

例如眼前的微軟視窗（Microsoft Windows）界面，較過去所有的傳播科技都

更適合「窗戶」的比喻，就像「老大哥」（big brother）一般中介電腦的使用者與

硬體，讓人們即使身繫洞穴，也能藉由幽微光線摸索世界，與窗外的人機進行對

話與互動。然而，對使用者而言日漸改良、習以為常的溝通界面，在盲用電腦的

使用者身上卻是完全不同的體驗。 

一次，幫忙視障朋友維修電腦，儘管基本硬體設備相同，作業系統相同，但

感官能力上的差異，竟讓人寸步難行。因為盲用電腦系統沒有一般電腦使用者習

以為常的電腦「螢幕」，對慣以使用視覺的電腦使用者毫無用武之地。而對依賴

口語溝通，具有敏銳觸覺、聽覺的視障者，這扇窗子對具有不同意義，不同理解

方式，與不同認知與身體實踐，進行無視覺界面的人機互動與溝通。 

就內政部的統計來看，國內視覺障礙者有五萬四千多人，於重度障礙者中僅

次於肢障及多重障礙者（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2008）。對視障者而言，電腦及

網路的使用並無暢行無阻，而是面對到更多的問題，一方面是感官回饋的不足，

但更多是人為設計者或資訊提供者無視（或無法了解）特定的網路使用者，有意

（或無意）地造成隔離。因此，視障者的網路得藉由更多的科技輔助（如導盲鼠、

點字系統），才能進行與一般人相互理解的人機互動。本研究即從這些現象與觀

察之間，探討視障的盲用電腦使用與非視覺感官之間的不同體驗。 

更進一步，當代各種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都以視覺為導向發展，這種視覺導

向的技術物政治性是否逐漸支配網路社會的某種「世界觀」？認為「視覺化」是

唯一人性化的體驗之一。這種視覺化的世界觀形塑了什麼樣的溝通與設計的邏輯

呢？本研究的問題並非針對「視窗」發展進行政治經濟學上的考察，而是試圖思

考這種設計忽視了什麼樣的網路使用者？對視障者產生什麼樣的溝通困境？以

及是否有更多元溝傳方式來豐富人機溝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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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過去傳播科技與閱聽人間的討論，集中在幾個面向。早期是由傳播者的角

度，探討資訊如何有效擴散。其次，則由閱聽人的角度，探討閱聽人如何選擇大

眾傳播媒體。直到電腦及網路應用成熟之後，使用者的面向不容被忽視，因為電

腦及網路具有同步、互動等特質，資訊使用者不只是被動接收者，也同時可以進

行回饋，甚至是生產、提供資訊，成為內容的提供者。因此，在探究視障的網路

使用者，筆者認為首先得建立傳播科技與一般電腦使用者為核心的觀點，建立「使

用者即為訊息」（the user is the message）論述；其次，由感官、認知與傳播科技

切入，探討麥克魯漢所提出的媒體史觀，了解傳播科技如何形塑使用者；最後，

再以機緣與實踐觀點，審視如何進行視障者電腦體驗與網路情境相關之研究。 

一、 使用者即訊息／共構者 

首先，本文從麥克魯漢（1964/1994/1996）的觀點中，延伸出科技使用者即

訊息的概念，說明使用者為何成為新傳播科技研究中的重要關鍵。過去認識麥克

魯漢，往往將麥克魯漢定義為「媒體決定論」者，一位媒介形式主義的分析者。

但筆者認為，認識麥克魯漢，也不能僅僅止於認識麥克魯漢如何看待媒體，如何

分析媒體，更重要的是對「人」的分析，尤其是人的「感官層面」，這是過去傳

播研究長期忽視的部分。麥克魯漢提出的重要性在於，媒體形式與人的存在不可

化約。新媒體形式的出現，它會將人類的思維、感官、溝通等產生「獨立奪格」

（ ablative absolute）的作用。換句電腦用語來說，新媒體會「格式化」

（configuration）新的使用者。也就是說，人類因為新的傳播科技出現，而改變

了身為人的溝通本質，而身為人的溝通本質是感官的，以聽覺、視覺、觸覺等等

最基本的身體知覺為主的溝通方式。這些溝通方式，一方面看似不用經過「調

教」，人們就與生俱來；另一方面，要認識媒體，人們的感官又得經過另一番格

式化，才能夠理解媒體內容，而其認識的關鍵便在於媒體形式本身的「面世」。

例如麥克魯漢以土著說明為什麼無法解讀照片、認識照片，便是因為土著尚未被

印刷術的視覺、線性、透視等「印刷人」的感知方式馴化。因此，要從麥克魯漢

的觀點進一步延伸，也在於為何要了解媒體的各種形式，目的在於促成思考媒體

格式化後的人，以及人如何被格式化，使人得以擺脫看似稀鬆平常，卻在日常生

活中不自覺被格式化的過程。 

進一步，李文森（1999/2000）指出麥克魯漢在 1970 年代後提及使用者即內

容，麥克魯漢以電話和電視作例子，認為任何人在電話或電視機內講話，就等於

是為該媒體創造內容。李文森也進一步認為電腦和電話一樣都具有互動性，而且

電腦更是一具「絕對零度」140的媒體，需要使用者全面參與，所以媒體本身的內

                                                 
140 李文森延伸麥克魯漢冷、熱媒概念，認為電腦需要使用者高度參與，故為絕對零度的冷媒。 



317 
 

容，便由使用者的參與而決定，電腦和網路的使用者本身便是內容所在。 

在電視世代裡，許多人宣稱「the content is king」，到了沸沸揚揚的「web 2.0」
時代，許多人開始發現「the user is message」，認為使用者決定了網路上的內容，

新科技的發展不需再耗費成本在網路內容上，設計者只要提供一個能夠讓使用者

參與、創造甚至是共構（co-construction141）介面與環境(Oudshoorn & Pinch, 
2003)。例如大型的入口網站、網路拍賣、部落格、個人相簿、公民新聞等等，

無一不是將使用者視為消息來源，由使用者創造媒體訊息，將資訊分享給網路銀

河系中任何一個主機上的使用者，形成虛擬世界的社群關係。 

二、 麥克魯漢的媒體史觀 

其次，隨著印刷術與紙本等大眾傳播媒介興起後，人類從口語溝通的年代進

入了文字書寫與書本散佈的印刷時期，這段期間文字與印刷影響人類的溝通文

化，即麥克魯漢所稱排版人類的生成。所以要認識當代媒體，就得回到麥克魯漢

對媒體形式的系譜學分析，並加以思考這些媒體形式如何「規訓」當時的使用者。

於是，麥克魯漢（1964/1994/1996）從最根本的口語傳播形式，到當前的電子傳

播之間，分別建立了口語、文字、電子三段論的媒體史觀。在麥克魯漢三段論的

媒體史觀中，最原初的媒體形式是出自於口語傳播，進而形成拼音文字及印刷

術，最後才是電子媒體時期。他在《古騰堡銀河系：排版人類之生成》一書，首

先探討口語與印刷時期不同的媒體形式，如何帶來人類感官、使用者、社會形態、

思維邏輯與表現方式上的影響。而在《認識媒體：人的延伸》中，則從文字印刷

時期延伸到電子媒體時期的分析，認為人類社會與感官受到不同媒體形式的出現

而有所影響。在文字及印刷術出現前，人類是以口語及聽覺空間所構築而成，是

多維度拼花（mosaic）式的音響空間（Acoustic space）。 

而表音／表意文字媒體出現後，創造了以眼代耳的「讀寫文明」。在讀寫文

明中，人們的視覺感官和其他感官分離，重視隱私、線性、邏輯性的思考。更甚

者社會形態也隨之改變，由部落化的社會轉變為國族主義，強調專精分工及個人

主義化社會形態。另一方面，在藝術表現上則強調透視、幾何關係，呈現出以「單

點透視」的藝術風格。然而，麥克魯漢認為，文字及機械時代的大量增生之後，

電子媒體的出現，使整個世界從「外爆」轉向「內爆」，電子科技全面延伸了網

路使用者的中央神經系統，全球也縮成小村落，並深度地整合及去中心化。 

表 1、麥克魯漢的媒體史觀 

 口語媒體時期 文字媒體時期 電子媒體時期 
主要媒體 口語 書籍、報紙 電視、電影、廣播

                                                 
141 Oudshoorn & Pinch（2003）認為當代的科技使用者和科技發明之間是一種共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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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延伸部位 耳朵 視覺 中央神經系統 
感官偏向 聽覺／觸覺 眼睛 全感官 
使用者形態 口語人 印刷人 電子人 
社會形態 部落時代 個人／國族主義 地球村 
思維邏輯 直覺 理性、線性 創意、想像 
藝術表現 拼花 寫實派 立體派 
空間概念 音響空間 視覺透視 去中心化 

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受到文字媒體視覺導向的影響，在設計電子媒體時代

的產品時，也習以為常將微軟視窗作業系統（或其他的作業系統）作為一般人使

用電腦的溝通界面，使用者只要透過學習，經由符號「表徵」（representation），
即使不會電腦程式語言，也可以和電腦或程式的設計者溝通，意會電腦系統如何

運作，達成進行溝通的目的。而在溝通的過程中，視覺的「圖像」符號，往往被

視為最「能夠」指涉意義的工具，因此在作業系統的界面設計上，大量運作圖像、

象徵等符號，作為一般人與程式設計者，或是一般人與一般人之間溝通最重要的

橋樑。例如，人們需要執行「列印」的功能時，設計者會透過一個「列表機」（ ）

符號作為象徵，使用者只要點選這個符號，就不用再輸入「列印」指令，即可完

成人與電腦間溝通的過程。 

然而，在這種看似非常容易、單純的溝通及文本設計中，為什麼需要進一步

思考背後符號設計的邏輯呢？為什麼有些使用者無法（或不便）透過這些設計進

行溝通？會有那些細緻的權力施展在技術物背後呢？這些技術反映了什麼「視覺

人」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與使用慣性呢？ 

Bolter & Grusin（1999）從麥克魯漢的觀點延伸分析新傳播科技，指出根本

沒有所謂「新」媒體，只有「再媒體」（remediation），142當代人們所能看到的媒

體，包括了電腦遊戲、數位攝影、數位藝術、虛擬真實、網際網路等，其實都和

過去的媒體形式有所關連。所以要認識當代媒體，就得回到麥克魯漢對媒體形式

的系譜學分析，並加以思考這些媒體形式如何影響當時的使用者。而 Bolter & 
Grusin（1999）認為，當代的媒體發展根本上仍不脫兩種主要邏輯，一種是想把

「媒體」的存在視為無物，「即刻」（Immediacy）感知真實的媒體設計邏輯，例

如過去是在畫布上追求三度空間表現的寫真風格，當代則是透過視窗作業系統，

讓人們可以透過符號，進行程式語言或電腦中介溝通；而另一種則是「超媒體」

（hypermediacy）的設計邏輯，強調媒介與讀者間的互動性，混雜各種元素自由

鏈結的美學觀點，例如網路超文本的寫作方式。 

雖然，Bolter & Grusin（1999）聚焦於科技變與不變的討論，但筆者更重視

                                                 
142 Bolter & Grusin（1999）提出 Remediation 概念並無恰當翻譯，又譯為「媒入」、「轉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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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變與不變間，隱藏著視覺導向的預設立場，例如作者舉文藝復興時期的繪

畫、十九世紀的攝影到二十世紀的網路文化，都不脫將媒體定義為視覺的媒體，

很少提出對於聲音、觸覺或者其他介質的媒體探討。誠如 Sterne（2006）批判網

路文化研究落入了視覺文化研究的領域，完全忽視聽覺文化的學術論述。 

因此，就分析媒體形式與人類溝通相互關係的學者，麥克魯漢及其追隨者是

不容忽視的重要領域。麥克魯漢從傳播形式與人類傳播工具的互動切入，探索傳

播工具最根本的底蘊。例如他所提出的媒體即訊息與媒體形式發展的論述，都可

以在本文中進行更深入的探討，了解以口語溝通為主的視障者，如何面對以視覺

符號為主的視窗環境。 

三、 盲用電腦的實踐與機緣 

而視窗方式的進行設計，幾乎成為網際網路最主要的互動方式，要求人們透

過眼睛，從二維的電腦螢幕上，認知到電腦上的三度空間。在設計、視覺與認知

的關係上，Gibson（1979）從認知心理學的角度提出有趣解釋，建構「機緣」

（affordance）理論，正是從視覺、認知、主體、客體、情境等種種關係，將「人

機互動」的分析焦點，從技術物或使用者的主觀解讀，更進一步推論到物質、認

知與情境間的互動。 

Gibson（1979）所提出的機緣概念，是從生物心理學的角度，解釋自然界如

何「提供」給不同物種共生的可能性，例如一顆樹可以是鳥類的巢穴，可以是動

物的食物，或者是人類乘涼之處，而這種物質界面所提供的能力，與主體互動所

產生的關係，Gibson 便將之稱為機緣。更進一步，也將機緣的概念應用在人造

物的設計，例如郵筒提供給人們寄信的機緣，椅子提供給人們乘坐的機緣。尤其，

特別強調透過視覺感官，引起主體認知而產生的可能性，例如郵筒便是人們透過

視覺感受到物質的界面，而非觸覺或聽覺。因此，一般的電腦或網頁設計，大部

分也是從視覺的感官找尋各種機緣，例如透過印表機的符號，表示可以執行列印

的功能。然而，在探索盲用電腦的上網經驗，打破一般視覺認知的可能性，反而

可以促使人們尋求不同感官機緣的作用，例如藉由觸覺或聽覺界面的輔助，完成

訊息溝通的任務。 

除此之外，機緣的概念除了從不同的感官、知覺探討使用者的體驗外，也強

調從人機的「實踐」與「情境」中理解使用者的體驗。過去，人機互動研究往往

從認知心理學的基模觀點，探討使用者在電腦中所具備的知識。而實踐的觀點則

反思「人本主義」和「表徵主義」，轉向「體現之知」和「分散智能」。而所謂體

現之知是指，人類經驗除心理活動之外，還包括身體的感覺、與外在世界互動的

方式等。個人並不只是被動地反映世界而是積極主動的參與，不該將知覺、認知

和行動截然二分。另一方面，分散智能的觀點也指出，智能不只存在於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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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情境之中，例如工具、人際網絡均提供和擔負完成工作所需的智能（鍾蔚

文、陳百齡、陳順孝，2006）。 

因此，在技術物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認為可以透過機緣與實踐觀點深

入討論。例如 Hutchby（2001）認為，科技的機緣可被視為由人、工具、情境三

方彼此互動的結果，機緣既非行動者主觀對科技的詮釋，亦非科技對人們的客觀

影響，而是兩者兼具，且必須回到日常生活中，才得以分析。一方面人們不能忽

視科技物質性因素，另一方面又能兼顧行動者實踐過程和實踐情境。機緣的概念

可以超越建構主義有關「科技作為本文」(technology-as-text)的隱喻難題。也就

是說，有關環境中機緣在某種程度上是客觀、真實、具物理性質的，不像價值與

意義般被視為主觀、現象(phenomenal)或心智的。不過，事實上，機緣既非客觀

亦非主觀，它二者兼具。 

因此，視覺界面提供了什麼樣的實踐的機緣呢？或許可以視為一個文本進行

社會建構論解讀，但是不能忽視在客觀的條件之下，對於實踐者而言具有什麼樣

的意義。這種新科技的機緣為何和使用者有關，一方面指的是環境，另一方面也

同時指觀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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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品的物質性能夠作為使用的基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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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說當代的電腦及網路環境提供了一種

視覺導向的環境，但也受限於特定物質的基礎而運作。所以分析網路使用者不能

去除實踐脈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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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

實際的觀察和解讀，或許才能呈現網路使用與使用者之間不斷互動的真實過程。 

四、 研究問題 

以口語溝通為主的視障者，又如何面對視覺人所勾勒出的視窗環境呢？在網

路文化、新科技、使用者甚至是傳播研究中，難道仍然應該停留在古騰堡印刷人

的視覺時代嗎？ 

當代許多學者都從不同角度切入探討科技與技術物。例如 Grint & Woolgar
（1997）主張將科技視為文本，認為科技就像讀者領略書本一樣，使用者也可以

閱讀「機械」，理解它的意圖並且加以組織（轉引自 Hutchby, 2001）。Hutchby（2001）
則更進一步，從機緣觀點，重拾科技的物質限制與個人的主觀詮釋間的對張關

係。甚至是溫納（2004）極具迫力指出，技術物不可能客觀中立，科技產品可以

視為一個特定社會秩序的型式，系統化的社會需求所具像化（embody）而成。

例如一間房子出入口的設計者，可能無意（有意）識地忽視坐輪椅者的進出。 

其次，該如何進行有關科技與使用者的審視呢？McCarthy & Wright（2004）
強調「科技如同一種體驗」（technology as experience），進行美學體驗與科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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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的分析取徑；Lotour（2005）強調在實驗室中，發現人與物共同發明技術物的

行動軌跡；或者是 Hutchby（2001）從日常生活對話中，解構技術物與使用者互

動的可能性。這些論述都共同指向傳播科技研究，不能只關注未來、關注技術，

更重要的是如何從日新月異變化的科技發明中，進入行動者與技術物的權力運行

場域，才能細緻推論出人與物的深入理解。 

WWW 的創始者及 W3C 總監 Berners-Lee143（1992）指出，人們應該創造一

個無視於障礙的網路空間，確保每個人（如視覺、聽覺、肢體或認知障礙者）都

能夠上網，就如同人們擁有不同語言、個性和文化。W3C 旗下的組織 WAI 也於

1999 年制訂無障礙網頁設計標準。而國內的趙雅麗（2002）也調查發現，視障

者在個人電腦與網路設備的媒介擁有率上與一般明眼者不分軒輊，顯見網路已經

成為「傳播無障礙」的先鋒。可是科技（或技術）在當代發展的過程中，又該如

何看待？如何審視？在各種傳播工具中，網路真的成為傳播無障礙的環境嗎？本

研究試圖直接進入視障者網路使用的田野，面對網路使用上的諸多可能性與限

制。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故以個案訪談法及參與觀察法，親身理解視障者的網

路使用過程，並選擇視障者日常生活中使用電腦的情境。例如在研究受訪者「月」

（化名）時，便身處受訪所習慣的環境（家中），一方面觀察她使用電腦的情況，

另一方面，透過電腦螢幕來了解她如何透過輔具，進行一般人使用電腦或上網的

經驗，並過以錄音、錄影的方式記錄，再轉為逐字稿進一步深化討論。 

 該受訪者並非先天視障，而是國中時期受到外力撞擊而失去視力。在電腦使

方面，最早是在啓明學校上課中接觸到，後來則是在大學階段，於課業上接觸電

腦，學習過「DOS」144及微軟視窗作業系統。目前受訪者從事藝文相關工作，工

作上多使用電腦進行音樂後製、轉檔及儲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電腦使用，則大多

是收發信、MSN 與上網。為了從實踐觀點進行探討，因此，研究者透過認識的

人介紹，再進一步進入受訪者家庭，理解家中的電腦擺設，以及平常電腦作業的

情況。 

 在盲用電腦設備方面，除了一般的電腦主機、鍵盤、音響與網路界面外，還

必須安裝「視窗版中英文盲用電腦資訊系統」，以及可以輸出點字符號的「點字

觸摸顯示器」145與「無字天書輸入法」，以及可以辨讀游標位置與文字的「導盲

                                                 
143 Berners-Lee 為網際網路創始者及 W3C 總監，其 WAI 組織於 1999 年制訂無障礙網頁設計標

準。 
144 DOS 全名是 Disk Operation System，簡稱為 DOS，為電腦作業系統之一。 
145 本土研發的點字觸摸顯示器（金點二號、超點系列）能同時輸出中、英文及應用各種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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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而電腦螢幕則是便於研究者進行觀察，或明眼人進行維修的額外配件，配

置方式如圖 1 所示146。 

盲用電腦的周邊配置與一般電腦設備不同，前者沒有電腦螢幕，而以導盲鼠

替代電腦螢幕，將畫面中的文字訊息轉變為點字符號及語音，輸出給盲用電腦使

用者。而使用者則透過一般鍵盤，進行各項電腦操作，與一般電腦最大的差異，

就在於無法使用一般的滑鼠，以致於很多視窗系統操作受到限制，下文將進一步

以個案訪談的經驗資料進行探討。 

肆、資料分析 

 在傳播科技的發展過程中，麥克魯漢指出印刷時代的視覺感官，可以形塑傳

播工具使用者的思維、空間感。更進一步，當代的傳播科技，也是從過去的傳播

科技演化、重拾，不脫過去媒體設計的種種邏輯。因此，從口語、印刷到電子時

代，可以看到電腦視窗界面再媒體化的過程，人們就像欣賞一幅窗外的景致，並

且可以同時展開與縮放。然而，這種從視覺的線性思考邏輯而來的感官能力與空

間感，對視障者而言會造成什麼樣的理解呢？換句話說，對視障者而言，在日常

生活多以口語進行溝通，以觸覺及聽覺感知空間，是否符合對口語人的基本預

                                                 
146 從無障礙全球資訊網可獲得盲用電腦資訊（http://www.batol.net/computer/computer-1.asp）。 

圖 3、盲用電腦與一般電腦週邊配置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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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本文首先以個案了解視障與口語人的關聯性；其次，再探討視障者如何接觸

視窗界面，形成特殊的體驗、認知與空間感；最後，再由視障者面對視覺導向網

路環境而形成的困難，思考不同感官能力間的障礙與機緣。 

一、 以手／耳代眼的口語人 

對一般的視障者而言，口語溝通為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傳播活動，因此，以

口語為主的傳播工具，例如廣播、電話等等，是視障者最常採用的傳播工具。例

如受訪者表示，最常使用的傳播工具為廣播，因為這種傳播工具去除了視覺上的

干擾，最方便用於吸收資訊。而這些傳播科技，就麥克魯漢的論述而言，會將使

用者形塑為以觸覺及聽覺感知空間，傾向於感性思考的口語人。 

月：我覺得廣播最方便，因為廣播完全是用聽覺去獲得資訊，所以不會有影

像上面的障礙，因為如果用電視，可能會因為有影像表達，可能在文字跟聲

音上會略過，我覺得看電視人們能獲得到的資訊只是其中一部份，可是如果

廣播的話，會把所有的資訊透過語言表達出來，我是覺得聽廣播最快… 

雖然本研究中的受訪者（月）並不是先天失明者，但接觸電腦時已經失去視

力，所以在學習及使用電腦的過程，並沒有任何視覺上的概念。在受訪者學習電

腦初期，所接觸的界面是 DOS，並沒有視窗化的界面設計，也沒有視覺輔助的

輸入設備（滑鼠），所以完全是透過鍵盤輸入文字，以點字觸摸顯示器讀取畫面

中的文字。因此，在學習這段電腦使用過程，著重於一般的電腦知識，以及如何

透過序列式的點字符號與文字，理解電腦中的訊息與方位關係，建立以手代眼的

電腦知識。 

月：最早開始盲用電腦只有 DOS 的系統，其實我學 DOS 學蠻久的，從我知

道有電腦，到我會的過程花了蠻久時間，因為ㄧ開始我沒什麼概念，是因為

前前後後有學過盲用電腦的朋友用我可以理解的方式解釋給我聽，因為像

DOS 的系統比較單純，就是在提示符號也就是所謂的 C 槽 D 槽提示符號底

下，然後打指令，打完指令之後再做編輯… 

在學習電腦的過程中，視障者遇到的困難，並非欠缺相關的硬體設備，而是

對於界面的理解和一般電腦使用者大不相同。儘管早期的電腦作業系統仍為

DOS 系統，只要鍵入指令便可以操作，但視障者除了要具備電腦知識外，還需

要透過「手」理解電腦中的資訊狀態，這些用手觸摸後才能理解的觸覺體驗，是

一般視覺正常的使用者無法理解的人機互動方式。因此，對於視障者而言，即使

是一般具備電腦知識的使用者，和視障使用者間仍具有相互理解上的困難。一方

面是因為點字的文字系統並不熟悉；另一方面，則是不了解透過觸覺及聽覺所產

生的知覺與體驗。正如受訪者表示，視障者必須是由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

朋友，才能用他可以理解的方式解釋給他聽」。因此，從訪談中，研究者初步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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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視障者在視窗界面的使用上，是以相對性的序列關係與位置，例如上、下、左、

右理解視窗軟體的作業系統。 

月：譬如說像我在螢幕看到他們就說上半部份是桌面，然後下面分成三個部

分的樣子，左邊是開始，中間是啟動，右邊是執行，好像是這樣跟我講，我

不知道有沒有記錯，真的有點忘記，因為他上課那時候大概有講，我就想說

我不管了，總之我可以用加減去切換，我就慢慢試，我知道我自己要用什麼，

然後我知道我要怎麼樣去操作這些指令就好了，因為其實對視障朋友，你跟

他講太多那個螢幕上的東西，他可能會搞混，你就可能跟他講怎麼去操作，

等到他操作久了之後，你再跟他講他可能就比較有概念，那當然有可能他做

了之後他還是不知道自己在哪裡… 

其次，在視障者的文字系統中，並沒有辦法區辨中文文字的字形，所以只能

將中文轉化為「點字」或「拼音文字」（注音符號）。因此，視障者在中文文字的

輸入上，並沒有辦法確認同音異「形」的文字。例如下文受訪者解釋盲用點字的

輸入法系統，以及較無法辨視同音異字的困擾。 

月：它（點字）總共有四十方顆，最右邊有五方，那五方就是在告訴你什麼

詞，譬如說我的姓「紀」，這個發音就有很多個同音異字，因為點字的中文

他是用注音符號去拼出來的，他不是說像中文字他就一個字，所以如果是拼

音字他一定會有同音異字的問題嘛，然後人們就要用詞句去造出那個字，譬

如說我要打這個「紀」，我一定要打「紀念」，然後再把「念」去掉，然後它

就會 show 出「紀」這個字，就是糸字旁的紀，否則它可能會出現日記的「記」

或是季節的「季」或是繼續的「繼」… 

 由此可見，視障者對於語言、聲音及觸覺的敏感力高於一般人。因此他們雖

然缺少視覺感官的資訊，卻可以透過觸覺、聲音來彌補視覺上的缺陷。麥克魯漢

也曾以視障者對於聲音的感受，分析一般人熟悉的空間感，認為以聽覺為主的音

響空間感，才是真正具有三度空間的感受。透過視障者的認知，人們不但可以還

原口語文化的溝通方式，也可以由他們對視窗界面的感受之中，比較人們在當代

的界面設計上，提供給人們什麼樣的感官資訊。 

二、 序列式與拼花式的觸／聽空間 

一般電腦介面設計，或者網路環境的建制，都是試圖以二維的電腦螢幕，視

覺化的文字或圖像，表達立體的空間或程式語言，建立起以視覺為導向的使用情

境。而透過視覺化的文字與圖像，個人可以透過單點透視的方法，還原外在的三

度空間，感知到視覺真實的存在。但是對視障者而言，以二度空間形成的視窗界

面，有別於過去的 DOS 系統，因此視窗本身的概念，對一般使用者和視障使用

者具有不同的意義，一般使用者可能因為視窗界面而增加視覺訊息，以及多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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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可能性。可是對視障者而言，卻阻礙了輸入資訊、輸出資訊及理解資訊的困

難，因為大部分的資訊都轉化為視覺導向的呈現方式。 

月：DOS 能做的事情太少了，假設我在這邊作業我一定要跳出去我才能做

下一個動作，然後頂多只是兩個檔案做轉換，可是它可以做頂多是兩個部分

的事，可是我在 Windows 的系統裡頭我可以開好幾個視窗，（當初我對

Windows 系統還沒有什麼概念）這是我當初聽到明眼人跟我說你在 Windows
底下你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我說怎麼說，因為我沒什麼概念，他說你可以把

你的視窗先放在旁邊，我就想說怎麼放在旁邊，他就跟我講說整個螢幕上那

個畫面，我就想說哇怎麼那麼先進，我就好羨慕，希望我可以學… 

此外，視窗的操作界面大量運用滑鼠作為視覺輔具，以觸覺的方式輔助視覺，

控制視窗中的方位，自由遊移的找尋定位，不受限於相對應或序列式的關係。然

而滑鼠的使用，卻成為視障使用者在視窗界面中，最難以透過其他感官替代的輸

入功具，因此直到導盲鼠輔助工具出現之前，視障者仍難以順利使用視窗界面。 

月：可是那時候因為人們沒有辦法去點滑鼠，因為滑鼠是需要用看的嘛，人

們只能輸入指令，就 DOS 只能輸入指令，指令他是固定的，對盲人沒有問

題，可是滑鼠對盲人來說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導盲鼠的輔助工具出現後，將滑鼠的定位功能轉換到鍵盤上，並從觸覺及聽

覺感知到螢幕上的訊息，儘管在觸摸顯示上只能呈現序列性的點字符號與文字，

但仍彌補部分視覺上的缺陷。其視覺輔助的工具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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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一般與視障電腦使用者認知與體驗比較圖 

對視障者在使用電腦的體驗中，導盲鼠會去搜尋點字符號與一般文字，再透

過盤的上、下、左、右呈現在觸摸器上讓他們知道，然而觸摸顯示器只能一行、

一行的顯示，因此所獲取的資訊都具有序列關係。而在視窗系統的「桌面」上，

一般是透過滑鼠直接點選使用者所需執行的程式，而對視障者的導盲鼠而言，則

是搜尋到畫面上有文字的部分，一排排按順序浮現於顯示器，或以語音讀出文字。 

月：導盲鼠沒辦法處理圖片，他只能去搜尋有文字的部份，有時候他也是會

漏掉…像我這個不但有顯示器還有語音的功能，他會把我現在螢幕上搜尋到

的唸出來，就是每一次我按 0 他就會回到桌面，不管我在任何一個狀態，我

就會需要用到這個九宮格的很多的按鍵，其實導盲鼠就是用鍵盤去模擬滑

鼠，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點滑鼠，所以就我們能夠操作就是鍵盤，因為鍵盤是

固定的，我們就去背他哪個按鍵的功能是什麼，當我們背起來，進去之後就

可以應變了，像我按 0 是回到桌面，那我如果要到其他的狀態，譬如說像一

開始的啟動，我就用加減去轉換他的位置…雖然沒有辦法像你們一目暸然，

因為有一些網頁是專為明眼人設計的，就是用視覺就可以直接找到他要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一個一個這樣找，然後在一個一個找的過程中有一些會漏

掉… 

在接觸盲用電腦的經驗中，過去 DOS 系統透過鍵盤及指令化的操作更利於

視障者的網路使用，因此視障者使用視窗系統是非常晚近的現象。在視窗系統

中，人們（無障礙者）必須透過視覺化界面，從滑鼠、螢幕、視窗組成的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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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輕易地將視窗放大、縮小，切換頁面，處理使用者所要的資訊。可是對視障

者而言，最簡易的視覺化界面，卻是最複雜、難以言喻的視窗經驗。 

月：一般視窗放大跟縮小的功能對人們來講比較沒有那個必要，可是它好像

會有一個問題，如果把它放到最大對人們好像會有困難，就是我們要用到的

東西會比較多，所以他們說不要把它放到最大，讓他正常就好，不要刻意把

它放到最大化，其實坦白講這個部分我不太了解… 

 透過盲用電腦及導盲鼠輔具，視障者可以接收到視窗頁面上的文字，以及透

過簡單的方位關係，理解訊息或控制鈕的位置。因此，視障者在電腦使用的體驗

上，是由文字及簡單的方位關係，所組成的訊息結構，而這組訊息結構所能表達

能力受到文字及定位關係限制，所以只能理解簡單編輯而成的訊息，一旦訊息的

組成太過複雜、龐大，或者運用太多的圖像訊息，便無法順利溝通。因此，除了

固定不變或熟悉的界面外，面對時常變更界面或新網頁時，視障使用者的理解或

學習便較為困難。 

三、 誰的延伸？誰的地球村？ 

人們在使用網路時，往往將網路視為無障礙空間，透過視窗界面，人人可以

打破時間、空間界線，讓身體、感官在網路上漫遊，成為地球村理想形態。因此，

人們往往假想網路的使用應該沒有身體歧視或隔離，除了數位落差的壁壘及自願

不使用者外，電腦及網路空間應該沒有對一般人設限與「排除」。然而，在網路

使用者的身上，人們發現網路形成的空間仍然不自覺地排除視障者的接近性。例

如在一般的入口網站上（如圖 3 所示），對視覺障礙者而言，就難以理解一般網

頁上呈現的編排方式，連找到能夠鍵入文字，進行搜尋的功能都十分困難。 

月：因為他現在已經自動幫我上奇摩了，然後我就去找那個搜尋，然後我現

在只能用加減去移動那個選項，可是其實我不知道搜尋在哪個位置，所以我

只能一個一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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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網頁設計上，並不是固定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排列，這些資訊對視

障者而言，正如麥克魯漢用來說明，聽覺系統中所產生的拼花式（馬賽克）空間，

有某種程度的三度空間，被打散或重新拼貼，但是這種馬賽克式的拼貼方式，對

視障者而言造成感知上的困擾。例如進入一般的入口網站（Yahoo 奇摩147）後，

試圖找到「搜尋」的輸入欄位，視障使用者就得一步步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

從一堆廣告字串中找到鍵入關鍵字的位置。如果順利的找到了搜尋欄位，輸入了

正確的文字後，視障者解讀訊息仍再度受到視覺導向的影響。例如受訪者要檢索

一首歌的相關資訊，便花費了許多功夫，而且取得資訊的結果也難以解讀。 

月：譬如說我要找一首歌叫做桂花巷，不知道是不是在這個地方按 Enter，
可是我不知道怎麼去看，每次上去我都覺得耗好多時間，其實我很想要瀏

覽，我是有聽很多視障朋友說有一些明眼朋友會敎他們在哪個地方按哪個按

鍵會比較快，譬如說他常常去看股市，然後可能他跟他講說你在哪個狀態按

什麼鍵，有時候他會記錄下來，那你下次再進來他就會停在那個地方，因為

人們可以在你習慣的那一層按加入我的最愛，你就可以直接連上去，你就不

用這樣每次都一層一層這樣進去，就是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做整理，就是你

把你常上網的地方加入我的最愛… 

在一般的入口網站中，雖然試圖檢索「桂花巷」音樂，然而網頁所呈現的資

訊（如圖 4），對視障者而言卻無法正確解讀，只能先讀到左上角相關語句列的

「南庄桂花巷」，依序是「南莊桂花巷冰鎮湯圓」、「桂花巷電影心得」、「桂花巷

電影」、「南莊桂花巷」、「更多」，再往下走才是桂花巷相關的網頁訊息，可是在

網頁訊息上，他們依序讀到「開心果的桂花巷」、「桂花巷」、「桂花巷」、「桂花巷」，

流失副標題文字的細節資訊，因此難以獲得想找的正確資訊，即使進入該網頁，

                                                 
147 從台灣 YAHOO 奇摩的首頁中，可以看到搜尋關鍵字的欄位（http://www.yahoo.com.tw）。 

圖 3、Yahoo 奇摩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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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網頁的設計也都特立獨行，難以理解各種網頁結構與資訊。 

月：現在有看到潘越雲的桂花巷，可是我不知道要怎麼樣才能聽到這首歌，

我每次都很想找新的，可是每次到最後都一無所獲，浪費一堆時間，因為每

一個網頁他設計的狀況，我們都不了解，因為他都是獨立的，不可能有固定

的模式，變成說我要進去的話除非說我很熟悉，才很有可能我能很快找到我

要的東西…網站上面當人們點進去之後他出現的那個前面的網頁都一樣，我

不知道在上面是什麼樣的狀態，但我們就只能看到一行字，摸到一行字，聽

到一行字… 

 

在視覺導向的設計日漸普及後，視窗界面逐漸忽視了視覺障礙者的使用，不

管是入口網站、網頁，甚至是新的軟體，幾乎不考慮非視覺近用的可能性。而視

障的網路使用者，則在更多盲用輔助設計機構的協助下，進行盲用輔具的設計，

或者改良現有的網頁系統。 

月：因為一般介面是給明眼人使用的，他不可能去配合少數的一些視障朋友

的需求，可是像淡江他們就一直在做這一方面的橋樑，他們就是把明眼人他

們設計的一些網頁做一些調整…可能透過這些工具，我可以更貼近明眼人的

系統…像有一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他們都有開一些盲用電腦的課程… 

除此之外，過去頻寬及界面受到限制的網路空間中，盲用電腦的使用環境反

而較為友善。例如早期的 DOS 作業系統，或者是窄頻時代風行的「BBS」，這些

操作界面和純文字表現方式，不僅是視障者最能夠上手的工具，迄今仍為之風

行，吸引最多人同時參與、彼此互動，不因為缺乏視覺的吸引力而被淘汰。 

月：我就覺得這個（BBS）對人們來講還蠻方便的，因為這個至少是我們很

圖 4、於入口網站檢索桂花巷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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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介面，然後像我之前寄信我都是先把我的東西丟到這個上面，然後再

用 pc man，pc man 就是另外一個我也不知道要怎麼講，就是我在這邊我輸

入我要去的一個網站，然後我就可以進去我的信箱，我之前還沒有學 outlook
我是用這個，這個在 DOS 底下也可以操作…那我這邊就可以有一些訊息，

我有地址，我可以用我熟悉的那個，這對我來講非常方便，他就只要用方向

鍵用 enter 跟左鍵進出… 

四、 綜合討論 

從上述盲用電腦與上網的實踐進行觀察，發覺視障者在電腦及網路使用上仍

有許多障礙，包括了視覺為主的電腦配備，以及視覺導向的網路空間。而視窗界

面與網路空間是自然天成的技術物嗎？以麥克魯漢的媒介史觀而言，發現視覺在

當代成為一種強勢（甚至是唯一）人機互動的感官界面，這種觀點一方面排除了

視障者的電腦使用，另一方面也規訓當代的網路使用者，讓人不得不學習視覺化

的溝通方式，延續印刷人後形成電子時代的視覺人，忽視其他感官存在的可能性。 

更進一步，從盲用電腦與視障者的網路經驗中，可以發現兩個重要的現象。

首先，從純文字訊息溝通的角度思考，人們如何在一般的視窗界面中，將文字的

可能性加以發揮。例如純文字 BBS 界面的溝通系統，就非常便於視障者使用，

和一般網路使用者間，也能夠順利進行文字交談、分享資訊，例如 BBS 版上，

也有視障者所成立的「按摩版」，受訪者也談及 BBS 對他們而言是較友善的系統

界面。 

其次，以非視覺導向的即時性人機互動，如 SKYPE、MSN 等等，傳遞聲音

或感情，是視障網路使用者最能理解和擅用的網路活動，人們也可以由此召喚回

人類更多感官體驗的可能性。當技術物透過文字和圖像資訊的傳遞過程，必須和

人類的感官不斷互動，才能達成傳遞正確訊息的目的。因此，在設計網頁或程式

上，如果更能夠體會不同界面與感官間的感受與轉換，了解技術物本身所提供的

機緣，對不同的使用而言，會有不同的可能性，如此一來，設計的可能性就可以

更有效發揮，或者創造出不同的能力。例如，文字可以呈現連續性，在一般網頁

上可以透過文字傳達資訊，可是視覺圖像化符號或設計的加入，是否能對資訊的

呈現、汲取達到有效的發揮呢？為何純文字人機界面反而在複雜的網路世界中脫

穎而出？形成當代最多人參與的互動空間（如 PTT）。 

因此，從科技物的機緣思考，文字、圖像透過各種感官，而形成不同的體驗

與空間感。而且文字和圖像在電子界面的傳播過程中，不僅可以透過視覺的方式

傳達，更重要的是如何透過觸覺及聽覺完成相似的感知，或者輔助視覺的理解方

式。因此，在未來的界面設計或資訊設計上，除了發揮技術物在視覺本質上的可

能外，多加嘗試不同感官界面的豐富性，將是電子媒介未來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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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期待視窗時代的感官之旅 

本文試圖透過視障者的網路使用，親身體驗在視覺不便的狀況下，如何進行

電腦及網路上的活動，才能深刻發覺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科技物，如何無（或

有）意地被形塑為現今的樣貌，而人們又如何被格式化為倚賴視覺、線性思考的

媒體使用者。 

然而，對於視障者的網路使用，除了在盲用輔具的幫助外，更重要的是網路

設計者必須花費更多心思規畫。例如行政院研考會訂定了十四條我國的「無障礙

網頁開發規範」，包括了對於聽覺及視覺的內容要提供相等的替代文字內容、不

要單獨靠色彩來提供特殊資訊、適當地使用標記語言和樣式表單、闡明自然語言

的使用、建立編排良好的表格、確保網頁能在新科技下良好地呈現、確保使用者

能處理時間敏感內容的改變、確保嵌入式使用者介面具有直接可及性、設計裝置

獨立網頁、使用過渡的解決方案、使用國際與國內官方訂定的技術和規範、提供

內容導引資訊、提供清楚的瀏覽網站機制、確保簡單清楚的網頁內容等，以及九

十條相關的檢測要點，並歸類為三個等級（A、AA、AAA、Ａ+），定期檢測國

內的網站設計148。 

其次，本文重新爬梳麥克魯漢理論與網路使用者研究，探討視障者於盲用電

腦與網路使用中的感知與體驗，發覺視障者對視窗環境的理解是結合序列關係的

拼花式空間，將視窗環境中視覺化、立體化的空間轉換為聽覺及觸覺的體驗。僅

管視覺也許是最容易達成溝通、吸引注意的一種界面設計，可是觸覺及聽覺的潛

力不容忽視。例如電腦螢幕提供視覺感官進行超連結的機緣，而觸覺感官則可以

輔助人們處理序列及方位的機緣，設計出好用的快速鍵與方位鍵。正如麥克魯漢

強調在電子時代中的人類傳播，不應該僅止於視覺的美化與想像，更應該將傳播

轉為一種中央神經系統，具有全感官傳達效果的人機關係。 

二、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 

而本文為初探性研究，並未進行不同背景、不同情境的視障者進行觀察，只

適合作為初步的厚描，仍未足以進行擴大推論與比較。此外，筆者對盲用電腦的

使用、盲用輸入法及特殊界面上，並非相關技術人士與設計者，故未進一步對軟

體設計、界面設計提出具體作法，但期更多人力、物力、資源投入無障礙網路空

間的探討，理解視障者網路使用、感官差異，所形成數位落差與資訊弱勢，並進

                                                 
148 無障礙全球資訊網（2008）統計國內政府機關迄九十六年底，有 2505 個網站申請通過無障

礙網頁設計標章，佔 74%，包括了中央部會、省、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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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發出合適於視障者的人性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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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Web 2.0 觀點解析創意公用授權條款 

《摘要》 

在 Web 2.0 數位時代，使用者會收集各種來源的數位內容，加以混合、拼

貼出新作品，所以網路著作權的問題一直存在。創意公用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License，簡稱 CC 授權條款）即倡議：網路創作者如果自願釋出全部

或部分著作權，可以運用一些代表契約條款的符號和文字來加以標示，既能保

障自身權益，又能讓他人安心引用。Web 2.0 的許多特性和 CC 授權條款相互影

響，因此本文試圖從 Web 2.0 的角度來論述 CC 授權條款，並且對 Web 2.0 進

階到 Web3.0 時的 CC 授權條款提出建議。 

 

關鍵字：Web 2.0、Web 3.0、網際網路、創意公用授權條款、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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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alytic of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from a Web 2.0 Perspective 

《ABSTRACT》 

 In the age of Web 2.0, users collect many kinds of digit contents to remix and 

compose of new works. Immediately, the dispute about copyright occurs to works. 

The sugges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the abbreviation:CC License) is 

about the copyright. If the creators in Internet want to keep“no rights reserved “or 

“some rights reserved”, they can use some signs and words mean legal rules to 

display for their works. CC License protects creators’ rights and makes sure that it is 

legal that users remix the work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Web 2.0 and CC License 

interact, and therefore this essay studies CC License from a Web 2.0 perspective , 

and suggests the CC License when Web 2.0 will promote Web 3.0. 

 

Keywords：Web 2.0, Web 3.0, Internet,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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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年來，針對 Web 2.0 的討論多如雨後春筍，標榜以 Web 2.0 為主的網站

陸續推出，Web 2.0 儼然成為網路顯學。若要對 Web 2.0 概念一言以蔽之，最

簡要的說法就是網路使用者「由下載到上傳，從閱讀到分享」，前者是從「取

用」進階到「創作和發表」，後者是從「被動接收」轉變成「主動傳佈」，因

此網路使用者能擷取之知識、資訊的來源更廣泛，甚至人人可為媒體（We the 

media）。然而，這其中產生的網路著作權歸屬問題，卻使得原本規範實體創作

的著作權法，可能成為 Web 2.0 風潮繼續前進的阻力。為解決此困境，創意公

用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License，簡稱 CC 授權條款
註 1）應運而生，它

適用於資訊時代的創作方法、創作形式和創作內容，讓創作者自主釋放全部或

部份權利，使得網路使用者能更便利地取得或傳播這些數位內容。  

CC 授權條款倡議：網路創作者如果自願釋出全部或部分著作權，可以運

用一些代表契約條款的符號和文字來加以標示，既能保障自身權益，又能讓他

人安心引用。舉例來說，具有自發性、自主性和互動性的部落格（Blog），相

較於傳統新聞業與入口網站，在發佈消息上可能更即時，論述事實真相時因為

不受組織的箝制，可能更可以還原真相與採用多元觀點。但是，當部落客

（Blogger）有意將作品與他人分享或被轉載，卻可能受限於傳統著作權法而不

可行，如此一來，也與 Web 2.0 揭示的開放、分享（資訊互通性）、互動、以

使用者為中心等精神背道而馳；倘若 Blogger 使用 CC 授權條款，則可讓創作

者和使用者在依法有據的狀態下解決問題。 

目前以 CC 授權條款為主題的研究，探討角度多由法律層面切入，聚焦於

科技法律、智慧財產權等，然而筆者認為 Web 2.0 和 CC 授權條款相互影響的

程度有增無減，因此試圖從 Web 2.0 的角度來論述 CC 授權條款，分析： 

（1）Web 2.0 與 CC 授權條款的特性分別為何。 

（2）在 Web 2.0 驅動網路生態的同時，CC 授權條款也驅動著 Web 2.0，故將探

討二者如何相互影響。 

（3）在 Web 2.0 被預測將進化成 Web 3.0 之際，未來的 CC 授權條款該有何變

革。 

 

貳、什麼是 We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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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這個名詞首創於 2004 年，是由 O'Reilly Media 的 Dale Dougherty 

與 MediaLive 的 Craig Cline 在某次腦力激盪（Brain storming）會議上提出來

的。Dougherty 觀察到：歷經 2001 年的網路泡沫化風暴後，能夠存活下來的網

路公司似乎都有一些共同點，有一些創新的網路應用現象突然規律地出現，這

些新應用的特徵，就統稱為「Web 2.0」。也就是説，Web 2.0 描述的是網路產業

的變化，是一種觀念升級的概念（O'Reilly，2005）。因為 Dougherty 認為，網

路泡沫化風暴之後的網路產業，發展出許多創新的經營模式，所以他仿效軟體

更新版本的命名方式，以 Web1.0、Web 2.0 分別指稱網路泡沫化風暴之前、之

後的網路時代（O'Reilly，2005；陳品均，2006）。 

一、Web 2.0 的定義 

 Dougherty 等人當時提出 Web 2.0 時，並未給予其明確定義，事實上，Web 

2.0 原本就是一連串概念的集合，而且基於 Web 2.0 而出現的網路效應不停改

變，（林伯峰，2007），也就是說，Web 2.0 是不斷在進化的，因此不容易賦予

其一個明確定義，各家說法也眾說紛紜。 

 O’Reilly（2005）曾說 Web 2.0 是指「一種收集群體智慧的網路應用」，他

這裡所謂的網路應用，包含了技術架構和軟體，具有七大特色：以網路為平台、

引領群眾智慧、掌握和運用核心資料以作為核心競爭力、不斷推出新功能取代

軟體升級、輕巧的程式讓使用者組裝現有的資源、軟體跨平台應用（O’Reily，

2005；陳順孝，2006）。之後他在和 Musser 合作的新書中則提到，Web 2.0 是

由一連串經濟、社會、技術趨勢共同形成的次世代網路的基礎，也是一個更臻

成熟的特殊媒介，其特性為使用者參與、開放和網路效應（O’Reilly＆Musser，

2006；林伯峰，2007；馮震宇，2007）。 

詹宏志的觀點則是從觀察 Web 2.0 的應用現況而來，他認為 Web 2.0 就是

各式各樣的 C2C(customer to customer)，但是內容的提供者不再是專業工作者，

而是任何網路使用者，沒人決定參與資格，也沒人審查內容，內容全由網路使

用者們彼此確認或修改（詹宏志，2007；蘇健華；2007） 

梅田望夫與 eBay 創辦人 Pierre Omidyra 是從「人（使用者）」的角度來定

義。梅田望夫（2007）認為 Web 2.0 的本質在於肯定網路上的不特定多數人（或

企業）是主動的創作者，所以要開發技術或服務來鼓勵其參與網路活動。

Omidyra 則認為 Web 2.0 的定義是反規範與樂天主義的矽谷精神，以及幫助大

家一起工作、分享、互助的工具（梅田望夫，2007；蘇健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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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策會的研究則提出 Web 2.0 的四大核心概念（資策會，2006a）： 

（一）使用者不受拘束(Unconstraint)：網站的權利下放，讓使用者被解放，不

再受限制，能自由提供網站內容，自我管理，這使得參與提供內容的使

用者愈來愈多，是一種「大眾智慧」的展現（張文賢，2006） 

（二）網站提供的是服務(Service)：網路是一個重視使用者體驗與感受，以服

務使用群眾為導向的平台（經濟部，2006）。 

（三）網路效應的外部性(Externality)：當使用者漸漸聚集，愈來愈多，就會吸

引更多人加入。 

（四）產生可觀的報酬(Reward)：許多網站致力開發 Web 2.0 商機，但目前還

很難找出一個如同標準公式般的 Web 2.0 獲利模式。而相關學說中，以

打破 80/20 法則（80%的業績來自 20%的產品）的「長尾理論(The Long 

Tail)」最具代表性。「長尾」意指 80%過去不值一賣的產品，該理論的重

點在於：只要通路夠大，即使是非主流的、需求量小的商品（位於曲線

右端之多數不具銷售力的商品），其「總銷量」也能夠抗衡主流的、需求

量大的商品（曲線左端的少數暢銷商品）的銷售量；因此長尾是許多小

市場的總和（Anderson，2006）。長尾理論之所以成立，與 Web 2.0 之網

路人際互動效應能集結許多小眾/分眾市場有關。 

 綜觀各家說法，大致上可以歸納出，這些定義是從觀照技術、軟體、使用

者行為與網路人際關係等幾個面向而提出來的。Web 2.0 的技術和軟體朝向簡

單、功能強的方向發展，改變網路媒體建構的模式（陳順孝，2006）；使用者行

為與網路人際關係則以集思廣益、分享為基礎，所以 Web 2.0 的興起不只是理

性的網路科技使然，還有感性的人際互動寓於其中。此外，如同 Musser 與

O’Reilly 所言，還有經濟與社會趨勢的推波助瀾，才得以造就 Web 2.0 落實於

網路應用模式之後的多樣面貌。 

二、催生 Web 2.0 的驅動力 

Web 2.0 能蔚為潮流，來自許多推力，Musser 與 O’Reilly（2006）認為是

下列關鍵因素造就了 Web 2.0（林伯峰，2006）：   

（一）全球網路使用者眾多，形成全球顧客基礎(your customer base is truly 

global) 

上網人數多，加上網路的連結特性使然，於是網路上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倍

增，網路內容的貢獻者變多、容易形成小眾/分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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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寬頻使用者多，永遠保持連線(your customers are always on)  

寬頻的連線品質好，使用者能更便利、快速地上傳和下載數位內容，例如

音樂、圖片、影片等，也讓使用者不只是網路內容的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單

向溝通（接收資訊）變成雙向溝通（接收、生產資訊），而且當網路出現新興

的應用模式，寬頻使用者能快速地傳遞分享（盧諭緯，2006）。 

（三）行動上網設備問世，隨處可連線(your customers are connected everywhere 

they go) 

行動上網普及，使得網路效應更能無遠弗屆，資料隨時隨地可得，提升資

料的同步性(Data Synchronization)。 

（四）網路使用者提供數位內容(your customers aren’t just connected, they’re 

engaged) 

網路使用者的角色多變，既是讀者，也是作者、評論者，不僅網路以外的

大眾媒體面臨威脅，使用者們的參與形式也顛覆傳統。 

（五）網路科技軟硬體設備的建置成本降低(your cost of production have 

dramatically decreased) 

成本降低的原因可歸納為：技術進步降低硬體的成本；開放原始碼(Open 

Souse) 運動使得軟體的應用與開發流程變得更簡單，降低軟體成本（盧諭緯，

2006）；網路的傳播效應降低行銷成本。當網路科技設備的建置成本不再是創

業門檻後，更能促進各種網路相關產業興起。黃彥達（2007）也認為「成本的

降低」是關鍵，當成本（包括電腦儲存成本、網路頻寬成本下降，此二者又能

使人際的聯繫成本下降）降到一個「臨界點」之下，Web 2.0 才會產生效果。 

三、Web 2.0 的特性 

這些歷經網路泡沫化洗禮而仍存在的網路應用模式，有別於傳統網站的作

法是：把網站視為平台，是一扇通往各式服務的「大門」；其次，使用者被放在

核心位置，生產和掌握資料（O'Reilly，2005；張文賢，2006）。所以 O'Reilly Media

的執行長 Tim O’Reilly 認為 Web 2.0 有三大特點：（一）任何網站的運作，要

以使用者為主（二）「開放」是重要的，開放使用者們進行討論，才能豐富使

用者的經驗（三）使用者藉由一些網路服務，讓網路有外部延展性，形成去中

心化的型態（O'Reilly，2005 ⁄ 盧澤宇譯，2006；盧諭緯，2006）。 

我國資策會的研究則認為 Web 2.0 有 4C 特性，同時亦為成功關鍵：內容

(Content)、社群(Community)、使用者經驗(Consumer Experience)、跨服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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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ervice Integration)（資策會，2006a） 

Web 2.0 特性也使得網路使用者的行為有所轉變（經濟部，2006）： 

（一）協力者：網路使用者在網站上分享創作、心得、評論，豐富網站內容，

有助於網站的經營，而網路使用者提供的資訊也可能對他人是有益的。 

（二）性善論：網路使用者之間以信賴為互動基礎，形成相互監視與審核機制。 

（三）主動參與：網路使用者主動提供網站內容、彼此分享。 

（四）團結：網路使用者以往各自獨立，現在則凝聚為網路社群。 

綜合前述特性可以發現，Web 2.0 的特性是以「人」的活動為主，網路的

技術、內容、服務、運作方式，莫不以促進使用者的參與程度和認同感為前提，

因此網路被視為一個跨越連接「使用者與網站」、「使用者與資訊（網站內容）」

以及「使用者與使用者」的平台。 

四、從 Web 1.0 到 Web 2.0   

對比 Web 1.0 與 Web 2.0，詹宏志認為從 Web 1.0 到 Web 2.0 的改變，就是

「由下載到上傳，從閱讀到分享」，例如網站的內容，從媒體自行上傳變成由

網友共同創造（何佩儒，2006）；網友從單向的接收和閱讀資訊，變成可以參

與討論、改寫、回覆、轉載資訊，是多面向的分享經驗。Web 1.0 時代的網站

服務，是由經營者獲利的角度出發，約可分為（一）整合各種資訊的入口網站、

提供訊息的新聞媒體；（二）電子商務類型網站。Web 2.0 時代的網站服務變

成以使用者需求為出發點，像是發表意見的參與式網站、結合不同技術的混搭

型（Mash-up）網站（例如結合 Google 電子地圖的旅遊網站），網路與電信整

合的服務等也競相出現（盧諭緯，2006）。 

整體而論，Web1.0 的網路型態，網站內容由網站經營者提供，當其所提供

的資訊愈為使用者所需求，使用者愈多。反之，Web 2.0 的網路型態網站的內

容由使用者提供，而且網站與使用者、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有很強的連結效應，

互動密切。 

對照前述對 Web 2.0 的種種論述，實地觀察、操作 Youtube（影片分享網

站）、Wikipedia（維基百科，知識共享平台）、無名小站（Blog、網路相簿）

等應用 Web 2.0 的網站，我們可以發現，Web 2.0 在實作上儘管有不同模式，

但諸如開放、分享（資訊互通性）、互動、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核心概念，卻是

顛撲不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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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簡介創意公用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創意公用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License，簡稱 CC 授權條款）於 2001

年由美國 Stanford 大學法學教授 Lawrance Lessig 提出，並獲得一群來自網路法

律、智慧財產權及資訊科技等各領域菁英人士的響應，在 2001 成立創意公用園

地(Creative Commons；簡稱 CC）這個非營利組織。基於「知識分享」、「開

放與自由」的精神，CC 希望能建立一個合理、有彈性的著作權保護方式，以

私權利來創造公共資源（盧文祥，2005），並且成立一個公共資源資料庫，提

供更多創作者使用（張永強等，2005），於是 CC 推出了 CC 授權條款。 

CC 授權條款乃是針對程式碼以外的創作而設計，例如網站、學術、音樂、

影片、攝影、文學、教材等。該機制倡議：這些創作者（例如：音樂創作人、

作家或部落格作者、影像創作者、學校與公益出版者等）如果自願釋出全部或

部份著作權，就可以運用一些代表契約條款的符號和文字來加以標示，既能保

障自身權益，又能讓他人安心引用，該創作也能被廣泛傳播；也就是說，CC

授權要素幫助創作者自行決定想要釋放的權利為何。 

CC 的授權要素共有四項，分別為「姓名標示」(Attribution)、「禁止改作」

(No Derivative Works)、「非商業性」(Non-Commercial) 與「相同方式分享」(Share 

Alike) ，創作者可以從這四個授權要素所搭配出的六種授權條款中，任選一種

授權模式為其作品授權（見表一）。CC 授權條款於 2007 年 2 月推出 3.0 版，

目 前 CC 台 灣 3.0 版 正 進 行 線 上 討 論 （ 見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node/253），CC3.0 版與 2.5 版的差別在於條文的

增修（見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CC2.5 版之各種要素組合與說明如

下所示： 

一、姓名標示：您允許他人對您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及衍生著作進行重製、散

佈、展出及演出等利用行為，但前提是對方必須保留您的姓名標示。 

二、非商業性：您允許他人對您的著作及衍生著作進行重製、散佈、展出及演

出等利用行為，但僅限於非商業性的目的。 

三、禁止改作：您允許他人對您的著作原封不動地進行重製、散佈、展出及演

出等利用行為，但不得產出衍生著作。 

四、相同方式分享：只有當他人將衍生著作採用與您的原著作相同之授權條款

時，您方允許他人散佈衍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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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CC 授權條款 2.5 版之六種授權條款 

授權要素 解釋與說明 

 
姓名標示 

Attribution 

  
姓名標示 -禁止改作 

Attribution-No Derivs 

    
姓名標示 – 禁止改作 -非商業性 

Attribution-No Derivs-Noncommercial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 Alike 

  
姓名標示 – 相同方式分享 

Attribution-Share Alike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的「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Taiwan」網站， 

見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license。 

 

另，創用 CC 授權條款分為三種呈現形式： 

一、授權標章」(Commons Deed)：為一般人設計，簡易、白話的授權條款搭配

相關授權要素的圖示。 

二、法律條款 (Legal Code) ：為法律人設計的正式授權契約，代表授權標章的

法律意涵，也是確保授權條款在法庭上具有效力的版本。 

三、數位標籤 (Digital Code)：將授權條款轉譯為機器可辨讀的形式，協助搜尋

引擎及其他應用程式，從著作中辨認創作人的授權條款。 

Lessig 等人於 2003 年推出「International Commons（簡稱 iCommons）」計

劃，將創意共享授權條款翻譯為各種語言，並且讓條款能符合該國/地區的相關

法律；截至 2007 年 1 月止，CC 授權條款已被導入 24 個司法管轄區。創作者

可以到所在地的 CC 網站選擇符合需求的授權條款，再將此條款的授權資訊標

記於作品的數位格式中，該作品就能透過 CC 授權作品登錄網站（Common 

Content，http://commoncontent.org/）被找到，與全球的使用者見面。   

  創作必須流通、被使用，方能產生經濟價值。一般來說，創作產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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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價值的方式有二種：一是收取他人的報酬後讓與著作權，另一種是收取使用

報酬將著作授權他人使用（盧文祥，2005），然而 CC 授權條款打破上述二種傳

統作法，提供多樣的授權方式，讓創作者與使用者互蒙其利。目前運用 CC 授

權條款的人多屬於個人創作者，這要歸功於數位技術大幅降低生產成本和傳遞

成本，使得資訊的生產不再集中於少數人和媒體集團（李治安，2007）。過去個

人的「重製」行為（例如影印、拷貝錄音帶等）受限於技術與成本，被重製的

數量有限，但是隨著數位技術日益成熟及個人化，使得「多個著作權存在於單

一著作上」的可能性大增（盧文祥，2005），使用者不僅進行「重製」，還能結

合多個創作成為一個新創作，兼具生產者（創作者）和消費者（使用者）的角

色，而 CC 想要呈現的就是：不論是生產者或消費者，都能以他們的創作來打

造一個公共園地（盧文祥，2005）。 

綜觀 CC 授權條款的「自由開放」精神與「公眾創用」基本特性，我們可

以歸納出它有以下優點（楊佳蓉，2007）： 

一、讓著作權的授用更有彈性，在「保留全部權利（all rights reserved）」與「

 不保留任何權利（no rights reserved）」之間，有更多授權組合可被運

用。 

二、CC 授權條款讓大眾從「取得授權」與「合理使用」的困境中得以解套；

在合法狀況下，讓知識更容易流通，資源更易於為大眾共享。 

三、創作者可能不需花費大量廣宣費用，即可得到展示才華的機會，獲得心理

滿足，甚至獲致實質報酬。 

四、使用者能合理使用更多創作，刺激創意的發想，又能降低搜尋素材的成本。 

 

肆、Web 2.0 網路時代的 CC 授權條款 

在對 Web 2.0 和 CC 授權條款有了基本認知之後，我們首先檢視 CC 授權

條款本身是否符合 Web 2.0 的開放、分享（資訊互通性）、互動、以使用者為

中心等特性？或者說：「CC 授權條款夠不夠 Web 2.0？」 

從前述 CC 授權條款之基本背景來分析，CC 授權條款提供了彈性的授權方

式，讓創作者不受傳統著作權法與著作權仲介組織所限，對其著作權有自主性，

正呼應了 Web 2.0 的「以使用者為中心」特性；尤其 CC 授權條款意圖化繁為

簡，運用一些代表契約條款的符號和文字以提高易讀性和可辨識性，避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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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望法律條文而生畏，這正是以使用者為主的考量。再以日前推出的台灣 CC

授權條款 3.0 版為例，目前正開放線上討論，由此可見 CC 授權條款不僅有助

於數位內容的開放近用與流通，其條款內容之產製亦以開放態度廣納各方意

見，是網路民主的一種展現。此外，CC 授權條款幫助創作者和使用者節省法

律諮詢成本、尋找和取用創作素材的成本，甚至是廣宣成本，也呼應了前述

Web 2.0 的驅動因素之一：成本降低。 

進一步來看，CC 授權條款使用者的行為，也契合 Web 2.0 網路使用者行為

的四種轉變： 

一、協力者：CC 使用者提供的數位內容可能對他人有益，協助豐富他人的創

作。。 

二、性善論：CC 使用者善意釋出作品，成為公共資源，並且信賴他人會依循

其所標示的 CC 授權條款來使用。 

三、主動參與：CC 使用者主動使用 CC 授權條款，與他人分享創作。 

四、團結：CC 使用者在網路論壇上公開討論授權條款，並定期召開會議（例

如每年舉辦 iCommons Summit 年會）。 

我們回到 Web 2.0 的網路環境繼續思考。既然 CC 授權條款的目的在於解

決數位內容的授權困境，那麼，Web 2.0 網路時代有哪些授權問題，需要援引

CC 授權條款呢？本研究分析數位內容最常見的授權問題如下： 

一、多方授權 

數位內容有混搭、結合多種素材之特色，以數位遊戲為例，其素材大致包

括故事腳本、肖像圖案、音樂（音效）、遊戲模式等；再以數位音樂為例，其

授權事宜可能要與作詞人、作曲人、唱片公司等進行協調。要從多處得到個別

授權，整合不易，如果在一開始創作時就採用有 CC 授權條款的素材，不但節

省金錢，即使是要用於商業用途，也找得到原創者洽談授權事宜。 

二、層層授權 

由於 Web 2.0 的分享特性，原創作品可以一再被轉載，若是此數位素材已

標示 CC 授權條款的「標示姓名」、「相同方式分享」授權要素，那麼可能在

多次轉載的過程之後，仍能得知原創者身份。 

三、個人授權 

不論職業或業餘，目前投入數位內容創作的個人極多，如何讓創作有更多

曝光機會？呼應前述數位內容的層層授權，比起實體世界高額的大眾媒體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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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來看，藉由網路傳播當然比較經濟，若唯恐多次轉載後卻難以查詢原創者

姓名，個人又無法聘僱專業法律人員管理，那麼 CC 授權條款的「姓名標示」

授權要素會是基本保障措施，它要求使用者要「看見」創作者，提高創作者本

身的能見度。而且創作者運用 CC 授權條款開放著作權，創作的流通性會隨之

提高，被使用的機會也會變多。 

多方授權、層層授權、個人授權等問題，亦會依附 Web 2.0 的網路技術與

應用模式而出現，致使 CC 授權條款的重要性愈發突顯。以下列舉一些 Web 2.0

常見的網路應用模式（見表二），由它們的功能即可看出，為什麼我們需要 CC

授權條款： 

表二：Web2.0 常見之網路應用模式 

網路應用模式 說明 

部落格 

(blog) 

1. 按時間順序排列文章的網路日誌。 

2. 特點發表文章、固定網址、單篇迴響、引用機制，

部落格之間相互連結、討論和分享。 

3. 和網友分享自己的作品（即展現個人的寫作經驗）。

※ 影音部落格(vlog)：讓使用者上傳、觀看、分享影音

短片的 blog。 

維基 

(wiki) 

1. 支援集體書寫的網路系統。 

2. 使用者可以發表文章、修改他人的文章、編輯共用

的頁面 

社會書籤 

(Social Bookmarking) 

1. 一種超鏈結之收藏和分享的社會性軟體。 

2. 收藏的超鏈結可以放在網路上供大眾共享，因此又

稱為「網路書籤」。 

3. 使用者用以收集、分類、匯集網路資訊。 

4. 和網友分享自己收藏的他人作品（即展現個人的閱

讀經驗）。 

網路相簿 1. 網路上儲存、分享數位照片的工具。 

2. 例如 Flickr 網站，同時也是網路社群平台，使用者

在此設定好友，彼此交流照片。每張照片可以加上

標籤(Tag)，方便檢索。 

播客 在網路上發佈，並提供用戶訂閱的電台節目傳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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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讓人們做出自己的電台節目。 

資料來源：1.本研究。2.陳順孝（2006）。〈打造自己的媒體——Web 2.0 時代的新聞網站建構〉，

上網日期：2007 年 9 月 8 日，取自：http://www.ashaw,org/files/20060921.pdf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網路應用模式藉由一些網路串連機制（見表三）

的輔助，使得它們之間可以相互連結、對話、形成網路社群（陳順孝，2006），

擴大分享效應，關係更加緊密： 

表三：網路串連機制 

網路串連機制 說明 

即時書籤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 

匯整網站最新文章，讓訂閱的網友能閱讀文章的

標題和摘要。 

標籤(Tig) 1. 一種組織和管理線上資訊的方式。 

2. 作者為文章、照片、檔案設定一個以上的標

籤，就能找到使用相同標籤的所有內容。 

引用(TrackBack) 1. 網站之間的對話工具。 

2. 在自己的 blg 發表回應文時，把原文的引用

網址填上去，blg 系統會自動到對方的該篇文

章中留下引用記錄，讓二個 blog 因此產生聯

繫。 

資料來源：1.本研究。2.陳順孝（2006）。〈打造自己的媒體——Web 2.0 時代的新聞網站建構〉，

上網日期：2007 年 9 月 8 日，取自：http://www.ashaw,org/files/20060921.pdf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 Web 2.0 網路應用模式和網路串連機制的運作，凸顯

了社群的力量。藉由數位科技開放內容生產過程與使用方式，參與其中的成員

在「內容分享」和「共同的知識、興趣」的基礎上會發展出社群關係，使得資

訊生產的過程逐漸民主化，實現集思廣益的理想（李治安，2007），所以說，「聚

集人氣」是這些 Web 2.0 網路應用模式和網路串連機制的基本功能，「展示」

和「分享」是其特色。曾有學者指出，像這樣的網路使用者，最期待的是他人

的肯定；他們有得以維持生計的職業，創作是他們的副業（Himanen，2001/ 劉

瓊芸譯，2002），他們的創作通常保有個人色彩，不必屈從於商業考量而隱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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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者，這些 Web 2.0 網路應用模式和網路串連機制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搜

尋引擎」，因為它們有超強的鏈結功能、線上資訊管理功能，所以對網路使用

者來說，尋找資料不成問題，問題是找到的資料可不可以使用，有沒有侵權之

虞？其實，雖然有許多網路使用者，其創作目的不在於獲利，但若有 CC 授權

條款的「保障著作權」和「提高提見度」效用，二者互相幫襯，讓 Web 2.0 的

網路世界合法運作，有規則可循，讓眾人在便利的網路環境中，合法交流智慧

結晶，亦是 Web 2.0 與 CC 授權條款之共享精神的發揚。 

Web 2.0 之所以受到重視，除了它是網路世界銳不可當的趨勢，也與 Web 

2.0 蘊藏大量商機有關，所以我們最後要回到 CC 授權條款的原始立意，來思考

其與 Web 2.0 商業模式的問題。Web 2.0 的網路產業競相開發商業模式，但 CC

授權條款的出發點是創造「大眾分享」的公共利益，如此一來，公益與商機可

否並存不悖？抑或有互惠的可能？甚至，CC 授權條款除了讓創作者實踐創作

理想與個人理念之外，是否有協助獲利的可能？而在獲利之際，是否仍保有 CC

授權條款的「公眾創用」精神？ 
 

事實上，Web 2.0 網站由大量使用者提供內容，降低網站經營者的成本，

也降低了網路創業的進入障礙（虞孝成，2006），致使商業模式層出不窮；所以，

若依網站內容（Content）之來源進行區分，Web 2.0 的商業模式可分成三類（見

表四）： 
表四：Web 2.0 的商業模式 

類別 網站內容的來源 說明 
Cross Service 第三方提供 1. 網站的功能是基於混搭(mashup)概念，

而產生的一種綜合性的服務。 
2. 將其他網站的功能 mashup 之後，創造

出一個集各家功能大成的新入口。 
3. 在此可享受到各種網站的服務。 

Inherence 網站業者提供 1. 網站以提供某些服務或資訊為前提，吸

引網友瀏覽，進而讓網友持續使用網站

內的其他功能。 
2. 網站的黏性來自網站本身提供的內

容，必須是網友認為有價值的內容。 
Aggregator 使用者提供 1. 網站經營者先確立一個主題（例如：旅

遊、美容等），網友們因為對此主題感

興趣，因而產製相關的知識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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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友們彼此交流、互動。 

資料來源：1.本研究。2.經濟部（2006）。《Web 2.0》。上網日期：2007 年 9 月 6 日，取自：

http://www.web20.org.tw/wp/?cat=24 

這當中以 Aggregator 這一類的網站，最適用於「Web 2.0 +CC 授權」商業

模式，因為相較於另二類商業模式來看，Aggregator 的使用者行為是「分享」，

其動機是「展現自我」，網站功能是屬於「互動性」。不過，也正因為網站內容

是由使用者提供，其正確性與來源會有很高的不確定性，如果網站經營者主動

為網站建置 CC 授權條款的機制，則對網站和網友都有保護作用，避免誤觸著

作權法。 

其實任何智財權都是某種形式的壟斷，我們要保護的，是如何在這合理的

壟斷情勢中（即法律的保障範圍），依然發揮其公共性、公益性、合理性。而且

CC 授權條款本來就不是反商，如果能合理進入商業模式，它的實踐層次將不

會只停留在社會運動而已，而是與大眾息息相關的生活模式，如此一來，CC

授權條款才能長久被實踐。 

過去有些創作者曾經運用 CC 授權條款進行行銷活動
註 2，但嚴格說來，他

們只是利用 CC 授權條款的機制來補強廣宣活動的不足，實際獲利仍來自實體

銷售。目前在 CC 授權條款與商業模式結合的實例中，已有數位音樂網站發展

出能永續運作的獲利模式，而它們之所以獲利，與 Anderson（2006）的「長尾

理論(The Long Tail)」有關，以下列舉提供 Web 2.0 服務之 CC 授權線上音樂網

站 Jamendo 和 Magnatune 為例（見表三）： 
表三  Magnatune 和 Jamendo 的比較表 

網站名稱 Magnatune Jamendo 
網址 http://magnatune.com/ http://www.jamendo.com/en/ 
成立時間 2003（第一家授權音樂網站） 2004 
創辦人 John Buckman  Sylvain Zimmer 
網站性質 線上音樂交易平台 線上音樂免費分享平台 
網站 
註冊地 

美國  盧森堡  

網站規模 1. 至 2006.10 止，已與 220 位音

樂創作人簽約，並已發行 500
張 CD。 

2. 至 2007. 3，平均每月約推出

70 首授權音樂。 

已累積 4000 位以上音樂創作者，

53,485 首單曲。  

網站內容 1.試聽、（下載）銷售數位音樂 免費提供數位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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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銷售實體 CD  
授權條款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1.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2.  Free art license 
下載方式 1. 消費者免費完整試聽每首單

曲或每張專輯，若需要下載全

曲，或購買實體 CD，才需要

付費。 
2. 付費購買 login 帳號和密碼，

60 天內可以不限次數與地點

地進行下載。 
3. 消費者自行決定價格（至少 5

美元）。 
4. 消費者下載後，可複製轉寄給

三位朋友。 

1. 免費登錄為會員 
2. 免費聆聽與下載（（BT 下載或

eMule 下載） 

商業模式 1. 音樂創作者主動投稿至

Magnatune，Magnatune 評選這

些作品後，與入選之創作者簽

訂合約（註：簽約方式是：創

作人保有所有權利，Magnatune
只取得非專屬的權利，提高創

作者的自由度，創作者亦可與

Magnatune 之外的其他公司簽

合作契約。） 
2. 網站與音樂創作人 5：5 分

帳。 
3. 對相關業者進行音樂授權，例

如電視頻道業者、手機製造

商、廣告商等。 

1. 使用者不必付費 
2. 使用者可以捐款給喜愛的創

作者，網站從中收取少數處

理費。   
3. 2007.1 起，透過網路廣告維持

營運，該網站並提撥 50%的廣

告收入予音樂創作者。 
 
 

主要收入

來源 
商業授權 
 

網路廣告 

（資料來源：本研究） 

Jamendo 和 Magnatune 都是提供 Web 2.0 服務的線上音樂網站，因為採用

CC 授權條款，所以人人可以投稿，讓非主流音樂也有發表的園地，並且數量

之多形成一條「長尾」，以長尾商品「聚沙成塔」的銷售方式，累積獲利。在這

樣的「Web 2.0 + CC 授權」的商業模式中，音樂不只是「商品」，更是音樂創作

人的最好「廣告」；「著作權」回到創作人手中，音樂的「價值感」（定價）由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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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來決定，這種有別於傳統的供銷關係，最主要就是建立在 Web 2.0 的「使

用者為主」的核心概念上。 

 

伍、結語 

CC 授權條款是為了解決 Web 2.0 之網路應用模式所遇到的著作權難題，應

運而生的產物。它讓「鼓勵創作」與「合法使用」這二股力量取得平衡，進而

相互刺激，讓群眾分享創意成果，增進人類福祉，這也呼應了 Web 2.0 一詞之

重要推手 O'Reilly 提出的核心觀念：「Web 是平台」——意指 Web 平台不被任

何人所擁有，而是透過人們分享或參與而搭建起來的，是對集體智慧的充分理

解與利用，不再是大企業的資源壟斷（O'Reilly，2004；洪波，2005）。因此，

如果由 Web 2.0 的特點來檢視 CC 授權條款，可以發現：CC 授權條款揭櫫的「自

由開放」精神以及「公眾創用」基本特性，和 Web 2.0 標榜的開放、分享（資

訊互通性）、互動不謀而合；而且 CC 授權條款幫助創作者不受仲介組織規範，

即可自主決定著作權的釋放範圍，正呼應了 Web 2.0 以使用者為中心之特點；

甚至，CC 授權條款可以成為 Web 2.0 商業模式的助力。所以說，Web 2.0 是概

念，CC 授權條款則是落實此概念，且因應 Web 2.0 網路現象和應用模式而設計

的產物。Web2.0 的價值，因為有網路使用者的主動參與才得以深化，而 CC 授

權條款給予這些積極、熱情，甚至追求心理滿足甚於金錢報酬的使用者，最基

本的著作權保障，同時也在網路世界中，維持了法律秩序。 

Web 2.0 始終在演變，目前已有網路觀察者提出「Web 2.0 進化為 Web3.0」

的觀點，那麼，Web 3.0 的 CC 授權條款又該如何呢？ 

吳昇認為 Web 3.0 時代的網路公民將被賦予基本的資訊權，可以在自己的

電腦上架設個人、家庭入口網站與部落格，進行更方便、更有效率的社群活動、

資訊服務與分享；學校等社群團體免費擁有與頂尖入口網站同級的軟體系統，

建構具高度吸引力的社群入口網站服務網民。Web 3.0 的超大型入口網站與社

群網站，是屬於互助合作的分散式入口網站，使用者擁有近乎無限制的使用空

間、更先進的搜尋、分享與知識管理功能，整個社群將由使用者們共同參與、

分享、擁有、治理，這也是網路民主的新時代（翁偉萍，2006）。張振接與梁祥

丰（2007）認為 Web3.0 平台是全新的網路平台，是人機互動的入口，Web3.0

網站提供的是人機精準互動的智能化頁面，要解決的是搜索資訊和獲利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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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詹宏志（2007）則預測 Web3.0 時代可能發生搜尋力量的強化，因為當

搜尋工具愈強時，找到的結果可能更多，反而訊息龐大到無法處理。Turek 認

為未來科技發展核心就是圍繞著資訊（DATA），因此到了 Web 3.0 時代會有更

多新科技整合不同系統的資料（中時電子報，2007）。 

綜合以上對 Web3.0 的預測，本研究最後歸納出 Web3.0 不同於 Web 2.0 的

二個特點，並分別論述 CC 授權條款與此二者有何相關： 

一、網路科技的軟硬體有人工智慧，檢索資訊的功能更準確 

在檢索資料方面，如果具備人工智能的搜尋引擎能精確檢索出各種不同CC

授權條件的數位內容，主動建議使用者哪些是適用程度最高的數位素材，當更

能發揮 CC 授權機制的合理近用的功能。再者，CC 授權條款是否為使用者確實

遵守，目前無法追蹤成效，例如 Katz（2006）指出，在採用「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授權條款的情形下，並不禁止使用者產生衍生著作，而且使用者依據原

作所衍生的創作在釋出時，也不一定要標示和原作者當初相同的「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授權條款，如此一來，當這衍生創作被多人一再利用之後，也許其

中某一次的衍生著作可能被用於商業用途（或者說，該衍生創作所使用之 CC

授權條款，不包括「非商業性」要素），這也違反了最初（源頭）原創者使用「非

商業使用」授權要素的本意（Peiyi，2007）。因此有人建議，若有人採用以創

用 CC 授權條款釋出的創作來衍生作品，當其衍生作品也同樣要採用 CC 授權

條款時，必須選擇比原始著作（源頭）更嚴格的 CC 授權條款，像是「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改作」，或是「姓名標示－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式分

享」與「非商業性特別取樣」。也就是說，每一種授權要素都有一定的「感染力」，

去感染（或說影響、規範）下一個使用者的行為不會抵觸原創作者的本意。不

過，這樣的「感染力」儘管在法律上站得住腳，但是對於原創者所採用的 CC

授權條款是否隨著作品的轉載、流通而被層層使用者確實執行，就目前的 CC

授權運作方式來看，並無法監督。如果，Wbe3.0 人機智慧合一的搜尋引擎能

在檢索資訊時，聰明偵測出有哪幾手使用者未遵守規定，則可以使得 CC 授權

條款的成效、影響力，有合理、科學化的評估標準，並收監督之效，長久下來，

也能建立 CC 授權條款的公信力。 

二、網站運作機制的主控權，從網站經營者轉移到網站的使用者 

在 Web 2.0 時代，使用者提供網路內容，獲利的是提供 Web 2.0 服務的網

站（陳嘉恩，2006）；而當 Web3.0 的網站是由使用者自行架設時，獲利即是使



354 
 

用者本身，但是，使用者是「個體戶」，若仿效企業組織聘請法律人員，勢必不

敷成本；再者，介於創作者與數位內容之間的 Web 2.0 網站已不再擔任中間人

的角色，使用者對於個人創作的授權問題必須獨自面對，此時 CC 授權條款的

重要性與便利性，對創作者來說，實用價值極高。不過，由於 Web3.0 的技術

及商業模式，必定與現在的 Web 2.0 服務有出入，CC 授權條款的內容和數位使

用方式能否隨之升級，又能同時保有其法律效力和「公開近用」的精神，將是

未來值得關注的議題。 

 

註釋 

1. 「Creative Commons」目前的中文譯名頗多，例如：「創作共享」、「創意公 

用」、「創作公領域」等；「Creative Commons Taiwan」則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 

研究所定名為「創用 CC」。由於筆者認為任何人在引用他人創作時，可能是擷

取 

創作表達的精神，也可能是創作的形式等，故「創意」一詞要比「創用」的意

涵 

更豐富。再者，若依資料種類來分，約略可分為資訊（例如：氣象、股市、地

圖… 

等知識或常識）和創作（文學、音樂、影片、圖片……等個人作品），因此筆者 

認為「創意」一詞能概括資訊和創作二方面的共享資料，故本研究採用「創意

公 

用授權條款」為「Creative Commons License」的中文譯名，簡稱「CC 授權條 

款」。 

 

2. 實例一： Nokuthula Mazibuk 寫了一本名為「Spring Offensive」的書，內容

是關於生活在非洲種族隔離政策下之非洲人的故事。原先她向知名出版商洽詢

出版事宜，但是大型出版社的作業流程冗長耗時，於是 Nokuthula Mazibuk 將

作品上網，標示 CC 授權，同時找了另一家小型出版社印書。之後 Nokuthula 

Mazibuk 發現，大部分的利潤來自於銷售實體書本，但是讓書的內容上網，達

到很好的宣傳效果（見 http://www.thulacreative.co.za/）。實例二：身為科幻作

家、集體部落格 Boing Boing 編輯的 Cory Doctorwo，使用 CC 授權上網發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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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本小說「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10 天之內，該書在網站

被下載的次數高達五萬次，第一刷的實體書籍也銷售完畢（見

http://craphound.com/；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2006；Stoeltje，2004）。

這二個實例都是屬於利用 CC 授權條款的機制來自我宣傳，實際上利潤還是來

自實體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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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使用者調查線上問卷完整版： 
 

問卷系統：國立政治大學線上問卷調查系統 

問卷網址：

http://questionnaire.nccu.edu.tw/questionnaire/answerQuaire.jsp?Quaire_id=120
6428197893 

問卷說明： 
   
 您好，謝謝您願意配合填寫本問卷。 
 本問卷目的在於調查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之使用者經驗，您的參與是數位典

藏研究計畫發展改進的重要依據，填答及個人資料僅作為問卷統計及贈獎

之用，不會被公開，敬請放心填答。 
  
 獎品內容計有頭獎 iPod nano 乙台、2000 元、1000 元、500、200 元禮卷

等，共計 30 名。六月底將公開抽獎、贈獎！ 
 
 再次感謝您的參與！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敬上 

 
填答對象：公開（所有人皆可填答） 
 
填答時間：擬 20080420~20080520（共 31 日） 
 
一、 網站使用概況 

 
A1. 請問您使用過下列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嗎？（請勾選最常使用網站，並記

住所選網站繼續作答）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http://catalog.ndap.org.tw/） 
數位 101（htm 版，http://digital101.ndap.org.tw/htm/index.htm） 
數位 101（flash 版，http://digital101.ndap.org.tw/flash/main.html） 
典藏，數位，台灣！（http://digitalarchives.tw/） 
數位島嶼（http://cyberisland.ndap.org.tw/） 
經典意象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http://www.nda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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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數位典藏金銀島（http://dlm.ntu.edu.tw/land/） 
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content.ndap.org.tw/） 
以上皆無 

 
A2. 若以上皆無，請問您最常使用之網站（非搜尋引擎）為何？（請記住所選

網站繼續作答） 
Yahoo  
無名小站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  
PC home 電腦報  
Yam 天空搜尋  
YouTube  
中華電信 Xuite  
104 人力銀行  
PIXNET 痞客邦  
聯合新聞網 udn.com  
維基百科 Wikipedia  
博客來  
遊戲基地 gamebase  
MSN 台灣首頁  
優仕網  
1111 人力銀行  
壹蘋果網絡  
東森新聞報  
中國時報  
Im.tv 
其他(     ) 

 
A3. 承上題，請問您使用該網站之目的為何？（請針對上題所選之網站填答） 

學術研究 
教材使用 
休閒娛樂 
藝術創作 
個人興趣 
其他(     ) 

 
二、內容面：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圈選處作上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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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A4. 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              
A5. 該網站內容十分多元              
A6. 該網站的內容十分可靠              
A7. 該網站的內容具影響力              
A8. 該網站內容十分有趣             

三、可用面：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圈選處作上記號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A9. 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           
A10. 該網站上檢索資料十分容易            

 
A11. 該網站上主題分類十分恰當            

 
A12. 下次上站時應該也能順利操作            
A13. 該網管能夠立即回應您的問題            

四、認知面：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圈選處作上記號 

非常不同意  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A14. 初次使用該網站後令我印象深刻           

 
A15. 就我印象而言國內還沒有類似網站           
A16. 透過入口網站及關鍵字很容易找到該網站         

 
A17. 在該網站上可以找到我要的資訊           

 
A18. 我曾經聽人提及該網站             

 

五、情感面（feeling）：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圈選處作上記號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A19. 該網站很吸引我               
A20. 使用該網站能夠激發參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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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使用該網站讓人覺得興奮刺激            
A22. 使用該網站讓人感覺愉快             
A23. 使用該網站讓人專心投入、忘記時間          

 

六、體驗面(doing)：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圈選處作上記號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A24. 網站上的視覺設計令人感覺舒適           

 
A25. 網站上的音樂（音效）令人感覺舒適          

 
A26. 該網站界面設計符合您的電腦設備           
A27. 透過滑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A28. 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七、互動經驗：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圈選處作上記號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A29. 上該網站前，我總是帶著期待            
A30. 上該網站後，總能符合我的期待           

 
A31. 我可以充份理解及使用該網站            
A32. 該網站使用經驗令我滿意             
A33. 該網站使用經驗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A34. 我樂於把該網站使用經驗與他人分享          

 
 
八、網站使用經驗分享 
A35. 請問您是否有將該網站加入我的最愛？（必填） 

有 無 其他      
A36. 請問您是否參與過（或正在參與）數位典藏相關研究計畫？（必填） 

是 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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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請問您是否願意參與後續深度訪談及焦點團體調查研究（有車馬費，必

填）？ 
願意 不願意 其他      

 
九、請問您平常上網主要從事那些活動？（必填） 
                幾乎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幾乎每次  

1. 網路電話                       
2. 管理使用網路日誌                     
3. 轉帳或信用卡繳費          
4. 傳送即時訊息               
5. 線上購物                        
6. 線上拍賣              
7. 線上影音視訊活動                      
8. 蒐集、瀏覽資訊                       
9. 上傳、下載檔案                        
10. 玩線上遊戲                     
11. 線上投資理財交易          
12. 電子化政府服務          
13. 收發電子郵件          
14. 付費線上學習          
15. 聊天交友          

 
基本資料： 
 
姓名            
電子郵件      
聯絡電話        
性別 男 女 
年齡 小於 18 18~25 26~35 36~45 46~55  
 56~65 大於 65 
居住地區 北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離島地區  國外 
教育程度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 
 
問卷結語： 
 
作答成功，感謝您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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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於六月底隨機抽出參加者致贈禮品或禮卷，或進一步邀請您參與焦點團

體或深度訪談。 
 
再一次謝謝您！若有任何意見或希望了解本研究成果，歡迎您來信指教： 
施同學 95451501@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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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內容盤點表完整版： 
 

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分析登錄表 

本表分為數位典藏入口網站「基本描述」、「使用經驗」及「基本資料」等三

部分，題目若未特別聲明「可複選」即為單選題。編碼員填表，請以下拉選單

操作、選取方塊或填入文（數）字。若沒答案、不順、不好答的題目，請註明

於下表149。編碼完成請另存新檔為數位典藏網站登錄表（網站名稱，例數位島

嶼）。數位典藏入口網站分析，首先進行開放性網站描述，盤點網站內容與架

構，分為網站架構描述、網站內容描述、網站授權描述及網站近用描述。 

網站基本描述 

主題 題項 題目 備註 

1 編碼員代碼       

2 網站代碼       編碼描述 

3 登錄日期／時間       

4 請概述該網站共提供哪些分類主題       

5 該網站是否有固定架設與維護單位       

6 該網站是否提供使用者回應的管道       

7 該網站是否具有會員制度       

8 該網站的目標使用者是誰       

9 該網站主要之導覽方式為何       

網站架構

描述 

10 該網站是否存在無法連結之網頁       

11 該網站版面編輯之主要特性       

12 該網站內所提供的資料性質為那些       

13 該網站內的資料格式與資料量為何       

14 該網站內主要典藏的資料可否下載、截取       

15 該網站之內容更新方式及頻率為何       

16 該網站是否提供多國語言界面       

17 該網站是否提供使用者上傳內容       

網站內容

描述 

18 該網站可否公開讓使用者取用上傳之內容       

19 該網站上資料之授權方式為何       網站授權

描述 20 該網站上是否有隱私權聲明       

                                                 
149修改內文，啓用或停止選單操作請至「工具」選項中，選擇「解除文件保護」或「保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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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該網站上是否有「相關連結」連結相關網站       網站取用

描述 22 該網站於主要搜尋引擎上之關鍵字及排序       

 

其次依據網站分析、網路使用者研究及資訊取用理論等，將影響網站使用

經驗之因素操作化為「內容面」（content）、「可用面」（usability）、「認知

面」（knowing）、「情感面」（feeling）、「體驗面」（doing）等五大構面，

提出下列相關問題，由編碼員給予分數，初步評比數位典藏網站之使用經驗。 

網站使用經驗評比 

構面 題項 題目 備註 

23 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       

24 該網站內容十分多元       

25 網站的內容十分吸引我       

26 網站的內容具影響力       
27 網站的內容十分可靠       

網站    
內容面 

28 請問您對該網站內容面有何看法       
29 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       
30 網站檢索十分容易       
31 可以立即收到網管錯誤（問題）回覆       
32 下次上站時應該也能順利操作       
33 網站主題分類十分恰當       

網站    
可用面 

34 請問您對該網站可用面有何看法       
35 網站上的內容令我印象深刻       
36 就我印象而言沒有類似的內容網站       
37 我曾經聽過（及上過）該網站       
38 在該網站上可以找到我要的內容       
39 透過入口網站及關鍵字容易找到該網站       

網站    
認知面 

40 請問您對該網站認知面有何具體看法       
41 使用該網站讓人忘記時間       
42 使用該網站時讓人感覺愉悅自在       
43 網站讓人想要主動參與       
44 網站上具有豐富的互動性       
45 我下次還會（自願）瀏覽此站       

網站    
情感面 

46 請問您對該網站情感面有何看法       
網站    47 網站上的視覺效果令人感覺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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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網站上的音樂（效果）令人舒適       
49 網站上有無障礙瀏覽設計       
50 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51 透過滑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體驗面 

52 請問您對該網站體驗面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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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基本描述 

一、編碼與網站架構基本描述 

1. 編碼員代碼  

2. 登錄日期／時間 

由      （年／月／日）      （時：分 am／pm） 

至      （年／月／日）      （時：分 am／pm） 

3. 網站代碼        
1.數位典藏聯合目錄（http://catalog.ndap.org.tw/） 
2.數位 101（html 版 http://digital101.ndap.org.tw/htm/index.htm）  

3.數位 101（flash 版 http://digital101.ndap.org.tw/flash/main.html） 

4.典藏數位台灣（珍藏 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collection.jsp） 
5.典藏數位台灣（導覽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Hotkey/Hotkey.jsp） 
6.典藏、數位、台灣（體驗 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technical.jsp）  
7.數位島嶼（http://cyberisland.ndap.org.tw/） 

8.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http://www.ndap.org.tw/） 

9.VCenter（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10.其他      
  
4. 該網站是否有明確之主題分類架構？  

有，該網站之主題分類方式為     （請以樹狀圖呈現） 
無 
不明 

 
5. 該網站是否有固定架設與維護單位？其單位為？（如國科會某分項某單

位） 
是，維護單位        
否 
其他      

 
6. 該網站是否具有會員制度？其方式為？（並簡述加入與否之差異） 

是，請簡述會員制的方式，與加入與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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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其他      

 
7. 該網站是否提供使用者回應的管道？（如供使用者建議或評論網頁） 

是，請簡要說明        
否 
其他      

 
8. 該網站設計者之目標使用者為何？（可複選） 

數位典藏計畫相關  學術使用者  教育使用者  一般社會大眾  
加值業者  藝術創作者  其他      

 
9. 該網站主要之導覽方式為何？（可複選） 

主題導覽  關鍵字導覽  語音導覽  時間軸導覽  地圖式導

覽  快速導覽  無  其他      
 

10. 該網站是否存在無法連結（或架設中）之網頁？ 
沒有  1~2 頁  3~5 頁  6 頁以上 其他     頁 

 

二、網站內容呈現描述 

11. 該網站版面編輯之主要特性？（包含首頁及內容頁面） 
首頁： 

文字解釋為主 靜態圖片 動畫為主 影音為主 其他      
內容頁頁面: 

文字解釋為主 靜態圖片 動畫為主 影音為主 其他      
 

 
12. 該網站內所提供的資料性質為那些？（可複選） 

學術／教育 休閒／娛樂 其他      
 

13. 該網站內的典藏資料以何種格式為主？其資料量為何？（可複選） 
文字，格式為     ，筆數為      
圖檔，格式為     ，筆數為      
影片，格式為     ，筆數為      
聲音，格式為     ，筆數為      
其他，格式為     ，筆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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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該網站內主要典藏的資料可否下載、截取？（可複選）其方式為何？ 
文字，方式為      
圖檔，方式為        
影片，方式為      
聲音，方式為      
其他，方式為      
不能下載 

 
15. 該網站之內容是否有更新？方式及頻率為何？ 

有，更新內容為     ，頻率為      
沒有 
不明 

 
16. 該網站是否提供多國語言界面？ 

中文 英語 其他       
 

17. 該網站是否提供使用者上傳（編寫）內容？其內容為？ 
是，提供給     上傳（編寫），其內容為      
否 
其他      

 
18. 該網站是否可以公開讓使用者取用上傳之內容？其內容為？ 

可以，取用     上傳之內容，其內容為      
不可以 
其他      

 

三、 網站內容授權描述 

19. 該網站上資料之授權方式為何？（並請簡述網頁上之授權聲明） 
CC 授權：版本 1.0 2.0 2.5 3.0 

       核心條款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禁止改

作 
其他授權方式      
無法辨斷 

 
20. 該網站上是否有隱私權聲明？（並請簡述網頁上之隱私權聲明）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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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判斷      
 

四、網站取用行為描述 

21. 該網站上是否有「相關連結」連結外部資料庫或數典相關網站？連結為何？ 
有，連結至     、     、      
沒有 

 
22. 該網站於主要搜尋引擎（google、yahoo、msn）上之主要關鍵字及排序 

  
 請輸入檢索之關鍵字：     （例：數位島嶼、數位典藏、NDAP 等） 

 Google msn Yahoo 總計 
網頁數目                         
連結排序                         
 

 請輸入檢索之關鍵字：      
 Google msn Yahoo 總計 
網頁數目                         
連結排序                         
 

 請輸入檢索之關鍵字：      
 Google msn Yahoo 總計 
網頁數目                         
連結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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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入口網站使用經驗評比 

下列敍述中，請依您的同意程度，於 內作上記號，作該網站使用經驗評比。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 

內容面（150content） 
23. 該網站內容十分豐富          
24. 該網站內容十分多元          
25. 網站的內容十分可靠          
26. 網站的內容具影響力          
27. 網站的內容十分吸引我            
28. 請問您對該網站內容面有何具體看法      

 
可用面151（usability） 

29. 第一次上此網站就能夠順利上手          
30. 網站檢索十分容易          
31. 網站主題分類十分恰當          
32. 下次上站時應該也能順利操作          
33. 可以立即收到網管錯誤（問題）回覆          
34. 請問您對該網站可用面有何具體看法      

 
認知面（Knowing） 

35. 網站上的內容令我印象深刻          
36. 就我印象而言沒有類似的內容網站          
37. 透過入口網站及關鍵字容易找到該網站          
38. 在該網站上可以找到我要的內容          
39. 我曾經聽過（及上過）該網站          
40. 請問您對該網站認知面有何具體看法      

 
情感面（feeling）152 

                                                 
150Daft and Lengel (1986), Daft, Lengel and Trevino (1987)的媒介豐富度理論（Media Richness 

Theory）提出 Immediacy of Feedback、Multiple Cues、Language Variety、Personal Focus 變項。 
151翁文（p.5）可用性(usability)指出可用性是一種能夠被用來評估一個介面是否容易使用，能

否讓使用者明確、直接、靈敏、有效的進行工作的品質指標。Nilsen (2003)指出，一個系統

的可用性有五個品質構成要件：可學習度、效率、可記憶程度、犯錯率和滿意度。 
152 Liu & Arnett(2000)指出，趣味性(playfulness)的測量應該包含樂趣(enjoyment)、刺激感

(excitement)、參與感(feeling of participation)、脫離現實(escapism)和吸引力(charming)等概念。 



373 
 

41. 我下次還會（自願）瀏覽此站          
42. 網站上具有豐富的互動性          
43. 網站讓人想要主動參與          
44. 使用該網站時讓人感覺愉悅自在          
45. 使用該網站讓人忘記時間          
46. 請問您對該網站情感面有何具體看法      

 
體驗面(doing) 

47. 網站上的視覺設計令人感覺舒適          
48. 網站上的音樂（效果）令人舒適          
49. 網站上有無障礙網路瀏覽設計          
50. 透過滑鼠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51. 透過鍵盤能夠自在操作網站          
52. 請問您對該網站體驗面有何具體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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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編碼員基本資料及使用習慣 

53. 姓名       
54. 性別 男 
55. 電話       
56. e-mail      
57. 教育程度 其他 
58. 職業       
59. 請問您目前的網路連線首頁設定於何處？ 

Yahoo Google Blog（如無名小站）       
電子報      與工作相關網頁 與娛樂相關網頁  
其他網站      

60. 請問您平常上網的目的主要為何？ 
收發 e-mail 娛樂 工作 搜集資料 買／賣物品 聊天 
其他      

61. 請問您最常上網的地方是？ 
學校宿舍 學校計算機中心 家裏或租屋處 網咖 工作處 

其他      
62. 請問您主要使用的作業系統為何？ 

Microsoft Windows Mac Linux 其他      
63. 請問您主要使用的 WWW 瀏覽器(browser)為何？ 

Microsoft IE Netscape Firefox Safari 其他      
64. 請問您使用網路的經歷有多久？ 

一年以下 一～二年 三～四年 五～六年 六年以上 
65. 請問您大約多久上一次網？ 

每天 10 次以上 每天 5～10 次 每天一次 每週兩、三次 半

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數月一次 
66. 請問您每次上網平均時間大約多久？ 

10 分鐘以下 10～30 分鐘 31～60 分鐘 61～120 分鐘 120
分鐘以上 

67. 請問您有沒有聽過數位典藏研究計畫？ 
有 沒有（結束作答） 

68. 請問您有沒有參與「數位典藏」研究計畫？（並請簡述計畫名稱及職稱） 
有      
沒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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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術資源開放近用論壇逐字稿： 
 
1. 翁秀琪教授發言逐字稿 

發表題名：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 
發言內容： 

我們子三計畫分好幾個脈絡在進行，除了早上那個使用者和資訊搜

尋，和方老師 CC 在台灣的發展，還有數位化學術公共近用這方面的關懷，也

曾經寫成一篇論文，上個月在交通大學資訊科學年會中，曾經有作過分享，我

們再從那部分作一些討論。今天的引言不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的參與。

今天參與的有政治大學新聞系的陳百齡老師，有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組

長陳亞寧陳組長，台大國發所劉靜怡教授，台大項潔項館長，最後是廖炳惠廖

處長，目前是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我們特別把廖處長排在發言的最後，主要的

原因是因為今天來參與論譠的都是在學術界工作的人，我們從國科會的，不只

是數位典藏計畫，所有相關的在國科會支持底下所作的研究計畫，甚至中央研

究院作為一個國內最高的研究機構，台灣大學作為國內最受重視的國內研究單

位，這裡面涉及了國科會的政策面，可能可以從 TOP-DOWN 的方式設立一些

機制，然後來解決或協助學術界的人，甚至不只是學術界的人，一般的民眾也

可以解決知識公共化和知識近用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的論譠可以開啟這樣的

一個對話，而且可以導致國科會在機制上面，有一些不同的做法的法，我想也

就達到我們今天論譠想要達到的目的。 

首先，我就開始我的引言，我的引言題目叫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

識公共化的省思，首先提出問題意識和現象的分析，第一點我要提到的是研究

經費的來源跟研究產出歸屬的問題，是我們發現的一個很弔詭的現象，我記得

昨天項潔項館長在他的回應裡，也特別點出這樣的一個現象，不管國內、外，

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學科，學術經費的來源和學術研究成果的歸屬問題全球都

普遍存在，那有趣的是說，這些學術研究經費的來源，國內外都是來自公共的

資源，那來自公共資源的那些研究成果，第一個它必須要被看到，所以一般的

研究者他會把他寫成論文，寫成論文要投稿，期刊呢，昨天項潔項館長有提到，

期刊會要求簽署一個授權的動作，也就是說你來自公共資源的一個產出，在你

得到一個 credit，我發表過一篇 SSCI，或我發表過一篇 TSSCI 的論文，這個

權利是不是屬於您的，那如果你是在國外大多數的期刊發表的話，那這個權利

是不屬於你的，那來自公共的資源就會變成出版社，或期刊他們私有的一個資

源，那這也只是呈現了這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我主要是希望拉到一個大學或

研究機構，作為人類知識產出為為一個主要領域，我們怎麼來看待學術知識公

共化的問題。 

近幾年來，美國、歐盟和北歐各國，這個議題都受到普遍的重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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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也都紛紛提出各種不同的嘗試，試圖解決學術知識傳散及分享的問題，最典

型的例子就是像 WEB2.0 這種上傳急速，及 E 出版等新科技所提供的可能性，

所帶來的機會，這個在今天下午的第一場裡面也討論過非常多，我們是在同樣

的脈絡下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談到研究機構經營本質的一個轉變，我認為在我看的文

獻中，都認為大學存在的正當性，應該是為了獲取普世科學真實的一個中立的

場所，不應該受經濟、金錢所左右，所以大學在生產，或者高級的一個研究機

構，他在生產一個學術知識的時候，他的目的當然不會是經濟規模或是什麼，

這個在上一場次裡面，已經被點這個重要性，重點是在於說，這樣的一個討論，

大學應該是 the region of fact，是一個生產事實的一個領域，跟一個 the region 
of artifact，譬如說藝術創作或其他等等，在性質上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的，

所以，總的來講，傳統大學的學術知識，強調的是一個公共領域的一個知識，

而智慧財產權則被定義為公共領域相互矛盾的一個知識，但弔詭的是，現在特

別是美國的大學，有一個現象是，知識商品化的一個趨勢，變得非常嚴重，然

後會用知識財產權這樣的概念，來框架學術自由的正當性。所以就有一個概念

出來了，就叫「第二次學術革命」，他談的本質是指學術知識的商品化，與學

術知識的資本化，這樣的趨勢在主張大學不受政治干預，不受立場干預，不受

經濟利益干預，和去追求一個 the region of fact，一個學術自由的一個概念底

下是相互衝突的。 

那我們這一場比較高階的一個思考，是從一個知識公共化及學術自

由，這樣一個概念來討論，第二個就是要提到一點就是說，科技發展對於傳統

的智慧財產權，事實上是產生一些衝擊，美國的這一位 James Boyles 是一位

法律的學者，他其實是主張 creative commons，主張從另外一個主角來看待智

慧財產權這個問題，他曾經寫過一篇精采的文章，叫做「第二次圈地運動」，

他對於第二次圈地運動簡單的定義是說，這個第二次的圈地運動，是一種對於

人類心靈的圈地，那各位應該知識，第一次圈地運動是發生在歐洲，在英國這

些地方，是由國家主導的，然後把實質的土地圈畫起來，然後給固地的一些人

去經營，主要是為了加強這些土地的一些效益性，那土地和智慧財產之間是有

很大的差異，所以 James Boyles 認為說，在網路科技的時代，我們去把智慧

財產權作過度的限縮的話，事實上是一種對人類心靈的圈地，而且新的科技，

包括 web2.0，包括 attention 的這種，剛剛洪老師提到的這種注意力經濟時代，

就已經推翻了傳統經濟學裡面的典範，這個都是可以討論的。那無形的人類心

靈和有形的土地之間，在財產的概念上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差異。那透過網路

連結的心靈領域，和英國古老的土地，有兩個在本質上最基本的不一樣，第一

個是說，有關心靈的領域他是不具競爭性的，第二個特色是他不具排他性的，

那什麼叫作不具競爭性的，以傳統的土地或物件來講的話，當某甲佔據了它，

在那邊種植了一些植物的時候，某乙就已經沒有辦法使用了。但是在網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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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跟創新的公共財，它並不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某乙在使用的時候，特別

是使用 Creative commons 這樣一個概念，把你創作的東西分享出去，讓別人

站在你的基礎上，再去有新的創新的時候，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使用，是越來

越豐富，和傳統圈地運動中所談到的土地，是一種不一樣的概念。所以像 Boyles
（劉老師的老師吧）或 Lessig 等主張用 CC 的人，他們都會認為智慧財產權和

專利反而不應該視為是規範，而應該是一種例外的狀況，特別是在網路的時代。 

那第二個特色，叫作 non exclusive，事實上，在網路上面我們已經沒

辦法知道原創者是誰了，我們在網路上面誰是 author，誰是 reader，那個界線

和過去已經不是那麼樣綿密，像 Wiki 上的辭條，你引用上面的資料，但已經很

難知道它原始的寫作者是誰，往往是非常多人去撰寫，你只會談到這是來自於

Wiki。 

那我們還要談到一個知識圈地化及商業化其他的可能性，Boyles 和

Lessig 等人對智慧財產權的看法，影響歐美各國 CC 和 SC 的推動，但是當代

許多智慧財產權的發展卻是背道而馳的。以歐盟而言，資料庫都設有使用的規

範，這對人類智慧結晶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 

我再用幾個案例來分享，以台灣的科學期刊來作為一個數據，台灣有

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資料，是缺乏數位化的，全國每年的學術研討會大約是

九千場，發表的論文超過四萬六千篇，透過政府補助的金額是在八千萬以上，

但資料卻多半不知去向，台灣目前將學位論文電子化的學校大約是六十家左

右，但是有超過一百家以上的學校學位論尚未電子化，台灣公開發行的期刊有

四千二百種以上，數位化的比例不到百分之二十二，只有不到八百種的期刊被

資料庫所收錄，在網路上能夠被找到的期刊不超過九百種。和大陸相比，大陸

公開發行的期刊超過九千種，他們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比例已經被數位化

了，超過八千五百種的期刊被資料庫所收錄，被全世界各國超過一萬家以上的

圖書館的讀者所瀏覽。台灣目前作的最積極的是一家叫華藝的電子期刊服務，

但仍要點選收費，我不是說收費不好，是說能否和 Commons 的概念並存，除

了 business model 之外，是否可以和政府投入的研究資源並存，達到學術知

識公共化的可能。我知道，數位化不見得就代表了知識公共化，但卻可以增加

其易得性。例如一位研究要找資料，英文的資料最容易取得，再來是中國大陸

的資料，台灣的資料卻最不容易取得。 

這裡有一個簡單的案例，它是一家 TSSCI 的期刊，已經創刊三十多

年，每年的編務支出大約一百一十萬左右，去年委託某大出版社賣出二百二十

二本，它總共的收入只有三萬多元，但一年的支出是一百多萬，來源全部來自

於國科會，因為它是優良期刊，國科會和教育部都有補助，裡面的助理都是領

取大學的工讀金，它作得很好的是，它將所有的資料數位化，上網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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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華藝也有這個期刊，我要說的是雙軌制是存在的，華藝那邊要收費，

如果直接到期刊網站上，是免費的。 

在全球一片學術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必要性及其在

台灣發展的可能性，是本文的核心關懷。這個問題在歐美已經受到一定程度的

重視，各類推動學術知識公共化的組織與行動也已經陸續開展。台灣在這個議

題的討論上才剛剛起步，有待更多關心此議題的人一起努力。以下我點出這場

論譠主要的議題，數位典藏成果近用與版權歸屬、知識公共化原則與現況、數

位化學術資源之法律基礎、期刊論文數位化與期刊經營模式、數位化知識共享

浪潮之下的圖書館角色與定位、知識公共化理想下的行政資源運作結構與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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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百齡副教授發言逐字稿 
發表題名：數位典藏資料使用經驗談 
發言內容： 
主持人翁老師，各位與談人，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女士，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為這個論壇引言，今天我想談談學術資源取用（access）方

面親身經歷的一些問題。以下的發言將不會有太多理論，但都是我個人所眼見

和經歷的若干學術資源近用個案。我希望以這些個案為出發點，想像此時此刻

臺灣社會應如何面對和解決學術資源近用的問題。特別是，如何從學術資源的

「需求面」、而非「供給面」，來思考問題情境和瓶頸。以下我為大家帶來三則

個案，在每一則個案的背後問題，可能都存在若干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大家

可以做為大家討論的起點。 

 

在談到個別案例之前，我想指出，我之所以對於學術資源取用權特別關心，

是因為我發現，目前台灣學術研究領域裡的競爭越來越激烈，同時在這個競爭

的過程當中，研究資源的取得無疑扮演一個關鍵角色。也就是說，研究人員就

算有再好的理論，倘若因為外部因素不能取得研究資料，無法證明自己的創意

或研究能力，是非常可惜的事。當代臺灣社會，人文和社會科學領域學者有這

種問題，例如研究人員申請政府科研經費、蒐尋到史料之後，並未將史料公諸

于同儕，卻將資料留為個人研究之用，便造成學術資源「公器私用」。不僅人文

和社會科學領域如此，就連應用科學也面臨此一問題，例如，過去有研究人員

想要研究健康保險特定疾病給付的問題，但是相關政府機構以病患隱私或醫院

營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給付資訊、或以高額資訊使用費制約研究人員，或讓特

定研究人員優先取得資料等等。這些學術資源取用基礎的不平等現象，倘若是

由制度或文化所造成的話，我們便必須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 

 

我自己在學術上的研究興趣是「資料蒐集」（information seeking），我自

己任教於傳播學院，每天都告訴新聞系學生，記者取得新聞報導素材時，不能

只憑藉消息來源的一面之詞，一定要設法蒐集文獻資料和進行查證，但是在蒐

集文獻資料過程中，存在種種障礙必須克服，這就考驗記者的專業能力，所謂

新聞專業，就是指的這種克服各種障礙、取得資訊的能力。有時候取用資訊的

障礙，來自於外部，因此我們也必須瞭解資訊障礙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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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非常相信理論探討必須和社會實踐相互連結，因此我會想辦法為自己找題

目，督促自己利用當代社會各式各樣資訊蒐集管道，類比也好、數位也好，敦

促自己在實踐過程中發現資料蒐集的問題瓶頸和解題策略，並帶回研究室做為

我研究和教學的起點。在我從事社會實踐的過程當中，往往發現一些資訊取用

的問題。我發現，當代社會的資訊取用，並未因為數位化技術普及、或者數位

典藏計畫推動，而變得比較容易；只是瓶頸變得比較不同而已，因為「資訊取

用」不全然是技術問題，而大部分是社會問題。單靠技術，並不能解決社會問

題。 

 

簡單地說，當代資訊的數位化應該區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技術

人員把類比資料，無論是文字或是影像，轉成電腦可處理的格式。在第二個階

段，則是由內容專家、技術人員和圖書資訊專業人員通力合作，按照最能保證

流通的規格，設計資料庫或目錄，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或單機資料庫進

行檢索。完成以上兩個階段，並不保證使用者可以盡情使用資料，因為必須有

第三個階段，透過制度、建構一個使用環境，才能保證公眾有取用的機會。第

三個階段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並非技術問題、通常是制度和文化的問題，

也就是透過制度設計，讓使用者可以友善地進出系統環境。 

 

在我來看，當第三個階段，才是真正數位典藏成功與否的關鍵，第三個階

段包括許多典章制度和配套措施的問題，社會問題永遠比技術技術複雜而難以

解決，它牽涉到所謂的「文化堆積層」，在表面現象的底下，常常埋藏著歷史久

遠的若干因素，正如諺語所說的：「魚在水中、不覺得水之存在」，人們一旦面

臨比較不容易處理，而也因此影響數位典藏取用最為關鍵的若干社會問題，也

最常被忽視、掩蓋或扭曲。 

 

數位典藏計畫，不是核撥計畫經費、要求技術人員製作資料庫，就可保證

使用者享用成果，如果這件事如此簡單，我們今天就會有很多數位典藏資料可

用了。其實很多數位典藏資料被束之高閣，但使用者還是無法取用，只能看著

目錄流口水，就有如餐館本身有廚師，也準備了許多食材，但飢腸轆轆的使用

者看過內容豐富的菜單型錄之後，想要按照菜單點菜，卻發現點不到幾道，理

想與現象之間，顯然存在若干落差，這些落差背後所的結構因素，值得深入探

討。以下用我親身經歷的三個個案為引子，探討數位典藏資料和學術資源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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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議題。 

 

第一則個案，是關於日治時代的司法文書檔案，這些寶貴的檔案資料就快

化為塵土，卻因種種原因無法數位化。第二則個案，關於一張日治時代人物的

老照片，影像雖然已經數位化，但卻可望不可即。第三則個案，是一個網路上

的數位典藏資料網站，因為現在擁有資料單位「無為而治」，事實上已經形同廢

墟。 

 

個案一：日治時代的司法文書檔案 

 

這一張照片裡所顯示的是一些日治時代的司法文書檔案，資料撰成的時間

距離目前大約百年左右，這些司法文書檔案包括兩大部分：一部份是訴訟文書，

另一部份則是公證文書。這些資料靜靜躺在某地方法院的一個倉庫裡。 

這些訴訟文書或公證文書所涉及的人物，目前都已經不在世間，可能連他

們的兒孫也不復記得曾經存在這些事件，但是這種資源是非常有趣的寶庫，因

為這些文書正是建立地方的家族史或企業史很重要的資料來源。台灣史研究中

有一套最有名的史料《淡新檔案》，這套資料是 1895 年日本領台之後，日人從

新竹縣衙門找到的一套檔案，存放在新竹法院，二次戰後戴炎輝教授從日本人

移交給國民政府的文件發現這套檔案，帶回臺灣大學，重新加以整理和運用，

成為當代台灣近代史學者研究清末臺灣歷史的重要史料來源。例如，曾經有學

者使用《淡新檔案》，因而找到新竹家族的系譜淵源。臺大圖書館也利用這套史

料做成縮影片和網路資料庫，提供史料查詢。目前以此資料為基礎的種研究，

都在陸續進行當中。 

 

這些訴訟和公證文書資料，內容和《淡新檔案》大致相似。它們在史料上

的價值，可能不亞於《淡新檔案》。但是當我看到這套資料，並試圖翻閱其內容

時，卻是非常驚悚的經驗，當我手一碰到第一頁，整個頁面就化為齎粉，我的

第一個反應是馬上放回書架。並不是只有這一冊如此，其它幾冊也有同樣問題，

類似的當按約有六、七個櫥櫃之多，整理這些資料必須花費相當時間。 

 

在我返回台北的路上，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也陸續蒐集一些相關資料，

我詢問過管理機構和其上級單位，以瞭解這些檔案是否進行數位典藏。當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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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理單位要求查詢時，卻面臨困難，因為這些資料距離管理單位很遠，任何

查詢都造成管理人員不便，由於曾經有學術工作者獲得上級單位的經費，這些

檔案的典藏數位工作，經過學術研究人員個人興趣而選擇和過濾，因此數位化

的資料並未全面進行，僅涵蓋訴訟書類，並未包括公證書類資料。但是，因此

管理單位要求所有查詢資料者逕洽委託研究人員。因為管理單位認為，既然已

經有人已經做了數位典藏，便不應再打擾管理單位。這個道理沒錯，但問題是

管理單位誤以為數位典藏是全面進行，但實際上僅僅進行了一部分，對於家族

史與企業史研究較為有用的公證書類，事實上並未數位化。這也就是說，資料

的數位典藏有「獨佔」的特質，第一個有權使用資料的研究者，擁有極大內容

過濾和選擇的權力，因此會造成後來者難以進入的門檻，決定後來者「可看到

什麼、不能看到什麼」，但他本身不見得知道自己擁有這種權力。 

 

其次，數位典藏的冬眠期的問題。從整理原始資料、到翻拍、建檔，最後

一直到資料庫完成，時間可能非常冗長，而且所有後續使用者都被擋在門外，

因為已經有人開始進行典藏，然後其他人就被排除在外，這就是「資料的休眠

期」。通常目前制度沒有任何機制，對於「資料的休眠期」有所規制，或者對

於資料開發者過度保護，因此從上述第一個階段到第三個階段，所歷經的時間

很長，通常足以讓相對同一場域裡的關係人失去競爭力，「資料問世之際，也

就是競爭者發現資料失去價值之時」。因此學術資源如何設法縮短休眠期，讓

關係人得以在全部資料問時前得以使用和參與競爭，值得商榷。 

 

第三、數位典藏工作，特別是史料典藏，始終存在「資料無釋放管道」的

問題。前面曾經提到，第一個進入資料場域的人通常掌握極大的權力，但如果

先驅者能完成數位典藏工作，且把資料交付學術研究社群使用，社群成員應該

感激涕零，但問題就出在「資料完成，卻釋出無期」。通常知道資料重要性、

而且能夠彙集資源、想辦法做出典藏內容的一群人，通常在學術社群中都是具

有相當資源者。但是從人性的現實面上考量，任何人力、時間和物質上資源，

如果沒有意外，都是要求報酬的投資，而學術社群成員最主要的報酬，未必在

經濟報酬，而在於資料掌握的權力。這裡便產生資料開發者權利義務和計畫控

管的問題，有時許多資料並不能歸責於數位內容開發者有意壟斷資料，而是由

於委託單位未盡監管責任所致。事實上，由於委託單位承辦人更換頻繁，或者

承辦人對於典藏內容不瞭解，或者承辦單位和受委託人之間關係不對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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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委託單位無法有效進行控管，而使數位化的資料落在個別學術研究者私人

使用。因次，未來如何建立有效機制，避免委託單位陷學術研究者於不義、也

使數位典藏資料能夠方便學術社群取用，是一個有待思考和解決的議題。 

 

其實，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也曾經思考過，是否想辦法找資源來做；當我

開始思考細部問題的時候，就發現這項工作並不容易，這種工作需要組織一個

跨領域的團隊，用相當時間才有辦法完成，例如紙面資料保存、修復到數位資

料庫製作，都需要專業技術門檻極高的工作人員參與，並非一人獨力能完成。

這種工作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但需要相當的人力、時間和資源，這群人在學術

上的貢獻如何被規範化？若照我們目前以SSCI 論文記點方式計算學術出版表

現的趨勢，這種最花時間、最需要苦勞的田野工作，可能對於內容專業領域，

沒有辦法提供有效的誘因，因此願意投入這項工作的研究人員可能有限。這項

工作又是「與時間賽跑」的工作，因此令人相當焦慮。 

 

個案二：一張日治時代人物的老照片 

第二則個案，是關於一張日治時代的老照片所引發著作權爭議。畫面上各位

所見到的是一位新竹仕紳，在1928年留下的影像。我因撰寫這位先生的傳記，

蒐集這位先生的影像資料，但是由於這位先生的後人家中沒有留下任何老照片，

所以我就四處蒐尋，好不容易在某中央文化行政機構網站上找到一張低解析度的

數位影像，當我一發現影像的時候，心裡很高興，以為問題已經解決，於是打電

話給這個機構的承辦人，結果承辦人告知該單位並未擁有任何高解析度的影像，

若需要高解析度檔案，必須找原計畫委辦人，當初該計畫是委辦給一個文史工作

室，於是我又想方設法找到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這位負責人電話中應對還滿客

氣，說是應該要鼓勵文史工作，要我送電子郵件給他，但此後就沒有下文了，以

後每次打電話給他，都發現他在路上，因為承接很多案件，而所有資料掃瞄之後

都堆在硬碟裡，計畫交差後就再沒有時間處理。因此，為數位典藏所投下的資源

可說是到此為止。目前使用者僅能看到網站上的「菜單」，無法進一步享用成果。

這個機構所謂「數位典藏」只做了第一和第二階段，未能進行第三階段，有效控

管資料，結果對於真正取用資源者而言，數位典藏內容只不過是和「蚊子館」類

似的表面功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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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並不甘心，心想這張照片出自一本書，應該存有原版，何不自己去翻拍？

果然經過查找，在網路上查到某一個圖書館裡典藏有原版書籍，但管理人員又告

訴我，該原版書按照規定不能借出翻拍，而該館雖進行數位典藏，但只提供使用

者低解析度影像，不提供高解析度影像。而不提供高解析度影像的主要原因在於

刊載這張照片的書籍係出版於近五十年內，由於著作人生死不詳，為避免造成著

作權上的糾紛，因此也不提供高解析度影像。就這樣，我讓了一圈又回到原點，

這張照片還是「看得到、卻用不到」從這裡可以看到著作權上的一些問題。 

日治時期留下的許多著作物，迄今還存在這類流通上的人為障礙。經請教台

大法律系謝銘洋教授，告知此類著作叫做「孤兒著作」，這類著作由於未逾著作

權年限，再加上未能尋獲著作人或其後代，也就沒有辦法確認著作權歸屬狀態。

所以著作權是在一個「不確定」的狀態下，而就在不確定狀態未解除之前，典藏

單位往往以最嚴厲的解釋方式，來處理這些資料，因而造成取用上的困擾。 

我應該不是唯一碰上這種問題的人，但是我想如果管理單位是從「需求面」、

而非「供給面」來思考這類問題，或許造成的取用困擾會小很多。例如，倘若管

理單位不允許使用者自行翻拍，可以要求書面具結，要求使用者不能危及商業利

益，但是，類似這種書面規範，目前並未存在。然以長久之計，「孤兒著作」是

通案而非個案，問題可能必須從制度面解決。例如參考著作權法「強制授權」或

「合理使用」的相關規定，建立機制讓使用者事先提存授權金，或在有條件地開

放若干非營利典藏品的使用，或許能夠解決類似的問題。 

個案三：形同廢墟的數位典藏資料網站 

第三則個案所要討論的是經營權移轉所造成的取用問題。我用形同廢墟的

家族網站做為個案，加以說明。我對於家族史非常有興趣，也希望取用已經累

積的家族系譜資料，從事自己的研究。在數位典藏方面，已經有前人進行類似

的工作，並且已經成立網站。但是當我連上網站之後，發現網站上留有電話號

碼，我打電話過去，對方是一家科技公司，客服人員說明登入方法，可還是無

法使用網站內任何資料內容，令我非常納悶。事後我因為一個機緣，碰到一名

曾經參與過計畫的成員，他告訴我說：該計畫完成之後就依照委託契約規定，

必須要把他移轉給廠商經營。表面上看，這規定好似很合理，學術單位的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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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教書、做研究，不適合長期經營網站。然而，強制要求移轉經營的契約本

身卻發生一些問題，一方面有價值的內容被取下來，只剩下少數例子，網站內

容空蕩蕩；另一方面，網站移轉給一家純粹的科技廠商，雖然在技術上瞭解如

何管理網站，但是卻無法有效經營內容產業，於是這個網站始終無為而治，完

全沒有績效可言。對於原計畫委託單位而言，這個網站就有如「嫁出去的女兒、

潑出去的水」，根據移轉經營契約，計畫委託單位就不能對承接廠商進行任何

干涉。 

這個形同廢墟的網站呈現出一個嚴重問題：計畫委託單位以公款製作內

容，然後加以移轉給廠商業。一旦轉移出去，而廠商運轉績效不佳，缺乏後續

控管機制，也沒有任何退場機制，所以也就如同把錢丟到水裡一樣。事實上，

這也呈現前述數位化第三個階段的問題：數位典藏制度原先陳意甚高，制度構

想也很好，但是當實際運行以後卻出現問題，必須重新調整作法，否則還不過

是製造另一棟「蚊子館」而已。 

以上，我佔了很多時間來討論這三則個案，這些個案反映出數位典藏的一

些問題，那我希望等一下能夠進行深一層的討論，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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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亞寧組長發言逐字稿 
發表題名：從三種 Commons 看數位資源的應用―Software, Licensing  

and Information 
發言內容： 

 
今天我從三個方向來看「公用」的概念。 

 
第一個是關於「軟體」，也就是 Open Source 這一塊。在 1998 年時，就

已如火如荼地推展。它有一個比較有名的範本是 Linux。比較特別的是，它的

方式是「共建」和「共享」，但也有一個缺點是，有時候它的 documentation
不是很清楚，所以用的人必須要有點功力，要參與他們的部落格或是用 Wiki
的方式去了解。 
 

第二個是 Creative Commons，它是從法律的領域出來的，不過它的擴散

力，就我觀察是越來越廣泛的，從一開始的電腦軟體到一些數位的內容。我這

邊舉的例子有兩個，一個是數位典藏，像聯合目錄裡很多 image 的數位檔都已

經使用；另外一個是 MIT 所組成的 Consortium，是關於開放式的教育資源，

這結合了日本、台灣、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家的免費影片、power point，全

部放在上面，使用的方式是所謂的 Creative Commons。 
 

第三個是 Information Commons，這是圖資界一直努力想辦法在做的。它

最主要是想提供我們 information space，它提供的有兩種，一種是實體上的，

比方說一些相關的資訊或通訊設備，讓使用者到圖書館時會比較好使用，沒有

所謂科技的障礙；另一種是 virtual 的部份，也就是翁老師這次特別指定的期刊

部份，圖資界把 Open Access 翻成「開放取用」或是「開放取閱」，另一個我

還會大概介紹一下的，是目前正在進行的 Open Content，這個部份比較偏圖書。 
 

我首先先介紹 Open Access，這是從 1994 年開始的，已有 13 年的歷史，

由心理學家 Steven Harnad 所發起。它是結合高等教育學術界和圖資界在做的

一件事情，因為圖書館目前碰到一個很大的危機是，圖書館在幕後幫大家取得

很多西文期刊的文獻，但這些文獻每年的漲幅都很大，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覺得既然學者們的研究經費都是由學校、政府機構出的錢，(而學者們為

了取得認證把研究成果交給商業出版社)，那為什麼學校圖書館想要取得這樣的

研究成果竟還要花錢取得，等於是 double cost。因此它倡導了兩件事，第一個

是，我們會去做一些公開取用的期刊，藉由這些期刊也可以取得學術上的認證，

就我所知，線在很多電子期刊也都轉向這方面，特別是生命醫學方面的電子期

刊；另一個是機構典藏，它其實還是會有成本，一般來說是由作者付費，使用

者不需付費，或者由作者所屬的單位來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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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我舉兩個例子，一個是淡江出的期刊，它是由一個學系來負責所有出

版的事宜，它一方面對過期期刊進行數位化，另一方面採用「原生數位」的方

式，大家投稿時都給電子檔，它發行時也用電子檔的形式，而且這個期刊特別

的是，當你跟它簽訂任何著作權轉移條約時，作者可以保留將檔案放在自己網

站或其他可靠網站上的權利； 
 

另外一個是國內數量和影響力都比較大的台大的機構典藏，它依照學院把

所有老師的研究和報告都放在上面，用 google 檢索時也可以連到它。以上這些

是我們目前圖書館界正在努力的。 
 

除了期刊部分以外，圖書館界也正在做圖書的部份。其中有一派最有名的

叫做 Google Books，這是圖書館跟 Google 合作的，都是以美國和英國大學的

圖書館為主，雖然以英美為主，但有些中文書其實國外已經在幫我們做了，這

讓我蠻驚訝的，因為自己國內的圖書館沒在做，國外的東亞圖書館竟然已經在

做中文書的數位化了。 
 

另外一個目前正在做的是，美國有一個 Internet Archive，它一開始是在做

所有 Internet 上的典藏的部份，包括網站、網頁，由 Brewster Kahle 所發起。

目前結合了圖書館、博物館、檔案館、網路社群和商業團體等等正在一起合作。 
 

從這三種 commons 大概可以看到一些特色就是，它的物件對象，正在做

數位化的，已經慢慢擴展開了，從原來的電腦程式碼、原始碼，慢慢擴展到教

育素材、圖書期刊等文獻。其次，它的參與方式是由所有參與者一起分擔 cost(共
建共享)，或是不需參與、別人做好你就直接使用(共享)。成本的話可以是大家

共同分攤或者作者自己吸收。授權方式也有所謂的部份授權和完全授權，每個

領域授權的方式不太一樣。取用方式有完全免費和部分付費，或者介與兩者之

間的方式(必須申請，取得一個帳號才能夠使用)。 
 

那它們大致上都有的共同特質是 Open & Free。 Free 並不是指一切都免

費，它指的是我給你一個低門檻的東西。這個 Open & Free 包括三個部份，第

一個是成本的部份，你可能只要付一點點錢就能夠使用；第二個是關於資訊通

訊科技，講求簡單、容易上手；第三，它在使用上會有不同的標準，比如像

Open Source，你參與的話就可以整個使用，至於 Creative Commons，你必

須要看它是哪一種授權形式。 
 
 

為了回應這個計畫原來贊助的目的，我會有幾個問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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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典藏內容在使用上是費用的問題？(包括：原來的東西還沒有做數位

化、或者數位化完了以後在申請使用時需要費用) 
 
◎ 有時候當你在找資料的時，其實這些資料已經有數位化，但它並沒有公開在

網路上，你沒有 acess 去 finding 到它們，這是不是代表資訊科技沒有好好

地利用它們，沒有把這些資料放在網路上? 
 
◎ 內容方面，授權是要全部授權，讓它變成一個 public domain 的東西？還是

讓它變成一個灰色的地帶，有條件地去授權？還有使用的層次和內容該是什

麼？比如說是找得到、看得到、但用不到，還是找得到、看得到、也可以下

載下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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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劉靜怡副教授發言逐字稿 
發表題名：知識生產模式、資源開放分享與規範變遷 
發言內容： 

 
大家好，前面大家已經聽了二位與談人談了很多實例，也點出一些問題，

剛才翁老師說，我應該來談一些法律的問題。但是在談法律的問題之前，我們

應該把這當中涉及到法律理論的，有沒有一些更動、變遷、彈性化的思考拿出

來看看，所以我接下來的討論大概集中在這方面。 
 
我把今天談的東西概括成一個字眼，叫做「知識生產模式」。我覺得大家

在大學或研究機構裡面，某種程度來說都是生產者，生產知識，或者有些人說

「沒有，我們只是在生產資訊而已」，那也不錯，有些人什麼都不生產的也很多。

可是在這整個知識生產模式裡，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個傳統，那傳統到底是什麼？

我一直都很好奇。 
 
接下來，我想跟大家談談「大學」這個概念。這個從 15、16 世紀歐洲

一直談到現在，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到底是什麼？直到今天，在數位化時代整

個知識生產模式是不是有何不同？另外就涉及到規範的問題，可能涉及到一些

我們知識社群本身內部的規範，以及相應的一些法律規範，是怎樣影響到整個

知識生產傳統。我想文獻上可以看到很多不同說法，有人認為大學和社會區隔

開，本身就是一個封閉的領域，所以某種程度來說它的整個生產傳統是封閉的，

可是有些人說，即使我們有一個自我的、內部的學術社群，但是本身在知識的

分享上面是非常開放的。如果我們回到比較早期的中國傳統，有些人認為他在

創作這件事情上是藏諸名山的，有些人則一定要顯揚。或者我們從西方的文獻

來看，剛剛大家提到 Free Culture 這本書，這本書在談著作權的發展歷史，原

先著作權的概念是要鼓勵一種開放的知識生產傳統，書裡有許多東西來證明作

者的講法，Lessig 基本上是會帶著很多利於他的東西之人，所以你可以相信也

可以不相信。 
 
我們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近代、現代、或說是當下，知識慢慢變成大

家今天在談的智慧財產，或者說它可以被智慧財產劃為一個課題，或者說在我

們學術領域裡，我們比較瞭解的是叫做學術點數，它其實很清楚告訴你，知識

生產的傳統跳脫了封閉、開放的辯論，已走到市場經濟體制底下的生產模式。

我並不是說這是不對，但那中間有一些有趣的 information，我們等一下再來

談。如果套一個經濟學的概念，你會發現這是一個路徑依存的東西，後來者就

不能跟著強化這個東西，可能是沒有能力質疑，或是質疑也沒用，你就是要

follow 這樣的常規。我覺得傳統就是傳統，它也是歷史，你怎樣讓開放傳統底

下創造出來的知識，可以變成更多知識生產的基礎，我想這是剛才陳老師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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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裡面一個很重要的 Point。如果它是一個封閉的東西呢？是一個被智慧財

產權化的東西，是一個在經濟學上具有某一定時期（不論這時期是長或短）之

知識成果的話，有無可能儘量降低它成為在下一個知識生產成果時出現的障

礙，儘量降低它這個障礙的效用。 
 
我們在談大學的時候，常會講「研究自由」或「學術自由」這件事，研

究自由從我們學法律之人的觀點來講，我會問的問題是：我們為什麼要用學術

去保障一個知識生產的攝取活動？很可能它是要鼓勵溝通、辯論和對話，很可

能它希望鼓勵無障礙取得跟引用同儕的研究成果，換句話說，我們給它自由，

讓它在知識生產的領域裡有相當高的活動和彈性空間，讓它可盡其所能地去創

造知識。所以對知識生產社群的人來說，他要的就是這個自由，這是一個創新

的誘因才對，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不是這樣，顯然研究自由這件事在抽象憲法

上的概念好像不管用，好像大學和大學的研究者基於一些財務上面的需求、更

多研究的資源、支援（研究、經費、人力），他好像需要更多的經濟誘因，讓它

可以不斷滾動到 run 下一個研究。就美國來說，它有 veroup(?)這樣的東西出

現，是從 70、80 年代開始，它在談大學的研發成果怎樣歸屬的問題，中文翻

譯為科學技術基本法與相關法令，它的基本概念是，用國家經費作出來的成果，

某種程度要下放到大學裡，學校會有研發成果移轉系統幫你做產學合作的事。

如果這些東西能夠商品化的話，你會有百分之多少的利得，學校會有百分之多

少。這樣的體制對我們現存的法律架構，有沒有可能造成只管經濟誘因，不管

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集體協作樂趣跟回饋問題？也許沒那麼悲觀，當成果下

放到大學，大學和研究者可以決定成果的分享，差別可能在於，你想要 open
公眾授權的時候，就不符合學術點數的要求。所以如果是這樣子，整個數位化

時代的知識生產模式應該是怎樣？我的 Powerpoint 上面畫了很多問號，意思是

我不是很清楚確定。 
 
我覺得數位化和工業化時代最大的不同可能是，我們前面所說的研發體

制，是工業時代的研發體制，那在數位化時代的知識生產下，是不是工業化的

研發和軟體可以有一些不同的思考？在這個地方可以借用一個東西，就是如果

念過一點經濟學或是一些和環境法、海洋資源法等和法律有關的東西的人，大

概會知道有一個人叫做 Hardin，從 1967、1968 那時候，應該是在 Science 那

樣的期刊曾經發表一篇滿短的文章，內容在講公有地，也有人翻譯成共有地，

如果公有地上面的的東西任何人都可以取用的話，會有一些悲劇發生，這悲劇

可能是抉擇，可能是放牧地的牧草都不見了，地力都消竭掉了，以後這塊地再

也不能供應肥美的牧草。所以做財團法的人，會從這裡衍生出來說：產權界定

是很重要的。因為有產權界定，所以誰可以或不可以用這個東西，清楚了，自

然經濟誘因就創造出來了。可是到最近差不多五年、十年來，大家又開始重新

commons 這件事的時候，有另外一個理論被拿出來講，叫做 anti common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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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這個用語是美國一個法學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他說，財產權被過

度賦予的結果，可能產生過度的 under use，因為你為了要使用這財產權而付

出的成本太高了，你要使用這些研發成果的成本太高了，所以其結果是一個沒

有效率的結果，這就是一種悲劇。 
 
請問網路科技從早期比較屬於工業化那樣的資訊經濟體制下，一直到今

天我們一直在強調 Net Working 的生產模式底下，這樣子的的理論是不是有一

些適用的地方？有一個叫？（姓名待查，目前在 Hrvard 教書）的人，他提出的

概念是說，一個 commons space 的 peer production，這跟大家這兩天所講的

東西都是非常接近的，他所講的是：我們怎樣可以讓知識生產模式能重拾分享

精神，分享大家集體協力合作的東西。我們可以做一些實例想像，我們談的這

些數位典藏的東西，是不是其既有的成果，已經足夠做一個 commons，這個

commons 有沒有辦法去鼓勵前面所講的那些生產模式。我們樂觀的想像一下，

數位典藏這樣的平台，有沒有辦法變成兼具這幾種特色的平台，我想這也許是

一個可以思考的重點。或許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們前面所講的知識生產之規

範，必須要讓它能夠變遷，它為什麼要變遷，我想理由滿清楚的，它有幾個變

遷的可能性：第一個是學術社群的內在規範必須改變，如果不改變，我想我們

今天在這裡講的話會是滿假的。此外：讓它怎樣可以更充分地對外進行開放與

分享，在某種程度上必須讓它的內部規範，包括一些投稿規範等，或是稿子本

身的權力被釋出，才有辦法更進一步去 reach 到外面的問題，甚至是一些本來

就有的外在規範。例如國有財產法，財政部的解釋是：只要用政府經費生產出

來的東西，在某種程度上要受多少國有財產法的監督…等，像這樣的東西，或

許某種程度上要做一些解套。此外，整個科技研發成果歸屬的相關辦法，我覺

得不見得要改，但它必須要鼓勵大家去彈性運用那個科技基本法精神底下制訂

出來的規範。我覺得規範的終極目的，是你真的要 
規範知識生產這件事，終結規範的目的應該是要你開放、參與、合作，但這不

必然會減低生產效率。昨天陳曉慧老師也談了很多用 CC 授權的東西，後來出

現了許多成功的商業化授權模式。只要商業化模式能夠出現，它會帶來經濟效

率的曙光。我想就談到這個地方，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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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項潔教授發言逐字稿 
發表題名：臺大機構典藏發展與策略 

發言內容： 
 

我先回應一下劉教授說的關於 pattern 的問題。我在回台灣之前，在美

國教了幾年的書，我在一個還算不錯的研究型大學取得正教授的資格。我回台

灣之前從來沒聽過什麼是 SCI，nobody care。為什麼 nobody care？我覺得這

是一個自信的問題，台灣的問題在於說，我們對自己的研究沒有自信，這是我

覺得最大的問題。我今天所說的某種程度上跟昨天談的會有點 overlap。 
 
近用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抱歉我真的很無知，哈。關於法律的問

題我自己也做了幾年，我覺得近用應該是另外一個禁用，是公共不准用。我有

一點想要講的是，數位典藏喔，不是國科會的數位典藏，假設說我們現在擴充

數位典藏的概念，談到每間大學、每個研究機構，我們能夠提供公共近用的是

什麼？應該就是研究成果。但事實上呢，沒有一個大學能夠把他的研究成果提

供給別人用，為什麼？因為我們都去投 SCI、SSCI 的 paper 了，然後我們投

了 paper 以後，而權利就由大的 publisher 所擁有。那如果你要用，要怎麼去

用？去年台灣付八億台幣買回來使用。對於公眾來說，too bad，除非你去台大、

或是有買這些資料庫的圖書館使用，不然你根本沒辦法用到。所以，回應剛剛

各位所講的，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從公共近用的角度來看，我們根本沒有

盡到責任，我們的研究成果一般民眾是使用不到的。這不是台灣的問題，是全

世界的問題。 
 
在四、五年前，MIT 開始作機構典藏，機構典藏基本上就是把你學校的

研究成果，像是論文、期刊、PPT、教材、會議論文、報告、研究資料等等，

用電子檔整理起來。以全文為主，有全文才好使用，建立全文檢索。機構典藏

主要是在強調，一個機構，你有義務去保存自己機構的產出。每間學校都有自

己的研究產出、自己的發展歷史，每個學校都有義務去保存。我這邊有一個台

大的 URL，歡迎大家上去看，這絕對是公共近用的，我們圖書館慢慢的做了一

年多，我們能夠取得的就先放上去。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搜尋引擎，還

有各個學院現在資料的情況。你現在下一個檢索，「原住民」，這蠻有意思的，

現在講到原住民你會想到什麼？人類學系嗎？還有什麼呢？你現在打全文檢索

下去，你會發現台大作原住民研究的老師很多，當然我要再次強調，這上面的

東西並非台大全部的學術資料，但台大目前的 policy 是希望教授能夠將研究成

果提供給大家近用。用原住民作檢索可以看到有理學院、工學院、法律學院、

社科院、電資學院等等等教授在作相關研究，還可以取得全文，如果有的話啦，

這個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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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裡有一個問題喔，為什麼我們可以這樣做？絕大部分的出版社，至

少國外的出版社，你要在他那邊發表論文，他會先要求你把 right 全部給他。所

以呢，為什麼我們可以把期刊論文放在我剛剛說的那個平台上呢？因為你對你

的 paper 已經沒有 right 了，也就是說，你應該把這篇 paper 從你的檔案夾內

全部刪掉，把你的草稿全部用碎紙機攪爛，因為 you don’t have rights 
anymore。可是誰會這樣做？nobody！為什麼我們不會這樣做？因為我們有權

力典藏典藏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一個權力。現在問題在於說，

我們所屬的機構有沒有自我典藏的權力？這是一個問題。如果出版社對你說，

你的機構有權力典藏自己的東西的話，你就可以將你的東西放到你所屬的機構

典藏中。另外一種權力是全文取得的權力，當然啦，從今天開始我會說全文近

用的權力。事實上，我觀察到我另一個權力，但我們不太會談到喔，indexing 
right。對於一樣東西，有兩樣事情很重要，第一個是找到他，第二個是取得他，

這兩個東西是不一樣的喔！在座的各位應該都有用過 Google scholar，Google 
scholar 就是要讓你找的到東西。 

 
事實上很有趣的事情是，昨天我講了之後，謝教授蠻擔心的，他怕台大

會被告，但我今天有證據可以看，台大不會被告。因為事實上，大部分的出版

社都允許 self archiving right（自我典藏），所以很簡單嘛，我們就盡量提供全

文。我的證據是什麼呢？在英國呢，百分之九十的出版社允許機構自我典藏但

每家出版社的規定都不太一樣，有的是出版六個月之後，有的是規定在機構自

我典藏處，一定要加個 link 等等等。我們現在台大在做的是，把軟體提供給全

國人使用。為什麼我們能確定不會被告呢？很簡單，Google 也在做嘛，我不懂

法律，但我有一個比較無賴的方法，Google 敢做我們就敢做。Google 是一個

一年一百億的公司，我相信全世界有一千個律師等著去告他，告我們幹嘛啦，

對不對？這是不懂法律的人的法律見解。 
 
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就是一個公共近用，從大學的角度來讓我們的成果

來作公共近用的例子喔。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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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炳惠處長發言逐字稿 

發言內容： 

剛剛項館長說他很無知，那我是一無所知。這個職位從八月一號開始，我

才發現到數位典藏非常複雜，複雜到我24小時都在看資料，大概到我明年下台

的時候還沒有辦法瞭解整個脈絡，因為他牽涉的太廣了，在各個面向上希望加強

數位化，剛剛項館長講到那個google其實google已經有很多法律的糾紛，跟很多

比如說跟很多public library的書，很多書他們後來發現到不管是用open access
或是public access很多領域裡面作者和學校都有點反對，特別是他們本身有些特

藏品在使用的問題，對於剛剛翁教授也提到，目前在希望能做得更多，歷史縱深

更強，但是也很擔心產學跟智慧產產的糾紛。 

所以國科會是一個比較官方的單位，目前我們也在草擬產學的相關法案，

所以到目前止，數位典藏的這些代表加入到產學的最近的一些，以前我們稱他是

大中小產學，現在我們又開始併置，比較是前瞻性、橋接的、應用的，這些面向

裡面數位產值的問題，然後他整個在在跟數位學習的連接裡面，會朋到一些智慧

產產權和法律的糾紛，現在都是我們目前還在討論，我們可能要像劉靜誼教授或

者是跟更多的教授們分享，讓我們在法律上能做的比較完整一點，有很多案例經

驗能夠做一個溝通，甚至於在上面做一些交流中心，看怎樣才能做好，所以有關

知識生產的典範，我們數位典藏跟數位學習，基本上都發展出來某種磨合的平

台，希望面對未來的2.0，台灣的整個知識生產的典範，傳播與權力歸屬的問題

能夠有一些法律跟加值、產值的面向上能夠達到更加合法、更加有一些創意。 

我們把法官的權力因為我們現在在很多面向上面看到，很多機構通常、大

部分都是在對外的時候負擔的行政責任比較大，所以目前有關於這個知識生產的

典範，我跟大家一樣，認為因為我自己是念這個英國文學史的、念西洋歌劇的， 
你在論文中引用的時候，會要去徵求，人家的同意，你會發現到非常的麻煩，一

篇文章要登出來就很多這些問題，所以當我們發現到以前你認為是很簡單的學

問，念唸書就可以想到一些想法，現在發現到要發表的時候整個這個背後的這些

機制非常的複雜，我們怎麼去，真正的幫助大家，去把這些問題解決，國科會的

面向，在這個上面，很多時候我們都要去瞭解這些經驗，所以今天這個機會我在

這邊學到很多，我希望我們更進一步把很多的這個大家的經驗、問題，做一些交

流中心，然後我們來想想看怎麼樣子來發展。 

我覺得學術自由的整個以前的這種體制，傳統的學術的方式，現在已經慢

慢的很難維持了，尤其是我們文史哲，我自己是文史哲出身的，像我以前的老師

上課他就從例文類句就整個背出來，我們現在key in到電腦裡面去找到的，可能

找到比他更多的資料，可是他隨時都可以引用，他隨時都可以知道哪邊跟哪邊可

以扯在一起，雖然我們現在找資料可找得比他快，但是沒有那個統合能力，沒辦

法像他這樣來做比對，說哪些是回文，哪些是對仗，其實有很多傳統的知識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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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數位化和搜尋化的這個制度裡面還是有很多不夠的面向，我們怎麼樣去，在

文史哲的面向裡面發展出來，比如說：在文史哲裡面，手稿的改的這個版本過程

裡面，發展出來的過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不是有一個定稿放在上面，然後被看

到，然後全文索引，就知道作家在想什麼，我想這個面向上面，知識生產的典範

的變化，怎麼把很多問題繼續留下來，重新再想，搜尋的全文索引，包括我們這

個現在用的典藏的手法，怎麼樣把以往的人家的精英，怎麼樣來做選擇、怎麼做

詮釋、怎麼去做分類、怎麼去做索引，這些我覺得很多的精神就像Walter 所說

的：「一本書放到架子上面之後，它的靈魂就不見了。」我們的數位化的方式，

很多這個知識生產的、傳統的，很重要的精髓，我們應該把他加深思索。 

這是我第一個對於知識的生產整個典範的變化的一個這個思考，就是有兩

個訴求，第一個就是希望我們在法律上面，很多經驗的交流，能夠更加的普遍，

第二個是我們在數位的索引化跟全文索引、國際化的平台上面在做的時候，也應

該要注意到，其實，文史哲很多的問題，這個過程，比成品要來得重要，也就是

這樣我覺得資本化、市場化、商品化，在很多面向有很多思考的空間，這是我認

為希望透過像這兩天這樣的一個會議來把這個問題重新談一談，那在這個面向上

面，剛剛翁教授也提到，還有幾個教授也提到，我們台灣的期刊，包括：我們有

點走火入魔了一直在引用的SSCI，然後要很自卑的在做一個TSSCI，這些程序

的問題，跟我們自己怎麼樣用這一個方式來自我評鑑的這個問題，這些我覺得我

們慢慢希望國科會可以去突破，不要拿量來做我們的標準，花了十年半國科會的

成長經費是，是加拿大的一倍半，是澳洲的兩倍，但是澳洲在社會科學裡面在全

世界是第四名，台灣是第二十五名，然後我們的理工科，工程跟電機在全世界裡

面，有某幾個學校是在前十名之內，但是整個排名是全世界第十八名，然後被引

用的是二十五名，然後整個全台灣，整個學術的人口被引用的整個高等教育的這

個出產量被引用的名次是92名，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而已，台灣是九十二名，

所以我們如果每次都只是在注意量化的問題，注意這個整個這些問題的時候，我

想我們應該要好好仔細來思考這個問題，這是我們面對知識生產的典範，國科會

作一個量化的把關機構，實際上是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我們慢慢已經看到，這個

面向其實非常負面，就是大家都在拼命生產論文，量很多但是質不好，然後沒有

跟國際合作，不知道國際在問什麼問題，他們在關心的是哪些議題。 

這些議題跟台灣的經驗，比如說我們有淡新檔案，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這些

重要檔案，比如說台北帝國大學裡面，第一個館長，田中長三郎，他的很多植物

學的，很多重要的收藏，這些台灣基本上沒有人研究，但是這麼重要典藏的資料，

實際上對台灣的這個，不管是從植物學、學術的歷史發展、區域研究，到全球化

的整個背後的問題，知識生產的架構裡面，都有很多問題可以問，這樣一個國際

化的問題，才能讓我們的著作，比較引起人家的注意，那我們才可能從九十二名

變成是第九名或者是更前面，澳洲在這個面向上面，花的金錢、經費，只有我們

的三分之一，但是他們很快的就爬到非常前面去，所以我覺得說科技之外，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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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之外，其實人家更重視的是一些人怎麼思考的問題，人怎麼去面對外面的環

境，以後的人怎麼想問題，以後的人需要哪些東西，然後，你如何面對英國跟面

對亞洲，如何去採取一個兩種位置都思考的，去照顧到歐洲的問題，同時又想到

說亞洲人在想什麼，這個是澳洲為什麼 突飛猛進，他兩個地方的不同的思考方

式他都放到他的眼界裡面去，所以我覺得說我們在知識生產的典範變換裡面，我

們應該要有這樣的向度，國科會面臨到目前這個量化的思考，非常的狹隘，而且

是非常數量化的，數位化的，這個面向希望能做一些改變，這是有關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想我們很多智慧財產的，很多這個產品的輸出的整個這個

平台，都是一直在maintain，這些產值的情況，我們希望能夠在更多的計畫案裡

面做一些盤點，這就是我們希望下一波的非常重要的所在應該是要做一些盤點，

讓我們知道說哪些沒有做，哪些做了之後重複，哪些出了一些狀況，在智慧財產

跟很多面向上面怎麼樣去把他做一些調整，怎麼樣能讓他上軌道，這個是我們希

望能夠做跨領域的盤整之後，讓大家能夠知道說哪些我們可以繼續去推動，哪些

不應該再繼續重複。或是說哪些我們做了之後，我們將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網

頁跟材料，基本上都已經沒有人在maintain，這些是我們數位資料庫的很多計

畫，到最後後繼無力的，被人家質詢的地方，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面向裡面，對

於權利的歸屬。 

那我們當然會鼓勵像項館長剛剛所講的機構典藏，我們希望讓各大學發展

出來他們比較重要的特藏之外，也許能夠把他們所有的著作、教授跟校友、學生

的出版的數位產品，特別是未來會越來越多的數位內容的創作，這些產值應該很

難衡量的，但是他應該對各個社群裡面都有一些激發作用，我們希望能夠鼓勵這

個面向來推動，我們今年也買了很多數位化的、全國性的license，我們都盡量

的去爭取，之後我們也希望能夠補助學校，不只是模擬的博物館，是一個知識的

典藏中心，能夠跟同仁之間有一些互動，能夠帶動地區的特色，那我們希望能用

這個方式能夠做得更好、更完整，所以我覺得我們目前的發展，在這個面向裡面，

我們當然以剛剛也提到說台灣的刊物很多學者都一直向外面去發表，用英文的方

式來發表，越高刊物。 

我們最近有個數據是王教授，台大圖資系的教授王教授幫我們整理出來，

全台灣投到 Top 10%的journal有百分之二十二，然後這些人在同一個學科只有

百分之七的人被引用，理工科也只有百分之八，就是五分之一的學者，基本上只

有三個人裡面只有一個人他是被五十到一百個人左右注意，其他都是製造垃圾而

已，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個發展上面能夠多注意這些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盡量在

跟Jastor希望能跟他們簽約，但是去年我們跟他們談的時候，價位實在太過高

了，我們沒有那個能力，而且就是說不應該浪費國家的經費，去做這樣的動作，

下次我們會再繼續努力，我們希望台灣能夠在特別是在華文世界裡面，能夠做典

藏期刊的索引這個科技這個平台上面的leader，然後把我們自己的刊物跟專書，

能夠盡量讓他數位化，所以我們現在每次在TSSCI的評審上面，我們都希望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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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內的期刊盡量能夠用數位的方式來提供一些資料，能夠讓人家全文索引，用

這樣的一個方式來作為評鑑的標準，讓我們知道說台灣在這個方向上面能夠力爭

上游，所以我覺得說，跟亞洲許多國家相較之下，台灣這個數位化程度，科技是

相當不錯，但是面對他的理解，還有公共的大眾，對大學裡面的資源的應用程度，

大學教授對數位典藏的瞭解，對自己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問題，都不甚了了，所以

我覺得說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努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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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A部份發言逐字稿 

翁老師：這個論壇很重要的還是應該要提供給在座的來賓提問一、兩個問題。

請洪朝貴老師。 

洪老師：我是樹德科技大學洪老師，我提一個比較底層的問題，就教於項館長

跟陳組長。主要就是我們典藏的時候的檔案格式的問題，檔案如果是採用封

閉的格式，會有很多後續的法律問題。我講比較具體，Microsoft word 它

的.doc 格式，我用它的軟體寫了文章存檔了之後，理論上如果哪天我決定

要轉成別的檔案格式它是可以告我的。這劉老師也許可以補充，我想這是

DMCA 那部份的法律規定，作品雖是我的，但我把他轉了格式都可能犯法。

當然我不知道在台灣有沒有這種法律，但是在美國是有的。那如果我們的數

位典藏是採用這類封閉的檔案格式，這對於我們將來的永續保存會是一個很

大的威脅。可是很不幸的就是說，台灣過去這一、二十年來，微軟一升級我

們就跟著升級，這就變成政府檔案格式，讓人民為了近用的時候不得不盜

版，或是說不得不去取得這些軟體或是去購買。我想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請兩

位幫忙解答一下。 

翁老師：我們再一個問題，請謝老師。 

謝老師：我是台大法律系謝銘洋，剛剛聽了個未與談人談了這麼多，還有剛剛

處長也鼓勵各大學都作自我的數位典藏的工作，那麼其實這些都是很重要

的，但是我們國內與國外可能會有不一樣的狀況就是，在美國為甚麼他們回

過頭來承認機構的自我典藏？因為你投到美國的期刊他大部分都會要你著

作權讓斷，因此權利都在他身上，所以作者等於權利都沒有了，連作者所屬

的機構也什麼東西都沒有了。因此在這個時候回過頭來爭取一些這些機構能

夠有的權利。但是在台灣的情形不一樣，台灣的期刊在投稿的時候基本上不

會要求你著作權讓與，因此大部分的情形其實著作權是在作者的手上。在國

外因為他們大部分都在出版社手上，所以美國他們要作數位化是很快的事

情。歐洲在這方面就比較困難一點，因為歐洲沒有像沒國一樣權利都過到這

些出版社手裡，而都是在個別的作者手上，因此他們數位化上其實也遭遇相

當大的困難。那位什麼中國大陸會做的這麼快？那是因為他們都不管，我作

就是了，這種就是比較蠻幹式的。 

那我們這邊因為權利都在作者手上，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跟歐洲、日本是一

樣的。那麼數位化這件工作如何可以被很快的進行？我希望國科會這邊扮演

一個推動的角色，對於例如說國內的期刊，他也只是享有一次刊登權，權利

仍然在個別作者手上，今天每個學校要就他的期刊去作數位化這件事情其實



399 
 

是有問題的，因為你要先徵得作者的同意。就我去年編台大法學論叢，我要

把台大法學論叢幾十年來的東西數位化，我就回溯回去逐一找作者授權，那

遇到的困難度真的是非常的高。難這是在目前的體系底下唯一合法的作法。

要不然的話，以台灣人的好訟成性，以及又有刑事責任，項館長這套如果要

推到各個學校去，難保各個學校的人不會有不同的想法，在這個時候可能就

會出現問題。因此我剛剛說辦演一個推動的角色是說，其實要設法去說服智

慧財產局，在著作權法裡頭或數位內容的產業發展草案或條例裡頭，去加進

去一個規定，例如說這些出版的單位，就他過去所出版過的期刊，不管期刊

也好、雜誌也好、報章也好，它就透過法律的規定取得一個非專屬授權，那

就不需要再逐一回去取得授權，這個非專屬授權包括了數位化、建立電子資

料庫、可以放進資料庫讓別人去全文檢索。但是智慧財產局說別的國家沒有

這樣規定，因此我們很難作。每一個國家都會有自己的文化產業，不同的國

家有不同的狀況，像美國的狀況跟我們的狀況就完全的不一樣，因此如何讓

這些法規去設法解套是一個最關鍵性的問題。 

項老師：回應洪老師，我是不曉得 Microsoft 新的 format，就不要用嘛！那麼

關於台大自我典藏的部份，我們作這個工作為的就是解決出版社

monopolize 的這個局勢，全世界最大的出版商 Scientific Publisher 是歐洲

的不是美國的，第二、第三大也是在歐洲，所以這些現象在歐洲也是一樣，

他們也都是要求權利的完全讓渡。我們現在台大作的 self archive 其實非常

簡單，我們用的都是 publicly 可以 access 的東西，例如我們用的是國科會

的結案報告，他如果說不公開我們就不收進去，至少不會讓別人近用。我們

是以西文期刊為主，西文期刊每一個我們都去檢查過。我們現在是請每一個

教授去 check 他們的東西，意思是說我們先不做數位化，我們就先取得這

數位檔案，我們不做數位化本身這個動作，你要放進來就可放進來，不放進

來也可以，也就是說沒有任何的強迫性。數位典藏基本上不是強迫的東西，

所以教育部說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當作學校的統計資料，這是絕對不行的。這

只是提供一些 benefit，讓這些東西可以被看到，所以法律上做的夠小心的

話，應該都還好。 

陳組長：我用案例的方式來講，第一個講到儲存的檔案，從標準面來講，ISO
不曉得是今年年底，還是去年年初，announce PDF 是文本型的 archive 檔

案，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我看到的幾個例子，就英國的數位典藏來講，

他們也根據 CC 創造了一個叫做 creative archives，他只限於英國使用，例

如這些 local 的條款。那第二個問題是謝老師有提到法律面問題，英國是我

非常讚賞的一個國家，他作了兩個法律面，一個是他與許大英圖書館從 none 
print material 延伸到 e-material，所有的電子期刊數位化的東西，他的圖書

館可以合法為英國保留一份，而且是限於館內 access，這是沒有法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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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另外的例子，一個是 CBL，我覺得除了 archive 之外，我們也許可以

從另外一個觀點去看，CBL 的 e-scholar 計畫，從 publish、到認證、到取

用三體合一，這是一個非常週嚴的一個機制。那另外一個是國內的某些資料

庫已經慢慢在做，例如有人想要作圖資界的學術論文，他們已經分別去發展

出一個 business model，他們由商業公司去幫公家單位作這件事。他們有

他們的授權範圍，去作成本自負盈虧的機制。 

廖處長：謝謝有關非專屬授權跟權利歸屬的問題，我們應該來進行了解。如果

大家有一些經驗或是法律個案，可以跟我們分享的話，可以在整個政策推動

上面做的更完美。我們現在強調的是說，如果是國科會補助的計畫，你在國

外出版的時候一定要 acknowledge，你如果寫出來了那個編號，就代表國

科會應該有這個權利來 access 這個財產。進一步來說，如果有領學校薪水，

那產出的內容學校也應該要有一份才對。也許我們像放在台大的這個網頁裡

面，所有的台大學生可以去 access 台大機構典藏的這些內容，離開學校到

了外面就不能夠來 access，這應該是安全的。我們也許可以用這個方式來

設想看看如何讓這些智慧財產經驗來作一些交流，做到真的比較 free，而且

是 open 的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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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計畫國外會議參與報告：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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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 11 月 22 日 
報告人姓

名 
方念萱 副教授 
孫式文 副教授 
李嘉維 先生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專任助理 

時間 
會議 
地點 

September 
24th~28th,2007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Tokyo, Japan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5-2422-H-004-004 

會議名稱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tuated Play 

發表 
論文 
題目 

無論文發表 

 

一、 參加會議經過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ituated 
Play 會議簡稱為 DiGRA2007(大會官方網站：http://www.digra2007.jp/)。DiGRA 
Conference 由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籌備，自 2003 年開始，每

兩年舉行一次。 

 

DiGRA 為一個由研究數位遊戲行為與現象之跨領域學術人士與專家組成之非營

利組織，該組織致力於進行高品質的遊戲行為研究，並強調該領域成員的協同合

作與研究成果散佈。(DiGRA 官方網站請參考：http://www.digra.org/) 

 

今年會議主辦單位為東京大學，並由東京大學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科系的 Akira Baba 教授擔任大會主

席。今年度的 DiGRA2007 同時受邀成為 Japan International Contents Festival



402 
 

的子活動之一(CoFesta2007，官方網站：www.cofesta.jp)。CoFesta2007 共集

結了十八個與日本數位內容產業息息相關之展覽、研討會、獎項、影展等活動，

串聯成為一年一度日本最重要的數位內容文化季，並有超過一百個日本重要數位

產業單位協力贊助。 

 

本次赴日參與會議成員，含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

展分項計畫」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計畫編號：NSC 
95-2422-H-004-004)之計畫共同主持人兩名以及專任助理一名共三人。參與會

議人員含：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孫式文副教

授、以及專任助理李嘉維。 

 

此次赴日參與 DiGRA2007 研討會，期間共參與 9 月 24th~28th共五日，並於 29th

返國。 

 
 
二、 與會心得 
 
本次 DiGRA2007 研討會共舉行五日，有超過 44 場以上的 session，現場發表

論文超過百篇以上。本次大會探討主題涵蓋： 
 
遊戲中的性別扮演、遊戲行為研究方法論、玩家遊戲使用行為分析、遊戲設計的

理論與實踐、遊戲中的學習行為、遊戲產業的政經分析取徑、各式遊戲文化議題、

遊戲中的女性角色分析、遊戲與資訊落差現象、亞太地區現象分析、各式線上遊

戲現象探討、跨學門研究方法探討、教育目的遊戲使用行為分析、電玩遊戲的社

會衝擊現象、遊戲使用者經驗分析方法，並設置各式產業展示區、組織論壇等，

整體來說可謂豐富、全面、且深入。 
 
大 會 部 份 議 程 全 文 資 料 已 於 11\11 上 網 提 供 下 載 ( 請 參 考 網 址 ：

http://www.digra.org/dl/order_by_author?publication=Situated%20Play) 
 
而本次大會邀請之與會專家學者包含了 Edward Castronova (Indiana 
University)、Marc Prensky (教育目的遊戲倡導者 )、Akira Baba (Tokyo 
University)、Tanya Krzywinska (President of DiGRA)、Jason Della Rocca 
(Executive Director of IGDA)、Tracy Fullerton (Interactive Media Division of the 
USC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 Suzanne de Castell (Simon Fraser 
University)、Jennifer Jenson (York University)、Doris C. Rusch (MIT)等，皆為

數位遊戲研究領域、與使用者行為研究領域中，非常重要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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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中參與了一場重要 keynote，由教育目的遊戲的積極倡導者 Marc 
Prensky 主講嚴肅遊戲(Serious Games)的使用行為與目的。Prensky 本身寫作

了數本暢銷書，例如”Game-Based Learning”(McGraw-Hill, 2001)、”Don’t Bother 
Me, Mom – I’m Learning!”(2006)等，另外成立了專門與企業、學校合作的教育

遊戲發展公司 Games2train，除此之外還成立數個網站來專門倡導教育目的遊戲

之使用。於此 keynote 當中，Prensky 廣泛分享了作為一位教育目的遊戲倡導者

與研究者，他對於這個領域所進行的觀察、計畫執行心得、寫作論述策略、和教

育目的遊戲領域目前的經濟活動狀況等，與會人員皆收穫頗豐。 
 
而除此 keynote 之外，大會另有數篇研究報告落在 Serious Games 的討論範疇

之內，諸如： 
Educational Games for the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Specific Features, 
Progressive Models (by Jonathan deHaan) 
A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serious games (Panel)(With Casper 
Harteveld, Igor Mayer and Geertje Bekebrede) 
Serious Game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y Birgitte Holm Sørensen and Bente Meyer) 
Balancing Three Different Foci in the Design of Serious Games: Engagement, 
Training Objective and Context(by Anders Frank) 
Extending the `Serious Game' Boundary: Virtual Instructors in Mobile Mixed 
Reality Learning Games (by Jayfus Doswell and Kathleen Harmeyer) 
Digital Games for Education: When Meanings Play (by Uzanne de Castell, 
Jennifer Jenson, and Nicholas Taylor) 
 
以本子計畫之最主要研究任務而言，即推動「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佈」，國外目前對於教育目的遊戲之設計概念、使用者社群組成成員分析、使用

者行為分析、甚至教育目的遊戲軟體目前無明顯經濟價值這些事實的發現，皆足

具重要參考價值。 
 
在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層面，應該要思考如何透過嚴謹規劃與分析，來讓數

位典藏成果達成教育目的。在文化傳佈面向上，則應該要思考在過去的數位典藏

成果平台中，「使用者角色」與「使用者需求」觀點似乎是缺席未受到關注的。

與 Serious Games 的討論相同，如果嚴肅遊戲也是可以生動活撥好玩的，那麼

數位典藏成果勢必也需要透過更加全面的使用者調查與行為分析，來有效達成應

用與推展之目的。 
 
尤其自九十七年度開始，「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與「數位學習計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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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整併，本子計畫以為，未來值得持續關注 Serious Games 領域發展方向，以

及各項與網路遊戲使用者相關之互動行為、介面設計、使用需求研究等。這些發

展中領域的研究發現，將與未來蓬勃國內數位典藏成果使用效果息息相關。 
 
 
三、 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本次利用參加東京 DiGRA2007 機會，特前去參訪東京國立博物館(Tokyo 
National Museum)，並考察該博物館對於數位典藏工作之發展策略。 
 
據了解，目前東京國立博物館特成立了：「e 國寶網站」 (網址請參考：

http://www.emuseum.jp/)，並透過此網站來線上展示日本國立博物館所藏之國寶

和重要文化財。目前網站內容雖尚未見豐富，然而最值得國內數位典藏相關機構

借鏡之處在於：(1) 多國語言的完整支援；以及(2) 公部門硬體支援的相輔相成。

 
如點閱此網站可以發現，此網站無論在任何選項當中，皆完整提供「簡體中文」、

「韓文」、「英文」、「法文」等四種外語。多國語言支援正式目前數位典藏各式成

果中最為缺乏的一塊，絕大多數連最為普遍使用的英文版本都沒有。值得整體數

位典藏發展儘速加以重視。 
 
而在公部門硬體支援上，東京國立博物館讓人深覺值得借鏡之處，在於該博物館

於數個角落設置了「e-museum 服務櫃台」，除有專人可供詢問接待之外，並以

數台電腦展示「e 國寶網站」系統，幫助有興趣之各國人士使用。以國內現行狀

況而言，「國家數位典藏工作」與「典藏展示機構」之間的脫勾狀況有待改善。

如何讓數位典藏成果與典藏機構之間達到相輔相成效果，有待形成一完整策略來

共同努力。 
 
除上述兩點之外，「e 國寶網站」系統當中圖形點閱放大、方便觀賞細節的呈現

方式，使用起來流暢、清晰、且直覺。可供國內相關機構參考改進。 
 
四、 建議 
 
目前的遊戲行為已經不限於玩家與機器之間單純關係，在網路遊戲蓬勃發展之

後，遊戲本身轉化成為另一種社交場所，甚至成為玩家第二個心靈寄託與角色扮

演的日常生活空間。 
 
線上遊戲的複雜互動現象層次，直接促成現今遊戲研究社群的跨領域性與議題多

樣性。對於推展國內數位典藏發展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透過「善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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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使用者資源與創意」、和「改進介面設計互動性」，來促成數位典藏的永續經營。

 
經由本次參與 DiGRA2007 會議之學習經驗，本子計畫認為「遊戲行為研究領域」

與上述數位典藏待發展工作，有著直接、密切之相關連性。非常推薦數位典藏領

域之研究人員未來持續關注這個領域的研究發現，並持續參與兩年一度的

DiGRA 研討會。 
 
 
 
五、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DiGRA2007 大會手冊(含手冊一本、議程場地資訊資料數張) 
2. DiGRA2007 大會全文光碟 
3. CoFesta2007 宣傳文件 
4. 東京國立博物館宣傳文件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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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子計畫國外會議參與報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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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10 月 13 日 

 
報告人姓名 翁秀琪 教授 

方念萱 副教授 
孫式文 副教授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 
政治大學新聞系 
政治大學新聞系 

時間 
會議 

 
地點 

September 22th~27th,2008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Brisbane, Australia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6-2422-H-004-002

會議 

名稱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發表 
論文 
題目 

無論文發表 

 

六、 參加會議經過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研討會簡稱 OAR，大會網站為

(http://www.oar2008.qut.edu.au/)。近年來創造知識以及傳散知識的方式已經起了

重大的變革，資訊傳播科技的發展帶動了高度互動性、使用者產出  (user 
generated)、和社會性互動(Web 2.0)的崛起，讓知識從先前的線性生產邏輯變的

更加開放。因此全世界都在討論要如何建立一個讓學術研究成果可以開放取用

的機制，讓有公部門資源挹注的研究可以將成果公諸於世。主張包括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資料庫、新的發佈工具、發佈模式，同時相關討論也從法律層面

入手探討。 
 
此次會議主辦單為為澳洲昆士蘭科技大學，簡單分析議程之後，瞭解到此次會

議議題從運動理論面議題、操作面議題、到在地政策觀點與實做等，全面分析

全球與澳洲的 OA 運動。而在與會者方面邀請對象含 OA 運動界、在地學術界、

產業分析界、以及政府官方代表等。來自「產業分析」這塊的參與者，是這次

澳洲研討會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本計畫之前較少注意到的面向。而澳洲政府

對於促進研究資訊開放中，「資訊基礎架構」所進行中的建設工作，提醒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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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可以注意亞洲地區官方態度的發展如何？以及對於本地學術資源開放進

用之資訊基礎建設工作中，官方之所應為。因此覺得參加此次會議，將對本計

畫有諸多助益，因此規劃參與此次會議。 
 
本次赴澳參與會議成員，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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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0)之計畫主持人以及共同主持人兩名，共三人。參與會議

人員含：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翁秀琪教授、孫式文副教授。此

次赴澳洲參與 OAR 研討會，期間共參與 9 月 22 日~27 日，共六日。 
 
七、 與會心得 
本次 OAR 研討會，包含 9/24-9/25 兩日研討會，以及 9/26 一日 WORK SHOP。
其中兩日研討會分為 8 場 Session，以下便描述說明 8 場議程中數場演講與討論。

 
9/24 
Session1：The Future of Knowledge 知識的未來 
主講人：美國 SC 機構的執行長 John Wilbanks。 
講題：The Future of Knowledge, What Greater Access Means for Research。 
評論人：Dr Terry Cutler 與 Prof Mary O’Kane。 
評論人 Dr Terry Cutler 是 Cutler & Company 的 principal，Cutler & Company 是一

家成立於墨爾本的諮商公司，提供關於市場分析、策略管理、公共關係等各領

域服務。該公司從科技面、管理面、以及商業面提供專業建議。 
 
Prof Mary O’Kane 則是 Mary O’Kane & Associates Pty Ltd 的董事兼執行長，Mary 
O’Kane & Associates Pty Ltd 提供各種關於創新、研究、與教育相關的建議，服

務對象包含政府、學院、以及私人機構。Mary O’Kane 的專長在於科技商業化、

國家研發策略、以及高等教育策略。 
 
這場以「知識大未來」為題的演講，講者 Wilbanks 自當前的變化開始講起──

連結（connecting）知識帶來革命性的變化，無數的問題被提出、無數具體但

各自為政的答案也由是產生。重要的不單單是知識的生產，更重要的是知識的

組織、組合──這些知識、這些答案如何能為人所用？如何能在彼此連結、對

話的情況下為人知悉、利用呢？ Ideas what to be connected，Wilbanks 這
麼說，但是法律（legal）、技術（technical）、商業(business)、與社會(social)
的阻撓（barrier）扼殺了可能的連結,導致了 over-atomized、over-controlled
的知識。其次，講者提到連結知識的系統性變化，他以經過私人土地的公共通

路（public footpath）為喻、他以愛因斯坦的相對論為喻指出我們共同擁有的事

物。他同時指出 commons 的悲劇（竭澤而漁）要促進知識的連結、使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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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內容、製碼、與硬體建置三方面著手，最上層的知識才能發揮作用，為何

如此？引用康得的話說明知識、源源不絕的知識並不見得有力量，要有「秩序」

（意義）。講者接下來講述第三方面「連結了的知識的破壞性力量」(the 
disruptive force of connected knowledge)，他說明知識產製連結上日益興盛的

工會文化(guild culture)，倡導要去除這種思維與行為，以網絡文化

（networkculture）取代工會（基爾特）文化（guild culture）。最後，Wilbanks
以另一個比方、另一個提問來說明知識的兩種未來──我們究竟打算像是「看

電視」一般靜靜地看著知識？還是打算利用他來做點什麼（do something with 
it）？ 
該場的回應與討論中論及工會文化也可視為是品質控管的方式，但是 Wilbanks
認為期刊的信譽、招牌已經是保證了，無須另以工會文化、工會思維來箝制。

Wilbanks 認為究其實，問題在於「我要信任誰？」We know enough to take a shot
他這麼表示。 
 

  
Session2：Open Access : The Next Five Years  OA 接下來的五年 
主講人：Dr Alma Swan (Key Perspectives)。 
講題：Overview of Open Access - Where is it Going? 
評論人：Prof Tom Cochrane (DVC TILS, QUT) 與 Derek Whitehead 
(Swinburne University) 
主講人 Dr Alma Swan 服務於 Key Perspectives 公司，此公司為一家提供學術研

究資訊產業輔導的英國公司。該公司認為這十年來，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變化極大，因此他們從企業策略、編輯策略、OA 策略等三大領域來輔

導學術出版業。 
 
講者先自「開放近用」（open access）的現狀談起。目標是研究論文，當前只有

少於 20％的研究論文是採 OA 方式釋出公開，而這情形在不同學術領域中各自

有別、歧異甚大。講者續就政策面分析，說到當前有的是一堆 almost-there, 
well-meaning policies，但是失之毫釐、差之千里。Mandates 似乎是有利的政策

工具，而機構樂於提出、實踐，也可利用網路廣為傳散。其次，講者提到典藏

現況，每天以一個機構典藏的速度增加，全球目前總計 1200 個，多以「機構」

典藏為主要形式。以全球分配的情形論，歐洲 591、北美 356、亞洲 131、澳洲

72、南美 52、非洲 18、加勒比海地區 1 個、中美洲 1 個，由此可見全球在此上

發展不均的情形。再就版權(copyright)而言，講者說明研究社群的實做、不同往

昔的文化（e-research、小計劃彼此協力（collaboration）、跨領域研究、研究產

出的 web 2.0 方式釋出等等）將會證明版權與開放近用的呼籲與作法是相容、而

非相悖的，更何況所謂的 
LTPs（作者同意保留版權）日漸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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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同時提到當前尚待進一步釐清的議題──資料（data）、研究資料的開放性？

mandates 的用途與實施？ 
他以康乃爾大學的 VIVO 計劃為例，說明幾項要點：將論文、資料與其他研究

產初以較好的方式連結呈現；標準的建立；以較理想的方式展示 OA 的成果；（機

構）典藏網絡的建立、不同既往的服務項目；建立一個以典藏為本、以學術傳

播系統為長遠目標的視野、想像。講者以 Harvard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Law School、Standford School of Education 為範例說明。 
以大學為例，講者提醒我們要自問以下幾個問題： 
─ 我們的目的？ 
─ROI 其中的哪些指標適用於我們的情境？ 
─我們要測量什麼？ 
─可以如何達成？ 
─要建立什麼樣的獎勵機制？ 
─ 可以利用 Web 來做什麼？ 
─ Web 在這上的影響會是如何？ 
─ 如何擴大效益？ 
講者引述 OECD2005 年在科學出版上的報告中所言，指出政府挹注在研究計劃

上的收益往往視研究結果公開程度而有不同──研究結果欲公開流通、回饋創

薪的程度愈高。引澳洲工業、創新、科學與研究部的部長 Kim Carr 的話說，「在

這事上我們欲積極發展、取得領導位置，我們就欲容易說服其他地區與國家回

應（跟從我們制訂的標準）」。 
這一場的回應與談中有關 mandates 徒法是否足以自行，主講者與與談人有精彩

對話，講者以校園當中教授停車方法為例，說明這本來也沒有固定方式，但是

薪的方式與秩序大家也一樣遵從，因為對大家有利、方便；不必因為沒有前例

就故步自封。又，如果現行投稿制度改成作者要提供 open software、open data
才進行審閱，這樣大家就會遵行。至於究竟是機構典藏較理想還是社群學群典

藏？與談者認為即或是機構典藏，也可以朝向整個學術社群的需求來建置安排。

 
1. Session 3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ata Access and Re-Use 

主講人：Dr Richard Jefferson (CAMBIA and BiOS Initiative) 
講題：Open Patents and Open Data; a Key Issue in Open Access. 
評論人：Prof Anne Fitzgerald (OAK Law Project) and Dr Peter Crossman (Qld 
Treasury) 
 
CAMBIA(change 這個字的西班牙文)是一個獨立、國際性的非營利組織，致力

於發展生命科學研究的技術與合作。並協助發展中國家解決糧食、健康、自然

資源管理等各方面問題。該組織目前正處理專利分享、發展 BiOS(Biological 
Open Source)licence、BioForce 開放資料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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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引述倡言 commons 的著名法律學者 Yochai Benkler 的 Yochai Stack 為例， 

 knowledge 
 content 
 code 
 physical 

 
繼而發展出 Post-Yochai 模式： 

 
  

（會議當日該講次中投影） 
 
其中的 capability toact 其實也正呼應了前一場 Dr. Alma Swan 的政策不能

almotthere，要到位、要有行動。 
強調 open source、open science、open society（談及 CAMBIA 受洛克斐勒之託，

組合全球各地 patent patterns 研究）重要是要更有效率地將金錢投資在較有可能

實現計劃的選項上，促其實踐，而 Bios 是幫助 patent seeker 瞭解、掌握其所欲

的的樣態是否有侵權之虞。 
這場回應人提到歐洲 PSI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的例子，說明是受美國影

響歐洲始 unlock。 
 
從這場的主講者與回應人的分享分析中可看出都有一個 agency、一個組織主掌

「連結」（connection）、再使用（re-use）,將分散各處的片段資訊知識組合起來。

要能運行，底下各項都要能共通、溝通： 
─ 標準（standards）; 
─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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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ing 
─ metadata 
 
 

2. Session 4 ：Comput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wer of Open 
Access 

主講人 1：Dr Tony Hey (Microsoft) 
講題：Directions in computing in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he role of Open Access.
主講人 2：Dr Rhys Francis (Executive Director of AeRIC) 
講題：e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nd Open Access 
評論人：Prof Paul Roe (QUT) and Prof Bernard Pailthorpe (UQ) 
Microsoft Research 主要致力於研究電腦科技與軟體的應用，期加強使用者經

驗、降低軟體成本、與開發創新技術。發展領域包含軟硬體、人機互動、線上

學習、知識管理等等。 
 
講者簡述學術傳播的流程就是從「資料產生」到「著作」（authoring）到「出版」、

到「典藏」的過程，過程中的集體智慧運動，smart cyber infrastructure、semantic 
computing、cloud computing 等都是再談論 OA 時，近期從 computing technology
的角度出發，最重要的議題。 
Data retention 不等於 data federation。前者目的是開放的，後者目的是再利用

（re-use）、目的導向，不是隨處可有的。 
引述Nature 9月 4號這期報導、Science08年的 7月 18日出刊、321期中 J.A. Evans
的文章強調數位化時代的 scholarship 的改變，需要不同既往的介面了。 
 

3. Session5：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Quality 
主講人 1：Prof Stevan Harnad (Southhampton / Quebec) 
講題：Why Open Access is important in the assessment of research quality. 
主講人 2：Prof Rodney Wissler (Dean of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 QUT)
講題：Research Assessment in Australia, the 2008 landscape. 
評論人：Commentators – Scott Kiel-Chisholm (OAK Law Project) and Dr 
Wayde Martens (QUT)  
 
視訊發表。倡議各種學術研究論文的 usage 指標與分析，包括過往以及現在典

藏之後的使用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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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ssion 6：A Legal Framework Supporting Open Access 
主講人 1：Maarten Wilbers (Deputy Legal Counsel,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 
講題：CERN - World Wide Web, Open Source and now constructing SCOAP: 
the legal viewpoint. 
主講人 2：Prof Brian Fitzgerald (OAK Law Project) 
講題：Copyright Licensing for Open Access. 
評論人：Jenine Borowik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Jeffrey Kingwell 
(Geoscience Australia) 
 
這場主題是支援 OA 的法律建置，從 1954 年 CERN 會議開始談起，說到當年會

議的影響、意義； 
─ 跨國的科學合作； 
─ 出版前的共享與同儕審閱文化； 
─ WWW 的誕生； 
─ 開放原始碼的運動； 
─ 以及近期在出版上的 OA 運動 
 
 

5. Session7：Sharing Data Infrastructure 
主講人 1：Dr Alexander Cooke (Director, Research Excellence Branch,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講題：Australian Government perspective -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nd the 
accessibility agenda. 
主講人 2：Dr Andrew Treloar (Director,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ANDS) Establishment Project) 
講題：Progress report 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ANDS) 
評論人：Cathrine Harboe-Ree (Monash University) 
 
 

6. Session 8：Transitioning to Open Access : The Role of Funders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主講人：Prof Warwick Anderson AM (NHMRC) 
講題：Conditions Under Which Grants are Made 
評論人：Prof Tom Cochrane (DVC TILS, Q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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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會議時間緊湊，與會期間並無另行安排其他參訪活動。 
 
九、 建議 
根據此次 OA 會議的架構，可知其組織是依據底下這架構層次設計： 
 
上層 (OA 運動與知識建構)： 

OA 對知識創新的意義 
↓ 

OA 運動對於知識產製的意義 
↓ 

OA 運動總覽 
↓ 

專利開放與資料庫開放 
 
中層 (OA 運動操作層次議題)： 

科技層次：電腦科技對 OA 運動的影響→eResearch 基礎建設 
↓ 

研究產製層次：OA 與研究品質→澳洲本地研究現況 
↓ 

法律層次：OA 出版之法律架構→OA 架構下的著作權問題 
 
下層 (在地 OA 運動發展與操作範例)： 

澳洲政府對於資訊基礎建設與近用之觀點 
↓ 

澳洲國家資料庫發展現況 
↓ 

研究研究出資單位與研究機構的角色 
↓ 

OA workshop(OA 執行方式、法律問題解決、Scholarly Communication 與發

行) 
此一架構與其蘊含的精神可供台灣本地推廣典藏開放近用參考 
 
十、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一份 
主講者發言摘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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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一份 
與會者名單一份 
工作坊資料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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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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東京 DiGRA 研討會參與報告 
 

2007 年 11 月 22 日 
報告人姓

名 
方念萱 副教授 
孫式文 副教授 
李嘉維 先生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專任助理 

時間 
會議 
地點 

September 
24th~28th,2007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Tokyo, Japan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5-2422-H-004-004 

會議名稱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tuated Play 

發表 
論文 
題目 

無論文發表 

 

一、參加會議經過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ituated Play 會

議簡稱為 DiGRA2007( 大會官方網站： http://www.digra2007.jp/) 。 DiGRA 
Conference 由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籌備，自 2003 年開始，每兩年

舉行一次。 

 

DiGRA 為一個由研究數位遊戲行為與現象之跨領域學術人士與專家組成之非營

利組織，該組織致力於進行高品質的遊戲行為研究，並強調該領域成員的協同合

作與研究成果散佈。(DiGRA 官方網站請參考：http://www.digra.org/) 

 

今年會議主辦單位為東京大學，並由東京大學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科系的 Akira Baba 教授擔任大會主席。今年度的

DiGRA2007 同時受邀成為 Japan International Contents Festival 的子活動之一

(CoFesta2007，官方網站：www.cofesta.jp)。CoFesta2007 共集結了十八個與日本

數位內容產業息息相關之展覽、研討會、獎項、影展等活動，串聯成為一年一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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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重要的數位內容文化季，並有超過一百個日本重要數位產業單位協力贊

助。 

 

本次赴日參與會議成員，含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

展分項計畫」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 計畫編號： NSC 
95-2422-H-004-004)之計畫共同主持人兩名以及專任助理一名共三人。參與會議

人員含：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孫式文副教

授、以及專任助理李嘉維。 

 

此次赴日參與 DiGRA2007 研討會，期間共參與 9 月 24th~28th 共五日，並於 29th

返國。 

 
 
二、與會心得 
 
本次 DiGRA2007 研討會共舉行五日，有超過 44 場以上的 session，現場發表論

文超過百篇以上。本次大會探討主題涵蓋： 
 
遊戲中的性別扮演、遊戲行為研究方法論、玩家遊戲使用行為分析、遊戲設計的

理論與實踐、遊戲中的學習行為、遊戲產業的政經分析取徑、各式遊戲文化議題、

遊戲中的女性角色分析、遊戲與資訊落差現象、亞太地區現象分析、各式線上遊

戲現象探討、跨學門研究方法探討、教育目的遊戲使用行為分析、電玩遊戲的社

會衝擊現象、遊戲使用者經驗分析方法，並設置各式產業展示區、組織論壇等，

整體來說可謂豐富、全面、且深入。 
 
大 會 部 份 議 程 全 文 資 料 已 於 11\11 上 網 提 供 下 載 ( 請 參 考 網 址 ：

http://www.digra.org/dl/order_by_author?publication=Situated%20Play) 
 
而本次大會邀請之與會專家學者包含了 Edward Castronova (Indiana University)、
Marc Prensky (教育目的遊戲倡導者)、Akira Baba (Tokyo University)、Tanya 
Krzywinska (President of DiGRA)、Jason Della Rocca (Executive Director of 
IGDA)、Tracy Fullerton (Interactive Media Division of the USC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Suzanne de Castell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Jennifer Jenson (York 
University)、Doris C. Rusch (MIT)等，皆為數位遊戲研究領域、與使用者行為研

究領域中，非常重要的成員。 
 
本次會議中參與了一場重要 keynote，由教育目的遊戲的積極倡導者Marc Pre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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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嚴肅遊戲(Serious Games)的使用行為與目的。Prensky 本身寫作了數本暢銷

書，例如”Game-Based Learning”(McGraw-Hill, 2001)、”Don’t Bother Me, Mom – 
I’m Learning!”(2006)等，另外成立了專門與企業、學校合作的教育遊戲發展公司

Games2train，除此之外還成立數個網站來專門倡導教育目的遊戲之使用。於此

keynote 當中，Prensky 廣泛分享了作為一位教育目的遊戲倡導者與研究者，他對

於這個領域所進行的觀察、計畫執行心得、寫作論述策略、和教育目的遊戲領域

目前的經濟活動狀況等，與會人員皆收穫頗豐。 
 
而除此 keynote 之外，大會另有數篇研究報告落在 Serious Games 的討論範疇之

內，諸如： 
Educational Games for the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Specific Features, 
Progressive Models (by Jonathan deHaan) 
A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serious games (Panel)(With Casper 
Harteveld, Igor Mayer and Geertje Bekebrede) 
Serious Game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y 
Birgitte Holm Sørensen and Bente Meyer) 
Balancing Three Different Foci in the Design of Serious Games: Engagement, 
Training Objective and Context(by Anders Frank) 
Extending the `Serious Game' Boundary: Virtual Instructors in Mobile Mixed Reality 
Learning Games (by Jayfus Doswell and Kathleen Harmeyer) 
Digital Games for Education: When Meanings Play (by Uzanne de Castell, Jennifer 
Jenson, and Nicholas Taylor) 
 
以本子計畫之最主要研究任務而言，即推動「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佈」，國外目前對於教育目的遊戲之設計概念、使用者社群組成成員分析、使用

者行為分析、甚至教育目的遊戲軟體目前無明顯經濟價值這些事實的發現，皆足

具重要參考價值。 
 
在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層面，應該要思考如何透過嚴謹規劃與分析，來讓數

位典藏成果達成教育目的。在文化傳佈面向上，則應該要思考在過去的數位典藏

成果平台中，「使用者角色」與「使用者需求」觀點似乎是缺席未受到關注的。

與 Serious Games 的討論相同，如果嚴肅遊戲也是可以生動活撥好玩的，那麼數

位典藏成果勢必也需要透過更加全面的使用者調查與行為分析，來有效達成應用

與推展之目的。 
 
尤其自九十七年度開始，「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與「數位學習計畫」進

行整併，本子計畫以為，未來值得持續關注 Serious Games 領域發展方向，以及

各項與網路遊戲使用者相關之互動行為、介面設計、使用需求研究等。這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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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領域的研究發現，將與未來蓬勃國內數位典藏成果使用效果息息相關。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本次利用參加東京 DiGRA2007 機會，特前去參訪東京國立博物館(Tokyo National 
Museum)，並考察該博物館對於數位典藏工作之發展策略。 
 
據了解，目前東京國立博物館特成立了：「e 國寶網站」 (網址請參考：

http://www.emuseum.jp/)，並透過此網站來線上展示日本國立博物館所藏之國寶

和重要文化財。目前網站內容雖尚未見豐富，然而最值得國內數位典藏相關機構

借鏡之處在於：(1) 多國語言的完整支援；以及(2) 公部門硬體支援的相輔相成。

 
如點閱此網站可以發現，此網站無論在任何選項當中，皆完整提供「簡體中文」、

「韓文」、「英文」、「法文」等四種外語。多國語言支援正式目前數位典藏各式成

果中最為缺乏的一塊，絕大多數連最為普遍使用的英文版本都沒有。值得整體數

位典藏發展儘速加以重視。 
 
而在公部門硬體支援上，東京國立博物館讓人深覺值得借鏡之處，在於該博物館

於數個角落設置了「e-museum 服務櫃台」，除有專人可供詢問接待之外，並以數

台電腦展示「e 國寶網站」系統，幫助有興趣之各國人士使用。以國內現行狀況

而言，「國家數位典藏工作」與「典藏展示機構」之間的脫勾狀況有待改善。如

何讓數位典藏成果與典藏機構之間達到相輔相成效果，有待形成一完整策略來共

同努力。 
 
除上述兩點之外，「e 國寶網站」系統當中圖形點閱放大、方便觀賞細節的呈現

方式，使用起來流暢、清晰、且直覺。可供國內相關機構參考改進。 
 
四、建議 
 
目前的遊戲行為已經不限於玩家與機器之間單純關係，在網路遊戲蓬勃發展之

後，遊戲本身轉化成為另一種社交場所，甚至成為玩家第二個心靈寄託與角色扮

演的日常生活空間。 
 
線上遊戲的複雜互動現象層次，直接促成現今遊戲研究社群的跨領域性與議題多

樣性。對於推展國內數位典藏發展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透過「善用網

路使用者資源與創意」、和「改進介面設計互動性」，來促成數位典藏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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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次參與 DiGRA2007 會議之學習經驗，本子計畫認為「遊戲行為研究領域」

與上述數位典藏待發展工作，有著直接、密切之相關連性。非常推薦數位典藏領

域之研究人員未來持續關注這個領域的研究發現，並持續參與兩年一度的

DiGRA 研討會。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DiGRA2007 大會手冊(含手冊一本、議程場地資訊資料數張) 
2. DiGRA2007 大會全文光碟 
3. CoFesta2007 宣傳文件 
4. 東京國立博物館宣傳文件五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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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參與報告 
 

2008 年 5 月 5 日 
報告人姓

名 
翁秀琪教授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97/04/30~05/01 / 中國

大陸武漢大學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5-2422-H-004-004 

會議名稱 第二屆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 
論文 
題目 

由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於研討會發表：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互動研究：理論初探> 

 

一、參加會議經過 
 

2008 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由中國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武漢

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韓國成均館大學新聞放送學院共同主辦，由中國武漢大學

媒體發展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承辦，於 2008 年 4 月 30 日在中國

武漢大學召開。本次會議是“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的第三屆會議，前

兩屆分別在中國和韓國舉行。 

 

參加本次會議的有韓國、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大陸、臺灣的學者，正式會議代表

52 人，其中韓國代表 11 人，日本代表 4 人，新加坡代表 1 人，中國大陸代表 33
人，臺灣代表 3 人，代表了 20 多所高校和一家財團。 

 

本次會議共收到論文 41 篇，經專家匿名評審專家和會議學術委員審查，入選論

文 34 篇。會議共舉辦了三場主題報告和一場研究生專場報告。會議入選論文的

作者分別以口頭形式和書面的形式在會議上報告了自己的論文。本子計畫 96 年

度計畫主持人翁秀琪教授，於會中發表「從使用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互動研究：

理論初探」。 

 

廣告業的發展問題，成為本次會議討論的一個重心，10 篇論文集中在這一主題

上。日本學者藤谷明先生向會議報告了《日本廣告發展的現狀與趨勢》，表達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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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對日本廣告業發展的關注。中國大陸學者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北

京大學陳剛教授，武漢大學呂尚彬教授、姚曦副教授、程明副教授、周茂君副教

授，博士生黃迎新、徐衛華、廖秉宜，分別從不同角度討論了中國廣告發展的現

狀和趨勢，「憂心也罷、樂觀也罷」，都體現出中國廣告學者的強烈的社會責任心，

和關注現實重大問題的學術取向。在這一主題下，還有兩篇論文值得重視：一篇

是台灣學者黃振家的《廣告產業的未來》，一篇是中國廣東省委黨校研究生張寧

的《廣告傳播的哲學關照——在價值與理性之間，也談廣告傳播的世紀對話與整

合》，從更宏觀的層面來討論全球廣告業的未來發展。黃振家教授的報告，偏重

實證與實務分析，頗具說服力，也頗具啟迪意義。張寧的報告，偏重理論關照，

雖不免稚嫩，但研究的努力卻是應該肯定的。 

 

在廣告研究領域，涉及的主題還有：廣告創意的發生及其智慧養成研究（上海師

範大學，金定海）、美國與韓國電視政治廣告與總統辯論的報導風格研究（韓國，

康亨久）、廣告傳達意識形態信息的方式研究（江漢大學，阮衛）、從神話敘事看

當代廣告創意的原理研究（暨南大學，吳紅）、消費社會的「迷」文化研究（華

中師範大學，劉九州，劉瀠檑）、後現代廣告文化研究（湖北工業大學，蔡嘉清）、

企業品牌個性形象和企業評判間關係研究（韓國，韓銀慶）、關於廣告素養的研

究（武漢大學，周麗玲）、廣告話語霸權的研究（華中農業大學，余霞）、北京奧

運的文化傳播研究（中南民大，張路黎）、中國時尚雜誌中的西方女性形象研究

（武漢科技學院，徐紅、陳薇）、男裝廣告中的女性形象研究（武漢大學，吳世

文）。可以看出，學者們研究視野的開闊性，關注問題的多樣性、多面性，研究

思維的擴散性。 

 

在廣告研究範圍，還有兩篇討論廣告教育問題的論文。一篇是中國廣告教育研究

會會長、廈門大學陳培愛教授報告的《現階段中國廣告學專業設置的標準問題》，

在中國廣告教育發展 25 年進入專業評估階段來討論這一問題，意義重大，既關

係各廣告專業教學點的生存，也關係到中國廣告教育的整體發展，希望引起在座

中國大陸高校代表的高度重視和關注，另一篇是武漢科技學院周輝老師提交的

《研究性教學在廣告專業人才培養中的應用》，以研究促進教學，這是其他基礎

學科的一般教學規律，在廣告這一應用專業的教學中，如何以研究促進教學，這

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台灣學者唐志宏先生提交的論文《成舍我的小型報廣告策略》，體現了世新大學

的研究風格，以深入的案例分析，為我國小型報的成長，提供了可資借鑑的廣告

策略，富有價值。 

 

在廣告研究領域，日本學者龜井昭宏教授的報告無疑是值得重視的。無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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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告學研究應摒棄研究和理論的模仿，立足原創觀點的建立，實現理論與

方法的創新，是我們應予以堅守並努力追求的。 

 

韓國學者所提交的兩篇關於公共關係方面的論文。公共關係研究，是成均館大學

新聞放送學院的特色研究方向之一。論文雖然只是韓國公共關係領域的一些問

題，但對中國公共關係的發展，是具有非常好的借鑑意義與啟迪意義的。 

 

在媒介傳播，文化傳播與受眾研究方面共有韓國方廷培教授所提交的報告：《脫

文化帝國主義與脫領土性的文化動學——以全球化時代的新媒體理論為中心》，

以及翁秀琪教授提交的：《從使用者出發的網絡資源准互動研究：理論初探》。這

兩篇論文所建構的新的文化動力理論，所建構的新的受眾研究的理論分析框架，

是新的理論創獲。 

 
 
二、與會心得 
 
台灣的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在第一期的五年中，共分「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技

術研發分項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訓練推廣分項計畫」，以及「維運管

理分項計畫」等五個分項計畫，建立了相當豐富的數位典藏資料。 
 
如果將該國家型計畫第一期的目標視為「數位典藏」，則第二期計畫中二分項的

子三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布」子計畫的目的，就是要將數位典藏資料放在社

會脈絡下，並從使用者的角度出發， 探討網路資料（含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所

典藏的數位資料）使用與傳布的可能。 
 
本文即在上述架構下，試圖整理相關文獻，於發展出可藉以進行網路資源使用者

經驗研究的理論模式芻形後，一方面以使用者理論模式進行數位典藏網站的盤

點，另方面則進行使用者經驗研究。 在使用者經驗研究方面，一則根據理論初

探所建構的概念，進行網路使用者調查，二則進行焦點團體研究，除了根據所蒐

集的質化資料對於問卷中的測量量表進行調整外，並以焦點團體所得資料，以紮

根研究的精神，捕捉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與網站資料進行互動的實際狀況。 這
些研究的結果，都將成為本子計畫第二年使用者研究的基礎。 
 
由於這是一個進行中的研究，本文僅對「理論脈絡的耙梳」、「重新打造「準社會

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概念」等理論初探結果提出討論。本研究建立起

以 user experience、artifact、community 為中心的理論架構，本研究會以上述概

念架構來研究不同的受訪者在使用數位典藏資料或其他網路資料時的經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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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製作教案或進行其他的研究工作或娛樂）？ 他們如何和這些內容互動？ 具
有哪些認知面、情感面和體驗面特色的資料更容易引起他們感官的知覺、情感的

投入，與身體的活動，並影響他們對於時空的知覺，而產生所謂的「準社會互動」？

他們和他們所處環境中的其他人如何就所接觸到的電腦網路內容進行互動？與

他人進行面對面互動，對於網路資料使用的影響何在？ 
 
本研究把重點放在「準社會互動」、「認知面/有用」、「情感面/美感經驗」、「體驗

面/使用經驗」關連性的研究上。 對於研究中這幾個重要概念的測量工具打造，

除透過文獻資料的整理外，並計畫進一步以焦點團體的研究法，蒐集文獻資料以

外可能的測量面向，以修正問卷中相關的量表。 第一階段施測對象將以數位典

藏使用者為主，未來計畫將施測對象闊大致一般網路資料使用者，必建立從使用

者出發的網路資源準互動理論。 
 
本文是一個工作中的研究報告（working paper），相關網路盤點及問卷調查和焦

點團體研究均正進行中，尚無具體經驗研究結果可供分享，僅就理論探討、概念

耙梳進行書寫，相關經驗研究將陸續於今年內完成。具體研究成果，未來可再分

享與學術社群。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四、建議 
 
由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新聞與傳播學院和韓國成均館大學新聞放送學院

共同主辦的「2008 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於 4 月 30 日在武漢大學召開。

韓國成均館大學新聞放送學院院長方廷培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龜井昭宏

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黃升民教授、台灣政治大學翁秀琪教授、日本吉田

秀雄紀念事業財團原常務理事藤谷明先生、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金海教

授、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陳培愛教授、北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剛教授、武漢大

學新聞與傳播學院呂尚彬教授等 51 位專家學者參加了會議。 
 
會議舉行了三場主題報告會和一場研究生專場報告會。與會學者圍繞亞洲廣告教

育的現狀與發展、亞洲廣告學術研究的前沿理論、亞洲廣告產業的最新動態和發

展趨勢、全球廣告理論研究的最新成就、全球廣告教育的發展、世界著名跨國廣

告集團發展的現狀和趨勢以及媒介文化、廣告文化與消費文化等主題進行了交流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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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以武漢大學與韓國成均館大學聯合舉辦的「中韓廣告與文化傳播國際學

術會議」為基礎，進一步擴展為多方參與的國際學術會議，使得亞洲地區廣告學

者之間的交流與合作又邁上了一個新的台階。（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 廖秉

宜）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攜回相關會議資料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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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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布里斯本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研討會參與報告 
 

 2008 年 10 月 13 日 
 
報告人姓名 翁秀琪 教授 

方念萱 副教授 
孫式文 副教授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 
政治大學新聞系 
政治大學新聞系 

時間 
會議 

 
地點 

September 22th~27th,2008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Brisbane, Australia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6-2422-H-004-002

會議 

名稱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發表 
論文 
題目 

無論文發表 

 

一、 參加會議經過 
 
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 研討會簡稱 OAR，大會網站為

(http://www.oar2008.qut.edu.au/)。近年來創造知識以及傳散知識的方式已經起了

重大的變革，資訊傳播科技的發展帶動了高度互動性、使用者產出  (user 
generated)、和社會性互動(Web 2.0)的崛起，讓知識從先前的線性生產邏輯變的

更加開放。因此全世界都在討論要如何建立一個讓學術研究成果可以開放取用

的機制，讓有公部門資源挹注的研究可以將成果公諸於世。主張包括開放近用

(open access) 資料庫、新的發佈工具、發佈模式，同時相關討論也從法律層面

入手探討。 
 
此次會議主辦單為為澳洲昆士蘭科技大學，簡單分析議程之後，瞭解到此次會

議議題從運動理論面議題、操作面議題、到在地政策觀點與實做等，全面分析

全球與澳洲的 OA 運動。而在與會者方面邀請對象含 OA 運動界、在地學術界、

產業分析界、以及政府官方代表等。來自「產業分析」這塊的參與者，是這次

澳洲研討會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本計畫之前較少注意到的面向。而澳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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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促進研究資訊開放中，「資訊基礎架構」所進行中的建設工作，提醒了我

們應該可以注意亞洲地區官方態度的發展如何？以及對於本地學術資源開放進

用之資訊基礎建設工作中，官方之所應為。因此覺得參加此次會議，將對本計

畫有諸多助益，因此規劃參與此次會議。 
 
本次赴澳參與會議成員，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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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0)之計畫主持人以及共同主持人兩名，共三人。參與會議

人員含：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翁秀琪教授、孫式文副教授。此

次赴澳洲參與 OAR 研討會，期間共參與 9 月 22 日~27 日，共六日。 
 
二、 與會心得 
本次 OAR 研討會，包含 9/24-9/25 兩日研討會，以及 9/26 一日 WORK SHOP。
其中兩日研討會分為 8 場 Session，以下便描述說明 8 場議程中數場演講與討論。

 
9/24 
Session1：The Future of Knowledge 知識的未來 
主講人：美國 SC 機構的執行長 John Wilbanks。 
講題：The Future of Knowledge, What Greater Access Means for Research。 
評論人：Dr Terry Cutler 與 Prof Mary O’Kane。 
評論人 Dr Terry Cutler 是 Cutler & Company 的 principal，Cutler & Company 是一

家成立於墨爾本的諮商公司，提供關於市場分析、策略管理、公共關係等各領

域服務。該公司從科技面、管理面、以及商業面提供專業建議。 
 
Prof Mary O’Kane 則是 Mary O’Kane & Associates Pty Ltd 的董事兼執行長，Mary 
O’Kane & Associates Pty Ltd 提供各種關於創新、研究、與教育相關的建議，服

務對象包含政府、學院、以及私人機構。Mary O’Kane 的專長在於科技商業化、

國家研發策略、以及高等教育策略。 
 
這場以「知識大未來」為題的演講，講者 Wilbanks 自當前的變化開始講起──
連結（connecting）知識帶來革命性的變化，無數的問題被提出、無數具體但各

自為政的答案也由是產生。重要的不單單是知識的生產，更重要的是知識的組

織、組合──這些知識、這些答案如何能為人所用？如何能在彼此連結、對話的

情況下為人知悉、利用呢？ Ideas what to be connected，Wilbanks 這麼說，但

是法律（legal）、技術（technical）、商業(business)、與社會(social) 
的阻撓（barrier）扼殺了可能的連結,導致了 over-atomized、over-controlled 的知

識。其次，講者提到連結知識的系統性變化，他以經過私人土地的公共通路

（public footpath）為喻、他以愛因斯坦的相對論為喻指出我們共同擁有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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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時指出 commons 的悲劇（竭澤而漁）要促進知識的連結、使用，必須從內

容、製碼、與硬體建置三方面著手，最上層的知識才能發揮作用，為何如此？

引用康得的話說明知識、源源不絕的知識並不見得有力量，要有「秩序」（意

義）。講者接下來講述第三方面「連結了的知識的破壞性力量」(the disruptive force 
of connected knowledge)，他說明知識產製連結上日益興盛的工會文化(guild 
culture)，倡導要去除這種思維與行為，以網絡文化（networkculture）取代工會

（基爾特）文化（guild culture）。最後，Wilbanks 以另一個比方、另一個提問

來說明知識的兩種未來──我們究竟打算像是「看電視」一般靜靜地看著知識？

還是打算利用他來做點什麼（do something with it）？ 
該場的回應與討論中論及工會文化也可視為是品質控管的方式，但是 Wilbanks
認為期刊的信譽、招牌已經是保證了，無須另以工會文化、工會思維來箝制。

Wilbanks 認為究其實，問題在於「我要信任誰？」We know enough to take a shot
他這麼表示。 
 

  
Session2：Open Access : The Next Five Years  OA 接下來的五年 
主講人：Dr Alma Swan (Key Perspectives)。 
講題：Overview of Open Access - Where is it Going? 
評論人：Prof Tom Cochrane (DVC TILS, QUT) 與 Derek Whitehead 
(Swinburne University) 
主講人 Dr Alma Swan 服務於 Key Perspectives 公司，此公司為一家提供學術研

究資訊產業輔導的英國公司。該公司認為這十年來，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變化極大，因此他們從企業策略、編輯策略、OA 策略等三大領域來輔

導學術出版業。 
 
講者先自「開放近用」（open access）的現狀談起。目標是研究論文，當前只有

少於 20％的研究論文是採 OA 方式釋出公開，而這情形在不同學術領域中各自

有別、歧異甚大。講者續就政策面分析，說到當前有的是一堆 almost-there, 
well-meaning policies，但是失之毫釐、差之千里。Mandates 似乎是有利的政策

工具，而機構樂於提出、實踐，也可利用網路廣為傳散。其次，講者提到典藏

現況，每天以一個機構典藏的速度增加，全球目前總計 1200 個，多以「機構」

典藏為主要形式。以全球分配的情形論，歐洲 591、北美 356、亞洲 131、澳洲

72、南美 52、非洲 18、加勒比海地區 1 個、中美洲 1 個，由此可見全球在此上

發展不均的情形。再就版權(copyright)而言，講者說明研究社群的實做、不同往

昔的文化（e-research、小計劃彼此協力（collaboration）、跨領域研究、研究產

出的 web 2.0 方式釋出等等）將會證明版權與開放近用的呼籲與作法是相容、而

非相悖的，更何況所謂的 
LTPs（作者同意保留版權）日漸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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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同時提到當前尚待進一步釐清的議題──資料（data）、研究資料的開放性？

mandates 的用途與實施？ 
他以康乃爾大學的 VIVO 計劃為例，說明幾項要點：將論文、資料與其他研究

產初以較好的方式連結呈現；標準的建立；以較理想的方式展示 OA 的成果；（機

構）典藏網絡的建立、不同既往的服務項目；建立一個以典藏為本、以學術傳

播系統為長遠目標的視野、想像。講者以 Harvard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Law School、Standford School of Education 為範例說明。 
以大學為例，講者提醒我們要自問以下幾個問題： 
─ 我們的目的？ 
─ROI 其中的哪些指標適用於我們的情境？ 
─我們要測量什麼？ 
─可以如何達成？ 
─要建立什麼樣的獎勵機制？ 
─ 可以利用 Web 來做什麼？ 
─ Web 在這上的影響會是如何？ 
─ 如何擴大效益？ 
講者引述 OECD2005 年在科學出版上的報告中所言，指出政府挹注在研究計劃

上的收益往往視研究結果公開程度而有不同──研究結果欲公開流通、回饋創薪

的程度愈高。引澳洲工業、創新、科學與研究部的部長 Kim Carr 的話說，「在

這事上我們欲積極發展、取得領導位置，我們就欲容易說服其他地區與國家回

應（跟從我們制訂的標準）」。 
這一場的回應與談中有關 mandates 徒法是否足以自行，主講者與與談人有精彩

對話，講者以校園當中教授停車方法為例，說明這本來也沒有固定方式，但是

薪的方式與秩序大家也一樣遵從，因為對大家有利、方便；不必因為沒有前例

就故步自封。又，如果現行投稿制度改成作者要提供 open software、open data
才進行審閱，這樣大家就會遵行。至於究竟是機構典藏較理想還是社群學群典

藏？與談者認為即或是機構典藏，也可以朝向整個學術社群的需求來建置安排。

 
1. Session 3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ata Access and Re-Use 

主講人：Dr Richard Jefferson (CAMBIA and BiOS Initiative) 
講題：Open Patents and Open Data; a Key Issue in Open Access. 
評論人：Prof Anne Fitzgerald (OAK Law Project) and Dr Peter Crossman (Qld 
Treasury) 
 
CAMBIA(change 這個字的西班牙文)是一個獨立、國際性的非營利組織，致力

於發展生命科學研究的技術與合作。並協助發展中國家解決糧食、健康、自然

資源管理等各方面問題。該組織目前正處理專利分享、發展 BiOS(Biological 
Open Source)licence、BioForce 開放資料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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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引述倡言 commons 的著名法律學者 Yochai Benkler 的 Yochai Stack 為例， 

 knowledge 
 content 
 code 
 physical 

 
繼而發展出 Post-Yochai 模式： 

 
  

（會議當日該講次中投影） 
 
其中的 capability toact 其實也正呼應了前一場 Dr. Alma Swan 的政策不能

almotthere，要到位、要有行動。 
強調 open source、open science、open society（談及 CAMBIA 受洛克斐勒之託，

組合全球各地 patent patterns 研究）重要是要更有效率地將金錢投資在較有可能

實現計劃的選項上，促其實踐，而 Bios 是幫助 patent seeker 瞭解、掌握其所欲

的的樣態是否有侵權之虞。 
這場回應人提到歐洲 PSI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的例子，說明是受美國影

響歐洲始 unlock。 
 
從這場的主講者與回應人的分享分析中可看出都有一個 agency、一個組織主掌

「連結」（connection）、再使用（re-use）,將分散各處的片段資訊知識組合起來。

要能運行，底下各項都要能共通、溝通： 
─ 標準（standards）; 
─ 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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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ing 
─ metadata 
 
 

2. Session 4 ：Comput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wer of Open 
Access 

主講人 1：Dr Tony Hey (Microsoft) 
講題：Directions in computing in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he role of Open Access.
主講人 2：Dr Rhys Francis (Executive Director of AeRIC) 
講題：e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nd Open Access 
評論人：Prof Paul Roe (QUT) and Prof Bernard Pailthorpe (UQ) 
Microsoft Research 主要致力於研究電腦科技與軟體的應用，期加強使用者經

驗、降低軟體成本、與開發創新技術。發展領域包含軟硬體、人機互動、線上

學習、知識管理等等。 
 
講者簡述學術傳播的流程就是從「資料產生」到「著作」（authoring）到「出版」、

到「典藏」的過程，過程中的集體智慧運動，smart cyber infrastructure、semantic 
computing、cloud computing 等都是再談論 OA 時，近期從 computing technology
的角度出發，最重要的議題。 
Data retention 不等於 data federation。前者目的是開放的，後者目的是再利用

（re-use）、目的導向，不是隨處可有的。 
引述Nature 9月 4號這期報導、Science08年的 7月 18日出刊、321期中 J.A. Evans
的文章強調數位化時代的 scholarship 的改變，需要不同既往的介面了。 
 

3. Session5：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Quality 
主講人 1：Prof Stevan Harnad (Southhampton / Quebec) 
講題：Why Open Access is important in the assessment of research quality. 
主講人 2：Prof Rodney Wissler (Dean of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 QUT)
講題：Research Assessment in Australia, the 2008 landscape. 
評論人：Commentators – Scott Kiel-Chisholm (OAK Law Project) and Dr 
Wayde Martens (QUT)  
 
視訊發表。倡議各種學術研究論文的 usage 指標與分析，包括過往以及現在典

藏之後的使用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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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ssion 6：A Legal Framework Supporting Open Access 
主講人 1：Maarten Wilbers (Deputy Legal Counsel,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 
講題：CERN - World Wide Web, Open Source and now constructing SCOAP: 
the legal viewpoint. 
主講人 2：Prof Brian Fitzgerald (OAK Law Project) 
講題：Copyright Licensing for Open Access. 
評論人：Jenine Borowik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Jeffrey Kingwell 
(Geoscience Australia) 
 
這場主題是支援 OA 的法律建置，從 1954 年 CERN 會議開始談起，說到當年會

議的影響、意義； 
─ 跨國的科學合作； 
─ 出版前的共享與同儕審閱文化； 
─ WWW 的誕生； 
─ 開放原始碼的運動； 
─ 以及近期在出版上的 OA 運動 
 
 

5. Session7：Sharing Data Infrastructure 
主講人 1：Dr Alexander Cooke (Director, Research Excellence Branch,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講題：Australian Government perspective -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nd the 
accessibility agenda. 
主講人 2：Dr Andrew Treloar (Director,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ANDS) Establishment Project) 
講題：Progress report 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ANDS) 
評論人：Cathrine Harboe-Ree (Monash University) 
 
 

6. Session 8：Transitioning to Open Access : The Role of Funders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主講人：Prof Warwick Anderson AM (NHMRC) 
講題：Conditions Under Which Grants are Made 
評論人：Prof Tom Cochrane (DVC TILS, Q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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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會議時間緊湊，與會期間並無另行安排其他參訪活動。 
 
四、 建議 
根據此次 OA 會議的架構，可知其組織是依據底下這架構層次設計： 
 
上層 (OA 運動與知識建構)： 

OA 對知識創新的意義 
↓ 

OA 運動對於知識產製的意義 
↓ 

OA 運動總覽 
↓ 

專利開放與資料庫開放 
 
中層 (OA 運動操作層次議題)： 

科技層次：電腦科技對 OA 運動的影響→eResearch 基礎建設 
↓ 

研究產製層次：OA 與研究品質→澳洲本地研究現況 
↓ 

法律層次：OA 出版之法律架構→OA 架構下的著作權問題 
 
下層 (在地 OA 運動發展與操作範例)： 

澳洲政府對於資訊基礎建設與近用之觀點 
↓ 

澳洲國家資料庫發展現況 
↓ 

研究研究出資單位與研究機構的角色 
↓ 

OA workshop(OA 執行方式、法律問題解決、Scholarly Communication 與發行)
此一架構與其蘊含的精神可供台灣本地推廣典藏開放近用參考 
 
五、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一份 
主講者發言摘要一份 
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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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名單一份 
工作坊資料數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