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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 

 (請由計畫主持人、執行人填寫) 

壹、 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分項：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與經濟產業發展

計畫--推動規劃)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子計畫三、人文

與社會發展計畫 

 主 持 人：許瓊文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1 月至 99 年 2 月 

全程經費規劃2： 23,598,000   元  

98 年度經費：2,631,000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填表人資訊：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亯箱 

林舫如 0912665880  trpbear@gmail.com 

                                                
2 全程經費規畫 = 97 年度法定預算數（實際核定數）+ 98 年度初審建議核定數 + 99 年~101 年規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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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本子計畫企圖結合學術研究及第三部門的力量，以數位落差、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以及數

位典藏使用介面改善及社會影響研究為本計畫的三大重點工作項目： 

 

（一）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與徵案單位合作，透過全民公共資產共用網路，推廣數位典藏成果素材與教學教案。 

 進行年度數位典藏公共資產內容推廣工作調查，瞭解數位內容之數位落差情形是否有

所改善，撰寫執行研究報告。 

 結合徵案單位，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與各地的社區大學，建立全民公共資產共用網路，

進行全面推廣工作。 

 與政府相關縮減數位落差之部會與計畫合作（例如：國內數位機會中心）合作，將數

位典藏成果推展至原住民部落、地方社區，協助縮減數位落差。 

 針對社會相對弱勢族群（例如：女性、高齡化公民、原住民、新移民家庭與低收入家

庭等）辦理培訓課程，協助使用典藏成果建構區域性網絡，協助改善數位落差問題。 

 結合國內潛力可期的各類公民團體，持續推動公民團體行動紀錄典藏與推廣，達成培

力公民與紀錄台灣人文與社會的目標。 

（二）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 
 參與世界資訊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後續世界論壇，以及相關

國際會議和論壇活動，彙整國際各國相關工作準則與參考依據。 

 參考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之國際標準，透過調查等程序制訂國內數位典藏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評價系統，檢視國內資訊環境是否有助於在地專業工作者發展數位典藏與

數位內容。 

（三）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辦理數位典藏優質網站、資料庫、網路服務評選競賽，推廣使用介面改進概念。 

 

二、 計畫架構 

本子計畫為「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分項計畫下之「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以下簡稱本子計畫）。「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分項計畫以「促成

數位典藏與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學術、社會和經濟」為主要目標，以健全數位典藏與學習

於教育 、研究、社會等範疇之使用環境；本計畫將以目前數位典藏與學習計畫所累積之成果與經

驗為基礎，善用其所累積之多樣化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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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文化能以更精緻的面

貌與國際接軌。同時，凝聚社會大眾、學術界及研究單位等各界使用者社群近用數位典藏與學習

之經驗與知識，促成數位典藏與學習內容及其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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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總體規劃書，本子計畫之核心任務包括

數位落差、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以及改善數位典藏使用介面以擴大社會影響。「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第二期之中程綱領計畫書」所揭櫫之目標，本計畫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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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執行策略上，中程綱領中明確指出本計畫的實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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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之一為「擴展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針對教育、學術研究、產業及社會文化等層面，

培育其使用數位典藏素材之能力，創造應用價值，並協助改善數位落差之問題。…針對不同社群、

透過合宜而有效的傳佈管道來提高數位文化資產應用的空間、深化普及對社會經濟之影響，並縮

小數位落差」。本子計畫雖不是以改善數位落差為目標，而是以數位典藏的社會應用推廣為目標。

但在實施策略上，本子計畫融入數位落差的現實與問題癥結，高度重視使用者的需求、能力和參

與程度。換言之，本計畫的核心實施策略，並非侷限於單向、傳播者導向的推廣，使終端使用者

瞭解並使用現有數位典藏的成果而已，而是希望透過雙向、參與、使用者導向的數位典藏社會應

用推廣，並且結合（本子計畫的公開徵選計畫）第三部門（社區大學與公民團體）、偏鄉原住民的

參與，同時建構數位典藏的資訊倫理和使用介面的評價系統，發展數位典藏在資訊倫理和使用介

面上的具體、有效的改善方法，以落實數位典藏的社會應用推廣的人文與社會發展之目標。 

同時，依據數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總體規劃書，「在數位典藏計畫所累積的豐厚成果與經驗之下，本計畫的目標是在落實數位典藏資

訊的知識化與社會化，朝向知識社會的發展與建構，擴展典藏成果對於整體資訊社會的影響，讓

台灣的豐富內容建立貣文化主體性，進而達成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與歐美及其他國家共同走

入網路全球化所驅動的知識社會時代。其次，本計畫藉由數位典藏技術的突破，以及所建構平台

的知識網絡為基礎，加強推廣研究、教育、學術、社會應用及國際交流合作，建構平等互惠、合

作創造的有機連結與創意互動。」本子計畫將擴大引進民間團體共同進行數位文化資產之推廣工

作，並進一步關注豐富公共數位資源的同時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性參與機會不均與數位人權議題。

以下則為本子計畫與分項計畫的核心價值、計畫架構與核心策略對應關係圖如下： 

 

 

 

 

 

 

 

 

 

 

 

      圖 1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應用推廣計畫組織架構圖 

 

 

子計畫一：授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 

子計畫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三：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五： 

推廣應用公開徵選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總計畫 

 

外部公開徵選計畫：包括參與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

典藏單位與機構，以及各類政

府與民間文化、內容、軟體等

相關產業 

子計畫四：地理資訊應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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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內容 

1. 年度目標 

未來五年內，本子計畫承分項計畫的總體規劃書所揭示的分年實施方式，透過本子計畫以及

本子計畫所屬之若干個公開徵選計畫，結合原住民部落工作團體、社區大學與公民團體的活力與

行動力，落實數位典藏之社會應用推廣；在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上，透過建構數位典藏及資

料庫的資訊倫理評價系統，在數位典藏的社會應用推廣上落實資訊倫理的要求，例如，在第一年，

本子計畫將參考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之國際標準，透過調查等程序制訂國內數位典藏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評價系統，檢視國內資訊環境是否有助於在地專業工作者發展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

檢視並修訂符合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之國際標準之指標，修正並完備化數位典藏的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評價系統，用以檢視國內數位典藏與推廣應用及媒體資訊環境的資訊倫理和數位人權狀

況，並且協助在地專業工作者改善數位典藏應用與推廣工作。；在數位典藏使用介面上，透過數

位典藏內容使用介面之改善（例如：第一年，也就是 97年度，本子計畫將彙整台灣民間第三部門

所參與的數位典藏推廣與應用相關網站、資料庫與網路服務應用介面及使用者相關需求，研擬適

當的評價系統，做為數位典藏改進使用介面與擴大社會影響之參考）及應用推廣活動（例如：第

二年開始，辦理數位典藏優質網站、資料庫、網路服務評選競賽，推廣使用介面改進概念），以擴

大數位典藏的人文與社會影響。 

綜合而言，本子計畫企圖結合學術研究及第三部門的力量，以數位落差、資訊倫理與數位人

權、以及數位典藏使用介面改善及社會影響研究為本計畫的三大重點工作項目：（一）公民與社

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二）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三）數

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透過學術研究並且結合第三部門（包括：透過與本子計畫

之公開徵選計畫之間的有機聯繫與整合，與社區大學、偏鄉原住民部落之數位機會中心及公民團

體參與數位典藏之公民行動影音紀錄…, etc.），落實數位典藏之民間參與、紀錄、推廣與應用，

務求縮減數位落差，強化偏鄉弱勢族群及公民團體近用數位典藏成果的機會，以增進數位典藏之

共享與傳佈的目標之達成。在實施策略上，本計畫學術研究與應用實務並進，希望實現數位典藏

之共享與傳佈，強化數位典藏在資訊倫理和數位人權面向的操作與實踐，並且致力於數位典藏使

用介面之改善，以擴大數位典藏之社會影響，讓台灣社會及個別公民同享其利，雨露均霑，共享

數位典藏之豐富成果，也讓數位典藏貼近公民需求，突破數位落差及使用介面之限制，進而邁向

並最終充分實現資訊倫理及數位傳播人權願景，拓展數位典藏的人文與社會發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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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三大重點工作關係架構圖 

 

重點工作項目一：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

典藏 

重點工作項目二：數位典藏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面向 

重點工作項目三：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

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 

 

透過學術研究並且結合第三

部門），落實數位典藏之民間

參與、紀錄、推廣與應用，務

求縮減數位落差，強化偏鄉弱

勢族群及公民團體近用數位

典藏成果的機會，實現數位典

藏之共享與傳佈，強化數位典

藏在資訊倫理和數位人權面

向的操作與實踐，並且致力於

數位典藏使用介面之改善，以

擴大數位典藏之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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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工作執行情況 

填寫說明： 

1. 工作項目、查核點及預定達成情形、預定進度：請依據年初『作業計畫』所提報之內容填入。。 

2. 實際達成情形、辦理情形及實際進度：請參考範例，說明此查核點實際完成情形與進度。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1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持續蒐集原住民偏鄉數位機會

中心運作與數位典藏推廣資料 

完成 30% 3月完成 1/31符合 
合作之原住民部落電話聯繫，定

期蒐集資料 

8 8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連結原住民數位典藏網站與數

位典藏聯合目錄 

完成 30% 3月完成 1/31符合 
建立符合數位典藏目錄連結方式

要求之網頁程式設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8% 12月完成 1/31符合 
蒐集合作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成

果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持續

與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

料庫」合作推廣數位典藏之社會應用 

完成 30% 3月完成 1/31符合 

持續與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合作推廣數位

典藏之社會應用。 

                                                
3若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理情形說明落後原因。 

4預定進度累計至 12 月為 100％，請依各計畫計算方式呈現，可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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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掌握

公開徵選案執行進度 

完成 30% 3月完成 1/31符合 持續更新公開徵選案合作進度。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

並建立亯賴 

完成 17% 6月完成 1/31符合 
持續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

組織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8% 12月完成 1/31符合 
初步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

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蒐集最新 WSIS 、ITU與

UNESCO等國際組織與NGO的公開會議資

料 

完成 30 % 1/1開始 1/30符合 

持續蒐集最新 ITS、WSIS 、ITU

與UNESCO等國際組織與NGO的公

開會議資料。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確認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

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層面並蒐集國內外

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料 

完成 30 % 1/1開始 1/30符合 

確認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對社會

文化的影響層面，蒐集國內外資

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料，

包括新加坡、韓國、印度等國家。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開始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

料品質相關理論 

完成 20 % 1/1開始 1/30符合 
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質相關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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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以公開徵選的方式，鼓勵國內目

前數位典藏優質網站參與評選競賽 

完成 20% 4/30完成 1/30符合 進行徵選與評估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針對評選競賽網站進行專家準則

評估與實際使用性測詴 

完成 15% 4/30完成 1/30符合 籌備使用性測詴文件 

2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持續蒐集原住民偏鄉數位機會

中心運作與數位典藏推廣資料 

完成 60% 3月完成 2/28符合 
合作之原住民部落電話聯繫，定

期蒐集資料 

15 15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連結原住民數位典藏網站與數

位典藏聯合目錄 

完成 60% 3月完成 2/28符合 
 建立符合數位典藏目錄連結方

式要求之網頁程式設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15% 12月完成 2/28符合 
進行數位典藏成果上傳之整理工

作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持續

與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

料庫」合作推廣數位典藏之社會應用 

完成 60% 3月完成 2/28符合 

持續與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合作推廣數位

典藏之社會應用。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完成 60% 3月完成 2/28符合 持續更新公開徵選案合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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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掌握

公開徵選案執行進度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

並建立亯賴 

完成 33% 6月完成 2/28符合 
持續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

組織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15% 12月完成 2/28符合 
持續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

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蒐集最新 WSIS 、ITU與

UNESCO等國際組織與NGO的公開會議資

料 

完成 60 % 3/31結束 3/31 符合 

持續蒐集最新 ITS、WSIS 、ITU

與UNESCO等國際組織與NGO的公

開會議資料，以及亞洲區域會議

資料。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確認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

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層面並蒐集國內外

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料 

完成 60 % 3/31結束 3/31 符合 

確認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對社會

文化的影響層面，持續蒐集國內

外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

料，包括新加坡、韓國、印度等

國家。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開始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

料品質相關理論 

完成 40 % 5/31結束 3/31 符合 
持續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質

相關理論。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完成 40% 4/30完成 4/30 符合 繼續進行徵選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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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影響：以公開徵選的方式，鼓勵國內目

前數位典藏優質網站參與評選競賽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針對評選競賽網站進行專家準則

評估與實際使用性測詴 

完成 45% 4/30完成 4/30 符合 
籌備使用性測詴文件與專家準則

評估文件 

3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持續蒐集原住民偏鄉數位機會

中心運作與數位典藏推廣資料 

完成 100% 3月完成 3/31符合 

前往清大和沈宗瑞教授公開徵案

團隊進行訪談，了解青草湖社區

大學推廣數位典藏經驗及未來合

作可能 

23 21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連結原住民數位典藏網站與數

位典藏聯合目錄 

完成 100% 3月完成 3/31落後 
建立符合數位典藏目錄連結方式

要求之網頁程式設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23% 12月完成 3/31符合 

進行數位典藏成果上傳之整理工

作。蒐集合作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成果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持續

與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

料庫」合作推廣數位典藏之社會應用 

完成 100% 3/31完成 3/31符合 

與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影音

紀錄資料庫」合作推廣數位典藏

之社會應用。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掌握

完成 100% 3/31完成 3/31符合 掌握公開徵選案合作進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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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公開徵選案執行進度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

並建立亯賴 

完成 50% 6月完成 3/31符合 
持續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

組織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23% 12月完成 3/31符合 
持續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

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蒐集最新 WSIS 、ITU與

UNESCO等國際組織與NGO的公開會議資

料 

完成 100 % 3/31結束 3/31符合 

持續蒐集最新 ITS、WSIS 、ITU

與UNESCO等國際組織與NGO的公

開會議資料，以及亞洲區域會議

資料。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受邀參與聯合國及歐洲議

會共同舉辦的 Infopoverty World 

Conference 2009，瞭解與收集目前數

位人權及資訊倫理的發展新方向。 

完成 70 % 3/18-3/20 取消 取消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確認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

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層面並蒐集國內外

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料 

完成 100 % 3/31結束 3/31符合 

確認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對社會

文化的影響層面，並繼續蒐集國

內外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

資料。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完成 60 % 5/31結束 5/31 落後 持續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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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位人權面向：開始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

料品質相關理論 

相關理論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以公開徵選的方式，鼓勵國內目

前數位典藏優質網站參與評選競賽 

預計完成 65% 4/30完成 4/30 符合 
已有初步選定之平台，但繼續進

行徵選與評估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針對評選競賽網站進行專家準則

評估與實際使用性測詴 

預計完成 70% 4/30完成 4/30符合 
籌備使用性測詴文件及專家準則

評估文件 

 

4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延續第一年所得問卷資料，進

行問卷結果分析 

合併問卷數據，進行敘述性統

計 
6月完成 04/30符合 

完成清流、佳興、獅子部落問卷

數據敘述性統計結果分析 

31 29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整理及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

藏資料庫 

列出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名單 
12月完成 04/30符合 

與清大公開徵案單位取得資料庫

名單，以及上網搜尋一期原住民

數典資料庫，完成資料庫清單共

15筆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31% 12月完成 04/30符合 
向合作部落取得更新之數位典藏

資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

並建立亯賴 

完成 67% 6月完成 4/30符合 
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

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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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31% 12月完成 4/30符合 
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

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

坊 

預備辦理 12月完成 預備辦理 預備辦理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結合

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

成果，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12% 12月完成 4/30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並向下生根於

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

童和家長。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繼續調查資訊倫理與數位

人權台灣的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

及區域的差異 

完成 30 % 4/1開始 4/1 符合 

繼續調查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台

灣的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及

區域的差異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受邀參與聯合國及歐洲議

會共同舉辦的 Infopoverty World 

Conference 2009，瞭解與收集目前數

完成 100 % 4/30結束 取消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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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位人權及資訊倫理的發展新方向。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

質相關理論 

完成 80 % 5/31結束 5/31 符合 

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質相關

理論，並整合數位典藏特性，以

便後續建立標準列表。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以公開徵選的方式，鼓勵國內目

前數位典藏優質網站參與評選競賽 

完成 100% 4/30完成 4/30符合 徵選國內數位典藏優質網站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針對評選競賽網站進行專家準則

評估與實際使用性測詴 

完成 100% 4/30完成 4/30完成 對網站進行使用性測詴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分別於南北各舉行一場使用性設

計工作坊 

使用性設計工作坊的準備 5/30完成 5/30 落後 需六月底才能確定是否舉行 

5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延續第一年所得問卷資料，進

行問卷結果分析 

合併數據進行交叉方析 6/30完成 5/31符合 
完成三個部落問卷相關變項之交

叉分析 

39 37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整理及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

藏資料庫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列出整理項目、類別 
12月完成 5/31符合 列出未來整理依據之項目、類別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39% 12月完成 05/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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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

並建立亯賴 

完成 83% 6/30完成 6/30符合 
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

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39% 12月完成 6/30符合 
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

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

坊 

預備辦理 12月完成 預備辦理 與相關合作對象進行聯繫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結合

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

成果，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23% 12月完成 6/30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繼續調查資訊倫理與數位

人權台灣的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

完成 60 % 6/30結束 6/30符合 

繼續調查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台

灣的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及

區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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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及區域的差異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

質相關理論 

完成 100% 05/31結束 05/31符合 
完成收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質

相關理論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

發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完成 20 % 5/1開始 5/1 符合 

確定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

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

的準則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分別於南北各舉行一場使用性設

計工作坊 

舉行一場使用性設計工作坊—

南部(地點未定) 
6/30完成 6/30 落後 需六月底才能確定是否舉行 

6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延續第一年所得問卷資料，進

行問卷結果分析 

完成分析結果撰寫 6/30完成 6/30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47 44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整理及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

藏資料庫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

理，完成 14% 

12月完成 05/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47% 12月完成 05/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完成 100% 6/30完成 6/30符合 

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

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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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

並建立亯賴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47% 12月完成 6/30符合 
藉由問卷調查瞭解雲嘉地區公民

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

坊 

辦理一場 12月完成 
6月符合辦理

一場 

與全促會、社區雲嘉地區大學合

作舉辦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工

作坊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結合

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

成果，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34% 12月完成 6/30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繼續調查資訊倫理與數位

人權台灣的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

及區域的差異 

完成 100 % 6/30結束 6/30符合 

調查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台灣的

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及區域

的差異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完成 40 % 10/31結束 6/30符合 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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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位人權面向：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

發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分別於南北各舉行一場使用性設

計工作坊 

舉行一場使用性設計工作坊—

台北 
6/30完成 6/30 落後 需六月底才能確定是否舉行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針

對團隊成員，透過工作坊進行課程訓

練。 

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 

30% 
9/30完成 6/30 落後 需六月底才能確定是否舉行 

7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整理及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

藏資料庫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

理，完成 28% 

12月完成 07/31符合 

依照類目進行一期數典資料庫內

容分析並進一步瞭解資料庫目前

更新與維護情形。 

56 52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舉辦原住民數位典藏成果說明

會、訪談偏鄉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

意度調查 

舉辦說明會一場 
98年 12月完

成 
07/31落後 

配合部落時間原訂八月底於清流

部落舉辦，現延後至十一月並改

於佳興部落舉辦。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56% 
98年 12月完

成 
07/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完成 56% 

98年 12月完

成 
7/31符合 

藉由訪談調查瞭解雲嘉地區公民

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 19 -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

坊 

預備辦理 
98年 12月完

成 
7/31符合 

與全促會、社區雲嘉地區大學合

作舉辦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工

作坊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結合

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

成果，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45% 
98年 12月完

成 
7/31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

發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完成 60 % 98/10/31結束 7/31符合 

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展評

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

公共政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完成 30 % 98/7/1開始 7/31符合 
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公共政

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針

對團隊成員，透過工作坊進行課程訓

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 

60% 
98/9/30完成 7/30符合 

已確定 9/19於北部舉行工作

坊，並邀請講員、進行講義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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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練。 

8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整理及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

藏資料庫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

理 

完成 42% 

98年 12月完

成 
8/31符合 

持續依照類目進行一期數典資料

庫內容分析以及瞭解資料庫目前

更新與維護情形，並陸續撰寫分

析報告。 

66 62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舉辦原住民數位典藏成果說明

會、訪談偏鄉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

意度調查 

訪談偏鄉原住民、設計數典網

站滿意度調查問卷 

98年 12月完

成 
8/31符合 

改以質化方式進行調查，設計滿

意度調查之相關訪談大綱。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66% 
98年 12月完

成 
8/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66% 
98年 12月完

成 
8/31符合 

藉由問卷調查瞭解雲嘉地區公民

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

坊 

預備辦理 
98年 12月完

成 
8/31符合 

與全促會、社區雲嘉地區大學合

作舉辦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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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結合

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

成果，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56% 
98年 12月完

成 
8/31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

發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完成 80 % 98/10/31結束 8/31符合 

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展評

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

公共政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完成 60 % 98/9/30結束 8/31符合 
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公共政

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針

對團隊成員，透過工作坊進行課程訓

練。 

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 

80% 
98/9/30完成 8/31符合 

進行 9/19(六)工作坊的宣傳工

作、確認學員名單與當日流程 

9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整理及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

藏資料庫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

理 

完成 56% 

98年 12月完

成 
9/31符合 

持續依照類目進行一期數典資料

庫內容分析，並陸續撰寫分析報

告。 

74 69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舉辦原住民數位典藏成果說明

會、訪談偏鄉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

發放數典網站滿意度調查問卷 
98年 12月完

成 
9/31符合 

9/8與佳興部落文化工作者邱宵

鳳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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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意度調查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

廣研究：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

藏網站 

完成 74% 
98年 12月完

成 
9/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瞭解

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

典藏需求 

完成 74% 
98年 12月完

成 
9/30符合 

調查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

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與雲

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

坊 

辦理一場 
98年 12月完

成 
9/30落後 

雙方時間協調問題，因而延至十

月辦理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

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

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結合

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

成果，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67% 
98年 12月完

成 
9/30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

發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完成 90 % 98/10/31結束 9/30符合 

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展評

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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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則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

公共政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完成 100 % 98/9/30結束 9/30符合 
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公共政

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

位人權面向：整理比較不同資料庫屬性

與流程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需

求 

完成 30 % 98/9/1開始 9/30符合 
整理比較不同資料庫屬性與流程

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需求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針

對團隊成員，透過工作坊進行課程訓

練。 

持續舉辦使用性設計工作坊 

100% 
98/9/30完成 9/30符合 

已於 9/19(六)在北部舉行一場

工作坊，並且正籌備第二場南部

的工作坊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仿效歐盟 The EU Project 

Usability Net型式，架設「數位內容

典藏系統使用性推廣網」 

進行伺服器硬體採購 

35% 
98/12/31完成 9/30符合 

完成網站伺服器硬體相關規格訂

定與蒐集使用性相關內容資料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供使用性設計相關參考資訊，設

計流程與方法，供國內其他開發團隊參

考 

 98/12/31完成 9/30符合 蒐集網路資源與文獻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

影響：與國內目前有意推廣使用性設計

之產學相關互動設計、使用性實驗室，

進行進一步合作交流 

與國內產業界主要使用性設計

專業組織 UI Gathering 接洽

商談合作活動 

30% 

98/12/31完成 9/30符合 

與 UI Gathering 三位主要負責

主席聯繫、洽談共同舉辦數位典

藏平台使用性設計競賽事宜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98年 12月完 10/31符合 持續依照類目進行一期數典資料 8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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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10月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整理及分析

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 

庫內容：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

理 

完成 70% 

成 庫內容分析，並陸續撰寫分析報

告。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舉辦原住民

數位典藏成果說明會、訪談偏鄉

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意度調

查 

回收數典網站滿意度調查問卷 
98年 12月完

成 
10/31符合 

前往佳興部落進行滿意度調查訪

談。 

前往屏東縣泰武鄉、來義鄉進行

八八水災重建紀錄訪談。 

撰寫佳興部落數位典藏成果說明

會計畫書。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維護並更新

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網站 

完成 83% 
98年 12月完

成 
10/31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瞭解雲嘉地區公民

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完成 83% 
98年 12月完

成 
10/31符合 

調查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

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與雲嘉地區公民團

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數位典藏

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坊 

預備辦理 
98年 12月完

成 
10/31符合 

改採講座形式辦理，10/20於台

南永康社區大學舉辦「社區公民

的視點：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講

座。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完成 78% 98年 12月完 10/31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 25 -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結合雲嘉地區的資

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成果，

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成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辦理雲嘉地區第三

部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成果展 

預備辦理 
98年 12月完

成 
10/31符合 改辦理數位典藏傳播營工作坊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面向：發展質性訪談

問卷，初步發展評價系統，開始

建立台灣獨特的準則 
完成 100 % 98/10/31結束 10/31符合 

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展評

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

則，以便與後續研究整合，藉由

整理比較不同資料庫屬性與流程

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需

求，提供典藏意見。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面向：整理比較不同

資料庫屬性與流程的資訊倫理與

數位人權面向需求 

完成 60 % 98/11/30完成 10/31符合 
整理比較不同資料庫屬性與流程

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需求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仿效歐盟 The EU 

Project Usability Net型式，

開始建置與籌劃 

50% 
98/12/31完成 10/31符合 

以知識分享形式為核心設計概念

建置「數位內容典藏系統使用性

推廣網」符合 Web 2.0型式 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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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架設「數位內容典藏系統使用性

推廣網」 

能與現行之 Wikipedia 俱同

http://www.icas.nctu.edu.tw/

icswiki/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供使用性設計相關參

考資訊，設計流程與方法，供國

內其他開發團隊參考 

開始籌劃 

50% 
98/12/31完成 10/31符合 

準備工作坊的宣傳工作，並且與

相關單位聯繫，邀請資深講員，

並且搜集相關資料供學員們參考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與國內目前有意推廣

使用性設計之產學相關互動設

計、使用性實驗室，進行進一步

合作交流 

開始籌劃 

50% 
98/12/31完成 10/31符合 與工研院等其他單位進行聯繫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網站平台現存介面分析 100% 98/10/31完成 10/31符合 

蒐集有關《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

料庫》之相關資訊，並進行《公

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之網站

介面分析。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進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

庫》之使用者分類(User 

Segment) 100% 

98/10/31完成 10/31符合 

研究初期針對使用者背景、人格

特質、生活型態、網路使用經驗

等變項進行訪談調查，藉以發掘

使用者需求及使用者使用《公民

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站時所

面臨到的問題，以提供後續解決

之道。最後根據使用者使用《公 

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站的

主要目的及對公民相關活動的涉

http://www.icas.nctu.edu.tw/icswiki/
http://www.icas.nctu.edu.tw/ics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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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入程度，將使用者區分為「推廣

理念型」、「關心時事型」及「搜

尋資料型」三種類型，其中又以

「推廣理念型」及「關心時事型」

為《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網站最主要的使用者。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描繪《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

庫》之使用者輪廓(User 

Profile) 100% 

98/10/31完成 10/31符合 

透過訪談，建立「推廣理念型」、

「關心時事型」及「搜尋資料型」

三種類型使用者的 persona及

scenario。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 配合管考時程 配合管考時程 完成 配合管考時程 

11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整理及分析

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 

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完成 84% 

98年 12月完

成 
11/30符合 

持續依照類目進行一期數典資料

庫內容分析，並陸續撰寫分析報

告。 

91 86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舉辦原住民

數位典藏成果說明會、訪談偏鄉

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意度調

查 

分析數典網站滿意度調查問卷

數據 

98年 12月完

成 
11/30符合 

完成佳興部落數位典藏成果說明

會文宣，展開活動宣傳。 

完成滿意度調查訪談逐字稿之整

理。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維護並更新

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網站 

完成 91% 
98年 12月完

成 
11/30符合 

持續收集部落更新之數典資料，

工作團隊陸續上傳資料至網站。 

更新網站網址為

http://dc.atipc.org/。 

http://dc.ati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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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瞭解雲嘉地區公民

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完成 91% 
98年 12月完

成 
11/30符合 

持續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

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與雲嘉地區公民團

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數位典藏

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坊 

預備辦理 
98年 12月完

成 
11/30符合 

與推廣對象雙方因時間協調問

題，故僅辦理永康社區大學「社

區公民的視點：公民行動影音資

料庫」講座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結合雲嘉地區的資

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成果，

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89% 
98年 12月完

成 
11/31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辦理雲嘉地區第三

部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成果展 

預備辦理 
98年 12月完

成 
11/31符合 

持續與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小連

繫數位典藏傳播營工作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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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面向：整理比較不同

資料庫屬性與流程的資訊倫理與

數位人權面向需求 

完成 100 % 98/11/30完成 11/30符合 
整理比較不同資料庫屬性與流程

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需求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面向：撰寫年度成果

報告，擬定、修正下一年度計畫

方向 

完成 50 % 98/11/1開始 11/30符合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擬定、修正

下一年度計畫方向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仿效歐盟 The EU 

Project Usability Net型式，

架設「數位內容典藏系統使用性

推廣網」 

建置網站初版本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進行硬體：如伺服器的建置，並

且建置初步版本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供使用性設計相關參

考資訊，設計流程與方法，供國

內其他開發團隊參考 

連絡其他開發團隊，並進行討

論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藉由舉辦工作坊，提供使用性設

計運用在網站的運用實例，供設

計團隊參考，並讓設計師們進行

討論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與國內目前有意推廣

使用性設計之產學相關互動設

計、使用性實驗室，進行進一步

合作交流 

與其他相關實驗室聯繫並討論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邀請其他相關實驗室參觀，並且

進行交流與討論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對《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之網站使用者進行任務分析 

(Task Analysis) 100%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找出三種類型使用者的

Problematic Scenario，並進行

任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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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研究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訂定使用性目標(Usability 

Goal) 100%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訂定各類型使用者執行特定任務

時之使用性目標

(Learnability、Efficiency、

Effectiveness、Memorability、

Error、Satisfaction)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計算使用性目標之 Criteria 

100%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使用性 Criteria之計算標準：

(Expert + Novice)/2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之使用性測詴 100% 
98/12/31完成 11/30符合 

透過 screener篩選符合三種類

型使用者條件的受測者各 4名，

共計 12名；根據實驗情境，請三

種類型的使用者分別執行不同的

任務；待實驗完畢後填寫滿意度

量表。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 配合管考時程 配合管考時程 完成 配合管考時程 

12月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整理及分析

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 

分析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

庫內容，完成 100% 

98 年 12 月完

成 
12/31符合 

完成一期數位典藏資料庫之分析

報告。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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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舉辦原住民

數位典藏成果說明會、訪談偏鄉

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意度調

查 

完成數典網站滿意度調查分析 
98 年 12 月完

成 
12/31符合 

12/26舉辦佳興部落數位典藏成

果說明會，同時於分享會上進一

步蒐集部落居民對網站滿意度之

調查，並完成滿意度調查質化分

析。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

數位典藏推廣研究：維護並更新

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網站 

完成 100% 
98 年 12 月完

成 
12/31符合 

完成本年度數位典藏網站之更新

與維護。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瞭解雲嘉地區公民

團體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完成 100% 
98 年 12 月完

成 
12/31符合 

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

織之數位典藏需求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與雲嘉地區公民團

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數位典藏

社會應用推廣研討會/或工作坊 

辦理一場 
98年 12月完

成 
12/31符合 

與推廣對象雙方因時間協調問

題，故僅辦理永康社區大學「社

區公民的視點：公民行動影音資

料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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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結合雲嘉地區的資

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成果，

向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

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完成 100% 
98 年 12 月完

成 
12/31符合 

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

推廣數典藏成果，向下生根於數

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

和家長 

A.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

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

會應用推廣：辦理雲嘉地區第三

部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成果展 

辦理一場 
98 年 12 月完

成 
12/31符合 

原欲於 12/5舉辦數位典藏傳播

營工作坊，但考量當日為選舉

日，故雙方協調延至 1/16舉辦 

B.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面向：撰寫年度成果

報告，擬定、修正下一年度計畫

方向 

完成 100 % 98/12/31結束 12/31符合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擬定、修正

下一年度計畫方向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仿效歐盟 The EU 

Project Usability Net型式，

架設「數位內容典藏系統使用性

推廣網」 

架設「數位內容典藏系統使用

性推廣網」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不定時更新網站內容，確保資訊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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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供使用性設計相關參

考資訊，設計流程與方法，供國

內其他開發團隊參考 

提供使用性設計相關資訊給其

他開發團隊參考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將使用性設計相關的資訊整理，

提供給數位典藏相關的開發團隊

做為參考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與國內目前有意推廣

使用性設計之產學相關互動設

計、使用性實驗室，進行進一步

合作交流 

與其他實驗室進行交流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根據國際規格，並輔以其他相關

實驗室的經驗，完善使用性實驗

測詴流程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進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

庫》使用性測詴之結果分析 

100%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透過使用性測詴之結果分析，找

出《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使用者所遭遇到的困難和面臨的

問題。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Paper Prototype 100%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採用 Object-oriented取徑，利

用 Card Sorting之方法，共計訪

談八名使用者，以探究使用者對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

站介面編排之需求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挖掘《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

庫》網站介面之現存問題及未

來改進方向 100%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歸納《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網站介面之現存問題，並提供未

來改進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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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3 預定4 實際 

C.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

社會影響：開始執行《公民行動

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

研究 

發展 Prototype 100% 98/12/31完成 12/31符合 

釐清網站定位，根據使用者需求

訂定《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之色彩意象及色彩計畫，並依據

未來改進方向進行網站介面之改

良。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 配合管考時程 配合管考時程 完成 配合管考時程 

工作進度執行落

後原因。5 

原訂六月需舉辦兩場工作坊—台北與南部，但由於人力不足、資料準備尚未充分，以及仍有部份講師時間尚未敲定，因此工作

執行進度有所延誤，改為於七、八月份舉行工作坊。另外，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廣研究原訂八月底於清流部落舉辦原住

民數位典藏成果說明會，由於屏東縣佳興部落遭逢八八水災，現面臨鄰近泰武國小暫時遷校，以及重建或遷村之相關議題，與

部落工作者聯繫後，決定改於佳興部落舉辦數典成果說明會，並結合數位典藏之教育訓練，使佳興部落除了原本規劃之文化相

關層面典藏，能夠於此時刻紀錄部落現階段之重建工作，藉此機會進一步推廣數位典藏並培訓數位能力。 

                                                
5工作執行未符合預定進度，請說明落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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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度網站規劃設計改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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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經費與人力 

一、 計畫經費 

【年度預定支用數】                                                                  （單位：元） 

月份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研究設備費) 各月份小計 累計分配額 業務費 
國外差旅費 管理費 

人事費 其它費用 

1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201,750 

2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403,500 

3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605,250 

4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807,000 

5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1,008,750 

6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1,210,500 

7 99,500 75,000  27,250 0 201,750 1,412,250 

8 99,500 75,000 30,000 27,250 6897 238,647 1,650,897 

9 99,500 75,000  27,250 35,810 237,560 1,888,457 

10 99,500 75,000 30,000 27,250 45,000 276,750 2,165,207 

11 99,500 75,000  27,250 40,909 242,659 2,407,866 

12 99,500 75,000  27,250 21,384 223,134 2,631,000 

小計 1,194,000 900,000 60,000 327,000 150,000 ── ── 

合計 2,631,000  ── ── 

全年合計6
 2,631,000 

                                                
6全年合計數 = 年度核定經費數。 



- 37 - 

【年度經費執行說明】                                           （單位：元） 

                                                
7 預算數：為中綱計畫被核定的法定預算數 
8
 核定數：國科會人文處、科教處或部會實際核撥之經費數 

9「執行數」包含核銷數及應付未付數。（「核銷數」為已執行並已完成報帳之預算，「應付未付數」為已執行但未完成

報帳之預算。） 

預算科目 
98 年度 

預算數7
(A) 

98 年度 

核定數8
(B) 

98 年度 

執行數9
(C) 

執行率 1(%) 

(C/A) 

執行率 2(%) 

(C/B) 
保留款 

經常支出 

研究人力費 1,507,492 1,194,000 1,194,000 79.20 100 0 

業務費 1,816,200 900,000 899,982 49.55 99.998 18 

國外差旅費 170,000 60,000 60,000 35.29 100 0 

管理費 529,304 327,000 327,000 61.78 100 0 

資本支出(研究設備費) 205,000 150,000 150,000 72.17 100 0 

小   計 4,227,996 2,631,000 2,630,982 62.23 99.999 18 

執行率未達 90%，請填寫落

後原因。 

 

請說明保留款之保留原因 
保留款 18 元為計畫執行餘額，將全數繳回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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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力 

姓名 計畫職稱10
 投入之主要工作及月

數 

學、經歷及專長 

許瓊文 
計畫主持

人 

11個月/負責分項計

畫與子計畫之間的

溝通整合，文獻探

討、發展理論概念、

研究設計、結果分

析、撰寫報告。 

最高學歷 紐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傳播學博士 

重要經歷 

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採訪記者 

(1995.9-2000.5)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2003.8-2006.7)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

(2006.8-2008.9)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2008.10~) 

專 長 
電視新聞、網路傳播、研究方法、網路隱私議

題 

洪貞玲 
共同主持

人 

11個月/負責執行本

子計畫的重點工作 

項目一（「數位落

差、公民與社區參與

數位典藏」），文獻

探討、發展理論概

念、研究設計、結果

分析、撰寫報告。 

最高學歷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 

重要經歷 

《台灣日報》政治線記者(1996.8-1997.7) 

《財訊雜誌》記者及編輯(1997.8-1999.2) 

《自由時報》政治線記者(1999.3-2000.3) 

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 記者

(2000.4-2000.7)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2004.8-2005.7) 

專 長 
網路及電訊政策、傳播法規、媒介政治經濟分

析、數位落差、全球化與傳播科技 

   最高學歷 倫敦政經學院媒體傳播博士 

                                                
10職稱之定義請填寫該名人力在計畫內的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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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10
 投入之主要工作及月

數 

學、經歷及專長 

羅世宏 共同主持

人 
11個月/責執行本子

計畫的重點工作 

項目一（「數位落

差、公民與社區參與

數位典藏」），文獻

探討、發展理論概

念、研究設計、結果

分析、撰寫報告 重要經歷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第四屆董事

會南部設台諮詢委員會委員(2008-02 

~2010-12)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第四屆董事

會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2008-02~ 2010-12) 

國立中正大學教師會第 12屆理事

(2008-04~2010-04) 

國立中正大學教師會第 11屆理事

(2006-04~2008-04) 

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2006-2008)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客家電視台

第一屆諮議委員會委員 (2006~ 2007)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2001-08~2004-07) 

 

專 長 
傳播史、傳播理論、質性資料分析、比較電訊

政策 

李峻德 
共同主持

人 

11個月/負責執行本

子計畫的重點工作 

項目三（「數位典藏

推廣使用介面改善

與社會影響」），文

獻探討、發展理論概

念、研究設計、結果

分析、撰寫報告。 

最高學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Bloomington 分校博士 

重要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2003-)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網路教務組組長 

(2003-2004)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專任助

理教授(2001-2003)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數位媒體平台籌備召集人 

(2001-2003)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2000-2001)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中心華岡超媒體組長

(2000-2001) 

專 長 
電腦人機互動、認知心理學、多媒體訊息設計

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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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  

一、 重要執行成果 

 建議以文字表述及量化表格共同呈現。 

 計畫內有任何獲獎項目，請加以詳述，例如：出版品、書籍、活動等。 

（一） 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廣研究：  

 持續蒐集原住民偏鄉數位機會中心運作與數位典藏推廣資料。 

 連結原住民數位典藏網站與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持續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網站。 

 延續第一年所得問卷資料，進行問卷結果分析，並完成分析結果撰寫。 

 與清大之公開徵案計畫合作，取得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名單。整理及分析一期原

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列出整理項目、類別，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理。 

 持續維護並更新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網站。 

 5/25參與第二次公開徵案交流會，與公開徵案單位交流數位典藏推廣經驗與心得。 

 整理一期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庫內容：依據項目類別進行整理 

 預計舉辦原住民數位典藏成果說明會。訪談偏鄉原住民、進行數典網站滿意度調查之準

備工作。說明會舉辦地點為南投清流部落，時間預計為八月底，活動內容初步規劃和當

地數位機會中心合作。 

 根據上一期計畫進行數典網站滿意度調查問卷的發放經驗，在原住民部落採用問卷的調

查方式有操作上的困難，包含樣本數過少、發放不易等問題，因此目前希望改為以質化

調查方法為主，並且預計和李峻德老師合作進行調查，以取得量化的資料。 

 7/20-7/25 IAMCR Mexico 2009 Conference 發表數位典藏論文「Preserving culture 

through ICT acces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Observation on th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of an indigenous tribe in Taiwan」。 

 9/8與佳興部落文化工作者邱宵鳳討論數位典藏工作進度，了解部落受災情形。 

 9/9-9/12赴南部訪談、記錄八八水災災區情形。 

      

圖：高雄縣小林村平埔族文史記錄者向數      圖：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赴高雄甲仙鄉與災位

典藏研究團隊介紹，述說當地原有的地        民見面，說明重建計畫，當地自救會與村民 

景地貌以及文化特色。                      討論重建與遷村的意願和期待，並由計畫助

理（左二）協助當天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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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訪談數位文化協會，建立未來推廣數位典藏合作關係，包含以佳興部落為目標之數

位典藏網站建立，及相關數位能力培訓課程。 

 10/16-10/19 赴屏東縣泰武鄉及來義鄉原住民部落，紀錄訪談八八水災重建工作，以及

數位典藏網站合作之佳興部落進行訪談。 

     

圖：與來義鄉公所社會科長不阿（左）       圖：來義鄉大後部落水災前後地景對照。 

進行訪談。 

      

圖：需遷校之泰武國小走山情形。             圖：訪談佳興部落沈萬順牧師（左）。 

 

圖：訪談佳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右）。 

 

 籌畫 12月份於佳興部落舉辦之數位典藏成果分享會，並進行宣傳與講師確認。 

 12/3訪談公視 PeoPo經理余致理，瞭解八八水災重建紀錄相關議題與合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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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27前往屏東縣泰武鄉及來義鄉，訪談並記錄八八水災受災情形及重建進度。 

   

圖：訪談咖啡農八八災後重建情形。        圖：前往來義鄉來義村記錄河道淤塞及山崩情

形。 

 與屏東縣佳興部落與泰武數位機會中心合作舉辦數位典藏推廣活動 1 場，詳細場次地點

與學員人數如下表： 

 

 12 月 26 日於屏東縣佳興部落與泰武數位機會中心合作舉辦「數位典藏成果分享會暨數

位志工培訓課程」，展示數位典藏網站成果，瞭解部落居民之滿意度及討論未來網站內容

規劃，並與數位文化協會合作開設數位能力培訓課程。 

 

場次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數位典藏成果分

享會暨數位志工

培訓課程 

98年 12 月 26日 屏東縣泰武數位機會中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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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佳興部落活動文宣正面。               圖：佳興部落活動文宣反面。 

      

圖：計畫主持人洪貞玲報告數位典藏成果。   圖：佳興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發言討論。 

      

    圖：部落居民發言參與討論。              圖：數位志工培訓課程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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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數位志工培訓課程實做情形。          圖：數位志工培訓課程實做情形。 

 

（二） 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b） 「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 

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持續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接觸聯繫並建立亯賴，以及瞭解雲嘉地區公民團體

及社區組織之數位典藏需求，並且結合雲嘉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推廣數典藏成果，向

下生根於數位科技資源較為弱勢社區的學童和家長。 

 於 8月 26日與碧潭國小、鹿草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DOC）接洽，

討論數位典藏推廣合作事宜。 

 於 9月 10日至吳鳳科技大學參與「98年嘉義縣數位機會中新三方（嘉義縣各 DOC、資訊

志工團隊、吳鳳輔導團隊）合作協調會議」，並於本次瞭解鹿草 DOC所需志工協助為「資

料數位化」。 

 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網站正式運作；截至 98年 12 月 15日，統計完成 674筆影音資

料上線（網址：http://www.civilmedia.tw/）。 

 針對〈永康社大〉的「社區活化」、「說故事媽媽」需求，提供相關協助。作法包括介紹

相關數位典藏資源、請該計畫主持人一同分享經驗，例如「說故事媽媽」可在「發現後

山─蛙蛙世界」、「華語 e貣來」等計畫尋找課程資源；「社區活化」方式可從「千里步道」

等其他社區計畫中尋求啟發等。 

 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數位典藏推廣活動，總計場次 3 場，詳細場

次地點及學員人數如下表。 

 於 6月 10號辦理一場與雲嘉地區公民團體及社區組織，合作舉辦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工作坊。 

1. 本次活動與〈南社大數位典藏工作坊〉合作舉辦，針對近 30位嘉南地區社區大學

職員進行一小時數位典藏推廣，並於宣導後進行問題討論。 

場次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工作坊 98年 6 月 10日 台南市社區大學 33 

人文關懷講座數位典藏：社區公民的

視點：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講座 
98年 10 月 20日 永康社區大學 21 

「數位典藏與傳播小學堂」工作坊 99年 1 月 16日 中正大學 36 

http://www.civilmedia.tw/


- 45 - 

2. 當天活動照片 

 

 

 

 

 

 

 

 

 

 

圖：數位典藏宣導                      圖：問卷填寫 

 

 

 

 

 

 

 

 

 

 

圖：參與者意見發表                    圖：參與者意見發表 

 於 10 月 20 日在台南永康社大舉辦「人文關懷講座數位典藏：社區公民的視點：公民行

動影音資料庫」講座，由管中祥老師擔任講員，從「社區公民的視點」介紹公民行動影

音資料庫。講座內容包括：介紹公民影音資料庫，並展示公民影音資料庫中，公民記者

所拍攝之影片，讓公民得以透過此平台發聲，進而讓議題擴散，發揮社會影響力。 

1. 本此講座與永康社區大學、中正大學傳播系合辦，針對 20多位永康社大學員進行

兩小時的數位典藏公民影音資料庫推廣。 

2. 當天活動照片 

    

圖：公民影音資料庫影片播放                圖：講師介紹公民影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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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講座海報                             圖：聆聽講座的社大學員 

 

 原擬 12月 5日與中正大學傳播系、鹿草鄉碧潭國小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傳播營工作坊」 ，

但因逢選舉日，故延至明年 1月 16日舉行。 

 於 1月 16日與中正大學傳播系、鹿草鄉碧潭國小合作，在中正大學舉辦「數位典藏與傳

播小學堂」工作坊。 

1. 本次活動將邀請楊懿如老師擔任講員，介紹數位典藏成果資源「蛙蛙世界學習

網」，發表與推廣數位典藏網站成果。 

2. 與中正大學傳播系合作，招募志工以協助本次活動，並以營隊的活潑形式，結合

數位內容課程〈包括：繪圖軟體、影片拍攝剪輯教學等〉，進一步提升數位科技資

源較弱勢的學童之數位能力，以彌平數位落差的鴻溝。 

3. 當天活動照片 

 

       
   圖：數位典藏與傳播小學堂大合照           圖：影片拍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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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蛙蛙世界學習網成果推廣                圖：繪圖軟體教學 

 

（三）數位典藏應用推廣之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 

 完成數位典藏一、二期中與資訊倫理、數位人權等議題相關的資料庫蒐集。已完成相關

資料庫之蒐集包括「生活與文化主題」、「藝術與圖像主題」、「語音、影音與新聞主

題」等主題，將用於後續分析抵觸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議題。 

 增加收集 ITS（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Society）的有關資訊倫理、數位人

權資料，並持續蒐集最新 2009 WSIS 、ITU與 UNESCO等國際組織與 NGO的公開會議資料。 

 持續蒐集資訊科學中的資料品質相關理論： Data Quality Assessment，Databases 

Demystified，Genetic Databases等資訊科學書籍，將資料庫的控管理論與流程應用在

基本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要求上，為後續訂立標準做準備。 

 持續蒐集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台灣的在地化涵意與全球的趨勢及區域的差異，以及對社

會文化的影響層面並繼續蒐集國內外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料。 

 完成訪談問題設計，確定問題意識與方向並開始與不同學門學者進行訪談，陸續完成逐

字稿等訪談資料整理，並繼續蒐集國內外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政策資料，建立資訊倫

理與數位人權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層面論述。 

 持續蒐集數位典藏一、二期中與資訊倫理、數位人權等議題相關的資料庫。已完成相關

資料庫之蒐集包括「生活與文化主題」、「藝術與圖像主題」、「語音、影音與新聞主題」

等主題。 

 瞭解各個聯繫計畫案執行數典計畫時的收穫與遭遇的瓶頸，目前已完成千里步道計畫小

組的訪談，清大通訊中心「青草湖社大」之訪談。中央大學「台灣眷村 on line」與屏

東科技大學「國家數典之社區公共參與式地理資訊之建置與推廣模式成果與在地化學習

教材研發與推廣模式研究」等公開與非公開徵案計畫之訪談。 

 計畫主持人於本年度主持兩次子五公開徵案心得發表會，與徵案分享研究成果，並討論

進行數典計畫時所遭遇的困難，包括盤點、與受訪者建立關係、取得亯任的困難度、執

行數典計畫時如何兼顧隱私權與人權的問題，均有所討論，並將議題列入本研究中。 

 統整之前所收集到之各國資訊數位建設發展、政策、文獻與研究之現狀資料。 

 整理數位典藏學者訪問之逐字稿，包括許雅靖、林杏子、陳碧祺、郭峰淵等學者。 

 發展質性訪談問卷，初步發展評價系統，開始建立台灣獨特的準則。 

 持續整理台灣在地涵意與國際公共政策及學術社群交流。 

 整理比較不同資料庫屬性與流程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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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將本年度初步研究結果發表：許瓊文（2010）。〈台灣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現況與不足-

從數典談貣〉，【建立數位公共領域-理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進行籌備「電子媒介新世代之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事宜，研討會邀請分別有產官學

界的相關人士討論：NGN 時代下的內容形式、產業模式及對傳播教育的影響，並且邀請

達德基金會澳亞中心主任 Catherine McMahon 發表專題演講：認識與意識「創傷」對新

聞專業的重要性，期望透過研討會使民眾對於數位時代下的資訊倫理以及數位人權有所

認識。 

 舉辦資訊倫理及數位人權相關研討會，總計舉辦之場次 2 場，詳細場次地點及學員人數

如下表。 

 

 九月 25、26 兩日舉辦「電子媒介新世代之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會中主持人許瓊文

老師發表論文：「行動內容製作原則的實驗：以影音新聞為例」，期望對行動影音內容上

帶來新的啟發。 

   

圖：與會講者                            圖：國際會議廳後方聽眾 

   

圖：專題演講                            圖：論文發表現場 

場次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電子媒介新世代之國際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 
98年 9 月 25、26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國際會議廳 
150 人 

傳播權、媒體內容與結構

管制座談會」 
98年 12 月 04日 

大大樹音樂圖像（台北

市永康街 77號 2樓）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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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計畫主持人許瓊文於會中發表論文 

 

 協助舉辦 12 月 4 日由媒體改造學社舉辦之「傳播權、媒體內容與結構管制座談會」，主

題為「匯流時代的媒介併購及其管制」，同時進一步瞭解台灣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相關現

況與研究。 

  

圖：座談會現場                      圖：座談會海報 

 

（四） 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以公開徵選的方式，鼓勵國內目前數位典藏優質網站參與評選競賽。 

 針對評選競賽網站進行專家準則評估與實際使用性測詴。 

 籌備使用性測詴文件。 

 選擇適合的數位典藏測詴網站或平台。 

 訪問平台的利害關係人，以重新定義使用者輪廓。 

 根據使用者輪廓訂定情境，一個使用者輪廓訂定兩個情境。 

 作初步的使用者測詴，定義出使用性標準(usability criteria)。 

 進行工作坊相關事務籌備，以及籌備工作坊所需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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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約業界與學界人士作為工作坊活動的指導人員與講師。 

 舉辦數典平台使用性設計工作坊，總計舉辦場次 2場，詳細場次地點及學員人數如下表。 

 

 於 9月 19號於台灣大學辦理一場〈數典平台系統【使用性設計】數位典藏工作坊〉，邀

請李毓修先生與蔡明哲先生分享經驗，並且配合實際操作，讓學員了解網站設計上的使

用性的重要性。 

1. 本次活動針對近 40位數位典藏計畫人員推廣「使用性」的概念，並且進行實際演練。 

2. 講員李毓修先生之背景資料與演講重點 

 

 

 

 

 

 

 

 

 

 

 

 

 

 

 

 

 

 

 

 

場次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數典平台系統【使

用性設計】數位典

藏工作坊 

98年 9 月 19日 台灣大學 新聞所所館 40人 

數典平台系統【使

用性設計】數位典

藏工作坊 

98年 11 月 07日 中正大學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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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演講重點 

李毓修  

-台灣戴爾

Experience 

Design Group - 

使用性設計經理 

演講主題: 使用

者中心設計

(User-Centered 

Design)在台灣產

業中的挑戰與機

會 

1. 經驗分享:設計與使用者中心設計的意義 

 明確界定真正的問題 

 尋求多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思考客戶或最終使

用者的需求甚至是使用情形。 

 驗證評估解決方式:將人的需求及與系統互動的方式考量在問題解

答中，利用各種研究方法了解我們的設計問題並探索可能解決問題

的方法。 

 確認最終答案:利用系統化的方式驗證設計的可行性，減低我們將

產品賣到市場後失敗的可能性。 

2. 使用者設計在台灣的挑戰 

 在產業上:多元、求變、求新的台灣文化 

 在組織中:建立一個 A+1團隊來實現使用者中心設計 

(1) 有權力者:了解使用者中心設計核心價值，尤其必頇先被組織

認同。 

(2) 組織的架構:依公司的設計目標，建立設計與研究的優先順

序。 

(3) 產品開發流程:配合公司資源與過去經驗建立彈性架構。 

(4) 溝通與合作文化:以事實為根據、同理心傾聽。 

 在個人上: 

(1) 如何成為成功的人機介面設計師:迎接挑戰的能力培養，包括

創意的思惟、設計表達、溝通協調能力與美感。 

(2) 如何成為成功的使用者研究員:具備專業素質，在成本條件的

限制下，了解客戶的一切。 

(3) 培養敏銳觀察、思考能力、探尋的技巧和專業的研究設計與

表達能力、與不同領域的人才共事。 

 

 講員蔡明哲先生之背景資料語演講重點 

蔡明哲 

-悠識首席架構

師、Axure RP產品

行銷總監、11年網

路行銷經驗及網

站建置經驗， 年

軟體行銷 系統開

發經驗 

演講主題：快速網

站原型製作的價

值與應用 

 

 

1. 快速網站原型製作的價值與應用 

 User-Centered Design(UCD)+ Requirement 

Management=快速原型設計 

2. User Experience 與 UCD 的比較  

 User Experience (UE) :這是結果，是使用者主觀的體驗  

 User-Centered Design (UCD:這是一種設計方法, 透過這個方法可

以設計出較佳使用者經驗 

3. UCD 的價值與特性 

 為什麼要採用 UCD? 

(1) 設計是一種 “選擇”的科學與藝術, 在過程中不斷地發生

微小或重大的 “設計決策 (Design Decision)”  

(2) 採用 UCD，比較有機會在眾多設計方案選出較優者 

 採用 UCD設計方式的特性 

(1) 瞭解使用者－包含其本身以及動機、任務與使用情境。 

(2) 評估設計－持續、反覆的透過使用者參與來進行。 

(3) 將使用者的意見納入設計與決策過程。 

4.我們的流程 : 策略規劃 ->需求範疇介面設計 

架構定義網頁設計、 視覺設計 OR 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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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軟體專案失敗的原因: 

 缺乏使用者的參與 

 需求或規格不完整 

 需求或規格變更 

6. 原型 Prototype:可供討論/修改的初步模型或樣品 

 Low Fidelity : 不像最終設計成品 

好處:很快….有東西可以討論，可以專注在 High-level的設計觀念，探討

主要的架構與功能，更容易發散思考不受拘束。 

 High Fidelity: 接近最終設計成品 

有更具體的東西可以討論，專注在更多的設計細節，驗證各種角度的使用

者經驗，開發工作的工程師更容易理解，客戶(老闆)更容易理解。 

7.以 Axure RP Prototype 來實現以下設計: 

(1)資訊架構；(2)介面與動線；(3)資訊設計；(4)功能展現 

好處: (1)提早體驗，驗證 stakeholder需求 

(2)提早測詴，驗證 user需求及 usability 

(3)管理變動需求，控制 Scope/Spec，降低修改風險與開發時間，求得更

好的使用者經驗 

 

3. 當天活動照片 

 

    

 

 

 

圖：李峻德老師上課情形                圖：講員—李毓修分享情形 

                      

圖：學員分組進行討論                   圖：講員—蔡明哲上課情形 



- 53 - 

 

 於 11月 7號於中正大學辦理一場〈數典平台系統【使用性設計】數位典藏工作坊-南部

場次〉，邀請張天鳳小姐分享業界經驗，以了解使用者研究如何實際在業界中進行。 

1. 本次活動針對近 21位數位典藏計畫人員推廣「使用性」的概念，並且進行實際演練。 

2. 講員張天鳳小姐之背景資料與演講重點 

張天鳳-Corel 

UED(user 

experience design) 

designer 

中文名稱: 科立爾數

位科技使用者經驗設

計師 

演講主題：A case 

Study – Usability 

Test in Corel 

 

1.Corel的工作模式: 

 團隊合作(PM/使用者經驗設計師/研發者/產品測詴) 

 工作流程:研究、設計、測詴 

2. 何時執行使用性測詴 

 需求討論、研究和設計、發展架構、內部討論(Low Fidelity 

Prototype)、開發、雛型產品(High Fidelity Prototype)、產

品定案、上市 

3. 如何執行使用性測詴:  

 定義目標、計畫測詴、準備測詴素材、招募使用者、前測、開

始正式測詴、寫報告、報告、管理高層討論、修正問題。 

4. 關鍵要點:  

 放聲思考法 

 文化差異:亞洲和北美使用者習慣不同 

 切勿指引受測者 

 不要問受測者為什麼 

 筆記 

 寫下大的面向 

 區分受測者的回應和你的解釋 

 每一次測詴任務後快速的描繪出一個大綱 

 

3. 李峻德老師之背景資料與講授重點 

李峻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

研究所副教授 

演講主題：

Usability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1.使用者中心設計的歷史 

2.圖形使用者介面的發展(Graphic User Interface) 

3. What i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 a fundament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concerns with 

the design,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active 

computing systems for human use and with the study of major 

phenomena surrounding them. 

-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usable and humanly acceptable 

information systems. 

-從使用者友善介面到使用者中心設計(UCD) 

4. The Concerns of HCI 

 User--誰、身心特性 

 To do a Task or a Job–做什麼事情 

 Under a particular Context–何種情境 

 By using the Computing System--數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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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eptual Model –Mental Model 

 設計模式 vs. 心智模式 vs. 人機介面 
6. Application Areas 
 生命攸關的資訊系統醫療(、線上諮詢等) 、國防、航空(訂票、

班次查詢) (complicate, high pressure, high reliability) 

早期的 HCI即由美國軍方開始發展 

 工商企業、股市交易, 電子商務 

 家庭娛樂教育:學習、遠距教學、電子報線上遊戲 

 知識探索, 資訊搜尋, 通訊網路, 傳播科技 

7. Usability -Core of User-Centered Design: 

 Efficiency 

 Learnability 

 Memorability 

 Error 

 Satisfaction. 

8. Usability Engineering Procedure (ADDIE) 
需求分析、介面設計、發展過程、雛形系統、總結性評鑑 

9. What is User Experience? 

 From office / working space to Living room / leisure scenarios 

 From usable to useful (enjoyment, trust, fun, aesthetics, …) 

 From studying user to studying context 

 From systematic view to systemic view 

10. Contextual Design 

Contextual Design (CD) is a customer-centered approach. In 

practice this means that researchers aggregate data from 

customers in the field, where people are living and applying these 

findings into a final product  

 

4.當天活動照片   

圖：李峻德老師上課情形                 圖：講員—張天鳳上課情形 

 

 透過這兩場工作坊，整理出了五個要點， 

 使用者中心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 UCD)的意義 

 使用者中心設計的流程 

 原型(Prototype)於使用者中心設計的重要性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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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輪廓(Persona)應用於 UCD的重要性與方式 

 使用者設計在台灣的挑戰 

 

● 彙整如下表： 

面向（共五個） 概念要點 

使用者中心設計的

意義

(User-Centered 

Design (UCD) 

 使用者設計的核心概念（Conceptual Model –Mental Model）： 

設計模式 vs.心智模式 vs.人機介面  (李峻德) 
 思考客戶或最終使用者的需求甚至是使用情形。驗證評估解決方

式:將人的需求及與系統互動的方式考量在問題解答中，利用各種

研究方法了解我們的設計問題並探索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李毓

修) 

 User-Centered Design (UCD:這是一種設計方法，透過這個方法可

以設計出較佳使用者經驗 

(3) 為什麼要採用 UCD? 採用 UCD，比較有機會在眾多設計方案選

出較優者 

(4) 採用 UCD 設計方式的特性 

-瞭解使用者－包含其本身以及動機、任務與使用情境。 

-評估設計－持續、反覆的透過使用者參與來進行。 

-將使用者的意見納入設計與決策過程。(蔡明哲) 

 Usability -Core of User-Centered Design(使用者中心設計核

心):   (李峻德、黃郁晴) 

(1).Efficiency: 迅速性-讓使用者有效率地經過最少步驟完成工作 

2.Learnability:易學性-學習此系統的難易程度 

(Ex:同一介面學習執行 a與 b, b所花費時間有較 a少的趨勢) 

3.Effectiveness:有效性-系統能否做到該做的事?取得所需資訊? 

4.Error recovery & prevention:防錯-保護使用者避免危險狀況或不預期

之錯誤情況 

(Ex: iPhone回首頁 vs.回上一頁) 

5.Satisfication:滿意度-帶給使用者愉悅的體驗,主觀上滿意 

 Donald A. Norman 7 principles(運用 Norman 7 項設計原則)     

(曾琳) 

(1) 應用外界的和腦中的知識 

(2) 簡化操作的結構 

(3) 把系統設計的 顯而易見 

(4) 把配對關係設計得正確 

(5) 盡量利用自然的或人為的局限 

(6) 考慮可能發生的人為錯誤 –失誤(slips)、錯誤(mistake) 

(7) 標準化 

使用者中心設計的

流程 

 策略規劃 ->需求範疇介面設計架構定義網頁設計、視覺設計

OR系統開發 (蔡明哲) 

 研究、設計、測詴：需求討論、研究和設計、發展架構、內部討論

(Low Fidelity Prototype)、開發、雛型產品(High Fidelity 

Prototype)、產品定案、上市(張天鳳) 

 Usability Engineering Procedure (ADDIE)：需求分析、介面設

計、發展過程、雛形系統、總結性評鑑 (李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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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設計流程在運用時可能遭遇的問題：(蔡明哲) 

(1)缺乏使用者的參與 

(2)需求或規格不完整 

(3)需求或規格變更 

 使用者設計流程在運用時需注意的要點: (張天鳳) 

-執行放聲思考法 

-文化差異:亞洲和北美使用者習慣不同 

-切勿指引受測者 

-不要問受測者為什麼 

-觀察人員需勤作筆記、寫下大的面向 

-區分受測者的回應和你的解釋 

-每一次測詴任務後快速的描繪出一個大綱 

原型 Prototype於

使用者中心設計的

重要性與應用 

 可供討論/修改的初步模型或樣品  (蔡明哲) 

(1)Low Fidelity : 不像最終設計成品 

好處: 

-很快….有東西可以討論 

可以專注在 High-level的設計觀念 

探討主要的架構與功能 

更容易發散思考不受拘束 

 High Fidelity: 接近最終設計成品 

有更具體的東西可以討論 

專注在更多的設計細節 

驗證各種角度的使用者經驗 

開發工作的工程師更容易理解 

客戶(老闆)更容易理解 

 運用的時機:內部討論(Low Fidelity Prototype)、雛型產品(High 

Fidelity Prototype) (張天鳳) 

Persona(使用者輪

廓)應用於 UCD的

重要性與方式 

 Persona的定義: (董正王亭) 

通過創建典型使用者來代表具有不同目標、需求的使用者，進而滿足具有

類似目標和需求的使用者群。 

 Persona的執行 :  

(1) 整理受訪者的行為變數且將相似的變數分為一個集合 

(2) 避免太過注重人口統計學，因為行為變數才是影響設計的主要因素 

 一個好的產品使用者輪廓以 3類最好，最多 5 類，使用者輪廓重視

使用者的目標和行為，結合情境為基礎的方式，將使用者當做設計

的準則，是能夠了解使用者需求、工作脈絡的好方法 

 使用者輪廓的重要性 

(1) 是一個幫助集中焦點的工具，也是設計過程中的輔助物 

(2)可以幫助設計者確認產品的特色、功能、內容…等 

(3) 當設計者在做設計決定時、制定內容時，或是其他的使用者分析研究，

都可以將使用者輪廓作為指南，確保產品可以支援使用者的目標、解決他

們的問題 

使用者設計在台灣

的挑戰 

 在產業上:多元、求變、求新的台灣文化(李毓修)  

 在組織中:建立一個 A+1團隊來實現使用者中心設計 

(5) 有權力者:了解使用者中心設計核心價值，尤其必頇先被組織

認同。 

(6) 組織的架構:依公司的設計目標，建立設計與研究的優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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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7) 產品開發流程:配合公司資源與過去經驗建立彈性架構。 

(8) 溝通與合作文化:以事實為根據、同理心傾聽。 

 在個人上: 

(4) 如何成為成功的人機介面設計師:迎接挑戰的能力培養，包括

創意的思惟、設計表達、溝通協調能力與美感。 

(5) 如何成為成功的使用者研究員:具備專業素質，在成本條件的

限制下，了解客戶的一切。 

(6) 培養敏銳觀察、思考能力、探尋的技巧和專業的研究設計與

表達能力、與不同領域的人才共事。 

 應用的產業領域（Application Areas）(李峻德) 
－生命攸關的資訊系統醫療(、線上諮詢等) 、國防、航空(訂票、班次查

詢) (complicate, high pressure, high reliability) 早期的 HCI即由

美國軍方開始發展 

－工商企業、股市交易, 電子商務 

－家庭娛樂教育:學習、遠距教學、電子報線上遊戲 

－知識探索, 資訊搜尋, 通訊網路, 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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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績效指標11
 

填寫說明： 

1. 目標值、預期效益：請依據年初『作業計畫』所提報之內容填入。 

2. 初級產出：請填寫實際達成之量化數據。實際效益：請說明完成「初級產出」可達到之效益。 

3. 重大突破：請將符合國科會規定並於國內外有重要表現之項目，列入重大突破中說明。 

4. 紅字為國科會需要的重要績效指標，如有成果產出，請務必填寫。 

5. 非擇定之績效指標項目可刪除。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學
術
成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A 論文 

(以「全文」發

表在國內外期

刊/會議的論

SSCI/SCI/EI/AHCI/TSSCI 

期刊篇數 

(篇)  論文發表在國

際上重要研討

會或期刊(篇

數)、被引用次

 

國際其它期刊篇數 (篇)  

國內期刊篇數 (篇)  

                                                
11桃紅字為國科會之說明；本國家型計畫績效指標內容之歸類與定義，可參考 96/4/3 提供的『作業計畫』格式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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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文數量) 國際研討會論文數 (篇) 1. 洪貞玲（2009）。IAMCR Mexico 

2009 Conference發表數位典藏論

文「Preserving culture through ICT 

acces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Observation on th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of an 

indigenous tribe in Taiwan」。 

2. 卓賢洸、曾琳、董正王亭、李峻

德(2009)。IEA2009(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發表數位

典藏論文「User research on digital 

archive for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of Taiwan 

mainlanders」。 

數、期刊影響係

數(impact 

factor)、論文獲

獎名稱 



- 60 -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國內研討會論文數 撰寫研究

論文 1-3

篇。 

1. 許瓊文（2009）。〈行動內容製

作原則的實驗：以影音新聞為

例〉，【電子媒介新世代之國際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 

2. 許瓊文（2010）。〈台灣資訊倫

理與數位人權現況與不足-從數

典談貣〉，【建立數位公共領域-理

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

會】。 

3. 洪貞玲（2010）。〈原住民數位

典藏與在地力量：以佳興部落典

藏為例〉，【建立數位公共領域-理

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

會】。 

4. 羅世宏（2010）。〈第三部門參

與數位典藏推廣與應用：以雲嘉

南數位弱勢地區為例〉，【建立數

位公共領域-理論建構與在地實

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5. 李峻德（2010）。〈數位典藏系

統使用性設計探索〉，【建立數位

公共領域-理論建構與在地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 

C 博碩士培育 

(參與計畫執

博士研究生人數 (人)  研究生畢業後

從事之相關行

產值(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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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行之碩士研究

生及博士研究

生數量) 

碩士研究生人數 培育相關

領域博碩

士生 2-4

名(人) 

12 業人數 

D 研究報告  1. 實 地

考 察 報

一篇。 

2.文獻研

究報兩

篇。 

1. 羅世宏（2010）。〈第三部門參

與數位典藏推廣與應用：以雲嘉

南數位弱勢地區為例〉，【建立數

位公共領域-理論建構與在地實

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洪貞玲（2010）。〈原住民數位

典藏與在地力量：以佳興部落典

藏為例〉，【建立數位公共領域-理

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

會】。 

3. 許瓊文（2010）。〈台灣資訊倫

理與數位人權現況與不足-從數

典談貣〉，【建立數位公共領域-理

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

會】。 

1. 撰寫偏鄉居

民及原住民部

落數位落差及

數位典藏工作

坊實施研究報

告。 

2. 撰寫公民團

體參與推廣數

位典藏之研究

報告。 

3. 撰寫數位典

藏資訊倫理及

數位人權研究

面向之研究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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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E 辦理學術活

動 

(舉辦國內、雙

邊或國際之工

作坊

workshop、學

術會議

symposium、

學術研討會

conference 或

論壇 forum 次

數。出版論文

集數目) 

舉辦國內工作坊/學術會

議/研討會/論壇場數 

論文集冊數 

(場) 

(冊) 

1. 6月 10號與全促會、社區雲嘉

地區大學合作舉辦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工作坊 

2. 10月 25、26兩日舉辦「電子

媒介新世代之國際學術與實務研

討會」 

3. 10月 20日在台南永康社大舉

辦「人文關懷講座數位典藏：社

區公民的視點：公民行動影音資

料庫」講座 

4. 於 9月 19號以及 11月 7號，

分別於台灣大學以及中正大學各

辦理一場〈數典平台系統【使用

性設計】數位典藏工作坊〉 

5. 12月 26日於屏東縣佳興部落

與泰武數位機會中心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成果分享會暨數位志

工培訓課程」 

6. 1月 16日與中正大學傳播系、

鹿草鄉碧潭國小合作，於中正大

學舉辦「數位典藏與傳播小學堂」

工作坊 

辦理主要之國

際研討會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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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舉辦國際工作坊/學術會

議/研討會/論壇場數 

論文集冊數 

(場) 

(冊) 

於 2010 年 1 月 16 日~1 月 17 日協

助舉辦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

型科技計畫「建立數位公共領域-

理論構建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

研討會 

技
術
創
新(

科

技
整
合
創
新) 

H 技術報告 出版技術報告 使用介面

測詴調查

相關之技

術報告 1

篇。 

李峻德（2010）。〈數位典藏系統

使用性設計探索〉，【建立數位公

共領域-理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

際學術研討會】。 

撰寫數位典藏

推廣使用介面

改善與社會影

響之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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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Q 資訊服務 

(設立服務網

站和資料庫) 

維護與新建服務網站及

資料庫個數 

(個) 1. 6月 10號與全促會、社區雲嘉

地區大學合作舉辦數位典藏社會

應用推廣工作坊 

2. 10月 20日在台南永康社大舉

辦「人文關懷講座數位典藏：社

區公民的視點：公民行動影音資

料庫」講座 

3. 於 9月 19號以及 11月 7號，

分別於台灣大學以及中正大學各

辦理一場〈數典平台系統【使用

性設計】數位典藏工作坊〉 

4. 12月 26日於屏東縣佳興部落

與泰武數位機會中心合作舉辦

「數位典藏成果分享會暨數位志

工培訓課程」 

5. 1月 16日與中正大學傳播系、

鹿草鄉碧潭國小合作，於中正大

學舉辦「數位典藏與傳播小學堂」

工作坊 

1.舉辦偏鄉數

位典藏與地方

文化的座談會

及工作坊 2-3

場。 

2.在雲嘉地區

與公開徵選單

位共同舉辦公

民行動影音紀

錄資料庫與數

位典藏社會應

用相關推廣活

動2-3場。 

3. 結合政經與

科技弱勢地區

的公民團體與

社區組織，並且

透過資訊志工

團隊每月至偏

遠地區（例如：

嘉義縣義竹國

小）提供服務，

將數位典藏的

社會應用推廣

真正做到向下

生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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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

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

（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其他   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網站正

式運作；截至 98年 12月 15日，

統計完成 674筆影音資料上線（網

址：http://www.civilmedia.tw/）。 

與公民團體共

同推廣數位典

藏第一期成果

及數位典藏公

開徵選計畫之

公民行動影音

紀錄資料庫。 

 

http://www.civilmedi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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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impacts) 

一、 學術面 

1. 數位落差、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 

（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廣研究 

    於 IAMCR Mexico 2009 Conference之 th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ection發表論文「Preserving culture through ICT acces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Observation on th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of an indigenous tribe 

in Taiwan」，針對南投縣清流部落的數位典藏現況發表論文，提出弱勢族群如何運用資訊

與傳播科技為自己發聲並保存文化之相關觀察。 

於「建立數位公共領域 - 理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原住民數

位典藏與在地力量：以佳興部落典藏為例」，針對以學術單位、民間組織與原鄉部落的合

作，建立原住民數位典藏的工作模式進行探討，並以佳興部落為例，指出原住民部落典藏

必頇具備的關鍵要素，並對現有的典藏工作進行反省。 

 

（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 

於「建立數位公共領域 - 理論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第三部門參與

數位典藏推廣與應用：以雲嘉南數位弱勢地區為例】學術研討會論文，探討數位典藏推廣

應用在雲嘉南數位弱勢地區的實際情況與未來願景。雲嘉南地區長期人口外流、所得偏低，

久居政府施政與資源分配的邊陲地帶。在此一脈絡下，雲嘉南地區是台灣的數位弱勢地區，

數位資源相當不足，數位落差最為嚴重。要改變此一長期匱乏，單靠從上而下、由外而內

的資源投入，不足以成事，還需在地、自覺與活躍的公民力量，永續投入熱情與能量。本

文探討第三部門公民力量參與數位典藏的必要性，並略述本研究團隊如何與南台灣社區大

學、數位機會中心、偏鄉小校及該地區大學資訊志工等第三部門的公民力量，攜手努力投

入數位弱勢地區的數位典藏推廣與應用工作。本研究計畫期許數位典藏應結合更多樣的在

地第三部門的公民力量，從中開墾數位願景的沃土，翻轉南北不均等的數位資源分配，讓

南台灣素樸的公民力量，協助數位典藏成果走向南方、回到民間，擴大數位典藏的人文與

社會影響力。 

2. 數位典藏之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 

蒐集台灣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整體文獻資料偏少，但可看出數位

人權在國內的探討較符合目前國際的趨勢，而資訊倫理則是對電腦應用倫理、隱私權、智

慧財產權有較多的描述，；雖然在尋找文獻面臨了挫折，但可以進一步看出台灣的資訊倫

理與數位人權普遍注意的面向較為偏重隱私權研究，以及盜版使用的倫理決策。數位人權

與傳播權的文獻更少，似乎國人的倫理觀念仍在反求諸己的階段，對外在環境的要求較少，

因此對數位人權與傳播權的自覺意識不多。這也顯示有關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定義還是

渾沌不明，以及接下來國外文獻蒐集整理及國內專家深度訪談的重要性。針對前者本研究

已完成新加坡、印度、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包含香港）等國家文獻收集，列舉數國分

析結果：新加坡研究偏向為資訊教育、數位科技、資訊使用推廣等研究主題，諸如新加坡

資訊流發展、資訊科技建設計畫、資訊教育研究等；印度 Computer society of India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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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府機構，是為國內最大之主導資訊相關產業發展單位；韓國資訊、網路、數位研究範

圍極為廣泛，包括國家數位辨識演算系統、利用 ICTs增進人權發展之研究、國家型資訊科

技計畫以及跨國資訊倫理合作研究等。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與全球的趨勢及區域的差異，藉由搜集與

整理不同國家、區域與國際組織的公開文件，得以做為台灣的參考與比較基準。針對後者

將以訪談學者專家以及初步調查達成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台灣在地化涵意。由於國內研

究資論倫理與數位人權兩方面的學者不多，而是多分佈在於隱私權與著作權的研究範疇

上。因此希冀透過繼續閱讀國外針對數位典藏進行時，重視個人的所有物之所有權，以及

個人的人權之相關類目，告知資料或是物品提供者應該注意之個人權益維護以及典藏單位

所應盡到之權利義務，整理國外相關文獻，期盼瞭解類似之作法是否合適用於國內數位典

藏單位，並且瞭解其適用之合宜性。 

今年的重點在於將過去數位典藏計畫中，可能涉及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典藏計畫列

表，根基於理論將議題分類，從資料庫的內容與訪談計畫主持人找出待解決的問題，並應

用資訊科學理論中的資料庫資訊品質標準，建立資料庫的建立準則以達到基本的資訊倫理

與數位人權需求。數位典藏計畫以從器物與文件典藏慢慢走向生命歷程典藏，相關的倫理

與人權問題變得更複雜，若不能釐清問題將影響被典藏者權益，使用者與典藏者也會有後

續法律訴訟，更重要的是在國際組織與 NGO組織都在致力於建立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跨

國際與地域性對話，台灣更應該貢獻研究結果與區域差異，在理論與實務操作皆能提升。 

3. 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平台之使用者是秉持著「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 

(User-centered Design)」概念，所進行的研究。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法(User-Centered Design, UCD)最主要的概念便是融入使

用者，但是使用者通常屬於被動的角色，UCD 的方法是設計者分析使用者的目標、作業方

式、環境等等，並且循環的設計和測詴。UCD 的思維和所衍生的相關工作是相當廣泛的，

並非一般觀念上使用性的測詴或使用者介面設計。部分學者認為所謂的使用者中心設計取

向，其實跟過去數十年來的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人體工學（Ergonomics）

或稍後出現的使用性工程（Usability Engineering）並沒有太多差異，只是用不同的詞彙

來彰顯相同的觀點而已。但明確指出這種設計取向有別於過去的核心觀點，則是由 Norman

及 Draper所接櫫的，因為在他們的著作中，首度強調了設計者必頇把注意力放在人

（human）的身上，也就是說這樣有別以往的設計策略是藉由對使用者（user）或客戶

（customer）進行完善考慮來實踐的（郭如萍，2006）。Vredenburg, Isensee 與 Righi

（2002a）透過對照傳統設計取向的方式來解釋採取 UCD 取向可能具備的各種特點；同時

還進一步提出一個整合式（Integrate）的 UCD 概念，強調不僅僅只是系統本身，所有的

相關設計都必頇以使用者經驗為初始與主要的設計考慮，而需兼顧的範圍包括了產品功

能、包裝、廣告、外表、介面、訂購流程、客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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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傳統設計取向與 UCD設計取向的比較對照表（Vredenburg et al., 2002a） 

 

Riva（2002）參考以 UCD 為核心的\規範，提出四個設計準則，包括：1）瞭解並具

體化使用情境的內容；2）明確列出使用者與企業組織的需求；3）以反覆式設計（iterative 

design）與原型（prototype）來進行開發製作；及 4）由使用者配合來進行系統評估等。

而 Jokela（2001c），提出以下四個採取 UCD 取向的設計活動建議，並藉由圖表的型式說明

他們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以做為施行上的借鏡。 

圖：UCD設計取向觀點及相關設計活動說明 Jokela（2001c） 

了解並具體定義使用的情境 

具體定義使用者及

其組織的需求 

根據需求進行設計中

所達成之使用性評估 

進行設計得對應方案與策略 

（融合 HCI 的各種知識） 

確保系統符合這

些系統功能、使用

者與組織的需求 

了解需求 



- 69 - 

二、 技術創新面 

1. 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利用質性的研究方法對該平台的使用者進行深入的調查，以建構該平台主要使用者的全

貌。瞭解針對不同平台以及不同使用目標之使用者族群，分類與排除後，再經由目標使用者

在實際使用上可能遇到的情境，並結合其他生活情境的問題，規劃出所欲讓使用者執行的任

務實驗，收集任務執行後的資料予以分析。 

量化方面，使用性方面應包含五個面向，包括學習度、使用效率、記憶度、錯誤率、滿

意度這五種。學習度是只使用者在首次造訪網站時，能對網站中的基本功能快速上手；使用

效率是指使用者在進一步了解網站的設計後，能快速且順利的使用網站中的功能；記憶度是

當使用者二度造訪網站時，是否能立即想貣操作的方式；錯誤率是使用者會在操作時發生什

麼錯誤，這些錯誤的產生率及嚴重程度為何？使用者是否能解決這些錯誤；滿意度則是指在

使用後，使用者對網站整體的滿意度為何？對於以上由使用性專家 Jokob Nielsen所提出的

五個面向，是在執行量化的使用者輪廓描繪以及任務分析之後，請目標的使用者對象進行的

實驗，針對實驗的時間、次數、速度、錯誤率等等來對以上五點做分析，以找出使用性的問

題以及欲改進的方向。以期回饋至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的建設，讓平台的使用性更趨完善。 

透過使用者輪廓(User Profile)，可以幫助研究者和設計團隊深入了解各類型使用者的

特徵、生活風格及需求等資料。 

 

一、使用者輪廓(User Profile) 

根據訪談與焦點團體法結果，本研究以使用者在應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站

的主要目的及對公民相關活動的涉入程度，可將使用者區分為「推廣理念型」、「關心時事型」

及「搜尋資料型」三種類型，其中又以「推廣理念型」及「關心時事型」為《公民行動影音

紀錄資料庫》網站最主要的使用者。依此三類型使用者，開始發展相關之實驗情境，任務，

並進行測詴，以發展系統雛形。 

 

二 系統雛形概念設計 

1.網站定位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之網站成立宗旨在於提供全民一個發聲的管道，使用者可

透過此一平台，傳達由下而上的思維與理念，進而促成公民團體理念與文化的多元展現；透

過《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累積民間社會行動經驗，擴大社會動能，提供多元觀點，

以達平衡主流媒體傾斜報導之理想。 

2.色彩意象 

當我們看到色彩時，除了會感覺其物理方面的影響，心裡也會立即產生感覺，這種感覺

難以用言語形容，我們稱之為色彩意象。 

每一種顏色都代表著不同的色彩意象，經由使用者調查結果顯示，《公民行動影音紀錄

資料庫》的使用者多半認為網頁的色系應以綠黃色為主，故本網站之介面主色是採用綠色系

為主，因為綠色所傳達的色彩意象為「清爽」、「理想」、「希望」及「生長」，相當符合《公

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理念精神。此外，綠色更象徵著寬容與大度，幾乎能夠容納所有

色彩，代表了《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是個包容多元觀點、兼容並蓄的發聲平台。 

而網站之介面之輔色則是採用淡黃色系，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在綠色系中加入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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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黃色系，可以提高網站的明度，讓網站不至於太過沉重，顯得更有生氣及活力；其二是

因為黃色所傳達的色彩意象為燦爛、輝煌，有著太陽般的光輝，象徵著照亮黑暗的智慧之光，

也意味著《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為偏頗傾斜的主流媒體報導提供了另一條多元觀點的

康莊大道。 

 

3.色彩計畫  

> 系統色盤 

 

 

(1) 系統主色系 

Color：綠色 

    

# B6D574 # 80C34C # 66CC66 # 3B6631 

 

(2) 系統輔色系 

Color：淡黃色 

    

# EDF3CF # FCF4AD # F3F097 # E0E099 

  

Color：黑白色 

    

# FFFFFF # E7E7E6 # 7B7668 #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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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站版面設計 

(1) 首頁 

 

 

(2) 會員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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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表文章頁面 

 

 

(4) 影音上傳頁面 

 

 

(5) 上傳完成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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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員回覆文章頁面 

 

 

(7) 未登入會員之資料搜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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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效益面 

1. 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當網站在讓使用者接觸的第一時間留下良好的使用性經驗後，使用者持續的回到網站或

是邀請更都的人進入網站瀏覽的可能性會非常的高。因此，一個網站若包含豐富的內容，但

是卻在關鍵接觸點時失去讓使用者產生良好的使用性經驗，將是枉然。本研究立意在於挖掘

主要與次要使用者在系統平台上的需求為何，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概念加入系統的功能設計，

讓系統平台的功能發揮最大的效益。即希望使用者在接觸網站後，能順利的使用，並且快速

準確得達到使用者的目的，所以介面研究及未來規畫提供使用者方便且符合心智模式之操作

模式，減低時間浪費及可能遭遇的困難，降低所頇完成操作的成本與費用。藉由改進介面的

問題，可以增加使用者的使用效率，避免浪費使用的時間或是造成使用者的挫折感，讓網站

設立的目的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經過研究，可歸納出《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站介面之現存問題及未來改進方向： 
(一) 介面現存問題 

1. 內搜尋功能擺放位置不夠明顯 

2. 網站左方之｢最新文章｣、｢最新迴響｣、｢最多閱讀文章｣及｢最多推薦文章｣之分類辭意太

過接近，且無排他性，使用者無法清楚了解其間的功能差異和使用方式，易造成混淆。 

3. 會瀏覽這個網站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是關心公民議題，因此會希望了解最新的公民事物以

及受到最多人關心的議題，應將｢最新文章｣和｢最多閱讀文章｣欄位放置在左方叫醒目的位

置才是。 

4. ｢FACEBOOK｣區塊所站版面空間太大，不僅無用武之地，更增添網頁介面的複雜性，易干

擾資訊搜尋。 

5. GOOGLE搜尋引擎和站內搜尋引擎易造成混淆。 

6. ｢會員註冊｣、｢會員登入｣等功能所置放的位置太過邊邊角角，常使推廣理念型的使用者

不易察覺，以致於在回覆文章時往往因為忘記先登入會員，造成送出後失敗，增長其任務

完成的時間。 

7. ｢文章彙整｣和｢文章分類｣的放置位置應調換，因｢文章分類｣的使用頻率較高。 

8. ｢留言版｣功能和｢亯箱｣功能擇一即可。 

9.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與《Peopo》網站之間相互連結，一旦執行會員登入的動作

後，即跳到《Peopo》的網頁連結，容易造成使用者的混淆。 

10. 紅色和橘色並非最適合的顏色表現。 

(二) 未來改進方向 

1. 應將站內搜尋功能放置在網站頁面最顯眼的地方，如網頁正上方或是左上方。 

2. 應將網站頁面左邊區塊的｢最新文章｣、｢最新迴響｣、｢最多閱讀文章｣及｢最多推薦文章｣

之分類類目加以簡化及整合，避免造成混淆。 

3. 關心公民議題的使用者希望網站上最近發表的公民議題文章可以顯而易見，因此將｢最新

文章｣放置在左側第一個欄位；此外，關心時事者同時也想要了解受到最多人關心的議題，

因此應將｢最多閱讀文章｣類目放置在左側第二個欄位。 

4. ｢FACEBOOK｣區塊對於使用者來說不僅不能提供功能，反而阻礙使用者的任務進行，因此

應加以移除。 

5.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站內部不需提供 GOOGLE搜尋引擎功能，應加以移除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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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將｢會員登入｣及｢會員註冊｣等功能放置在網頁中較顯眼的位置，以達提醒推廣理念型

的使用者進行會員登入的提示效果。 

7. 對於資訊搜尋者而言，｢文章分類｣和｢文章彙整｣的部分相當重要，應將其清楚放置在右

側欄位，方便搜尋。而｢文章分類｣和｢文章彙整｣兩個區塊又以｢文章分類｣的重要性為高，

因為一般人較不容易記住文章發表的時間，故｢文章分類｣應放置在｢文章彙整｣區塊之前才

是。 

8. 可將不重要且較少使用到的功能放置在右側最下方。 

9. ｢亯箱｣很重要，因為尋找資料的時候常常會發現有問題，因此就會需要靠亯箱的功能和

網站維護者連繫。可將｢亯箱｣置於最後，因為當整個網頁瀏覽完之後還有問題，則可以在

最下方找到｢亯箱｣與網站相關人員進行溝通。 

10.《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與《Peopo》網站應明顯區隔。 

11. 使用者普遍認為《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網站適用的顏色為綠黃色系，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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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衝擊面 

1.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a）偏鄉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推廣研究： 

數位典藏內容建置過程中，增加合作部落居民接觸數位科技的機會，同時透過建立自主

典藏，讓部落決定展現自身的歷史文化資訊，一方面可使在地部落居民隨時上線了解自己的

部落，另一方面也可讓外界更容易認識原住民部落。因此，建立部落數位典藏，對於消弭數

位落差與跨文化的相互了解都有所助益。另一方面，接下來將與佳興部落合作，針對部落災

後重建過程進行數位典藏工作，並舉辦數位能力培訓課程，除了紀錄的功能之外，更期望透

過數位典藏過程，有助於佳興部落居民於重建過程及遷村議題中，凝聚部落共識且提供對外

的發聲管道，使部落於重建過程的主體性可透過數位典藏進一步發展。 

相較於之前年度著重於數位典藏資料的蒐集，與合作部落共同協力建置網站內容，今年

度一步擴大推廣模式，結合部落居民關注之議題，並且在部落開設數位能力培訓課程，期望

進一步於原住民部落中達到推廣數位典藏之效果。 

 

2.公民與社區參與數位典藏社會應用推廣-（b）「第三部門」（公民及社區組織）參與數位典藏

社會應用推廣：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具有「資料庫」與「另類媒體」的雙重特質。在資料庫的

意義上，除了系統性的紀錄、蒐集公民行動，整個計畫是有關台灣公民行動的「活典藏」（living 

archives），同時具有前瞻的現實意義（prospective）與回顧的歷史意義（retrospective），

可以典藏過去，更可以典藏紀錄現在和未來的動態資料。透過資料庫提供檢索、閱覽功能外，

也採取 CC授權模式，提供給公民團及一般民眾無償使用，發揮網路時代社群「同儕生產與分

享」（peer production and sharing）的重要特徵。資料庫的核心理念是希望建置一個線上

的數位公共資產，目的在落實公民團體的近用媒體的傳播權，提供一個公民行動網的入口網

站及影音紀錄資料庫。從另類媒體的特質觀察，另類媒體的意義在於提供被排除於主流媒體

體制外的民主發聲的管道，透過這樣的方式，激發民眾自發性地參與社會改造的意願與行動，

其目的、運作、產製過程、組織等各方面均與主流媒體所奠基的價值觀相左。「公民影音」所

攝製的內容也是主流媒體經常忽略，甚至扭曲的公民行動／社會運動，除了典藏功能，其攝

製的影片即時地在本地的另類媒體平台：苦勞網及公視 peopo同步播出，代替主流媒體應有

的角色。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另類媒體的功能受到公民團體的重視，除了在苦勞網及

公視 peopo平台播放，攝製的內容也經常成為 peopo的頭條新聞，並多次獲選在公視頻道中

播出 ，；網友及公民團體也藉由 embed影音嵌入播放語法，轉貼資料庫的影音資訊至其它網

站。此外，被攝製的公民團體，除了向「資料庫」索取影音紀錄 DVD，例如：台灣人權促進會、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南洋台灣姐妹會、天主教敬仁中心、大大樹音樂圖象、移民移住人權修

法聯盟、收復街道聯盟、婦女新知基金會，作為活動紀錄及以及社會教育、勞動教育影片外，

並開始主動提供新聞通知，邀請「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前往拍攝、紀錄。此外，本計

劃也協助「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舉辦的「春光疊影---妓女聯合國紀錄片影展」預告片剪輯，

也有公民團體及個人主動提供自行攝製之公民行動影片與本資料庫。 

在 2009年 6月 10日針對嘉南地區社區大學職員舉辦的數位典藏推廣中，我們從 28份回

收問卷瞭解過去曾聽過數位典藏的受詴者達 67.9%、然而有 50%未曾使用過；至於未來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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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典藏相關資源者為 100%，願意使用的因素包括認為數位典藏資料本身的價值與實用

性很高（89%）、認為數位典藏使用介面設計與方便性（57.1%）、因為數位學習或教學的目的

（57.1%）；值得注意的是在「未來不會願繼續使用的原因」一題亦有人填答，其不使用原因

包括數位典藏資料本身的價值與實用性不高（39.3%）、沒有數位學習或教學的需要（28.6%）。

此外，在與永康社大進一步洽談中，其希望能汲取數位典藏之豐富資源，以滿足該社區之「社

區活化」、「說故事媽媽」等目標；我們因此建議其可從「發現後山─蛙蛙世界」、「華語 e貣

來」等網站尋得課程資源，或藉由「千里步道」的網站啟發、「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的介紹，

培養社區民眾由下而上的媒體思維、並促成公民團體理念與文化的多元展現。 

在 2009年 11月針對位處偏鄉的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小進行數位資源能力調查，調查對

象為四到六年級 45位學生。調查發現碧潭國小學生家中的數位資源以電腦居多，但其數位能

力仍處於電腦基本運用階段，上網目的主 要以玩線上遊戲為主，在數位編輯和識讀能力方面

尚有提升的空間，故於 99年 1月 16日與碧潭國小合作，舉辦「數位典藏與傳播小學堂」數

位典藏工作坊，除推 廣數位典藏內容，教導學童如何應用數位典藏資源外，並可進一步提升

碧潭國小學童之數位能力，以達社會影響力之目的。 

 

3.數位典藏推廣使用介面改善與社會影響： 

【藏諸名山、放諸四海：數位典藏的收放之間】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數位典藏平台之

使用者研究:以公民團體與外省族群為例。 

(外省人方面)提供針對族群研究的方向，或是加深族群文化融合，提供針對外省議題與

介面規劃整合的一致性探索研究，豐富眷村及外省文化研究的元素與面向，並且延伸外省研

究面向至網路及人機介面。從介面的測詴與前測中可以發現介面設計上產生的問題，未來能

夠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改進。 

 (公民團體方面)讓台灣人民養成由下（民間）而上（政府）的民主運動力量，協助社運

團體推廣社會議題以及發貣人民關心議題的傳播平台，並改善其平台傳播性與使用性，幫助

了解如何透過網路平台，凝聚社會動員力量，幫助改善非主流媒體的傳播能動性與發聲管道。 

 

● 公民團體與外省族群使用平台重要性： 

1.「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http://www.peopo.org/civilmedia)平台： 

立意在讓一般民眾能夠近用網路平台，建立一個由下而上，反映不被主流媒體關注之相

關公民事件內容，為一影音資料典藏與傳佈中心，以彌補主流媒體傾斜報導的現況。因此平

台的使用性因其目標而顯得更為重要。目的是希望使用此平台的人，不會因資訊落差而導致

使用上的問題；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以更直覺的方式使用此網路平台，而不至於因使用上的困

難反而失去此平台建立的美意。公民影音資料庫是以 PeoPo公民新聞平台之資料為基礎。台

灣的公民、團體利用 PeoPo友善的平台，創新 web2.0由下而上的媒體內容，透過公民對環境、

議題的參與和監督，積極發聲，讓台灣的公民社會呈現更多元的對話平台。 

PeoPo是台灣第一個聚焦在公民新聞的新媒體應用，以公民產製、公民對話、公民行動，

讓自發性報導的新聞內容，藉由網路平台的討論，進而讓更多人參與甚至改變政策；在國際

上相關案例也很罕見，發展至今，台灣「PeoPo」儼然已經成為公民新聞的代名詞，也成為國

際媒體組織詢問度最高的台灣媒體經驗。而藉由 PeoPo公民新聞平台建置而成的公民影音資

料庫則是將 PeoPo更有系統、按月份、分門別類的彙整，讓對於公民議題有興趣的使用者，

藉由資料庫中的影音資料獲得較多的資訊，讓所有公民新聞內容能促成社會之間問題的關注



- 78 - 

並進一步的了解主流媒體所忽略的事物。 

 

2.「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平台： 

立意讓「聚」字作為第一階段的主題:以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為出發點。而以另一角度解

讀「聚」:「眷村」 ,發展出研究目標｢延續生命記憶｣。 

台灣和世界一些國家/社會的經驗有類似的地方，例如在過去百年間，歷經殖民，威權統

治，現代化，草根自主力量，公民意識覺醒，在在衝擊臺灣社會的歷史軌跡。而其中一個現

象，就是不同形式與面向的「族群議題」的出現，和這個爭議有關的一個主要群體，是台灣

的「外省人」。此平台即希望傳播、科技、族群、多元文化專業人才以及社區工作者，共同

努力採集「外省人」常民生活與生命史的資料，記錄並保存和這個「外省人」類屬有關的記

憶與生命敘事，並協助其生產出在地的、時代的文化意義與社會連結。我們希望能還原「外

省人」作為一個社會類屬，所具有的多元豐富而的面貌，促進不同群體間同理心，增進理解

與對話，產出新的社會感知，超越簡單的政治對立的狹隘視野。期望透過「台灣外省人」的

「個人書寫」及「歷史事件口述史」等典藏品，記錄屬於個人卻連繫著台灣不同群體及歷史

發展的生活回憶，以提供研究台灣近代歷史發展脈絡更多元化的參考價值，亦是成就台灣民

主時代，傾聽不同聲音時所要展現的包容力，進而提昇超越政黨、族群團體之公民社會對話

的可能性。透過此網站可以保存眷村文化與生命記憶，讓所有欲了解外省人的使用者都可以

在這邊得到許多資訊，而外省人的眷村記憶或許因為眷村的拆遷而消失，卻能在這個資料庫

裡面被保存下來。 

 

 

 



- 79 - 

陸、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一、 本國家型計畫之合作 

2010年 1 月 16、17日協助本分項「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與 

「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跨分項合辦「建立數位公共領域-理論構建與在地實踐 

(Restating Digital Public Domain-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Local 

Practice)」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 非國家型計畫之合作（包含跨政府部會之合作） 

 

三、 其他國家型計畫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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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原本合作建置數位典藏網站之佳興部落位於屏東縣泰武鄉，受到八八水災影響，佳興部落國

小學童就讀之泰武國小遷校至佳平村，需住校或借住於平地之潮州鎮，此外鄰近之泰武村與大後

部落即將遷村重建，僅剩佳興部落仍繼續居住於山區，另一方面泰武數位機會中心則暫時安置於

已廢校之泰武國小佳興分校。為了進一步觀察並紀錄未來此地區重建情形， 下年度工作將以此區

域之災後重建為主要數位典藏網站內容，並且和數位文化協會合作，重新規劃數位典藏網站，以

現有內容為基礎，並納入災後重建議題，以數位典藏之國家資源協助此區域未來災後重建紀錄的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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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檢討與展望 

一、 檢討 

 請說明計畫之實際執行情形與預期工作之差異分析。 

 請提出目前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對策。 

 

    本年度由於研究經費限制，因此無法參與國際會議交流以取得資料，影響本研究收集數位典

藏之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國際標準，以建立台灣本地數位典藏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評價系統之目

的，期許未來能增進與國際學術圈之對話，使本研究與國際接軌以臻研究完善。 

 

在協助數位科技資源較弱勢地區的資訊志工服務方面，因經費與人力、交通工具不足之故，

致使難以提供長期的資訊課程協助。因為目標對象多位處偏遠鄉鎮，在資訊志工礙於交通工具經

費有限情況下，難以大量招募志工參與，因此目前改採以短期的工作坊、傳播營形式辦理。 

 

 

二、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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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告與心得 

 

2009年第五屆亞太地區電腦運算與原理學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自 10/1 至 10/2在日本東京

大學舉辦，而此學術會議主旨邀請電腦運算相關領域的論文發表，從哲學、電腦科學、機器

人技術、媒體藝術、人工智能、道德、人機互動，社會技術研究也一起辯論和展示新的研究。

目的藉由這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促進設計師與學者之間針對電腦系統的學術對話與評論。 

 

電腦運算的技術與進展於日本相關研究有其基礎，近年日本除了出現跨人工智能、社會哲學、

設計藝術、人機互動設計、人文道德等領域的研究趨勢外，也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性單位與

實業團體的支持，並成為影響未來工業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本次大會探討議題

相當廣泛，並反映人機互動設計研究之跨領域整合的重要性。 

 

綜合來說，此次電腦運算與原理學說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研究主題所探討的核心如下。  

 

1. Devices that Alter Perception 

 

此主體主要概念為: 設備裝置，例如植入物、可穿戴式電腦裝置、感官和神經系統的介

面替代方式改變了使用者如何去感知世界。令人印象深刻的議題是此跨學科的重點在於

系統其目的是改變使用者感知世界的看法，而個人的感知可以擴展到自己的感官或身

體。因此感知改變裝置的目標是：（一）、更了解所發揮的作用感覺和身體擴展設備在這

一過程中的看法。（二）、藉由共享的設計，去促進裝置設備的延伸性。（三）、考慮如何

透過實驗將感官經驗和身體實體經驗藉由裝置設備，可以進一步延伸到哲學和心理的感

知和認知。 

 

2. Intercultural Information Ethics 

 

隨著信息和傳播通信技術在全球各地蔓延，我們開始關注技術創造的倫理問題，是與文

化息息相關的。此次主旨將繼續之前的會議討論，找尋多方面技術和文化互動造成的後

果，而這後果並不限於道德的議題。 

 

3. Cognitive Philosophy 

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而評估社會現象應該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類的認知系統演

化，反之亦然。然而在實際的社會中，卻有這麼許多不同的因素和相互作用必須加以考

慮。此外，力量和意義的相互作用可能偶爾改變時間和背景脈絡。因此社會成員必須應

付這種動態的改變。因此，此次來自不同學科的與會者提出探討與問題，保持人與社會

的共生。 

 



4. Privacy and Technology 

計算機技術使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越趨滲透化，使人們獲取，存儲，整合，複製和使用

詳細個人資料。在過去的幾年裡，網路世界已經改變博客，社群網站，和其他 Web 2.0

服務，也改變監視攝影機的利用增加，例如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RFID標籤、閱讀器和

無線傳輸感應器網路。此外，汽車和行人現在可使用的車內電腦設備或電話去作個人資

料的蒐集下載，這可能會導致真正的隱私問題（參見 Google Street View 一例）。因此，

技術和隱私該如何增強技術系統，才能建立社會技術基礎設施的未來。 

5.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在人類認知的功能面向，自我是一個突出且重要的現象學。The mirror neurons的發現

（即前額葉皮層細胞的行動代表了自己和其他人），增加了一個新且重要的經驗方面調

查。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知神經科學方面，自我是如何通過與他人互動的構建。換句話

說，自我是一種社會建構、體現的現象。各方面的認知，例如：主動視覺、感覺運動協

調、感知時間、身體形象、情感、記憶的意義只在提到自我。而此次會議的專家例如神

經科學專家、哲學專家、人工生命專家、物理專家等人，以實驗經驗為基礎，討論新興

科學的自我。 

6. Hybrid Culture 

在過去幾個世紀，人類的知識和文化的結晶慢慢進入分離學科（工程、醫學、科學、藝

術等）。今天，這些界限似乎模糊，並迅速產生新的混合與跨學科的[文化]。而此主旨側

重於分析文化的創造性混亂和實現我們的看法外化的知識結構，通過理論討論或具體的

例子探討文化對於藝術、技術、科學和媒體的典範形式轉變。  

7. Roboethics 

近年，隨著在開發類人類機器人和醫療機器人等的科技突破，自主智能機器執行特定任

務成為可能的設想。且會議提出引入個人機器人與人類共存的可能，更進一步地接近真

實。因此，新的挑戰出現在介紹機器人的其他應用領域。而會議探討（一）、了解道德、

社會和法律方面的設計、開發與產製機器人。（二）、分析機器人影響的社會議題。（三）、

整合機器人專家、計算機科學家和哲學家等超人類主義探討 。 

8. Transhumanism 

此主題旨在於澄清和“超人類主義”的激進思想研究，從技術、社會、歷史、文化、倫

理和哲學方面探討。超人類主義是一個新興的議題 : 在不久的將來，多種科學和技術的

迅速發展，包括神經科學、生物技術、納米技術、通訊信息技術等發展，將使我們能夠

增強或擴展我們的人類特性和功能，例如：知覺、情緒、智力與長壽。此會議將著重在

預測技術發展與相關的人類主義、道德影響和哲學態度等探討。  

 



總體而論，數位科技的近用與技術的進展，並非僅自科技工程領域的角度來探討設計，

包含數位典藏科技中個人隱私資料存取的界線模糊、人類認知的延伸與突破、人工智慧

的自動化與控制、社會文化與人類道德議題、甚至是超人類主義激進思想等議題，都是

需要將科技的進展加入人類社會文化等道德哲學議題的跨領域整合探討或修正。而網路

服務與科技近用若在數位典藏使用介面設計領域中，僅強調為工作需求的功能性設計，

對使用者而言，人類的使用需求或利益將可能被科技進步的速度和經濟獲利給掩蓋，則

無法達到社會及個別公民普及同享科技利益或貼近公民的真正需求，突破數位落差及使

用介面之科技近用限制。因此，使用者的需求將從傳統的被動使用轉為主動的思考層次

近用，轉為科技技術與人類感知相互整合的研究領域，而感知科技與人工智慧帶給人類

的感官或思想限制的突破，激發設計的創意。但也更應嚴謹地探討人類道德議題與科技

技術整合的取捨。拓展數位典藏中對科技對於人文與社會發展效應，進而邁向最終充分

實現資訊倫理及數位傳播人權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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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告與心得 

此次參與會議能讓人見識到不同領域的新知，除了學術上的交流和了解外，在和各國與

會者討論國內數位典藏的精神和介面設計議題時，也激盪出知識的火花。 

 

本次會議屬於大型綜合性研討會，雖以人因工程為主題，但涵蓋多達 41 個子主題，包括

航空人因工程、情感設計、老年人人因工程設計、建築和教育設計、安全和顯示設計等議題，

共計發表 890 篇論文。參與本次會議對其他相關領域之研究有很多認識與了解，雖然本身的

研究以數位典藏平台系統的介面設計為方向，但藉由此次會議時，也對影響介面設計的文化、

使用者和情感設計等議題有一深入了解，著實有不少收獲。 

 

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的壓力和與會者之間的交流能讓人學習及成長許多，例如使用英語

進行發表、臨場應答等等；另外，與會者的提問和建議也給予我在未來研究參考的方向及指

點，如主持人兼評論人 Xiaowen Fang 對各國推動的數位典藏計畫提出精闢的評論，對台灣的

數位典藏主題亦感興趣；且透過會議研討後的問答，對於我的研究課題提出一些看法，給予

我未來議題研究上深刻的啟示。 

 

國際會議的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如巴西、美國、加拿大、日本、菲律賓、中國等，所

關切的研究方向以及所使用的方法，甚至思維方式皆不相同，但透過與會的討論過程，卻能

激起追求學術真理的火花，讓我此次發表獲益匪淺。 

 

此次「第十七屆國際人類工效學大會」，會中感受到介面和使用性設計議題方向的多樣

性，特別是與會的台灣、新加坡、中國學者和與會人，在報告過程中也對所研究之不同介面

提出精要的分析，如遊戲介面、虛擬環境、認知之間的關係，也啟發我們對不同世代需有不

同的研究聚焦視野，例如過去多以安全性、準確性和易用性做為使用者中心介面設計研究方

向，但是在現今遊戲軟體已攻占各世代休閒、學習、教育和文化的潮流下，我們不得不去正

視遊戲設計對學生的影響，例如學童可藉由教育遊戲軟體學習知識，但如何透過適當的介面

設計促使知識能正確從遊戲中傳遞予學生，是更需關切的面向，台灣或許是遊戲全球化下的

一個縮影，建議台灣教育部或本校可更重視遊戲學習設計的研究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