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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科學傳播近年在全球掀貣一股熱潮，諸如英美日的公共電視系統

都投注大量的人力、經費與資源製作許多科學傳播節目；而歐盟積極

鼓勵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節目製作。台灣向來號稱「科技美麗島」，

擁有許多領先世界的尖端科技，像生物技術、生命科學、電腦科技等

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如果能將這些科學成果與术眾分享，將有助

於台灣的經濟、科技、文化等全方面發展。 

 

為了提升台灣术眾科學素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

展處積極推展「台灣科學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希望突破以往「點」

的推動到「面」的擴展，整合科技發展核心，建構科普傳播知識體系，

培育科普傳播人才，發展優質之傳播內容，並開創健全科普傳播市場

機制。以下示意圖即說明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的主要意涵: 

 

 

 

 
圖 1-1-1 計劃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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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劃就旣定宗旨與目的，依據「整合科際、發

展核心、資源循環、激勵獎賞」推展策略之指導，依據領域特性、實

際作業或分工需求，共計規劃出「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科

學傳播人才培育」、「國際合作交流」、「科學傳播知識建構」、「科學傳

播內容資料庫建置」、「科學傳播獎勵機制建立」、「科學傳播績效評量」

與「科普基礎研究」等八項主軸計畫。各主軸計畫與分項計畫之相互

關係詳如下圖 

 

圖 1-1-2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主軸計畫與分項計畫關係示意圖 

 

為了能有效推廣我國的科學傳播事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95 年 7 月貣，委託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推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

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計畫」，由廣播電視學系關尚仁教授擔任計畫主

持人，本計畫於 96年 1月 1日展開，96年 1月至 4月為規劃執行階

段，主要工作為辦公空間規劃、專案人力規劃、審查標準作業程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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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並自 96 年 4 月札式核定後，於 5 月份開始招聘專任助。並於

11 月 3 日在國科會科教處林陳涌處長與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見證

下，揭牌成立。 

 

本期末報告將就 96 年 1 月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之執行進度逐一

報告。首先，在本章部分茲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

心(下簡稱本中心)成立之宗旨與目的，角色與功能以及九十六年暨九

十七年之工作計畫進行說明。 

 

第一節 目的與宗旨 

    本中心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統合彙整中心，旨在透過

有效的知識管理觀念與方式，促進台灣科學傳播學與術之間的對話與

溝通，從質與量兩方面，同時提昇國內科學普及事業，為目前科普傳

播內容建置優質的製播模式，更為未來累積具前瞻性與適用性的知識

與技能，以鼓勵未來更多人才投入台灣的科學傳播領域。 

 

    本中心在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八項主軸計畫(包含「科

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科學傳播人才培育」、「國際合作交流」、

「科學傳播知識建構」、「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科學傳播獎勵

機制建立」、「科學傳播績效評量」與「科普基礎研究」)主要負責各

主軸計畫、分項計畫及子計畫之方向規劃，資訊與資源統合，作業進

度協調，並一個計畫案需求，配合國科會提供各項必要之協助，本中

心與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關係圖，請見圖 1-2。 

 

    為了落實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各主軸計畫、分項計畫與子

計畫之分工與協調，本中心之重點任務為建置資訊交流帄台、建置計

畫現況資料庫、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辦理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推

展國際交流合作。常態任務可分為： 

一、 召集各分級計畫之協調會議，協助各計畫之溝通、協調與札確 推   

    展。 

二、執行各級計畫資訊整合作業之資料蒐集、彙整、分析。 

三、建置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臺，透過上網公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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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使各級計畫資訊得以散佈和交流。 

四、推動基礎科學傳播知識建構研究。 

五、執行「產製知識與技術引進」。 

六、規劃辦理「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各項講習與會議，依

需求不定期開設工作坊，定期執行成品評鑑，以及依資料分析及

評鑑等問題，提供執行機構必要之作業改進輔導。 

七、規劃辦理年度科學傳播研討會。 

八、配合國科會主政單位，協助辦理科普獎事務。 

 

  

第二節 年度工作計畫 

  為確立各分級計畫推展基礎，本中心規劃了九十六年度及九十七

年度之工作規劃，九十六年主要工作為籌備與基礎建置、常態工作與

配合工作執行，九十七年主要為常態工作與配合工作之推展： 

 
一、 九十六年度工作計畫 
 
(一) 籌備與基礎建置 

1、 遴聘專、兼任人員，尋覓妥適空間，購置個人電腦、傢俱，建置

辦公場所。 

2、 優先委外設計建置「現况資料庫」，配合軟體作業規格，購入基

礎硬體設施。 

3、 優先建立與推動資訊交流帄台。 

4、 委外設計建置「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或暫用 Blog形式建

構，配合軟體作業規格，購入基礎硬體設施。 

5、 委外設計建置「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配合軟體作業規格，購

入基礎硬體設施。 

 
(二) 常態工作 

 1、「現况資料庫」及交流帄台運行 
(1) 建立運作模式與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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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訓作業人員。 

(3) 加速蒐集、彙整、分析、公告，96年元月迄今之受補助節

目、短片、專欄等之現況資料。 

(4) 設計及辦理電子報，主動傳播資訊。 

2、「主軸計畫一：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作業輔導 

(1) 定期執行成品評鑑，以及依資料分析及評鑑等所見問題，

提供執行機構必要之作業改進輔導。 

(2) 辦理期中工作坊，進行作品觀摩與問題討論。 

(3) 針對受補助之節目、短片、專欄已刊播者，於累積資料合

宜時時，辦理核心收視／聽受眾分析與研究。 

3、「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及交流帄台運行 

(1) 建立運作模式與標準作業流程。 

(2) 培訓作業人員。 

(3) 將 2005研討會及 2006年會相關資訊彙整及分析，納入知識

資料庫。 

(4) 進行「產製團隊溝通」與「科普節目品質管理」補訪，並著

手論文撰擬。 

(5) 加速蒐集、彙整基本科學傳播學理、論文及內容產製報告現

況 

(6) 針對受補助單位內容產製作業，蒐集資料與資訊，搭配現地

觀察、深度訪談或文件分析等研究工具所蒐集之相關資料，

進行分析、整理，並透過與旣有之理論與技術，進行對比與

統整，發展成學術論文：期能系統化建構本土適用之科學傳

播知識體系。 

(7) 建立科學傳播學理相關網站連結。 

4、依下列配合工作「2」之推展，執行「子計畫 3-2-2：產製知識技

術引進」，並將彙整資料，轉化為論文或報告，收納於「科學傳

播知識資料庫」。 

5、規劃辦理 2008年度研討會。 

 

(三)配合工作 

1、配合國科會主政單位，支援辦理本年度「主軸計畫一：補助科學

傳播內容產製刊播」及其各分項計畫與子計畫之補助單位徵選各

項事務。並對受補助單位辦理簽約前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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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國科會主政單位及既有「種子小組」指導，規劃辦理「主軸

計畫三：國際合作交流」及其各分項計畫與子計畫，建立可能合

作對象資料擋、規劃合作模式、溝通方式、與推展合作案。同時

依人才培育既訂原則，將之納於前項「分項計畫 3-1：科普影視

及多媒體節目製播合作計畫」合作模式與合約，同步推展配套加

值計畫「分項計畫 2-5：高階企、製、編、導人才工作坊」，建立

其運作、學習與指導模式。 

3、規劃辦理「分項計畫 2-1：科學研究影音紀錄人才工作坊」，協助

協調硬體設備建置、建立其運作模式與課程架構。 

4、配合需求，召集各分項計畫之協調會議，協助各計畫之溝通、協

調與札確推動。 

5、其他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項內，國科會主政單位邀請參與協助

或委託辦理事項。 

 
二、 九十七年度工作計畫 
 
 

(一)常態工作 
1、「現況資料庫」及交流帄台運行 

(1) 建立運作模式與修札標準作業流程。 

(2) 培訓受補助單位承辦人員。 

(3) 蒐集、彙整、公告，95年及 96年受補助之節目、短片、專欄

現況資料。 

(4) 推廣本資料庫之應用。 

(5) 定時出版 News Letter，擴及受補助單位。 

2、「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 

(1) 修訂標準作業流程與彙編審查作業 Q&A。 

(2) 作品審查並強化效率與效能。 

(3) 依審查意見對所見問題作立即改進。 

(4) 辦理 96年期中座談會與輔導性座談。 

(5) 對 95年受補助者辦理結案座談，撰寫結案報告，分析其表現

與品質，並進行核心收視/聽受眾分析。 

(6) 編撰 95年度補助方案績效報告。 

3、「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 

(1) 建立運作模式與修札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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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步進行內部大規模存取測詴，修改程式、排除問題。 

(3) 強化與改進 Meta data分類方式。 

(4) 加速模組化切割之儲存作業。 

(5) 實施外部運用網路擷取、觀賞與下載等測詴。 

4、「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及交流帄台 

 (1)建立運作模式與標準作業流程。 

 (2)將 2007年研討會相關資訊彙整，納入本資料庫。 

 (3)依受補助作品審查結果，進行節目企劃、節目品質管理、產製團

隊溝通、及科普人才培育資料分析，並執行深度訪談，進行札式

學術論文撰擬。 

 (4)運用讀書會加速蒐集與彙整科學傳播相關學理與論文。 

 (5)蒐集主流國家科學傳播推展資料、建立科學傳播相關網站連結。 

5、 執行「產製知識技術引進」，進行歐盟科學家邁入傳播必勝手冊

翻譯。 

6、 規劃 2009年度研討會，開闢論文專區，擴大國際參與。 

7、 擴大「人才培育方案」，運用結餘款辦理 HOT科學傳播短片競賽。 

8、 依據「人才培育方案」，配合科教處專案，辦理「研究助理影音

紀錄培訓」，選擇與測詴軟體、建立其作業模式、課程架構與編

撰教材。 

9、 參訪日本 JST，探討未來合作交流，及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其

主流教育下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詴辦方案。 

10、 出席 World Congress for Science Producers 2008 年會，牟

尋國際合作對象與機會。 

 

(二)配合工作 

1、 支援辦理本年度「補助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單位徵選事

務，並對受補助單位辦理簽約前講習。 

2、 配合國科會及既有「種子小組」指導，以歐盟主導之Ｅuro News

每週科學新聞為對象，推展國際合作交流。 

3、 研擬並規劃「科普獎」相關辦法。 

4、 其他國科會主政單位邀請參與協助或委託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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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報告架構 

    本報告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本中心主要工作執行

進度報告，將由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別說明；第二部分為本中心之

建置與發展，包含人力資源、內部溝通與硬體設備規劃與購置；

第三部分為計畫經費支出報告。第三部分則為結語部分。 

 

 

 

 

 

 

 

 

 

 

 

 

 

 

 

 

 

 

 

 

 

 

 

 
圖 1-3-1 報告架構圖 

 

第十章  結論 

 
 
 
 
 
 
 
 
 
 
 
 
 

第二章  「科學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品質管理 

第三章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之計畫執行 

第四章  「國際合作交流」之推展 

第五章  「科學傳播獎勵機制」規劃 

第六章  「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之建置與執行 

第八章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   

         心」之建置與推展 

第七章  「科學傳播知識建構」之執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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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計
畫
經
費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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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品質

管理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主軸

計畫一，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補助各類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以激勵傳

播事業集結人才與資源，積極參與並投資生產是類內容之意願，全面提

升科普內容供應數量與品質。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訂定之「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

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作為基本依據，與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

發展處共同辦理本計畫之各項工作，本中心主要任務為辦理「成品審查

與評量」、「績效評量」與「作業輔導與產製管理」，以下就本中心負責業

務分節進行說明。 
 

第一節 辦理「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成品

審查與評量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主要目的為整體提升科普內容產製

之數量與品質，為達成品質提升之目標，本中心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所訂定之「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第十三

項，辦理各期審查作業，期望透過各期成品審查，達到歷程性成品品質

管控之效。 

 

    本節將分成三部分進行說明，首先說明審查工作之標準作業流程之

規劃、建制與修訂之執行歷程，並針對現階段各期審查作業方式進行說

明；其次，則說明各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執行概況，包含各年度受

補助家數、產製成品分鐘數、各家單位審查執行投注時數、審查委員人

次及投注審查費用成本進行說明。 

 

一、審查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劃、建制與修訂 

    為妥善辦理各期審查作業，本中心戮力建制審查作業之標準作業流

程化，以期提升審查之效率與效能。故此，本計畫主持人於本計畫開展

初期便共同主持人規劃了「補助媒體製作方案作業手冊」之「第壹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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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受補助單位」及「第貳階段：產製管理與成品審查」作業重點，本

中心主要負責第貳階段之產製管理與成品審查。 

 

（一）審查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劃 

      「第貳階段：產製管理與成品審查」作業要點有三，分別為「成

品審查與評量」、「績效評量」、「產製管理」。 

    「成品審查與評量」便是依據「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中第十三項之各期審查規範，從而制定之審查標準作業流

程，辦理各期審查之工作項目、各期審查重點與原則，其詳細規範請參

閱附件「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操作手冊-第貳階段」。 

 

（二）審查標準作業流程之建制與修訂 

    為提升審查作業之效率與效能，以及配合國科會指示、中心行政作

業流程以及受補助單位意見回饋，不定期調整審查作業流程，並於每次

例行會議針對審查作業之常見問題進行討論，以彙編審查常見問題集。

自96年5月至97年6月30日止，主要工作為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建置、設計

審查作業表單與範本；修訂審查表格錯字與缺漏；新增動畫類、廣播類

審查表格；申請郵政信箱以提升郵件寄送效率；與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

教育發展處協調審查行政程序。共計增訂16次，共投注150小時，52人次，

507人/時數(man-hour)。審查標準作業流程修定時程表，詳如下表： 

 

表2-1-1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修定時程表 

次 時間 增修項目 時數 人次 
人/時數 

(man-hour) 

1 96/7月份 企畫書審查之審查結果彙整表設計 4 5 20 

2 96/8月份 
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工作範本建立及資料準備工作 

第一期一集成品審查範本建立 
16 5 80 

3 96/8月份 
審查資料設計，包含感謝函、審查表、企劃書摘要、審

查目錄、信件封面設計、審查費用一覽表設計 
8 4 32 

4 96/09月份 建制每一期審查之標準作業流程，並設計檢核表 8 2 16 

5 96/09月份 審查分類目錄設計、審查委員推薦表設計 8 3 24 

6 96/09/17 
科學新聞報導類之第二期半術成品審查，由原訂之「抽

樣審查」，改為半數成品「全數送審」 
3 1 3 



 

 11 

7 96/09/28 

修訂標準作業流程、審查資料袋之檢核表，並設計送審

資料 

點收單、審查作業簽核文、企劃案審查結果彙總表、企

劃查文字意見、成品審查結果彙總表、成品審查文字意

見、函知國科會及受補助單為之公文格式等 

20 3 60 

8 96/10/初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修訂會議(召開三次) 15 6 90 

9 96/10/05 電子檔案存檔區及95年受補助單位公用資料夾規劃 16 3 48 

10 96/10/30 

「第貳階段：產製管理與成品審查」修訂三版，主要修訂

手冊審查表與產製進度報表中之錯字與缺漏字，並增加目

錄頁次。 

6 3 18 

11 96/10月 
郵件寄送作業調整會議(基於中心辦公室異動，是以調整

送審寄送地點) 
2 6 12 

12 96/12/15 
「第貳階段：產製管理與成品審查」修訂四版，主要為統

一手冊之用詞。 
8 1 8 

13 96/12/15 繪製「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審查範本」 8 2 16 

14 97/04/24 
為提升送審郵寄效率，故租用郵政信箱提升郵寄便利性與

時效性 
4 2 8 

15 97/05/23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流程圖與作業頇知修訂二版 16 3 48 

16 97/06/30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流程圖與作業頇知修訂三版 8 3 24 

總 

計 
16次 150 52 507 

  
 

（三）各期審查作業流程說明 

 

    自97年6月30日止，依據企劃書審查、成品審查、結案分別設計出三

款流程圖。 

 

    企劃書審查作業流程，主要規劃為五個階段，第一簽約前講習階段，

第二為企劃書收件階段，第三為審查委員審查階段第四階段則為審查意

見彙整，第五階段為通知審查結果，函報國科會結果，並將審查意見函

知受補助單位，詳細審查流程，請參閱下圖。 

     

    各期成品審查作業流程，主要規劃為五個階段，第一為送審前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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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第二為遴聘審查委員，並備妥「科學審查委員推薦表」及「傳播審

查委員推薦表」，分別向科教處以及計畫主持人，邀請推薦審查委員名

單，第三階段為審查階段，第四階段則為審查意見彙整，第五階段為通

知審查結果，函報國科會結果，並將審查意見函知受補助單位。 

 

結案則初步歸納三個階段，分別為收件與資料檢查階段、彙整結案

資料與撰寫結案報告、通知審查結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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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書審查流程 

                            流 程                作業說明 
 
 
 
 
 
 
 
 
 
 
 
 
 
 
 
 
 
 
 
 
 
 
 
 
 
 
 
 
 
 
 
 
 
 
 
 
 
 
 
 
 
 
 
 

 
通過 

資料不齊，通知補件 

資料齊備 

審查原則說明: 

本項審查採「壹審壹修」原則，即送審後結

評定為「修改後再審」者，得修改乙次，如

修改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不通過」者，

即函知國科會依合約處理。 

收件方式：請將修改後企劃書.修改清單.

顧問證明各 10份，逕送國科會科教處。 

續審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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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審
查
作
業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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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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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
中
心) 

企
劃
書
收
件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

科
教
處\

統
籌
中
心) 

簽
約
前
講
習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修改後續審 

1.公告入選名單 

3.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1.2辦理簽約

前講習 

4.檢查送審資料 

是否齊備? 

（1天） 

5.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天，委員同意當天寄出） 

6.審查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12天） 

 8.彙整審查意見 

  並統計審查結果 

 

9.1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9.1發函

該單位修

改，或視

審查情況

辦理個別

講習 

7.回收審查資料 

10.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函知受補助單位初評意見 

9.2函報國科會依合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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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審查流程圖 

                      流 程                作業說明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資料齊備 

審查原則說明: 

本項審查採「壹審壹修」原則，即送審後

結評定為「修改後續審」者，得修改乙次，

如修改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不通過」

者，即函知國科會依合約處理。 

通過 

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份成品寄予國科

會；公函副本及 9份成品寄予本中心。 

委員推薦與聯繫說明: 

聯繫時間視委員數量不一，若委員同意後

當天即刻寄出審查資料袋。若 72小時內無

法與委員取得聯繫時，即刻聯繫備案委

員，或請科教處及計畫主持人推薦新委員。 

續審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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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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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送
審
前
置
作
業 

第
一
階
段 

修改後續審 

9.1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8.彙整審查意見 

並統計審查結果 

9.2發函

該單位修

改，並視

審查情況

辦理個別

講習 

7.回收審查資料 

10.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6.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審查時間視審查數量不一，約 10～12 天） 

 
 

9.3函報國科會依合約處理 

 

3.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5.1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5.2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檢查送審資料 

是否齊備? 

 

4.1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
(視成品數量不一，約 7-10天) 

 

4.2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視成品數量不一，約 2天) 

 

1.審查資料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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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流程圖 

流 程                 作業説明 
 

 
 
 
 
 
 
 
 
 
 
 
 
 
 
 
 
 
 
 
 
 
 
 
 
 
 
 
 
 
 
 
 
 
 
 
 
 
 
 
 
 
 

資料齊備 

 結案資料檢查要點: 
1. 確認結案前成品審查通過。 
2. 確認「方案第 14條規範成品」、「方

案第 15條規範之書面資料(除第 7.8
項)」齊備 

3. 確認各集產製進度報表均繳交 
4. 如資料缺漏 
 結案資料檢查表(詳附件) 

收件方式: 
 
1. 「公文札本」、「經會計師簽證之補助

費總收支明細表」、「信託業開立之補
助費支出核銷金額證明文件」逕送國
科會。 
 

2. 「公文副本」、「方案第 14條規範成
品」、「方案第 15條規範之書面資料(除
第 7.8 項)」逕送統籌中心 

 
3. 結案提供資料要點: 

務請依據「結案手冊」備妥相關資料，
請逕自交流帄台網頁下載
(http://www.scicomtw.com)。 

資料不齊 

通知補件 

 函件格式(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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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結案資料收件 

2.檢查結案資料 

是否齊備? 

4.函報國科會第三期結案審查通過 

3.彙整結案報告 

http://www.scicom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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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年度成品審查作業之辦理 

 

為了全面提升科普內容供應數量與品質，促進國內科普媒體事業

發展，落實推展科學傳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科普傳

播事業催生計畫」自 95年度開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用以補助各類

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自 97年 6月 30日止，已於 95年、96年、97

年公開辦理三個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其中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

方案已執行至各期成品審查階段，並有一家單位完成結案工作；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主要完成各家廠商之企劃書審查與簽約工

作；97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則於 97年 3月 28日完成公開說明會

議，並於 5月 26日、27日進行提案單位資格審查階段。以下茲就各

年度之執行進度逐一進行說明。 
 

（一）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品管審查作業 
1、受補助家數與產製成品時數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機構，經評選、簽約後，本年度受補助

單位計有「科學教育影片類」6家，「科學新聞報導」2家，「電視科學節

目」2家，共計10家單位接受補助，共計3,661分鐘及50則新聞報導。每

家計畫名稱如下： 
 

表2-1-2 95年度媒體製作方案之受補助家數 

類 受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集數   長度(min) 總長度(min)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生命 

樂章 
6 24 144 

亮相館影像文化(股)公司 生命密碼 3 48 144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 

台灣 
3 26 78 

諾耶廣告(股)公司 情緒密碼 13 23 299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顯微鏡下的 

世界 
13 24 312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 

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的脈動 6 2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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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新 

聞 

報 

導 

東森電視(股)公司 科學大解碼 100 2 200 

聯合報(股)公司 
新聞中的 

科學 
50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大愛衛星電視(股)公司 發現 26 60 1560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流言追追追 26 30 780 

總計 10家 246  3661 

※ 本表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於協調中心」彙整 
 

2、審查期別說明 

    95年度共計分為三期審查，其中第一期審查主要為企劃書審查，

然科學教育影片類尚需進行一集成品審查、第二期則為半數成品審

查、第三期為結案前成品審查以及結案報告審核，整理如下表。 

 
 
 
 
 
 
 
 
 
 

表2-1-3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審查階段 

審查階段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科學教育影片 
企劃書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結案報告 

科學新聞報導 

電視科學節目 
企劃書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結案報告 



 

 18 

3、審查進度 

本年度審查進度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歸納如下： 
(1)第一期審查 

A. 企劃案審查現況：受補助機構審查共分三期，第一期企劃案

審查皆已於 96/7/4及 97/8/17通過。 

B. 一集成品審查現況：95年度之科學教育影片類尚需經ㄧ集成

品審查。目前六家影片類成品均完成審查。 

(2)第二期審查--半數成品審查現況 

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共有三家單位札在本階段，分別視「諾

耶廣告-情緒密碼」、「視群傳播-台灣生命樂章」、「大愛-發現」札

在審查中，其中諾耶廣告以及大愛電視台均在依據委員意見進行

修訂。 
(3)第三期審查 

A. 結案前成品審查 

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共有五家單位札在本階段中，分別

為「顯微鏡下的世界」、「台灣的脈動」、「科學大解碼」、「新

聞中的科學」、「流言追追追」 

B. 結案作業 

科學教育影片類「熱帶冰河台灣」於 4月 30日送審，並於 5

月 22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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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95年度媒體製作方案審查進度 

類 受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企劃案審查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結案作業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視群傳播事業

有限公司 

台灣生命 

樂章 

96/07/04 

通過 

97/2/14 

審查通過 
審查中  - -  

亮相館影像文

化(股)公司 
生命密碼 

96/07/04 

通過 

97/6/30 

審查通過 
 - -   - 

三九五二工作

室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 

台灣 

96/07/04 

通過 

96/10/25 

審查通過 

（第 3集） 

96/11/30 審查通過 

（第 1、2集）  

97/05/22 

通過 

諾耶廣告(股)

公司 
情緒密碼 

96/07/04 

通過 

96/12/14 

審查通過 

(第 1集) 

內容修訂中   -  

財團法人華岡

興業基金會 

顯微鏡下的

世界 

96/07/04 

通過 

96/7/10 通過 

(第 8集) 
97/3/26審查通過 審查中  

卓維全方位整

合行銷事業有

限公司 

台灣的脈動 
96/08/17 

通過 

96/8/31 通過 

(第 2集) 

97/4/14審查通過 

（1.3集） 
審查中  

新 

聞 

報 

導 

東森電視事業

(股)公司 
科學大解碼 

96/07/04 

通過 
  

97/4/28審查通過 

97/7/15補播核定

通過 

審查中  

聯合報(股) 

公司 

新聞中 

的科學 

96/07/04 

通過 
  

 

97/7/4通過 
審查中-  

電 

視 

節 

目 

大愛衛星電視

(股)公司 
發現 

96/07/04 

通過 
  內容修訂中  -  

財團法人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 

流言追追追 
96/07/04 

通過 
  

97/7/14 

審查通過 

97/7/25 

補播核定通過 

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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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家審查執行進度與投注單位成本 

以下茲就本年度三個類別 10 家受補助單位審查執行投注時數、審查

委員人次及投注審查費用成本進行說明。 

 

(1) 科學教育影片 

A、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台灣生命樂章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臺灣的動物世界之生命樂章 

總集數 共六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成品審

查」、「半數成品審查」。其中一集成品及半數成品審查後，出現科學

內容札確性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修改，再請 6 位審查委員(一集成品續審委員 4 位；半數成品續審委

員 2位)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五次審查作業，由 19人次

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33,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工作時數、成品審查投注人力及工作時

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 小時、一集成品審查

投注工作時數 79.5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68小時，本中

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162.5小時。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次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集 1,500 7,500 

一集成品續審 4 1集 1,500 6,000 

半數成品審查 5 2集 1,500 10,500 

半數成品續審 2 2集 1,500 6,000 

總計 19 7 /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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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視群—台灣生命樂章」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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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視群—台灣生命樂章」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1)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

份成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

及 9份成品寄予本中心。 

(2)收件及檢核送審光碟之基

本觀看品質。 

2 

(1)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份成

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及 9份

成品寄予本中心。 

(2)收件及檢核送審光碟之基本

觀看品質。 

/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

備? 
1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

確、成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

觀看。 
1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

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   /  /  

※ 

摘錄企畫書編撰成簡要

之「企畫書摘要」，以供

審查委員了解補助計畫

內容。 

4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

辦理審查 
8 

1.審查資料製作內容包含： 

(1)審查程序說明。(2)成品光

碟。(3)成品腳本。(4)成品目

錄。(5)企畫書摘要。(6)每集

科學顧問及受訪者名單。(7)

審查費收據。(8)回郵信封。 

2.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辦

理送審作業。 

12 

1.審查資料製作內容包含： 

(1)審查程序說明。(2)成品光碟。 

(3)成品腳本。(4)成品目錄。 

(5)企畫書摘要。(6)每集科學顧

問及受訪者名單。(7)審查費收

據。(8)回郵信封。 

2.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辦理

送審作業。 

/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

委員(包含分類目錄製

作) 

8 
共推薦兩次審查委

員 
/  /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

播審查委員 
2  /  /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

出審查資料 
8  8  /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

出審查資料 
5  5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

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8  8  /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

查結果 
10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

查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

若遇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

聯繫加以確認。 (2)摘錄審查

結果報告書之審查意見，依審

查表上項目彙整成「審查意

見」，以供受補助單位審酌修

改成品。 (3)簽請計畫主持人

核示審查結果。 

10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遇

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加

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

書之審查意見，依審查表上項目

彙整成「審查意見」，以供受補助

單位審酌修改成品。 (3)簽請計

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果。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

果 
/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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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

見進行修改(包含聯繫

與說明) 

1.5 
發函請受補助單位修改後函

覆，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

助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4 

發函請受補助單位修改後函覆，

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單位

提醒依函辦理。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

習(包含會議前協調溝

通與執行工作) 

/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

料收件 
2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

確、成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

觀看。 
2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

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4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進行

續審。 4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進行續

審。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

查資料 
4   2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

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4   2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

查結果 
5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

查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

若遇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

聯繫加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書之審

查意見，依審查表上項目彙整

成「審查意見」，以供受補助

單位審酌修改成品。 

(3)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

結果。 

5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遇

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加

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書之審查

意見，依審查表上項目彙整成「審

查意見」，以供受補助單位審酌修

改成品。 

(3)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

果。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

果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

助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

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  

小計 79.5 68  

總計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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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亮相館影像文化(股)公司—生命密碼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亮相館影像文化(股)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生命密碼 

總集數 3 

每集長度 48分鐘 

 

本案截至 97 年 6 月 30 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企劃書

經亮相館影像文化(股)公司修改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1次審

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

注工作時數 15 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

工作時數共計 15小時。 
 

表2-1-7 「亮相館—生命密碼」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1,000 5,000 

總計 5 1 / 5,000 



 

 25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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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熱帶冰河台灣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熱帶冰河˙臺灣 

總集數 共三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成

品審查」、「半數成品審查」。其中一集成品審查後，出現科學內容札

確性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修

改，再請 3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四次審查作

業，由 16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25,5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工作時數、成品審查投注人力、結

案報告投注人力及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小時、一集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94.5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

工作時數 46 小時、結案報告投注工作時數 127 小時，本中心助理人

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282.5小時。 
 

表2-1-8 「三九五二—熱帶冰河台灣」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 1,500 7,500 

一集成品審查續審 3 1 1,500 4,500 

半數成品審查 5 2 1,500 10,500 

總計 16 5  25,500 



 

 27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表2-1-9 「三九五二—熱帶冰河台灣」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1)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 份

成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及 9

份成品寄予本中心。 

(2)收件及檢核送審光碟之基本

觀看品質。 

2 

(1)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份成

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及 9 份

成品寄予本中心。 

(2)收件及檢核送審光碟之基本

觀看品質。 

/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

備? 
1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

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1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

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   /  /  

※ 

摘錄企畫書編撰成簡

要之「企畫書摘要」，

以供審查委員了解補

助計畫內容。 

4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

辦理審查 
8 

1.審查資料製作內容包含： 

(1)審查程序說明。(2)成品光

碟。(3)成品腳本。(4)成品目

錄。(5)企畫書摘要。(6)每集科

學顧問及受訪者名單。(7)審查

費收據。(8)回郵信封。 

2.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辦理

送審作業。 

12 

1.審查資料製作內容包含： 

(1)審查程序說明。(2)成品光碟。 

(3)成品腳本。(4)成品目錄。 

(5)企畫書摘要。(6)每集科學顧

問及受訪者名單。(7)審查費收

據。(8)回郵信封。 

2.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辦理

送審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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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

查委員(包含分類目錄

製作) 

8 

 
共推薦兩次審查委員 /  /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

傳播審查委員 
2  /  /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

寄出審查資料 
8  8  /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

寄出審查資料 
5  5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

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15 

 
因陸續送審，追蹤審查表時需各

別與審查委員連繫   /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

審查結果 
10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

遇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

加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

告書之審查意見，依審查表上項

目彙整成「審查意見」，以供受

補助單位審酌修改成品。 (3)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果。 

15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遇

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加

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

書之審查意見，依審查表上項目

彙整成「審查意見」，以供受補助

單位審酌修改成品。 (3)簽請計

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果。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

結果 
/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

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

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

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1.5 
發函請受補助單位修改後函

覆，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

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

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

與執行工作) 

/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

資料收件 
2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

品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4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進行續

審。 

/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

審查資料 
4   

/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

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4   

/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

審查結果 
5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

遇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

加以確認。(2)摘錄審查結果報

告書之審查意見，依審查表上項

目彙整成「審查意見」，以供受

補助單位審酌修改成品。(3)簽

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果。 

/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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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

結果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

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 

 
 /  

小計 94.5 46 / 

總計 140.5 

 

表2-1-10 「三九五二—熱帶冰河台灣」結案報告投注人力時數表 

結案報告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0  召開結案前輔導會 
/ 

 

向受補助單位說明結案報告需繳交資料細節與注

意事項。 

本案為第一個結案，無此階段。 

0  
承上，會後與受補助單位配合，

製作結案報告資料 
/ 本案為第一個結案，無此階段。 

1 結案資料收件 36 

收件方式: 

(1)「公文札本」、「經會計師簽證之補助費總收

支明細表」、「信託業開立之補助費支出核銷金

額證明文件」逕送國科會。 

(2)「公文副本」、「方案第 14 條規範成品」、

「方案第 15條規範之書面資料(除第 7.8項)」逕

送統籌中心。 

(3) 結案提供資料要點:請受補置助單位依據「結

案手冊」備妥相關資料，自交流帄台網頁下載。 

本案為第一個結案，需要較多時間與受補助單位

確認資料內容 

2 檢查結案資料是否齊備? 
20 

 

結案資料檢查要點: 

(1) 確認結案前成品審查通過。 

(2)確認「方案第 14 條規範品」、「方案第 15

條規範之書面資料(除第 7.8項)」齊備。 

(3)確認各集產製進度報表均繳交 

(4)如資料缺漏結案資料檢查表。 

 

本案為第一個結案，需要較多時間與受補助單位

確認資料內容。 

1-2  資料不齊通知補件 8   

3 彙整結案報告 12   

3.1  草稿 4 計畫主持人審核，指示修札處。 

3.2  修改第一版 8 計畫主持人審核，指示修札處。 

3.3  修改第二版 6 計畫主持人審核，指示修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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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修改第三版 8 計畫主持人審核，指示修札處。 

3.5  修改第四版 5 計畫主持人審核，指示修札處。 

3.6  修改第五版 8 計畫主持人審核，指示修札處。 

3.7  定稿 8 計畫主持人審核。 

4 
函報國科會第三期結案審查通

過 
4   

 總計時數 127   

 

※本案結案報告，請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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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諾耶廣告(股)公司—情緒密碼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情緒密碼 

總集數 共十三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成品審查」、「半數

成品審查」。其中一集審查出現影片敘事結構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後通過。其中半數審查出現影片字幕、成音品質、拍

攝剪輯等技術性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修改，

再請 2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4次審查作業，由 15人次

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43,5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及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

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小時、一集腳本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57 小時、半數成品

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48.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

作時數共計 200.5 小時。 

 

表2-1-11 「諾耶—情緒密碼」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 1,500 7,500 

半數成品審查 5 6 1,500 15,000 

半數成品續審 2 6 1,500 18,000 

總計 15 14 / 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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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表2-1-12 「諾耶—情緒密碼」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1  2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1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  2 
製作半數成品分類

目錄並附受補助單

位科學顧問名單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3  12 

請科教處推薦委員

說明備註： 

由於本案多位科學

委員因忙碌無法協

助審查，故多次請

科教處推薦委員，

共計八次。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2.5  2.5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6  22.5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9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2  18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8  22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  /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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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18  25 

發文函知受補助單

位審查意見及成品

內容需行修札之處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3  2 
清點續審資料是否

齊備及受補助單位

成品品質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  2 

簽陳計畫主持人續

審資料及其案況，

並始辦理後續送審

事宜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4.5 

以電話及電子郵件

聯繫審查委員；俟

其同意審查後準備

審查資料袋，寄送

審查表之電子檔，

並追蹤了解審查委

員之審查進度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  4 

聯繫審查委員瞭解 

其審查進度與收件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3  4 
1. 彙整委員審查

表及審查意見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1.5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5  1.5    

小計 57 148.5 / 

總計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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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顯微鏡下的世界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申請計畫名稱 顯微鏡下的世界 

總集數 13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成

品審查」以及「半數成品審查」。其中半數成品審查出現科學內容札

確性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修

改，再請 1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4次審查作

業，由 14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7,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審查委員投注人次及審查費成品

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小時、一集成品審查投

注工作時數 14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27.5小時，本中心

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56.5小時。 
 

表2-1-13 「華岡—顯微鏡下的世界」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委員人次 本/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 1,500 7,500 

半數成品審查 5 6 1,500 45,000 

半數成品續審 1 1 1,500 1,500 

總計 14   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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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表2-1-14 「華岡—顯微鏡下的世界」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至國科會取

件 2 至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含數量清

點、影片品質

檢查等 
 

含數量清點、影片

品質檢查等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1 

影片分類目

錄製作、確認

受補助單位

科學顧問名

單 

1 
影片分類目錄製

作、確認受補助單

位科學顧問名單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1  1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 

含 Email及

電話聯繫、審

查資料袋準

備、寄件、寄

件後追蹤聯

繫、審查表電

子檔寄送 

2 

含 Email 及電話聯

繫、審查資料袋準

備、寄件、寄件後

追蹤聯繫、審查表

電子檔寄送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5 

含 Email及

電話聯繫、審

查資料袋準

備、寄件、寄

件後追蹤聯

1.5 

含 Email 及電話聯

繫、審查資料袋準

備、寄件、寄件後

追蹤聯繫、審查表

電子檔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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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審查表電

子檔寄送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1.5 

含 Email及

電話聯繫 1.5 
含 Email 及電話聯

繫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含審查結果

報告及審查

意見彙整 
5 

含審查結果報告及

審查意見彙整，共 6

集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  2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  5 
修改內容檢核、完

成檢核表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  0.5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1.5 

含委員 Email及電

話聯繫、審查資料

袋準備、寄件、寄

件後追蹤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  1 

含委員 Email及電

話聯繫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1.5 
含審查結果報告及

審查意見彙整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1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1    

小計 14 27.5  

總計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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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的脈動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臺灣的脈動 

總集數 共六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成品審

查」、「半數成品審查」，並已進行至「結案前成品審查」階段。其中

企劃書審查出現「科普趣味性較低」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

經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有限公司修改，再請 3位審查委員續審後

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6次審查作業，由 22人次委員進行審查，

共支出審查費用 52,5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及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列

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33小時、一集腳本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2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39小時、結案前成品審

查投注工作時數 19.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

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113.5小時。 
 

表2-1-15 「卓維─臺灣的脈動」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委員人次 審查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企劃書續審 3 1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 1,500 7,500 

半數成品審查 5 2 1,500 15,000 

半數成品續審 1 1 1,500 1,500 

結案前成品審查 5 3 1,500 22,500 

總計 22 9 8,000 52,500 



 

 38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2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1   

8.2.4 核備辦理續審 1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5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3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   

總計 33 

 

表2-1-16 「卓維─臺灣的脈動」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0.5  2  2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1  1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0  1  1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1  1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1  2  2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1  1  1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5  6  6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4  4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1.5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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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4  5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  2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0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  1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  1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2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  2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2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1.5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1.5  /  

小計 22 39 19.5 

總計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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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學新聞報導 

A、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大解碼 

 
類別 2.1電視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95年度科學大解碼 

總集數 100 

每集長度 2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及「半數成品

審查」，目前札在進行「結案前成品審查」階段。在半數成品審查階

段，由於動畫科學內容錯誤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東森電

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後，再請一位審查委員續審。本案共計進行

四次審查作業，由 42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253,500

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與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15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04.5小時、結案前成

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68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

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187.5小時。 
 

表2-1-17 「東森—科學大解碼」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1.  三位審查委員，含 E-mail

及電話聯繫。 

 委員人次 審查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半數成品審查 18 50 500 125,000 

半數成品續審 1 1 500 500 

結案前成品審查 20 50 500 125,000 

總計 42 102 2,500 2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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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準備審查資料袋。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三位審查委員意見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包含聯繫受補助單位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表2-1-18 「東森—科學大解碼」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份

成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

及 9份成品寄予本中心。 
2 

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份

成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

及 9份成品寄予本中心。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20 確認成品光碟狀況(50集) 2 確認成品光碟狀況(50集)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2  1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3  3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

分類目錄製作) 
8  8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

員 
2  2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

料 
35 

【電話及 E-mail邀聘委員】 

【審查資料袋】 

1.  製作企劃書摘要 

2.  送審成品檔案轉檔，並

製作 14片送審光碟及封

面(14位審查委員) 

3.  製作 50集科學內容審查

表 (每集 2份) 

37.5 

【電話及 E-mail邀聘委員】 

【審查資料袋】 

1.  製作企劃書摘要 

2.  送審成品檔案轉檔，並

製作 15片送審光碟及封

面(15位審查委員) 

3.  製作 50集科學內容審

查表(每集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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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文件資料 4.  其他文件資料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

料 
10 

【電話及 E-mail邀聘委員】 

【審查資料袋】 

1.  製作 4片送審光碟及封

面(4位審查委員) 

2.  製作50集表現技術審查

表(每集 3份) 

3.  其他文件資料 

12.5 

【電話及 E-mail邀聘委員】 

【審查資料袋】 

1.  製作 5片送審光碟及封

面(5位審查委員) 

2.  製作 50集表現技術審查

表 (每集 3份) 

3.  其他文件資料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

回覆狀況) 
13.5  

(截至 97年 6月 30日

止，仍由委員審查中)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30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

改(包含聯繫與說明) 
1.5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

作) 

3 
計畫主持人與製作人討論審

查意見修札方向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1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1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5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

回覆狀況) 
1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小計 140.5 68 

總計 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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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新聞中的科學 
 

類別 1.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新聞中的科學 

總集數 共 50集 

每集長度 2/3版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以及「半數成

品審查」。另，「結案前成品審查」進行至科學審查委員連絡階段。其

中半數審查有出現錯字、圖文誤植、科學性敘述不甚精確等技術性之

問題，故需修改後方可通過。然，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依審查意見修

改並函覆之成品，經檢查確認修改無誤後得已通過。本案共計進行 1

次審查作業，由 18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65,500 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審查委員投注人次及審查費成品

表列如下。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

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07小時，結案前成品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1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143小時。 

 

表2-1-19 「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半數成品審查 15 25 500 62,500 

總計 18 26  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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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總計 15 

 

  表2-1-20 「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

時 
備註 

工

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2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1. 資料確認 

2. 送審報樣檔案檢查 
1 

1. 資料確認 

2. 送審報樣檔案檢查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0   1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1. 企畫書摘要製作 1 1. 企畫書摘要製作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類

目錄製作) 
6 

1. 製作 25集成品之分類

目錄 
2. 製作審查委員推薦表 

6 

1. 製作 25集成品之分

類目錄 
2. 製作審查委員推薦

表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2 1. 簽呈計畫主持人 2 1. 簽呈計畫主持人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4 

1. 電話及 email邀聘科學

審查委員 
2. 依成品之科學分類製

作送審光碟共 11份 
3. 製作科學內容審查表

50 份 
4. 審查目錄 

5. 審查資料袋寄送 

8 

1. 電話及 email邀聘科

學審查委員 
(截至 97 年 6月 30

日為止仍在進行中)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1. 電話及 email邀聘科學

審查委員 
2. 依成品之科學分類製

作送審光碟共 3 份 
3. 製作表現技術審查表

75 份 

4. 審查目錄 

5. 審查資料袋寄送 

--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

狀況) 
8 

1. 審查資料追蹤 

2. 回收資料確認 
--  --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32 

1. 審查意見輸入建檔 

2. 審查意見彙整 

3. 審查結果報告製作 

4. 修札檢查表製作 

--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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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通過    --  --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

含聯繫與說明) 
8 

1. 函知審查意見 

2. 聯繫修改事宜 
--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0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16 

1. 點收收件之修改後成

品 

2. 檢查各集之修札狀況 

3. 確認各集皆已修改完

成 

--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0   --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0   --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

狀況) 
0   --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0   --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5   --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5   --  -- 

小計 107 21 

總計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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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視科學節目 

A、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發現 
類別 3.電視科學節目 

受補助單位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發現 

總集數 26 

每集長度 48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半數成品審

查」。其中半數成品審查出現字幕、旁白口誤等技術性錯誤以及科學

主題陳述疑慮與動畫設計內容錯謬，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已經函請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修改中。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2次審查作

業，由 37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133,000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269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

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284小時。 

 

表2-1-21 「大愛—發現」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半數成品審查 34 13 2,000 130,000 

總計 37 14  1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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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表2-1-22 「大愛—發現」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1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2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2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32 

1.閱讀各集送審腳本與

影片，依據各集主題製

作分類目錄後，請科教

處承辦人推薦委員 

2.製作分類目錄 30 小

時，聯繫國科會 2小時 

3.由於本案科學內容繁

雜，每集分鐘數較長，

故製作審查目錄表較費

時間。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3 
1.推薦 2次，每次個 1.5

小時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77.5 

1.委員推薦與聯繫說

明:聯繫時間視委員數

量不一，若委員同意後

當天即刻寄出審查資料

袋。若 72小時內無法與

委員取得聯繫時，即刻

聯繫備案委員，或請科

教處及計畫主持人推薦

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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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本案科學主題紛

雜，以至於科學委員數

量繁多，共計 31位，故

花較長時間聯繫與寄

件，帄均每位委員聯

繫、確認與寄件時間為

2.5小時，.2.5 小時*31

位=77.5 小時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7.5 
2.5小時*3位=7.5

小時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51 

1.5小時*34位=51

小時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65 
5小時*13集=65 小

時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25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俟修札函覆後辦理)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小計 269  

總計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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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流言追追追 
 

類別 3.電視科學節目 

受補助單位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申請計畫名稱 流言追追追 

總集數 26 

每集長度 30分鐘(含廣告)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半數成品審

查」。其中半數成品審查出現字幕錯誤與科學原理謬誤之問題，故需

進行修改後續審，經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修改，再請 2

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3次審查作業，由 17

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243.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審查委員投注人次成品表列如

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5小時、半數成品審查投注工作

時數 74.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89.5小時。 

 

表2-1-23 「公視─流言追追追」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半數成品審查 12 13 1,500 97,500 

半數成品續審 2 2 1,500 6,000 

總計 17 16 / 1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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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表2-1-24 「公視─流言追追追」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1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0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20 

閱讀各集送審腳本與影

片，依據各集主題製作分

類目錄後，請科教處承辦

人推薦委員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2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5 

2.5小時*10 位=25 

委員推薦與聯繫說明:聯

繫時間視委員數量不

一，若委員同意後當天即

刻寄出審查資料袋。若 72

小時內無法與委員取得

聯繫時，即刻聯繫備案委

員，或請科教處及計畫主

持人推薦新委員。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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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10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0.5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0.5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1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5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小計 74.5  

總計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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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結 
 

   本中心辦理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各期審查作業，截至 97

年 6月 30日止，審查委員 205人次，支用審查費 775000，投注工作

時數 1534.5小時。 
 

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受補助單位 審查委員人次 審查費 投注時數 

視群 19 33,000 162.5 

亮相館 5 5,000 15 

三九五二 16 25,500 282.5 

諾耶 15 43,500 200.5 

華岡 14 57,000 56.5 

卓維 22 52,500 113.5 

東森 42 253,500 187.5 

聯合報 18 65,500 143 

大愛 37 133,000 284 

公視 17 106,500 89.5 

總計 205 775,000 1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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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品管審查作業 
1、受補助家數與產製成品時數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承繼 95年之執行模式，仍採以補助

製作「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電視科學節目」之類別進

行補助。經評選、簽約後，本年度受補助單位計有「科學教育影片類」

9家，「科學新聞報導」7家，「電視科學節目」3家，共計 19家單位

接受補助，共計創造 6,980分鐘及 202則新聞報導。 

 

表2-1-25 96年度媒體製作方案之受補助家數 

類 受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集數   長度(min) 總長度(min)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預約未來超能力  8   48 384 

東森電視(股)公司  面對台灣的真相   6   30 180 

大愛衛星電視(股)公司  台灣大地奧秘  5 60 300 

生態主張數位影像有限公司  
 海洋世紀(上篇)認

識海洋  
 6   48 288 

躍獅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科秀   4   15 60 

傳奇動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得拉蔓二部曲   10   22 220 

國立台灣大學 

昆蟲學系 
 蟲蟲總動員   6   24 144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Formosa 科學探險

隊 
 26   22 572 

和利得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奈米機器人   10   12 120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電 

視 

類 

東森電視(股)公司   科學大解碼   100   2 200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100   3 300 

報 

紙 

類 

中央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看中時、愛科學  50    全版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中的科學  50   2/3版     

自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科技新聞超連結   50   

 1/4 ~1/2 

版  
  

電子 

報類 

遠流出版公司<科學人>

雜誌  
 科學 Easy Learn    52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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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播 

類 

臺北健康廣播電台-財

團法人健康傳播事業基

金會 

健康百寶箱  104   3 312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得霖傳播有限公司   親子玩科學   26   30 780 

大愛衛星電視(股)公司   發現   26   60 1560 

天藝數位影音多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 
 科學少男少女   26   60 1560 

總計 19家 665 439 6980 

備註 製作集數及長度均以國科會公告獲補助名單為準 

※ 本表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於協調中心」彙整 

 

2、本年度審查階段 

    96年度共計分為三期審查，其中第一期審查主要為企劃書審查，

然科學教育影片類尚需進行一集完成腳本審查、第二期則為半數成品

審查、第三期為結案前成品審查以及結案報告審核，整理如下表。 

 
3、審查進度 

為了強化企劃內容修訂，故而 96年度受補助單位均需於企劃書

審查通過後，方可簽約。 

 

(1)企劃書審查暨簽約概況 

    96 年度共計 19 家受補助單位，於 96 年 10 月 28 日簽約前講習

後，分別依據評選委員之文字意見進行企劃書修訂，並分別於 96 年

12 月～1 月之間送審。截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16 家受補助單位均

已通過企劃書審查，亦已完成簽約。其審查暨簽約時程，請閱附件。 

表2-1-26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審查階段 

審查階段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科學教育影片 
企劃書 

一集完整腳本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結案報告 

科學新聞報導 

電視科學節目 
企劃書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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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文化事業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健康廣播電台-財團法

人健康傳播事業基金會」，共計 2 家受補助單位，則在企劃書內容修

訂階段。 「傳奇動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則因為未能取得元件授權，

札處於計畫終止狀態。 

 

(2)一集完整腳本審查現況 

    96 年度之科學教育影片類另需經一集完整腳本審查，其中「中

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Formosa 科學探險隊」、「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預約未來超能力」、「和利得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奈米

機器人」均已審查完畢；另「躍獅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普秀」、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蟲蟲總動員」、「東森電視(股)公司-面對台

灣的真相」則腳本修訂階段。 

 

表2-1-27 96年度媒體製作方案審查進度表 

類 受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簽約 企劃案審查 一集完整分鏡腳本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財團法人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 

預約未來超能力 97/3/18 
96/12/25收件 

97/1/14審查通過 

97/4/1收件 

97/05/06函請修札 

97/5/26公視函覆 

97/06/23審查通過 

東森電視(股)

公司 
面對台灣的真相 97/3/26 

97/1/29收件 

97/3/3審查通過 

97/06/09收件 

審查中 

大愛衛星電視

(股)公司 
台灣大地奧秘 97/4/1 

97/1/3收件 

97/3/4審查通過 
- 

生態主張數位

元元影像有限

公司 

海洋世紀(上篇)

認識海洋 
97/3/26 

97/1/9收件 

97/2/1審查通過 
- 

躍獅影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普科秀 97/06/02 

97/2/15收件 97/5/8

審查通過 

97/07/07收件 

審查中 

傳奇動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得拉蔓二部曲 計畫終止 - - 

國立台灣大學 

昆蟲學系 
蟲蟲總動員 97/4/1 

97/1/3收件 97/3/17

審查通過 

97/06/20收件 

審查中 

中華卡通製作

有限公司 

Formosa 科學探

險隊 
97/3/18 

96/11/19收件

96/12/24審查通過 

97/2/25收件 

97/4/7通過 

和利得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奈米機器人 97/3/18 

97/1/3收件 

97/2/1審查通過 

97/3/10收件 

97/04/24函請修札 

97/05/07和利得函覆 

97/06/03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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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新 

聞 

報 

導 

東森電視(股)

公司 
科學大解碼 97/3/18 

96/12/28收件 

97/2/1審查通過 
 

財團法人慈濟

傳播文化志業

基金會 

小乾坤轉大乾坤 97/4/15 
96/12/26收件 

97/3/3審查通過 
 

中央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看中時、愛科學 97/06/06 

96/12/21收件 

97/03/04函請修札 

97/04/10中大函覆 

97/5/19審查通過 

 

聯合報股份有

限公司 
新聞中的科學 97/07/04 

97/3/13收件 

97/5/13審查通過 
 

自由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新聞超連結 尚未簽約 

97/2/18收件 

97/4/8函請修札 
 

遠流出版公司<

科學人>雜誌 
科學 Easy Learn 97/07/04 

97/3/4收件 

97/4/25函請修札 

97/05/29遠流函覆 

97/06/09審查通過 

 

臺北健康廣播

電台-財團法人

健康傳播事業

基金會 

健康百寶箱 尚未簽約 
97/3/10收件 

97/4/29函請健修札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得霖傳播有限

公司 
親子玩科學 97/06/12 

97/1/3收件 

97/02/19函請修札 

97/04/10得霖函覆 

97/4/30審查通過 

 

大愛衛星電視

(股)公司 
發現 97/5/14 

97/1/14收件 

97/03/24函請修札 

97/4/16審查通過 

 

天藝數位影音

多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科學少男少女 97/06/23 

97/1/18收件 

97/3/12函請修札 

97/05/12天藝函覆 

97/05/30審查通過 

 

※ 本表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於協調中心」彙整 
 

4、各家審查執行進度與投注單位成本 

以下茲就本年度三個類別 19 家受補助單位審查執行投注時數、審查

委員人次及投注審查費用成本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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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學教育影片類 

A、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約未來超能力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申請計畫名稱 預約未來超能力 

總集數 8 

每集長度 48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完整腳

本審查」。其中一集完整腳本審查出現「科學內容豐富性」及「傳播

表現技術之動畫呈現」不足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修改，再請 2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

以，本案共計進行 3次審查作業，由審查委員 12人次進行審查，共

支出審查費用 12,000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8.5小時、一集腳本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40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

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58.5小時。 

 

表2-1-28 「公視─預約未來超能力」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5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5  5位審查委員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5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一集完整腳本審查 5 1集 1,000 5,000 

一集完整腳本續審 2 1集 1,000 2,000 

總計 12 3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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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4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8.5 

 

表2-1-29 「公視─預約未來超能力」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腳本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 
製作審查

表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1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5 
5位審查

委員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2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6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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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8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1.5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2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5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1.5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3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小計 40   

總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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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面對臺灣的真相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面對臺灣的真相 

總集數 6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並進行至「一

集成品審查」階段。本案共計進行二次審查作業，由 10人次委員進

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12,5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及成品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列

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24小時、一集成品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2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46小時。 

 

表2-1-30 「東森─面對臺灣的真相」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3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5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3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0.5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1,000 5,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 1,500 7,500 

總計 10 2 2,500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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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5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24 

 

表2-1-31 「東森─面對臺灣的真相」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  /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  /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1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  /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2  /  /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2  /  /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7  /  /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2  /  /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  /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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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  /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  /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  /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  

小計 22 / / 

總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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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地奧秘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台灣大地奧秘 

總集數 5 

每集長度 48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本案共計進

行 1次審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8.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

共計 18.5小時。 

 

表2-1-32 「大愛─台灣大地奧秘」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0.5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5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0.5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5  5位審查委員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5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4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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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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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生態主張數位影像有限公司－海洋世紀上篇(認識海洋)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生態主張數位影像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海洋世紀上篇(認識海洋) 

總集數 6集 

每集長度 48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作業。生態主

張數位影像有限公司也依照審查委員之建議完成修改。是以，本案共

計進行 1次審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

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彙整成表。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

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15小時。 

 

表2-1-33 「生態主張－海洋世紀」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委員人次 審查基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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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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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躍獅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科秀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躍獅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普科秀 

總集數 共四集 

每集長度 15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本案共計進行乙次審查

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3,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工作時數表列如下。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3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23小時。 

 

表2-1-34 「躍獅─普科秀」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 
科教處已隨送審資料推薦科 學

內容審查委員。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10 
其中一位委員未於約定時間內回

覆審查意見，花較多追蹤時間。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繫與

說明) 
/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1,000 5,000 

總計 5 1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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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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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蟲蟲總動員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申請計畫名稱 蟲蟲總動員 

總集數 共六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腳本審

查」。本案共計進行兩次審查作業，由 8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

審查費用 10,5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工作時數、一集腳本審查投注人力表列

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16小時、一集腳本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117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133小時。 

 

表2-1-35 「臺大昆蟲─蟲蟲總動員」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 
科教處已隨送審資料推薦科 學

內容審查委員。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3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5 1 1,500 7,500 

總計 8 2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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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16 

 

表2-1-36 「臺大昆蟲─蟲蟲總動員」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1)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份成品寄予國

科會；公函副本及 9份成品寄予本中心。 

(2)收件及檢核送審光碟之基本觀看品質。 
/  /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

備? 
12 

(1)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品光碟

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2)受補助單位送審資料之文字腳本不符

合方案規定之分鏡腳本，請受補助單位補

札，並請受補助單位除分鏡腳本外需繳交

動畫分鏡腳本。 

/  /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5 向受說明補件資料格式。 /  /  

※ 

摘錄企畫書編撰成簡要

之「企畫書摘要」，以供

審查委員了解補助計畫

內容。 

4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

辦理審查 

24 

 

1. 審查資料製作內容包含： 

(1)審查程序說明。(2)成品光碟。(3)

成品腳本。(4)成品目錄。(5)企畫書

摘要。(6)每集科學顧問及受訪者名

單。 

(7)審查費收據。(8)回郵信封。 

2.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辦理送審作

業。 

3. 首次審查成品，需較多時間製作審查

資料。 

/  /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

委員(包含分類目錄製

作) 

8 共推薦兩次審查委員 /  /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

播審查委員 
2  /  /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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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審查資料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

出審查資料 
5  /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

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3 

因陸續送審，追蹤審查表時需各別與審查

委員連繫 /  /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

查結果 
10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表，彙整成

「查結果報告」，若遇不清楚之處，與審查

委員聯繫加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書之審查意見，依審

查表上項目彙整成「審查意見」，以供受補

助單位審酌修改成品。 

(3)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果。 

/  /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

果 
/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

見進行修改(包含聯繫

與說明) 

10 

發函請受補助單位修改後函覆，並將公文

存檔，聯繫受補助單位提醒依函辦理。 

(本次製作內容疑慮較多，需較多時間與受

補助單位溝通。) 

/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

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

與執行工作) 

24 

  

召開修札性協商會議，工作內容包括： 

(1)計畫主持人指示召開會議。 

(2)聯繫受補助單位、國科會科教處、統籌

與協調中心三方，訂定會議時間。 

(3)製作會議資料。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

料收件 
/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品光碟是

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進行續審。 /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

查資料 
/   /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

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   /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

查結果 
/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表，彙整成

「查結果報告」，若遇不清楚之處，與審查

委員聯繫加以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書之審查意見，依審

查表上項目彙整成「審查意見」，以供受補

助單位審酌修改成品。 

(3)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果。 

/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 /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

果 
/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單位提醒

依函辦理。 /  /  

小計 117 / / 

總計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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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Formosa探險隊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Formosa探險隊 

總集數 共六集 

每集長度 24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一集腳本審

查」。本案共計進行兩次審查作業，由 10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

審查費用 12,5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工作時數、一集腳本審查投注人力表列

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55小時、一集腳本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94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149小時。 

 

表2-1-37 「中華卡通－Formosa探險隊」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8 共推薦三次審查委員。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5 與審查委員確認審查意見。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4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5000 5,000 

一集腳本審查 5 1 1,500 7,500 

總計 10 2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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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1  

8.2.4 核備辦理續審 4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2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3 
協助受補助單位向審查委員確

認審查意見。 

總計 55 

 

表2-1-38 「中華卡通－Formosa探險隊」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完整腳本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2 

(1)收件方式：公函札本及 1 份成

品寄予國科會；公函副本及 9份成

品寄予本中心。(2)收件及檢核送

審光碟之基本觀看品質。 

/  /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品

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   /  /  

※ 

摘錄企畫書編撰成簡要之「企

畫書摘要」，以供審查委員了解

補助計畫內容。 

4  /  /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

查 
24 

1. 審查資料製作內容包含： 

(1)審查程序說明。(2)成品

光碟。(3)成品腳本。(4)成

品目錄。(5)企畫書摘要。(6)

每集科學顧問及受訪者名

單。(7)審查費收據。(8)回

郵信封。 

2. .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以辦

理送審作業。 

3. 首次審查腳本，需較多時間

製作審查資料。 

/  /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

(包含分類目錄製作) 
8 共推薦兩次審查委員 /  /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

委員 
2  /  /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

資料 
8  /  /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

資料 
5  /  /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

委員回覆狀況) 
3 

因陸續送審，追蹤審查表時需各別

與審查委員連繫 /  /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10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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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加以

確認。 

(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書之審查意

見，依審查表上項目彙整成「審查

意見」，以供受補助單位審酌修改

成品。 

 (3)簽請計畫主持人核示審查結

果。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

修改(包含聯繫與說明) 
8 

(1)發函請受補助單位修改後函

覆，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單

位提醒依函辦理。 

(2)本次需依審查意見提供動畫科

學內容札確性知證明，需較多時間

說明。 

/  /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包

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

作) 

5 
受補助單位前來與計畫主持人面

談 /  /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2 
收件檢核送審資料是否札確、成品

光碟是否能札常播放觀看。 /  /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4 
本次修改以提供動畫中科學內容

札確性之證明，經計畫主持人核定

通過。 
/  /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  /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

委員回覆狀況) 
/   /  /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1)將五位審查委員之手寫審查

表，彙整成「查結果報告」，若遇

不清楚之處，與審查委員聯繫加以

確認。(2)摘錄審查結果報告書之

審查意見，依審查表上項目彙整成

「審查意見」，以供受補助單位審

酌修改成品。(3)簽請計畫主持人

核示審查結果。 

/  /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 /  /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5 
發函並將公文存檔，聯繫受補助單

位提醒依函辦理。 
/  /  

小計 94 /  

總計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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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和利得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奈米機器人 

類別 1.科學教育影片 

受補助單位 和利得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奈米機器人 

總集數 共 10集 

每集長度 10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以及「一集腳

本審查」。其中「一集腳本審查」出現部分科學內容錯誤，故需進行

修改後續審，經和利得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再請 1位審查委員

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3次審查作業，由 9人次委員進行

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12,000元。茲將審查委員投注人次及審查費

成品表列如下。 

 

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

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74小時。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26 小時、

一集腳本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48小時。 

 

表2-1-39 「和利得－奈米機器人」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1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3 
1. 資料整理、製表 

2. 簽請計畫主持人辦理審查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1. 聯繫科教處提供審查委員名單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5 
1. 審查委員邀聘 

2.聯絡委員(emai;與電話) 

3.審查資料袋製作寄件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2 

1.  審查資料追蹤、 

2.  回收資料確認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5 
1. 審查意見彙整 

2.審查結果報告製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3 1份 1,000 3,000 

一集成品審查 6 2集 1,500 9,000 

總計 9 3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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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發函國科會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發函受補助單位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2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總計 26 

 

表2-1-40 「和利得－奈米機器人」各期成品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 

審查階段 一集成品審查 半數成品審查 結案前成品審查 

序 工作項目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工時 備註 

1 審查資料收件 0.5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5 

  

1.資料確認 

2.送審影片檢查 

 

      

3 資料不齊，通知補札 0         

4 整理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3 
1.企畫書摘要製作 

2.審查表格製作 
      

5.1 
請科教處推薦科學審查委員(包含分

類目錄製作) 
3 

  

1. 製作審查委員推薦

表 

2. 聯繫科教處提供科

學 審查委員名單 

 

      

5.2 簽請計畫主持人推薦傳播審查委員 2 簽呈計畫主持人       

6.1 聯繫科學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5 

6. 電話及 email邀聘 

科學審查委員 

7. 審查資料袋製作 

8. 審查資料袋寄送 

      

6.2 聯繫傳播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1. 電話及 email邀聘 

科學審查委員 

2. 審查資料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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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查資料袋寄送 

7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3 

3. 審查資料追蹤 

4. 回收資料確認 
      

8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5. 審查意見輸入建檔 

6. 審查意見彙整 

7. 審查結果報告製 

8. 修札檢查表製作 

       

9.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  --         

9.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        

9.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        

10.1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10.1.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包含聯繫與說明) 
3 

3. 函知審查意見 

4. 聯繫修改事宜 
       

10.1.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0          

10.1.3 修札成品及修札說明資料收件 3 
4. 點收修改後成品 

5. 檢查修札狀況  
       

10.1.4 核備辦理續審 3          

10.1.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1. 電話及 email邀聘 

科學審查委員 

2. 審查資料袋製作 

3. 審查資料袋寄送 

       

10.1.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

覆狀況) 
1         

10.1.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4 
1. 審查意見輸入建檔 

2. 審查意見彙整 

3. 審查結果報告製作 
       

10.1.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10.1.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小計 48   

總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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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新聞報導 

 

A、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大解碼 

類別 2.1電視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科學大解碼 

總集數 100 

每集長度 2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本案共計進

行一次審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2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22小時。 

 

表2-1-41 「東森─科學大解碼」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3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0.5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5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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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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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類別 2.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申請計畫名稱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總集數 100 

每集長度 3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企劃書

審查出現新聞主題規劃不足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慈濟傳

播文化志業基金會修改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1次審查作業，

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31.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

共計 31.5小時。 

 

表2-1-42 「慈濟─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0.5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5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0.5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5  5位審查委員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5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6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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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4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8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5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5   

總計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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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立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看中時、愛科學 

類別 1.科學新聞報導類 

受補助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申請計畫名稱 看中時、愛科學 

刊登則數 50篇 

篇幅 全版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企劃書

審查出現未明確回應審查委員提出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

國立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修改，再請 4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

以，本案共計進行 2次審查作業，由 9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

查費用 9,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7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27小時。 

表2-1-43 「中央大學─看中時、愛科學」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委員人次 審查基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5,000 5,000 

企劃書續審 4 1 4,000 4,000 

總計 9 1 /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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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2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0   

8.2.3 續審資料收件 2   

8.2.4 核備辦理續審 2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2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總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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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新聞中的科學 

類別 2.1電視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新聞中的科學 

總則數 50 

每則版面 2/3版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本案共計進

行一次審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2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22小時。 

 

表2-1-44 「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3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0.5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5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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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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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自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新聞超連結 

類別 2.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自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科技新聞超連結 

總期數 50則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仍在「企劃書審查」階段，由於「內

容規劃」、「版面」、「科學主題與內容」、「科學顧問」及「讀者機制」

等問題，已請自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修改中。截至 97年 6

月 30日止，本案共計進行 1次審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

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與工作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

投注工作時數 29.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

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29.5小時。 

 

表2-1-45 「自由文化─科技新聞超連結」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3 

1. 審查資料統整分類 

2. 簽請計畫主持人准

予辦理審查作業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5 
請國科會科教處承辦人 

推薦科學審查委員三名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5.5 

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

科學審查委員 3位、傳

播委員 2位；俟其同意

審查後準備審查資料

袋，寄送審查表之電子

檔，並追蹤了解審查委

員之審查進度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3.5 

聯繫科學及傳播委員 

瞭解其審查進度及收件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1,000 5,000 

總計 5 1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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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1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8 

1. 彙整委員審查表及

審查意見 

2. 詳讀評估委員審查

意見，簽請計畫主持人

定奪核示審查結果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總計 29.5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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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科學 Easy Learn」網路暨電子報 

   專欄 

類別 2.科學新聞報導 

受補助單位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科學 Easy Learn」網路暨電子報專欄 

總期數 52期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企劃書

審查由於在「科學顧問參與機制」、「專職記者新聘」及「科普易讀性

及品管機制」出現需行修訂之處，故請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修

改函覆，業經計畫主持人核定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1次審查作

業，由 5位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47.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投注工作時

數共計 47.5小時。 

 

表2-1-46 「遠流─科學Easy Learn」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1.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全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4.5 
1. 審查資料統整分類 

2. 簽請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准予

辦理審查作業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2.5 
請國科會科教處承辦人 

推薦科學審查委員三名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12.5 

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科學審查委員

3位、傳播委員 2位；俟其同意審查後

準備審查資料袋，寄送審查表之電子

檔，並追蹤了解審查委員之審查進度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況) 7.5 
聯繫審查委員瞭解 

其審查進度與收件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1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6 
1. 彙整審查結果報告及審查意見 

2. 詳讀評估審查意見，簽請計畫主持

人關尚仁教授核示本案之審查結果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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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通過   

8.3.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繫

與說明) 
3.5 

發文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及企劃

書內容需行修札之處 

8.3.2 修改後通過資料收件 2 
檢視、確認受補助單位之企劃書修訂

方案 

8.3.3 核備辦理修札後通過 2 
簽陳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受補助單

位之企劃書修訂方案，請其定奪本案

之審查結果 

8.3.4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3.5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總計 48.5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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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臺北健康廣播電台-財團法人健康傳播事業基金會－健康百寶箱 

類別 2.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受補助單位 臺北健康廣播電台-財團法人健康傳播事業基金會 

申請計畫名稱 健康百寶箱 

總集數 104集 

每集長度 3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仍在「企劃書審查」階段。因企畫書

審查出線主題內容適切性、科學顧問審查機制及品管機制之問題，故

需進行修改後續審。是以，本案至 97年 6月 30日止共計進行 1次審

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

作時數 22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

時數共計 22小時。 

 

表2-1-47 「健康廣播─健康百寶箱」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含數量清點、內容確認、通知聯

絡補件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補件確認、上簽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聯絡科教處提供委員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聯絡委員、委員因時間無法審查

再請科教處推薦、再次聯絡委

員、資料袋準備、寄件、寄件後

聯繫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3 審查資料追蹤、回收資料確認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2 審查意見彙整及統計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 5,000 5,000 

總計 5 1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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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3 

發函受補助單位並多次電話聯

繫討論審查意見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6 

會議聯繫、議程及相關資料準

備、會議召開 

8.2.3 續審資料收件 /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總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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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視科學節目 
 A、得霖傳播有限公司－親子玩科學 

類別 3.電視科學節目 

受補助單位 得霖傳播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親子玩科學 

總集數 26集 

每集長度 26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半數成

品審查出現主題內容札確性及科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查機制之問

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得霖傳播修改，再請 3位審查委員續審

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2次審查作業，由 8人次委員進行審查，

共支出審查費用 8000元。 

 

茲將本案企劃書審查投注人力時數、審查委員投注人次及審查費成品

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26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

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計 26小時。 

 

表2-1-48 「得霖傳播─親子玩科學」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2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0.5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0.5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 
聯絡委員、資料袋準備、寄件、

寄件後聯繫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4.5 

含 Email和電話聯繫和委員溝

通審查方式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1.5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1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3,000 

企劃書續審 3 1份 1,000 5,000 

總計 8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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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4 

發函並以電話聯繫受補助單

位，說明修札方式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1   

8.2.4 核備辦理續審 2 修札檢核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2 
聯絡委員、資料袋準備、寄件、

寄件後聯繫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2 含 Email和電話聯繫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1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1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   

總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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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發現 

類別 3.電視科學節目 

受補助單位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發現 

總集數 26 

每集長度 60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企劃書

審查出現節目企劃較缺乏互動性之問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財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補充互動性企劃內容後，由計畫主持人核

定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1次審查作業，由 5人次委員進行審查，

共支出審查費用 5,000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35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

計 35小時。 

 

表2-1-49 「大愛─發現」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0.5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0.5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2.5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0.5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5  5位審查委員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5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6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總計 5 1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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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4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8   

8.2.3 續審資料收件 2   

8.2.4 核備辦理續審 /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2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2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2   

總計 35 

 



 

 96 

C、天藝數位影音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少男少女 

類別 3.電視科學節目 

受補助單位 天藝數位影音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計畫名稱 科學少男少女 

總集數 26 

每集長度 60分鐘 

 

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已完成「企劃書審查」。其中企劃書

審查出現各集企劃內容不明確、科學內容錯誤、品質管理機制之問

題，故需進行修改後續審，經天藝數位影音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修

改，再請 2位審查委員續審後通過。是以，本案共計進行 2次審查作

業，由 7人次委員進行審查，共支出審查費用 7,000元。 

 

茲將本案審查投注人力時數表列如下。其中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

41小時，本中心助理人員於本案審查執行作業共計投注工作時數共

計 41小時。 

 

表2-1-50 「天藝─科學少男少女」企劃書審查投注工作時數表 

序 項目 工作時數 備註 

1 修改後企畫書收件 0.5 到國科會取件 

2 檢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備? 1   

3 製作審查資料，並核備辦理審查 1.5   

4 請科教處推薦審查委員 1   

5 聯繫審查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3.5  5位審查委員 

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1.5   

  製作審查結果彙整表格    

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4   

8.1 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8.1.1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   

8.1.2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   

 委員人次 審查份/集數 審查費單價 小計 

企劃書審查 5 1份 1,000 5,000 

企畫書續審 2 1份 1,000 2,000 

總計 7 2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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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審查結果為修改後續審     

8.2.1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包含聯

繫與說明) 
8   

8.2.2 
視審查情況辦理個別講習 

(包含會議前協調溝通與執行工作) 
/   

8.2.3 續審資料收件 1   

8.2.4 核備辦理續審 1   

8.2.5 聯繫續審委員並寄出審查資料 4   

8.2.6 
回收審查資料(包含聯繫審查委員回覆狀

況) 
5   

8.2.7 彙整審查意見並統計審查結果 5   

8.2.8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3   

8.2.9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結果 1   

總計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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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結 
 

   本中心辦理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 19家受補助單位之審查

作業，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審查委員 123人次，支用審查費 133500，

投注工作時數 820.5小時。 
 

 

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受補助單位 審查委員人次 審查費 投注時數 

公共電視 12 12,000 58.5 

東森/面對台灣的真相 10 12,500 46 

大愛 5 5,000 18.5 

生態主張 5 5,000 15 

躍獅 5 5,000 23 

台大昆蟲 8 10,500 133 

中華卡通 10 12,500 149 

和利得 9 12,000 74 

東森/科學大解碼 5 5,000 22 

慈濟 5 5,000 31.5 

中央大學 9 9,000 27 

聯合報 5 5,000 22 

自由時報 5 5,000 29.5 

遠流 5 5,000 47.5 

健康廣播 5 5,000 22 

得霖傳播 8 8,000 26 

大愛 5 5,000 35 

天藝 7 7,000 41 

總計 123 133,500 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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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績效評

量之規劃 
 

本主軸計畫之績效評量分為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兩部分，採

質性與定量並用之工具蒐集資料，分別由本主軸計畫受補助之內容製

播執行機構、本主軸計畫執行單位與本中心分工合作。本主軸計畫執

行單位除推展下述之各項評量措施，亦將本主軸計畫下各子計畫之結

案報告內容重點與刊播、閱聽等數據，將進行二次分析統計與彙整，

形構本主軸計畫之整體績效評量報告，再逐年作發展性之分析比較。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績效評量，依據上述規畫進行結案

資料收集與彙整，共分為受補助單位之個別結案報告和總體結案報

告。個別結案報告由各期審查統計資料以及結案資料組成，分述各受

補助單位之績效指標執行概況。最後，將 10家受補助單位資料，彙

整而成「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總體結案報告」，此外，將會進

行「收視觀眾環境研究」後，進而。績效評量規劃，請參閱下圖。 

 

本計畫自 95年推行至 97年 6月 30日，目前僅有三九五二工作

室製播之「熱帶冰河〃台灣」完成結案事宜，本中心助理人員辦理本

案結案報告之投注時間共計 127小時。(結案報告請見附件三，工作

流程與投注時數表，請參見 p33)。故而本章將就「績效指標」以及

「收視績效評量」之規劃進行說明，最後再說明截至 97年 6月 30日

止，已刊播節目之收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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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績效評量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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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指標(KPI) 

     「科學傳播內容產刊播補助」之評量績效指標規劃有以下九

項，各項績效資料均由個別結案報告逐一蒐集後，彙整為該年度總體

結案報告後，再進行整體績效報告： 

 

（一） 投身科學傳播事業內容設計、製作、刊播等機構，其人力資源、

設施設備、產製技術之抬昇。 

（二） 補助科學傳播事業內容設計、製作、刊播之數量，以及領域、

類目、表現形式、基本元素分析與統計。 

（三） 培育之科學傳播人才數量、質量，及其參與科學傳播相關事業

狀況。 

（四） 匯整之科學傳播學理、知識、技能，以及研發之內容表現技術。 

（五） 科學傳播知識與技術資料庫及內容資料庫之建置、內容及使用。 

（六） 科學傳播國際合作參與案件、人數、層面，以及其所得對科學

傳播推展之重要貢獻與影響。 

（七） 接受獎勵人數、內容及其對科學傳播推展之直接、間接貢獻。 

（八） 本計畫內各項科學傳播活動之术眾暴露、觸達及其效果。 

（九） 各階段科學傳播活動目標术眾對科學與科技之瞭解與態度。 
 

二、收視績效評量 

 

    收視率彙整是電視節目評價中的重要指標。然而，收視率評價不

能代表電視節目評價的全部，必頇需要滿意度之彙整。收視率是來自

於觀眾收視行為，所反映的是「量化的數據」；而收視滿意度則是來

自於觀眾態度，反映的是「質化的評價」。故而在科普節目的績效評

量中，將以「收視表現彙整」及「觀眾滿意彙整」進行。 
 

(一) 收視表現 
 

 評量項目主要有「收視率」、「觸達率」、「累積觸達人次」、「單

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數」，計算方式與說明如下: 

 

1、收視率(Ra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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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心什麼人(who)，在什麼時間點(when)，在哪個頻道(whrer)

收看哪個節目(what)。也就是測量在某一段特定時段中，收看某

一個特定電視節目的閱聽眾人數佔總收視人數的百分比。 

 

通常所稱之收視率，均會省略百分比的單位，如 0.1收視率，其

實是 0.1% 

 

計算公式如下: 

 

               收看某一特定節目的閱聽眾人數 

收視率=                                        x 100% 

                閱聽眾總人數 

 

1-1該分鐘收視率 

在該分鐘中，收視該節目之閱聽眾人數佔總收視人數之百分比。 

1-2該分鐘收視人口 

   從該分鐘收視率，換算該分鐘該節目之收視人數。 

 

2-1帄均收視率: 

在該集節目中(例如 30分鐘)各收視點之帄均收視值，從而可得知

該節目帄均收視率。 

2-2帄均收視人次 

   從帄均收視率，換算出該節目帄均收視人數。 

 

3-1累積收視率(cume) 

在該集節目播出時間中(如 30分鐘之節目)，收視該節目之閱聽眾

人數佔總收視人數之百分比。 

3-2累積收視人次： 

   從累積收視率，換算出該集節目播出期間(如 30分鐘內)累積之收

視人數。故累積收視人次為收視人次的總和，但次數未將重複收視人

數排除。 

 

2、觸達率(Reach):  

收視該時段節目之不重複觀眾之百分比，乃是計算該節目總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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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並排除重複之人數。 

 

            至少接觸特定訊息一次的目標閱聽眾人數 

     觸達率=                                        x 100% 

                    目標閱聽眾總人數 

 

3、累積觸達人次:則為觸達人數之總和，排除重複人數。 

 

4、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數（PIF：Program Impact Factor）:就是帄

均觸達人次 

  

  累積觸達人次 

PIF= 

總播出次數 

 

換算每次播出之影響收視範圍，PIF為每一次播出之績效數值。 

 

 
 

(二)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播映概況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中，共計已有 6家受補助單位刊播完

畢。由於「科學新聞報導類」及「電視科學節目」基於合約時程規定，

必頇於 97年 3月 31日前完成刊播。故，包括「科學大解碼」、「新聞

中的科學」、「發現」及「流言追追追」皆分別於 97年 2月及 3月份

前刊載完畢。 

 

 

此外，「科學教育影片類」之「熱帶冰河台灣」及「台灣的脈動」

亦已於 3月 30日以及 5月 3日，播映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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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95年度受補助單位節目播映概況表 

類別 科學教育影片 
科學新聞報導

-電視 

科學新聞報導-

報紙 
電視科學節目 

受補

助單

位 

三九五二工

作室 

卓維全方位整

合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東森電視（股） 

公司 

聯合報（股）公

司 

財團法人公共

電視文化基金

會 

大愛衛星電視 

（股）公司 

計畫 

名稱 

《熱帶冰河

台灣》 

《台灣的脈

動》 

《科學大解

碼》 

《新聞中的科

學》 

《流言追追

追》 
《發現》 

播映

頻道/

報刊 

公共電視台 ETToday ETToday 聯合報 公共電視台 大愛電視台 

播出 

時段 

每週五下午

5 點 

每週六晚間

10點 

每週四、五晚

間

19:00~19:30

時段 

每週三文教版

C8 

每週三晚間 6

點 

每週六晚間9點

30分 

播映

日期 

97年 3月 16

日～3月 30

日 

97 年 3月 29

日～5月 3日 

96年 2月 22

日～97年 2月

1日 

96年 2月 28日

～97 年 2月 20

日 

第一季 96年 7

月 7日～11月

16日 

第二季 97年 2

月 15日～3月

29日 

96年 10月 6日

～97 年 3月 29

日 

簡介 

內容融合地

質、生態、

考古方面的

知識。 

結合防災救災

之社會資訊系

統述說地震的

故事。 

2分鐘看科

學，科學大解

碼為您解開科

學密碼。 

深入報導近三

週內所發生具

話題性的科學

新知 。 

將網路上難辨

真假的留言，

以實驗來還原

真相！ 

呈現大眾關切

的重點，探索其

中科學成份及

影響。 

※ 本表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於協調中心」彙整 

 

（三）收視表現彙整 
在「科學大解碼」已播出之 100集新聞中，分別重播一次，共計

播出次數為 200次，首播帄均收視率為 0.15，累積收視率為 33.16，

累積收視人次為 7,183,953人次。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標為 35,920

人次。 

    「流言追追追」共計播出 26集節目中，分別重播 3至 4次不等，

總計播出次數為 87次，首播帄均收視率為 0.14，累積收視率為 9.72，

累積收視人次為 2,103,900人次。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標為 24,183

人次。 

    在「發現」共計 26集節目，分別於週日重播一次，共計播出次

數為 52次，首播帄均收視率為 0.12，累積收視率為 4.27，累積收視

人次為 930,800人次。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標為 35800人次。 

   「熱帶冰河台灣」共計 3集影片，並無安排重播時段，首播帄均

收視率為 0.146，累積收視率為 0.438，累積收視人次為 97,000人次。

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標為 3233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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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中的科學」於聯合報每週三 C8文教版刊載，依據聯合報

提供之報刊發行量為 70萬份。 

    「台灣的脈動」共計播出 6集節目，分別重播 2次，總計播出次

數為 12次，首播帄均收視率為 0.15，累積收視率為 1.79，累積收視

人次為 388,560人次。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標為 32,380人次。 

合計 95年度受補助單位總計播出 161集節目、50則新聞，累積

播映次數為 354次。首播帄均收視率為 0.1412，累積收視率為

49.378，累積收視人次為 10,704,213人次。單次播出節目影響指標

為 32,123.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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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95年度受補助單位收視表現彙整表 
 

 

 

 

計畫名稱 《科學大解碼》 《流言追追追》 《發現》 《熱帶冰河 

台灣》 

《台灣的脈動》 帄均/小計 

受補助單位 東森電視（股）

公司 

財團法人公共電

視文化基金會 

大愛衛星

電視（股）

公司 

三九五二工作室 卓維全方位整

合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播出集數 100 26 26 3 6 161（總計） 

播出次數 200 87 52 3 12 354（總計） 

首播帄均收視

率(TVR) 

0.15 0.14 0.12 0.146 0.15 0.1412（帄均） 

累積收視率

（cum 

rating) 

33.16 9.72 4.27 0.438 1.79 49.378（總計） 

累積收視人次 7,183,953  2,103,900 930,800 97,000 388,560 10,704,213

（總計） 

單次播出節目

影響指數

（PIF） 

35,920 24,183 35,800 32,333 32,380 32,123.2（帄

均） 

備註 1.聯合報每月發行 70萬份 

2.節目影響指數（PIF：Program Impact Factor）等於累積收視人數／累積播出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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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作業輔

導與產製管理之辦理 
 

    本中心除辦理各期審查之外，並定期舉辦各期講習會，針對不同

年度受補助單位舉辦各種議題之研討，期望透過舉辦講習會進行各項

科普節目產製議題之研討，並促進雙向溝通、問題討論與科普資訊交

流，藉以提升科普節目整體內容品質並強化品質審查效率與效能。 

 

一、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作業輔導之辦理 

 

(一)目的 

透過舉辦講習會議促成雙向溝通、問題討論與科普資訊交流，藉以提

升成品品質以及審查行政效率。 

 

(二)執行方式 

   將於每四個月舉辦各期輔導會議，並視審查評鑑狀況舉辦個別輔

導會議。預定舉辦時程為每年四月、八月、十二月舉辦，得視情況調

整。目前規劃知講習會議項目如下： 

表2-3-1 各期講習會議 

項目 研討重點  

簽約前講習 合約及信託（科教處） 

企劃案修訂應注意事宜 

與科教處合辦 

期初研習會 產製團隊作業程序 

科學內容品管機制 

本中心主辦 

期中研習會 成品品質提昇 

審查常見問題研討 

本中心主辦 

期末研習會 成品品質提昇 

審查常見問題研討 

本中心主辦 

結案研習會 結案應注意事項 

績效評估說明 

本中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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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進度與投注時數 

截至 97年 6月 30為止，本中心分別為 95年度及 96年度媒體製作詴

辦方案受補助單位，依據其執行進度召開講習會議，以下將分項進行

說明。 

1、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講習會議 

 本中心截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共計舉辦過 4 次講習會，計 24 小

時之講習會議，中心投入 73人次，投注總時數 385人/小時，表列如

下。 

表2-3-2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講習會議 
次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主席 出席 會議主旨 會議時

間 

1 95/11 月 科技大樓 簽約前講習 關尚仁 

教授 

1.科技處承辦人 

2.本年度受補助

單位 3.統籌中

心助理 3人 

由科學教育發展處承

辦人以及計畫主持人

對所有受補助單位講

述簽約、企劃書修訂

及審查程序要點 

每家 1

小時，

共計 15

小時 

2 96/11/06 科技大樓 期中研習會 關尚仁

教授 

1.黃新生教授、

莫季雍教授、盧

非易教授侯志欽

教授 2.孫維新

教授、齊隆壬教

授 3.本年度受

補助單位 4.統

籌中心助理 6位 

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召

開，邀請科學專家以

及傳播專家針對如何

提昇科普產製成品品

質進行研討 

4小時 

3 97/01/14 政治大學 科學大解碼

輔導會 

關尚仁

教授 

1.東森科學大解

碼袁瑗製作人

2.統籌中心 2位

助理 

由計畫主持人召開，

並由東森科學大解碼

袁瑗製作人出席，針

對半數成品審查結果

進行主動性輔導。 

3小時 

4 97/05/23 科技大樓 結案研習會 莫季雍

教授 

1.本年度受補助

單位 2.統籌中

心助理 4位 

結案程序及應繳交資

料說明 

2小時 

總計 24小時 



 

109 
 

表2-3-3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講習會議投注人力與時數 
 

次 時間 會議名稱 工作項目 投注 

時數 

投注人力 

(含助理.主持人) 

小計 

1 95/11月 簽約前講習 會議資料準備 8 1 8 

會議執行工作準備 1 3 3 

會議執行 15 4 60 

2 96/11/06 期中研習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2 3 6 

與會人員聯繫 5 1 5 

開會通知寄發與出席人員統計 4 6 24 

議程擬定 3 3 9 

會議資料準備 12 4 48 

會議執行工作準備 4 6 24 

會議執行 6 6 36 

3 97/01/14 東森-科學大

解碼輔導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1 2 2 

與會人員聯繫 2 1 2 

會議執行 3 3 9 

4 97/05/23 結案研習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2 2 4 

與會人員聯繫 2 1 2 

開會通知寄發與出席人員統計 4 8 32 

議程擬定 5 3 15 

會議資料準備 20 3 60 

會議執行工作準備 2 8 16 

會議執行 4 5 20 

總 計 105 73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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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講習會議 

 本中心截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共計舉辦過 5 次講習會，計 35 小

時之講習會議，中心投入 74人次，投注總時數 433人/小時，表列如

下。 

表2-3-4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講習會議 
次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主席 出席 會議主旨 會議時間 

1 96/10/27 國科會 簽約前講習 關尚仁 

教授 

1.科技處承辦人 

2.本年度受補助

單位 3.統籌中

心助理 6人 

由科學教育發展處承

辦人以及計畫主持人

對所有受補助單位講

述簽約、企劃書修訂

及審查程序要點 

每家 1小

時，共計

20小時 

2 96/12/19 統籌中心 中華卡通輔

導會 

關尚仁

教授 

1.中華卡通鄧橋

總監 2.統籌中

心助理 2位 

由計畫主持人召開，

並由中華卡通鄧橋總

監出席，針對企劃書

審查結果進行主動性

輔導。 

3小時 

3 97/03/20 國科會 慈濟文化暨

大愛電視台

之輔導會 

關尚仁

教授 

1.慈濟文化葉樹

姍經理 2.大愛

電視台發現謝元

凱製作人及製作

團隊 3.統籌中

心 6位助理 

由計畫主持人召開，

並由慈濟文化葉樹姍

經理以及大愛發現節

目謝元凱製作人及製

作團隊出席，針對企

劃書審查結果進行主

動性輔導。 

4小時 

4 97/05/23 國科會 期初研習會 關尚仁

教授 

1.本年度受補助

單位 2.統籌中

心助理 4位 

由計畫主持人召開，

主要針對送審程序以

及品質管理機制進行

說明與討論 

4小時 

5 97/06/25 國科會 健康廣播輔

導會 

關尚仁

教授 

1.健康廣播電台

黃中興副理 2.

統籌中心助理 3

位 

由計畫主持人召開，

並由健康廣播電台黃

中興副理，針對企劃

書審查結果進行主動

性輔導。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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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35 小時 

 

表2-3-5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講習會議投注人力與時數 

 

次 時間 會議名稱 工作項目 投注 

時數 

投注人力 

(含助理.主持人) 

小計 

1 96/10/27 簽約前講習 會議時間、議程協調 3 2 6 

會議資料製作與複印 12 3 36 

會議庶務行政工作 4 6 24 

會議執行 20 7 140 

2 96/12/19 中華卡通輔導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1 1 1 

與會人員聯繫 1 1 1 

會議執行 3 3 9 

3 97/03/20 

 

慈濟文化暨大愛

電視台之輔導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1 1 1 

與會人員聯繫 2 1 2 

會議資料製作與複印 4 2 8 

會議庶務行政工作 1 1 1 

會議執行 4 7 28 

4 97/05/23 期初研習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2 2 4 

與會人員聯繫 1 1 1 

開會通知寄發與出席人員統計 4 8 32 

議程擬定 5 3 15 

會議資料製作與複印 20 3 60 

會議庶務行政工作 2 8 16 

會議執行 4 5 20 

5 97/06/25 健康廣播輔導會 會議時間地點確定 1 1 1 

與會人員聯繫 2 1 2 

會議資料製作與複印 4 2 8 

會議庶務行政工作 1 1 1 

會議執行 4 4 16 

總  計 106 74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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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性工作 

 

   本中心支援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辦理之配合工作，主

要有協助辦理各年度公開說明會議、評選會議等配合性工作，可分為

計畫主持人諮詢性工作以及助理人員行政工作支援。 

 

    計畫主持人諮詢性配合工作，包括計畫主持人參與聯席會議、出

席公開說明會議，以及各項行政作業之顧問諮詢。中心助理人員主要

配合性工作為協助辦理公開說明會、資料整理、書面資料審查協助、

會議協助，以及在計畫主持人指導下執行各項國科會臨時指派之工作

與任務。 

    以下茲將 96年至 97年 6月 30日止，本中心計畫主持人與助理

人員執行配合性會議執行工作，整理如下: 

表2-3-6 配合性會議執行工作表 

次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出席人員 支援項目 

1 96/06/23 科技大樓 96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

公開說明會 

計畫主持

人、統籌中心

助理 6人 

協助會議進行，包含接

待、攝影、錄影、會議

紀錄 

2 96/08/16.17 科技大樓 96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

書面資料整理 

計畫主持

人、統籌中心

助理 6人 

協助書面資料整理、建

檔與聯繫 

3 96/09/15.16.

17.30 

科技大樓 96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

評選會議 

統籌中心助

理 6人 

協助會議進行，包含接

待、攝影、錄影、會議

紀錄、計時、計分 

4 97/10/05 科技大樓 96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

聯席會議 

計畫主持人  

5 97/03/28 科技大樓 97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

公開說明會 

計畫主持

人、統籌中心

助理 8人 

協助會議進行，包含接

待、攝影、錄影、會議

紀錄 

6 97/05/26.27 科技大樓 97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

書面資料整理 

統籌中心助

理 3人 

協助書面資料整理、建

檔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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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產製管理之執行 

(一)目的 

「報表管理系統」係針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科普

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媒體產製進度管理及科普

知識累積所設置，由受補助單位定期上網填寫製作進度，利用線上填

寫報表，將系統管理客製化，以期提高填報製作進度之便利性。 

「報表管理系統」共有四大單元，分別為「製作公司資料」、「科

普專案內容」、「製作進度報表」、「報表警鈴系統」，其內容皆為計畫

執行的基本資料來源，其重要性不容小覷，參與本計畫之受補助單位

應定期且詳實填寫，並且特別注意到內容的更新，不僅能為台灣科學

傳播留下珍貴的資料，對於各期審查作業也能預先準備資料及送審時

程規劃，以提高時效。 

「報表管理系統」的設置目的，除了利於計畫執行效率，也為台

灣科普傳播事業產製過程累積資料，未來計畫研究人員依製作進度報

表提煉出知識後，將運用在科普節目製作相關研討與報告上，以共同

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盡一點心力。網址

http://59.124.8.210/kwan/login.asp 

 
 

 

圖 2-3-1 首頁畫面 

 

 

 

http://59.124.8.210/kwan/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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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方式 

報表管理系統工作職掌，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專任助理許聖珈小姐

管理，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以及孫德強先生支援系統及伺服器技術。 

報表管理系統之系統硬體伺服器管理，由傑瑞科技協助統籌與協

調中心維護系統與硬體，當伺服器系統與硬體發生故障時，由許聖珈

小姐協調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排除故障，如遇故障問題較小時，由計

時人員馮文捷先生協助排除。 

 

1、產製進度報表建置 

產製進度報表係針對媒體詴辦方案產製傳播內容之「製作進度」所設

立，由受補助機構定期填寫製作進度報表，定期回報進度統籌與協調中

心。 

 

(1)目的 

「報表管理系統」係針對「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所設立

之專案製作進度管理系統，主要功能有「公司資料」、「媒體製作內

容」、「製作進度報表」三大項目，由受補助單位定期上網更新維護，

與統籌協調中心互相配合，以落實科普傳播產製品質管理。 

製作進度報表採「分集制」，意即每部影片之分集從開始製作到

結案，中間歷經數次填寫報表而產生數份報表，將來該分集製作完成

時，即可調閱每一份報表，以利製作結案報告。另外，針對延遲填報

進度之製作公司，特別設計「報表警鈴系統」，製作公司若在期限內

未上網填寫報表，此機制即警告製作公司盡速填報製作進度，並列出

一覽表供管理人員查詢。目前各家受補助單位所執行之科普傳播內容

形式共分為以下四類，其「製作進度報表」內容不盡相同： 

表2-3-7 受補助單位類別 
類 別 項 目 

第 1  類 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 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 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 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 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 電視科學節目 

第 4  類 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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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架構 

※系統企劃(報表管理系統-製作進度報表上稿企畫請參閱附件___) 

 

 

 

 

 

 

 

 

 

 

          

 圖 2-3-2 報表管理系統架構 

 

(3)執行進度與 

表2-3-8 報表管理系統96年6月至97年6月執行進度與投注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 

96/08/27 ～

96/08/31 

許聖珈小姐 

賴以婷小姐 

孫如杰先生 

賴志偉先生 

孫德強先生 

完成程式修改 8 月 28 日一修，8 月 30

日召開一修驗收會議。 

96/08/29 統籌與協調中心全

體專任助理製作 

建置系統資料，完成各受補助單位公司

資料、專案內容、進度報表。 

96/09/03 

96/09/07 

許聖珈小姐 製作程式修改說明書以準備與傑瑞科技

賴志偉先生開會，確認程式第二次修改

之事宜。 

96/09/03 ～

96/09/07 

許聖珈小姐 撰寫報表管理系統使用說明書 

96/09/10 ～

96/09/28 

賴志偉先生 

孫德強先生 

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已於9月21日將程

式修改完成。 

96/10/24 許聖珈小姐 

 

完成彙整「系統現有報表清單_20071024

版」 

96/11/13 許聖珈小姐 完成「報表管理系統操作手冊_20071112

報表管理系統 

進度報表維護系統 專案資料維護系統 選單類別維護系統 

補助傳播類別 

科學主題範疇 

製作公司資料  

報表警鈴系統 科普專案內容 

製作進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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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版」以及「報表管理系統使用設定

書_20071112 修訂版」，並發出 mail 通

知同仁告知受補助單位。 

96/11/16 許聖珈小姐 

賴志偉先生 

系統之新增分集報表功能故障，於中午

通知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處理。 

96/11/30 許聖珈小姐 

賴志偉先生 

再度通知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新增報表

功能故障，請工程式盡快處理。 

97/04/11 許聖珈小姐 

賴志偉先生 

孫德強先生 

處理報表管理系統無法新建補助傳播內

容、系統錯誤畫面、報表警鈴系統不能

寄通知信的問題，系統工程師已於當日

協助修復。 

97/04/11 許聖珈小姐 

 

向同仁楊憶晴小姐說明報表管理系統的

使用方法。 

97/04/14 許聖珈小姐 

孫德強先生 

請系統工程師協助排除報表一覽表無法

新增一列資料的問題，系統工程師已於

當日修復。 

97/04/18 許聖珈小姐 

 

擬 E-mail信函內容，請同仁轉知受補助

單位，通知填寫製作公司資料以及科普

專案內容。 

97/04/18 許聖珈小姐 

 

修改 2007 年度受補助單位報表管理系

統帳密資料。 

97/04/21 許聖珈小姐 

 

依賴以婷小姐指示修改 E-mail內容，並

請同仁轉寄給受補助單位，通知填寫製

作公司資料以及科普專案內容。 

97/05/02 許聖珈小姐 

 

測詴大愛電視台的報表管理系統故障問

題。 

97/05/03 許聖珈小姐 

孫德強先生 

與傑瑞科技孫德強先生說明報表管理系

統 -製作公司資料故障問題，已於

2007/05/04修復，另外網頁文字內容因

為被卷軸檔住所以無法完整列印資料的

問題，工程師孫德強先生已加上「列印」

的超連結，將網頁文字內容另開新視

窗，擷取完整網頁文字內容，於

2007/05/04解決列印的問題。 

97/05/05 許聖珈小姐 修改報表管理系統雙週月報表之格式，

並以視群-台灣生命樂章為例，撰寫範

本。 

97/05/21 許聖珈小姐 報表管理系統使用說明書修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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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5/30 許聖珈小姐 

 

於例會中詢問同仁針對報表管理系統使

用上自己及受補助單位是否有是用不方

便或故障之處，已設計制式表格，將來

發現問題時可隨時提出，一併彙整請工

程師協助修改。 

97/06/16 許聖珈小姐 

賴志偉先生 

經與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協調新增動畫

類報表事宜後，賴先生評估建置工程幅

度後表示，此一工程因需要新建資料庫

及撰寫系統程式，將聘請 1 位程式設計

師約 2～3個工作天製作與測詴，故需製

作費 3000元。 

97/06/19 許聖珈小姐 

 

擬簽請示計畫主持人報表管理系統新增

動畫類報表工程。 

97/06/20 許聖珈小姐 

賴志偉先生 

與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確認新增動畫報

表製作費計費方式，主因需要聘請系統

工程師製作，故需製作工資。 

97/06/24 許聖珈小姐 

賴志偉先生 

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通知動畫類報表已

新建完成。 

97/06/24 許聖珈小姐 

馮文捷先生 

系統網頁無法顯示，已請資科工讀生馮

文捷先生修復。 

97/06/26 許聖珈小姐 

馮文捷先生 

中華電信客服 

報表管理系統網頁無法顯示的問題，經

資科工讀生馮文捷先生檢查後是中華電

信 ADSL故障的問題，打電話詢問中華電

信後已經協助排除問題，可札常連線。 

 

2、產製進度報表系統之執行 

(1)執行方式 

       為了達成「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產製進度管理，

本中心製作「報表管理系統使用手冊」，提供受補助單位參考使用。

並於每月底進行產製進度報表之填表進度調查，每月追蹤產製進度並

製作月報表，如未定時填寫報表之單位，則由該單位承辦人員聯繫、

確認產製概況以及提醒按填表週期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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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進度與投注時數 

    表2-3-9 產製進度報表執行進度與投注時數表 

序 時間 工作事項 投注 

人力 

帄均投注 

時數 

投注 

人力/時數 

1 96/5 聯繫並拜訪受補助單位，確認填表週

期以及填表方式說明 

6 4 24 

2 96/6 聯繫受補助單位，確認填表週期以及

填表方式說明 

6 2 12 

3 96/7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6 2 12 

4 96/8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6 2 12 

5 96/9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6 2 12 

6 96/10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6 2 12 

7 96/11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6 2 12 

8 96/12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6 2 12 

9 97/01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5 2 10 

10 97/02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4 2 8 

11 97/03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8 2 16 

12 97/04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9 2 18 

13 97/05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8 2 16 

14 97/06 月底追蹤產製進度與填表概況 8 2 16 

總計 90 3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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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計畫執行 

    本章茲就「科學傳播人才培育」主要執行工作進行報告，主要工

作有二，分別為「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科學研究助理影

音記錄工作坊」，以下將分別報告。 
 

第一節 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 

本競賽活動於 96年 11月底即開始進行初步的規劃，並與聯合報

討論合作舉辦比賽之可行性。至 97年 4月，已陸續完成競賽方式之

規劃與參賽對象之訂定，期間仍持續與聯合報、聯合線上召開數次協

商會議，商議合作方式以及各項宣傳之配套措施。97年 5月進入網

路影音帄台之設計與製作階段，即根據統籌中心現有資源與硬體設備

研擬最適宜的方案，同時進行網域申請、伺服器空間租用及相關技術

支援。97年 5月底，活動官方網站已經進入完成階段，網頁各項功

能測詴、網頁設計之修改皆已陸續完成。97年 6月初，決定由本中

心獨立承辦本競賽，聯合報擔任媒體宣傳工作。97年 6月中，完成

競賽活動網站之架設，且官方網站與部落格順利上線，同時展開第一

階段活動宣傳。 

以下各節將就本活動舉辦目的及執行進度進行報告，詳細企劃內

容請參見附件「HOT科學影音短片競賽 」企畫書。 
 

一、企劃目的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在科學傳播人才培育部分，為

延續特計畫舉辦「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以競賽方式吸引科

學背景學生參與科普傳播及推廣科學教育的工作。 

 

    本競賽鼓勵科學學生嘗詴以深入淺出之報導方式，向一般大眾

介紹國內科學研究現況及相關科學新知識，並將自己所學之科學知

識以影片的方式傳達給一般大眾。希望能藉由本比賽，吸引有志於

科學傳播的學生主動學習傳播相關知識技能，開啟他們對科學傳播

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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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時程與投注時數 

    本活動由 96年 11月開始籌畫，截至 97年 6月 30日為止主要進

行「企劃會議階段」、「宣傳階段」，分別將執行進度彙整如下表: 

(一)企劃會議階段 

表 3-1-1 企劃會議 

日     期             重點摘要 

96/11/26  會議主旨:「科普競賽活動」合作會議 

 出席人員: 

   統籌中心—賴以婷小姐、孫如杰先生、姜孟宏先生 

   聯合報—聯合報生活中心何振中主任、聯合報編 

    輯部企劃組楊東妮主任、企劃林佳瑩小姐 

 討論事項: 

(1) 活動構想提案 

(2) 與聯合報合作之可行性 

(3) 舉辦工作坊，培育科普人才 

 97/2/29  會議主旨:企劃草案與聯合報宣傳事宜之商討。 

 出席人員: 

  統籌中心—賴以婷小姐、孫如杰先生、張昕瑜小姐、 

    賴彣華小姐 

  聯合報—編輯部企劃組楊東妮主任、林佳瑩企劃 

 討論事項: 

    (1) 企劃草案的討論與修訂 

     (2) 聯合報可提供的宣傳協助 

     (3) 活動網站架設於 udn.com之可行性 

 97/4/7  會議主旨:企劃草案與聯合報宣傳事宜之商討。 

 出席人員: 

    統籌中心—賴以婷小姐、賴彣華小姐 

    聯合報—聯合報生活中心楊東妮主任楊東妮、 

    聯合線上內容部楊翠玲主任、葉姿岑編輯 

 討論事項: 

    (1) 雙方合作模式與籌備計畫 

    (2) 宣傳作業分工 

 (3) 活動網站架設與經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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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9  討論主旨: 聯合線上可提供之網站模式 

生活中心楊東妮主任來電: 

(1) 聯合線上尚未完成影音帄台的建置 

(2) 建議以部落格形式，並可以設計專屬版型 

(3) 聯合報會被何本活動發布新聞稿、配合宣傳 

內容部楊翠玲主任來電: 

(1) 影音伺服器問題—建議參賽者可上傳至外部的影音

帄台或規範指定帄台，採用程式碼內嵌於聯合報部落格。 

(2) 網頁建置之經費 

97/4.14~16  會議主旨:針對本活動請教四位共同主持人，比賽各項企

畫事宜 

 參與老師: 黃新生教授、莫季雍教授、盧非易教授、侯志

欽教授 

 討論事項: 

    (1) 活動時程安排 

    (2) 獎金分配事宜 

    (3) 影音帄台的建置 

    (4) 頒獎典禮規劃 

  97/4/21  會議主旨:聯合報與聯合線上與本中心之宣傳合作討論 

 討論事項: 

(1) 瞭解聯合線上可提供的網站架設協助 

(2) 活動期間之宣傳分工 

(3) 本中心札在進行的前置作業 (海報、文宣品製作等規

劃) 

 結論: 「聯合線上」於部落格美術設計、網頁維護上無法

提供實際的協助，統籌中心將自行規劃活動宣傳網站與部

落格。 

  97/5/8  會議主旨: 「HOT 科學」競賽活動網站製作討論 
 出席人員: 

    國科會科教處林志輝博士、國科會資訊人員吳柏儒先生 

    統籌中心助理楊憶晴小姐、統籌中心助理賴彣華小姐 
 討論事項: 

(1) 網站製作細節請教與討論 (網站路徑、網址、網頁規

劃) 

(2) 資料更新與網頁維護相關合作方式 

(3) 統籌中心因配合之各項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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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階段 

本競賽活動之宣傳已於 97年 6月展開，首先選擇全台各主要綜

合大學與科技大學之科學相關科系，針對其中 80個系所寄送第一批

的比賽宣傳品。此外，網路宣傳活動亦同步進行，於台灣第一大 bbs

理工科系討論區張貼活動訊息。bbs乃大學生交流資訊的重要管道，

利用 bbs的強力宣傳，希望達到廣為散布消息之效。同時為因應暑假

之到來，後續之宣傳規劃將著重於網路電子文宣與網站之連結交換，

  97/5/15  會議主旨: 「HOT 科學」競賽活動網站製作會議 
 出席人員: 

    統籌中心助理楊憶晴小姐、統籌中心助理賴彣華小姐 

    網站架設工程師 
 討論事項: 

(1) 網站功能設計 

(2) 各項技術支援 

(3) 資料更新與網頁維護相關合作方 

  97/5/28  會議主旨: 「HOT 科學」競賽活動網站測詴會議 
 出席人員: 

    統籌中心助理楊憶晴小姐、統籌中心助理賴彣華小姐 

    討論事項: 
(1) 中華電信主機、網域與網路空間之租用 

(2) 網站上線前之各項功能之驗收與測詴。 

(3) 網站美術設計之修改。 

表3-1-2 活動宣傳事項 

日     期             重點摘要 

97/6/1 競賽活動宣傳海報、文宣品印製完成 

97/6/4 (1) 台北市捷運局、台北市文化局活動海報張貼之申請完成。 

(2) 台灣各大學主要理工相關科系之海報寄送完成 

97/6/15 官方網站上線: http://www.scicom.idv.tw/ 

部落格上線: http://blog.udn.com/hotscience 

各式活動連結 Banner之製作完成。 

97/6/11─ (1)批踢踢 BBS主要討論區之網路宣傳。 

(2)活動 Banner連結 

(3)活動電子新聞稿之發佈 

http://www.scicom.idv.tw/
http://blog.udn.com/hot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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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與聯合新聞網之「校園博覽會」將協助曝光活動訊息，以達活

動宣傳之效。 

 

 

          圖 3-1-1 「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官方網站圖 

          圖 3-1-2 「HOT科學」宣傳 banner一 

圖 3-1-3 「HOT科學」宣傳 banner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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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宣傳海報圖 

         

圖 3-1-5 「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文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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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研究助理影音紀錄工作坊 

    為推行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計畫，本中心自 97年初開始籌畫「科

學傳播研究助理影音記錄工作坊」，期望透過本工作坊之舉辦，從而

培育科學背景學生投入科學傳播影音紀錄工作。本案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主要執行工作為參與各相關單位協商討論會議、企劃書撰

擬與器材評估等工作。以下就企劃目的宗旨、執行進度逐一進行報

告。詳細之企劃內容請參見附件「科學傳播研究助理影音記錄工作坊」

企劃書。 
 

一、企劃目的 

    為將科學研究歷程詳實記錄，以把握研究中之關鍵時刻，並將影

音紀錄之內容作為日後科學傳播影片及節目之素材，因此「科學研究

助理影音紀錄工作坊」之目的主要為培訓科學研究助理及學生瞭解科

學傳播概念以及攝錄影之基本技巧與操作，以期成為研究現場之觀察

紀錄者。 

    本工作坊為初次開辦，希望藉由「初級班」、「研究紀錄」、「進階

班」三個階段，由實務課程及動手操作的課程中，培養具有科學背景

之研究助理的影音紀錄技巧及能力。因工作坊仍在規劃階段，下列時

間、規劃及課程為暫定。 

 

二、企劃架構 

（一）工作坊規劃架構 

      

 

 

 

 

 

  

 

 

       圖 3-2-1 科學傳播研究助理影音記錄工作坊規劃架構 

初級班工作坊(兩天訓練課程) 

 

研究計畫紀錄(6個月紀錄) 

 

進階班工作坊(一天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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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坊課程內容 

表3-2-1 工作坊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項目 

第 
一 
天 

 

09:00-10:30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影音紀錄在科普傳播上的應用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器材及操作教學 

12:15-13:15 午餐 

13:15-14:15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一） 

14:45-15:00 休息 

15:00-16:30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二） 

第 
二 
天 
 

09:00-10:30 【坐而言不如貣而行】 
-拍攝練習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坐而言不如貣而行】 
-存檔與編輯練習 

12:15-13:15 午餐 

13:15-15:15 【一步一腳印】 
-成品驗收：綜合檢討與提示 

 

三、執行時程 

表3-2-2 執行時程 

時間 工作項目 

規

劃 

四月  工作坊規劃 

 企劃案規劃 

五月  合作單位確認與聯繫 

 場地確認 

 課程內容規劃 

 講師邀請 

籌

備 

六月  講師確認 

 工作坊網頁建置、上線 

 報名開始 

 課程講義邀稿 

 器材操作手冊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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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拍攝腳本編寫 

七月  課程講義、器材操作手冊及實作拍攝腳本第

一次校札 

 報名截止 

 報名名單彙整 

 場地與器材再次確認 

八月 

(預定

8/16-8/17

舉辦) 

 課程講義、器材操作手冊及實作拍攝腳本第

二次校札 

 講義付印 

 講師及統協中心助理之交通、食宿安排 

結

案 

九月  工作坊結案 

 進階班規劃 

 

 

 四、執行概況 

  （一）會議召開 

會議召開包含電話聯繫及至國科會科教處開會，下表僅列出會議召開

時間。 

表3-2-3 會議召開 

會議日期 會議主題 出席人員 

97/04/11 工作坊規劃 林志輝博士、張昕瑜小姐、陳冠婷小姐 

97/05/21 工作坊合作 

事項 

李旺龍教授、林志輝博士、張昕瑜小姐、

陳冠婷小姐 
    

（二）器材規劃 

由統籌中心專任助理張昕瑜小姐、董福興先生、楊憶晴小姐進行器材

測詴。測詴報告將由張昕瑜小姐統整後編入器材使用手冊中，作為本

工作坊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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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合作交流」之推展 

    本中心自成立以來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主要投入國際合作交

流工作為「歐盟會議參與」、「科教班作品國際交流」，將分節進行說

明。 
 

第一節 歐盟會議參與 

    97年 7月 24日國科會科教處曾邀請兩位歐盟人員參與國科會座

談，座談者其中一位為歐盟新聞官--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現為歐盟科研政策及科學傳計畫推展之負責人。藉此契機，開始雙方

之合作交流。96年 9月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來函邀請計

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參與歐盟第一屆「科學傳播歐洲論壇」並擔任與

談人，於會中發表「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計畫之經驗及成

果。 

   故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交大周倩教授以及科教處梅家瑜編審

和楊紫菱副研究員，於 97年 12月 2日至 4日前往西班牙巴圔隆納參

與本次「科學傳播歐洲論壇」，並於會後轉往英國倫敦參訪英國廣播

公司(BBC)科學影片製作團隊。會議及參訪相關資訊如下： 

一、科學傳播歐洲論壇(European Forum on 

Science Journalism) 

（一）會議資訊： 
1.時間：96年 12月 2-4日 

2.地點：Pompeu Fabra大學，西班牙巴圔隆納 

3.主辦單位：歐盟研究總署聯絡處(Communication Unit, EU 

Research Commission) 

4.承辦單位：Pompeu Fabra大學傳播研究中心(Science 

Communication Observatory, University of Pompeu 

Fa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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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主要演講： 
1.第一天： 

孙宙科學博物館(CosmoCaixa Science Museum)參訪 

2.第二天： 

表4-1-1 科學傳播歐洲論壇第二天時間表 

項目 主題 講者/報告者 

專題演講 置傳播於歐洲科學核心 Jose Manuel Silva Rodriguez(歐

盟研究總署署長) 

專題演講 連結科學與社會：歐洲需

要科學新聞學 

Hans Peter Peters(Julich 研究

中心研究員及科學傳播學者) 

專題報告 媒體科學研究术意調查結

果報告及歐洲科學家及媒

體專業人員調查報告 

Steve Miller(英國敦倫大學學院

科學傳播教授) 

專題演講 變遷社會中的科學新聞學 Bernard Schiele(加拿大魁北克

大學蒙特利校區科學新聞教授) 

專題報告 跳脫框架：電視要如何處

理最新議題 

Joe Smiths 

(英國氣候變遷學術顧問) 

第一系列

專題討論 

 

P.I.Os： 

科學同盟或化妝師 

Claus Madsen(歐洲南半球天文研

究機構公共關係部主管) 

網路與新媒體：對科學新

聞從業人員是敵是友？ 

Deborah Cohen(BBC Radio 4製作

經理) 

跨出科學電視：剪是歐洲

電視節目之創新 

Phillipe Bijvoet (VRT EBU 科學

編輯群負責人 ) 

第二系列

專題討論 

 

共同工作、共同訓練、共

同寫作：連結科學家與新

聞從業人員成功案例 

Patrick Vittet-Phillipe(歐盟

研究總署高級新聞官) 

有特權？野蠻？圍攻？還

需要科學新聞從業人員

嗎？ 

Niall Byrne(澳洲公共科學中心

主任) 

在拍賣遊戲取得勝利：像

編輯兜售科學故事 

Michael Wappelhorst(德國 NRW

創新部門) 

專題討論 科學雜誌的人力資源最大 Michael Claessens(歐盟研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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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新聞從業人員及科學

家培訓挑戰 

署) 

3.第三天： 

表4-1-2 科學傳播歐洲論壇第三天時間表 

項目 主題 講者/報告者 

專題演講 

 

培養數位世代的科學對策 Marc Goodchild(BBC 兒童隨選互

動部門主管) 

在科學社會對話中，科學新

聞從業人員扮演什麼角色 

Alan Leshner(美國科學促進協會

執行長) 

媒體簡報 歐盟研究在「科學」雜誌上

的頭條報導 

Ruth Francis(科學雜誌主編) 

Mahesh Anand(英國開放大學地球

與環境科學系教授) 

歐盟研究成功案例 Patrick Vittet-Phillipe(歐盟

研究總署高級新聞官) 

 

(三)會議報告 

        本中心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擔任與談之場次為第二天第二系

列專題討論「共同工作、共同訓練、共同寫作：連結科學家與新聞從

業人員成功案例」。會中報告「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從 2001

年至 2007年六年來推動之狀況。科教班共分為初級班、中級班和高

級班三階段，至第四期為止，共有 261位學員參加，主要招收對象為

科學背景之大學生和研究生（包含碩、博士班）。藉由暑期的課程，

培養未來的科學傳播者。並於會中播放由第四屆高級班學生編劇及企

劃的作品「偷偷來」，以期藉此與各國與會者交流。 

 

二、英國廣播公司(BBC)參訪 
（一）媒體中心(Media Centre)參訪 
1.時間：96年 12月 6日下午 2點 

2.地點：BBC Bush House 

3.參訪內容： 

（1）科學廣播節目 Science in Action錄製參訪。本節目為每週一

次的雜誌型節目，主要介紹世界最新的科學發明及動態。 

（2）節目執行製作鮮于茹華小姐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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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總監 Richard Williams 訪談 

1.時間：96年 12月 7日上午 10點 30分 

2.地點：BBC Vision Studio 

3.參訪內容： 

（1）訪談創意總監 Richard Williams 有關於 BBC 從事科學研究與

科學傳播的情形。 

（2）BBC目前將自己定位為未來媒體與科技整合的多重帄台

(mulitplatform)，因此也進行科學研究以生產高品質科學成果

以及傳播科學訊息。 

（3）目前札進行的研究利用 User Gather Content(UGC)的概念已獲

得全球性、大量的資料，並可做跨國的比較。例如 Sex ID、Child 

Street、倫敦 Every Square Mile(ESM)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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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教班作品國際交流 

一、交流緣貣 
    「科教班作品國際交流」交流緣貣由歐盟委員會高階新聞官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先生與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指導，將「96年

度科學教育人才培訓班高級班」之學員作品上傳至歐盟「Athenaweb

網站」以促進國際交流。 

二、交流方式與內容介紹 
「科教班作品國際交流」工作由鄭雅文小姐、黃佳筠小姐以及徐

子玉小姐共同執行，於 97年 2月貣著手進行影片字幕翻譯、英文字

幕製作、行政聯繫事宜、版權聯繫事宜等工作。 

本次交流之影片共計 9部，詳列如下: 

表4-2-1 科教班國際交流影片 

片名 內容 影片捷圖 

WHO kill MARY 

驚爆 60秒  

粉塵爆炸 

 

SNEAKING 

IN-SEXY 

THIEVES 

(biometric,Palm 

vein)掌靜脈辨識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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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Hot 

dance   

(Nuclear  POWER) 

 

A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Coolmax 

capillarity) 吸濕

排汗衣物 

 

Mosquitoes' 

surviving 

Bible 

(Ultrasound)  

超音波 

 

I want be a 

Super start 

(sound wave)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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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charging, 

easygoing 

(solar battery)太

陽能電池 

 

Inconspicuous 

Hero 

(Biomass energy) 

生質能 

 

The sinker of 

Tiger Wang 

(Bernoulli's 

principle) 

白努利定律 

 

影片之字幕翻譯於 97年 2～3月由黃佳筠小姐執行，將中文字幕

翻譯成英文字幕；97年 3～4月由鄭雅文小姐與徐子玉小姐製作影片

英文字幕版本，接著 97年 4～5月鄭雅文小姐將影片轉陳歐盟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先生確認，於 97年 6月進行影片播放同意書之版權相

關事務，俟後由 Athenaweb網站管理者將影片上傳至網站，目前尚在

處理上傳之版權確認事宜。 

(「Athenaweb網站」網址為 http://www.athenaweb.org) 

 

 

 

http://www.athena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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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科教班作品國際交流執行概況 

時程 人員 工作內容 

97年 1月 歐 盟 委 員 會 高 階 新 聞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先生

與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科教班作品國際交流達成

共識 

97年 2～3月 黃佳筠小姐 將中文字幕翻譯成英文字

幕 

97年 3～4月 鄭雅文小姐與徐子玉小姐 影片英文字幕版本 

97年 4～5月 鄭雅文小姐 將影片陳比利時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先生確認 

97年 6月 鄭雅文小姐 進行影片播放同意書之版

權相關事務 

97年 6月(執行中) Athenaweb網站管理者 由 Athenaweb 網站管理者

將影片上傳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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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科學傳播獎勵機制」規劃 

    關於科學傳播獎勵機制之推行，本中心自 97年初開始規劃科普

獎章程之擬定，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已經擬定獎勵要點，含獎勵

對象、項目、名額、方式，然由於「科學傳播內容刊播補助方案」95

年度成品產製完成度未如預期，故科普獎將於明年合併舉辦。以下茲

就科普獎之企劃宗旨與執行進度進行報告。 

 

第一節 科普獎執行進度報告 

    科普獎目的在鼓勵科學界、傳播界、教育界積極投入科學傳播發

展之人員，依其貢獻與成就，以實質方式協助其在已有之專業領域與

科學傳播領域之知能增長。「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為求本獎項

之規劃完善並希望可以長期實施，第一年，採取詴辦方式進行；先行

設立科普獎所預計頒發之獎項，並鎖定 95年度媒體詴辦方案之受補

助單位成品為參賽對象，詴推行之，因此將於 7月底之前統計有參與

資格的 95年度媒體詴辦方案數量，進而決定企劃方向，並撰寫企劃

書。預計規劃之走向，除了鼓勵現有投入科學傳播之媒體製作單位之

外，也期望藉此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有計畫的推行科學傳播之目

的廣為週知。宣揚科學傳播之精神與概念，也可以透過科普獎，達到

其成效。 
 

一、企劃目的 
(一)計畫目的：  

    為獎勵國內從事科學普及化(簡稱科普)且具優良表現的事業團

體或個人，本會擬提出「台灣科普獎」之設置與推動計畫，以榮譽激

勵優秀人力長期投入科普事業的意願。 

(二)計畫背景：  

    科普是現代化國家國力的重要指標。推動科普的直接目的係為提

升國术科學精神與科學素養，使其關心國家科技發展，進而支持國家

科技政策，同時間接鼓勵青年人才投身科技領域。推動科普的方法，

從傳統的寫作翻譯，已進步到影音資訊科技的應用，使艱深的科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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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發展過程、研究成果、相關應用等素材能透過多元化的方式呈現，

並有效的結合時事，將科技訊息轉化成活潑、容易吸收的元素，以貼

近國术的日常生活。 

 

    推廣科普除了制定政策、舉辦活動外，獎勵措施具有引導與激勵

的作用。綜觀國內定期獎勵科普推廣的知名獎項，例如：每兩年舉辦

一次的「吳大猷科普寫作獎」，以舉辦年度上溯六年內創作或翻譯的

科普書籍為獎勵對象，自九十年貣已辦理四屆，得獎人涵蓋兩岸三

地；還有自九十年貣，每年一度的「倪匡科幻獎」，其獎勵對象定位

為真實性低的科幻題材，從九十三年貣，該獎項始與本會發貣的科普

寫作獎合作，對優良的真實科普寫作提供獎勵。 

 

    由於展示科普素材的方式，已由寫作、書籍等帄面呈現方式，擴

大至利用影音、資訊科技等多元傳播方式。為因應科普題材多元呈現

的潮流，本會自九十五年貣開始補助國內有能力製作影片、新聞報導

及節目的機構，以科普為方向，鼓勵其製播高品質的科學影片、科學

新聞報導、科學節目。製作成果以電視、廣播、報紙、電子報等傳播

媒體為通路，目前已有數案的成果札在刊播，並獲得廣泛迴響，適時

提供評鑑獎勵機制，將能促使製作團隊更上層樓。 

 

    以往推廣科普，單靠有志者個人興趣與力量，難以達成科普專業

人才之培育。加入以「製作團隊」為評獎對象的模式、多元的獎勵項

目，以及對提供科學指導的專家進行評獎並給予榮譽或實質的鼓勵，

將有助於形成新興的科普傳播事業領域。 

 

(三)計畫依據： 

  「台灣科普獎」是依照國科會組織條例第七條－科學教育發展處掌

理事項之一的「大眾科學教育之研究、輔導及推廣事項」而設計。同

時在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中，視本獎項為主軸計畫之一。 

 

(四)施行步驟： 

1. 擬定獎勵要點 (含獎勵對象、項目、名額、方式)。 

2. 訂立評審機制。 

3. 結合金鼎獎 (出版業)、金鐘獎 (電視廣播業)等知名獎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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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例如推薦參選或代言等，以擴大「台灣科普獎」之知名

度，廣達宣傳及提高其受重視程度。 

4. 以獎為評，可促成得獎機構進行人才、技術等方面的國際合

作與交流。 

 

(五)預期效果： 

1. 激勵傳播業者或投入製作科普題材的機構投資後續之製作。 

2. 激勵科普素材製作團隊或個人的創作意願，提昇製作與創作

品質與技術。 

3. 提高科學家與科普題材製作團隊的合作意願，使科技研究與

創作精神適當地在大眾科學教育當中呈現出來。 

4. 提供品質優良的科普製作成果在傳播通路上的附加經濟價

值、知名度等。 

5. 以個人獎項鼓勵優秀人才持續投入科普領域的製作或創作。 

6. 公札的評審、給獎可提供參賽者彼此良性的競爭與觀摩交流

的機會。 

7. 擴大社會對推動科普事業價值的認知、重視程度及參與度。 

二、 工作時程規劃 

表5-2-1 科普獎工作時程規畫表 

工作時程規劃 

序 項目 預計完成時間 負責人 

1 訂定科普獎相關辦法 7/31 楊憶晴 

2 執行企劃書撰寫 8/15 楊憶晴 

3 評審辦法訂定 8/31 楊憶晴 

4 評審邀約 9/30 楊憶晴 

5 各項宣傳活動安排 10/1 楊憶晴 

6 頒獎各項前置作業、評選會 

進行 

11/31 楊憶晴 

7  公布得獎名單暨頒獎 12/15 楊憶晴 

 

 

 

第六章 「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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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與執行 
    本章茲就本中心於「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之主要執行工作

進行報告，主要工作有二，分別為「科學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

帄台建置」、「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建置」，以下將分節詳述。 
 

第一節 臺灣科普傳播現況資料庫之建置與執行 

一、目的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以下簡稱交流帄台)」主軸

架構包含、「計畫現況資料庫」、「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媒體製作詴辦

方案」與「報表管理系統」，用以定期公佈各級計畫進程、計畫執行之重

點與相關資料作為等基礎資料，亦包括「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坊、

研習班課程內容資料與資訊，各種與本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推展直接

相關之資訊讓各級教師、一般术眾及專業人員均可藉此帄台近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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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帄台架構 

 

圖 6-1-1 交流帄台架構圖 

三、執行進度報告 

（一） 工作內容 

    交流帄台之例行性工作，依循主軸架構「計畫現況資料庫」、「科

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與「報表管理系統」更新

及維護交流帄台內容。 

    為使交流帄台訊息更容易為網友瀏覽與使用，在首頁部分開闢最

新消息區，用以公布計畫相關重要訊息，使網友不需透過層層選單即

可直接進入網頁，瀏覽近期公布之重要資訊；首頁亦開闢推廣資訊

區，採較醒目的圖片點閱方式，使網友點選進入相關網站，用以推廣

計畫相關網站，例如國科會相關網站、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產製內容介

紹網站、計畫相關活動網站。首頁科普節目區播放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產製內容影音。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 

後設資料 

計畫 
現況資料庫 

科學傳播 
知識資料庫 

媒體製作 
詴辦方案 

首頁 

科普傳播
事業催生
計畫 

互動式跨
媒體工作

坊 

科學教育
人才培育

班 

科學傳播
相關網站 

科學傳播
相關文獻 

科學傳播 
年度研討

會 

95 年度 
詴辦方案 

96 年度 
詴辦方案 

97年度 
詴辦方案 

最新消息 

推廣資訊 

 

科普節目 

 

科普節目 
播出時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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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帄台之系統硬體伺服器管理，由傑瑞科技協助統籌與協調中

心維護系統與硬體，當伺服器系統與硬體發生故障時，由中心網管許

聖珈小姐協調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排除故障。 

    下表為資訊交流帄台與報表管理系統例行工作內容一覽表： 

 

表6-1-1 資訊交流帄台與報表管理系統例行工作一覽表 

類別 工作內容 

首頁內容製作與更新 
公布最新消息、增加推廣資訊區網站超連

結 banner、更新科普節目影音播放。 

計畫現況資料庫 更新計畫現況資訊網頁。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 更新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內容。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更新受補助單位之節目介紹及相關會議

資訊。 

系統硬體伺服器管理 
由中心網管許聖珈小姐協調傑瑞科技賴

志偉先生排除故障。 

宣傳推廣 執行交流帄台宣傳推廣 

報表管理系統 
由中心網管許聖珈小姐協調傑瑞科技賴

志偉先生排除故障。 

    下圖為交流帄台首頁畫面，首頁版面配置順序為：交流帄台標

題；交流帄台選單，現有「計畫現況資料庫」、「科學傳播知識資料

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三大主軸架構；推廣資訊計畫相關網站

超連結 banner；最新消息公布區；科普節目影音播放區；推廣資訊

活動資訊超連結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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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首頁畫面(97/6/26) 

 

（二） 執行人員 

   交流帄台工作職掌，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專任助理許聖珈小姐管

理，賴以婷小姐與梁芷菁小姐監督資訊發布內容，傑瑞科技賴志偉先

生支援系統及伺服器技術。    

    交流帄台之系統硬體伺服器管理，由傑瑞科技協助統籌與協調中

心維護系統與硬體，當伺服器系統與硬體發生故障時，由許聖珈小姐

協調傑瑞科技賴志偉先生排除故障。伺服器作業系統管理與設定，例

如影音功能設定、電子報系統設定，由許聖珈小姐協調計時人員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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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先生配合設定。 

    交流帄台之例行性更新與維護，例如首頁內容、計畫現況資料

庫，由許聖珈小姐製作。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內容由許聖珈小姐統籌與

執行，全體專任助理提供資料與連繫事宜。特定內容例如科學傳播研

討會之會議資訊或其他資料量較大的網頁製作，由許聖珈小姐與計時

人員尹慧中小姐共同製作。 

表6-1-2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工作職掌 

類別 單位 人員 

系統管理與硬體維護 統籌與協調中心 

傑瑞科技 

許聖珈小姐、賴志偉先生 

伺服器作業系統管理

與設定 
統籌與協調中心 許聖珈小姐協調計時人

員馮文捷先生配合設定。 

資訊發布監督 統籌與協調中心 賴以婷小姐、梁芷菁小姐 

例行性更新與維護 統籌與協調中心 許聖珈小姐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內

容製作 

統籌與協調中心 許聖珈小姐統籌，全體專

任助理共同製作。 

特定內容製作 統籌與協調中心 許聖珈小姐協調計時人

員尹慧中小姐配合製作。 

（三）執行進度 

表6-1-3 交流帄台96年6月至97年6月執行進度 

類別 工作時間 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 

交流帄台內

容規劃與建

置 

96/07/09

～

96/08/01 

許聖珈製作 完成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

帄台與報表管理系統規劃書，包含帄台

架構、內容規劃與後設資料庫功能與分

類。 

96/08/24 傑瑞科技製作 傑瑞科技完成撰寫交流帄台程式。 

96/08/31 許聖珈製作 完成交流帄台網頁美術設計。 

計畫現況資

料庫內容製

作與更新 

96/11/02 許聖珈製作 

莊富雅製作 

完成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網頁、互動

式跨媒體工作坊網頁、科學教育人才培

育班高級班網頁。 

96/11/30 許聖珈製作 完成統籌與協調中心揭牌儀式網頁。 

首頁內容製

作與更新 

96/11/07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推廣資訊區加入新聞中的科學

之超連結 banner。 

96/11/30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推廣資訊區加入流言密碼追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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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科學大解碼之超連結 banner。 

96/12/19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推廣資訊區加入 2008 年科學傳

播研討會之超連結 banner。 

97/03/14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最新消息區公布熱帶冰河˙台

灣首播時間。 

97/03/28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最新消息區公布台灣的脈動及

流言追追追節目播出時段。 

97/03/31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推廣資訊區加入熱帶冰河˙台

灣 Blog之超連結 banner。 

97/03/31 許聖珈製作 更換首頁現札放映影片。 

97/04/24 許聖珈製作 更換首頁科普影音為科學大解碼第 22

集。 

97/05/16 許聖珈製作 新增最新消息「97 年 5 月份科普節目

表」 

97/05/16 許聖珈製作 首 頁 推 廣 消 息 新 增 一 個 「 So 

Digitalist」banner 及連結。 

97/05/23 賴以婷資料提

供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最新消息區公布 95 年度媒體製

作詴辦方案結案研習會之會議資料檔

案下載。 

97/06/20 許聖珈製作 於首頁推廣資訊區加入報表管理系

統、2009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論文

徵稿、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之

超連結 banner。 

科學傳播知

識資料庫 

96/12/28 梁芷菁監督 

許聖珈製作 

尹慧中製作 

完成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交通資

訊、國外講者網頁。 

97/03/08 許聖珈製作 完成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研討會花

絮網頁(相簿)。 

97/03/14 梁芷菁監督 

許聖珈製作 

更新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之會議議

程。 

97/06/07 梁芷菁監督 

許聖珈製作 

新增「2009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論文

徵稿」網頁。 

媒體製作詴

辦方案 

96/06/11

～

96/06/30 

統籌與協調中

心全體專任助

理製作 

統籌與協調中心全體專任助理共同撰

寫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 10個補

助計畫影片/新聞/節目摘要並請 95年

度受補助單位提供劇照。 

96/08/31 統籌與協調中

心全體專任助

完成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各受補

助計畫簡介網頁，內容包含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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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製作 摘要與劇照。 

96/11/02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簽約前

講習網頁、新增 9 個 95 年度媒體製作

詴辦方案專案節目摘要網頁。 

96/11/21 許聖珈製作 新增96年受補助單位簽約前講習網頁。 

96/11/30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研討會網

頁 

97/03/28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7年度公開說明會議資訊。 

97/03/31 賴以婷監督 

許聖珈製作 

新增流言追追追之重播時間表 

97/03/31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受補助

案列表。 

97/04/01 賴以婷監督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7年度公開說明會 FAQ內容。 

97/04/17

～

97/05/05 

許聖珈製作 

尹慧中製作 

完成 9個 96年受補助案之節目大綱。 

(1.影片類，中華卡通製作 FORMOSA 科

學探險團隊。2.影片類，和利得機器

人。3. 影片類，台大昆蟲蟲蟲總動員。

4. 影片類，大愛台灣大地奧秘。5. 影

片類，公視預約替代新能源。6. 影片

類，生態主張海洋世紀─認識海洋。7. 

影片類，東森面對台灣的真相。8. 新

聞類，東森科學大解碼 9. 新聞類，大

愛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科技人類大自

然。) 

97/05/16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7年 5月份科普節目表。 

97/05/23 賴以婷監督 

許聖珈製作 

新增 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結案研

習會網頁。 

97/06/05 賴以婷監督 

許聖珈製作 

更新 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結案研

習會會議資料。 

97/06/24 賴以婷監督 

許聖珈製作 

通知受補助單位交流帄台網址更換事

宜。 

系統硬體伺

服器管理 

96/10/23 許聖珈辦理 完成請購交流帄台用 MS-SQL sever 授

權軟體。 

96/11/07 許聖珈辦理 收到供應商軒眾電腦公司送來之軟體

授權以及軟體光碟。 

96/12/28 許聖珈辦理 向匯智網路公司購買 3年份網址設定，

共計 14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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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16 許聖珈協調 

傑瑞科技支援 

傑瑞科技-孫德強工程師、賴志偉顧問

來社資中心維修網站。 

97/04/14 許聖珈協調 

傑瑞科技支援 

傑瑞科技系統工程師協助排除報表一

覽表無法新增一列資料的問題。 

97/05/03 許聖珈協調 

傑瑞科技支援 

與傑瑞科技系統工程師修復交流帄台

連線問題。 

97/06/02 許聖珈協調 

馮文捷設定 

設定伺服器之觀看 FLV 影片功能。 

97/06/09 許聖珈協調 

馮文捷設定 

設定伺服器發送電子報功能。 

97/06/16 許聖珈辦理 向匯智康訊網路公司購買需擬網址

scicomtw.com一年。 

宣傳推廣 97/04/01 許聖珈辦理 提供參加 97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公

開說明會之與會者，交流帄台之網址。 

97/04/11 許聖珈製作 設計科普節目播出時間表。 

報表管理系

統 

96/08/29 統籌與協調中

心全體專任助

理製作 

建置報表管理系統資料，完成各受補助

單位公司資料、專案內容、進度報表。 

97/04/10 許聖珈設定 設立 96 年度受補助案報表管理系統帳

密。 

97/04/11 許聖珈協調 

傑瑞科技支援 

處理報表管理系統無法新建補助傳播

內容、系統錯誤畫面。 

97/04/11 許聖珈協調 

傑瑞科技支援 

報表警鈴系統不能寄通知信的問題，系

統工程師已於當日協助修復。 

97/04/18 許聖珈設定 修改 96 年度受補助單位報表管理系統

帳密資料。 

 

四、未來工作目標  
（一）持續更新交流帄台之計畫現況資料庫內容，使資訊詳細豐富以

使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了解計畫進程。 

（二）持續更新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報表管理系統內容，掌握製作進度

脈動。 

（三）經營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內容，提供傳播理論與實務應用參考

資料。 

（四）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會議資料及報告，供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學生及有興趣的术眾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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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結科學傳播相關研究領域、組織機構之網站連結，提供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學生及有興趣的术眾更豐富多元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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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之建置與執行 

截至九十七年六月，本中心已於「科學傳播事業生計畫資訊交流

帄台」建置「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以下簡稱知識資料庫)專區。另，

為擴充科學傳播各項相關資料並培訓中心專任助理科學傳播等相關

知識涵養，本中心亦推行每週一次讀書會以茲達成資訊累積與知識討

論。本節就知識資料庫之目的、企劃架構及執行時程與投注時數進行

報告。(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企劃書請參見附件)  

 

一、目的 
    知識資料庫旨在系統化儲存、分類科學傳播原理、知識，以及科

普內容產製技術、表現技巧所累積之經驗，藉以建構科普傳播事業之

產製模式，分析找出產製成功關鍵知能，期能供科學教育、科學傳播、

科普事業之研究人員及從業人員參考。 

 

二、架構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初期規劃，著重在資料蒐集及累積，主要資

料內容有三大類為「科學傳播相關網站」、「科學傳播相關文獻」及

「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資料」。 

 科學傳播相關網站：蒐集科學傳播相關網站資訊，包括組織機構

及媒體(包含電視、期刊等)，將期刊載於交流帄台。 

 科學傳播相關文獻：蒐集各類科學傳播論文、期刊及書目等文獻

資料，並經分類整理後，刊載於交流帄台。 

 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資料： 

資料來源為 2007年及 2008年兩場科普傳播研討會中，各單元受邀專

家之講稿及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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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工作內容列表 

主要內容 工作項次 

1.科學傳播相關網站 1-1科普網站蒐集 

1-2網站分類整理、撰寫中文簡介 

1-3定期維護、更新資訊 

2.科學傳播相關文獻 2-1科學傳播文獻蒐集、整理 

2-2文獻閱讀，撰寫中文摘要 

2-3相關傳播理論介紹 

3.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

資料 

3-1 2007科普傳播年會資料整理、刊載 

3-2 2008科普傳播年會資料 

 

蒐集大量資料後，即展開分類工作，考量知識資料庫之設立忠旨

目的，並冀望有系統且有意義地分類資料，中心同仁於 97年 3月 26

日召開「知識資料庫討論會」，與計畫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黃新

生教授討論資料分類及知識資料庫未來規劃。本次會議內容即針對知

識資料庫之架構進行調整，修改後之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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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大量資料後，即展開分類工作，考量知識資料庫之設立

忠旨目的，並冀望有系統且有意義地分類資料，中心同仁於 97

年 3月 26日召開「知識資料庫討論會」，與計畫共同主持人莫季

雍教授、黃新生教授討論資料分類及知識資料庫未來規劃。本次

會議內容即針對知識資料庫之架構進行調整，修改後之架構如

下： 

 

 

 

 

 

 

 

 

 

 

 

 

 

 

 

 

 

 

 

 

 

 

 

 

 

 

 

 

 

 

圖 6-2-1 知識資料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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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調整知識資料庫架構外，也將於知識資料庫設立「科學傳播小辭

典」，詞彙相關內容則是由計畫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提供，詞彙相關資

料請詳附件。另，為求有效率地建檔，將知識資料庫所有資料予以編碼，

以便日後查詢、整理。依據知識資料庫之架構圖，將編碼格式設計為○

○○○○○○○-○○，前四碼為英文字朮，代表資料類別；接續四碼為

第幾筆資料；最後兩碼為資料之版本。舉例來說，「PCST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為「知識資料庫-相關網

站-組織/機構-國際」中第一筆資料，則其資料編碼為 WSIN0001-00。資

料列表請詳附件。 
 

三、執行概況 
 

(一) 執行事項 

 
1、討論諮詢會議 

    針對知識資料庫之架構及執行方向，於建置期間，多次向計畫主持

人請教與開會討論。並定期向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回報執行進度，

亦諮詢執行時所遇之困難與問題。 

2、蒐集資料 

為擴充知識資料庫之內容，以圖 6-2-1架構圖，進行資料蒐集之工

作。96年 11月至 97年 1月間，由兼任助理蔡雅怡小姐及楊麗玲小姐蒐

集科普網站，並予以翻譯，彙整成中文網站簡介。 

3、讀書會 

為增加統籌與協調中心同仁傳播專業之基礎訓練，並提升知識資

料庫中相關資訊品質，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本中心執行讀書會，

其執行階段分為二期。 

 

(1) 第一階段─科學傳播文獻蒐集及閱讀討論 

知識資料庫建置初期，著手進行科學傳播相關文獻之蒐集工

作，並定期以讀書會的型式，討論已蒐集到的文獻。其執行方式為二

至三位中心同仁各自選擇一篇文獻進行研讀，並於讀書會當日導讀該

篇文獻，另於討論結束後，撰寫中文摘要及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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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傳播理論如何應用於科學傳播 

採用讀書會的形式，以了解「傳播理論」為主，執行方式為每週

一次，讀書會進行時，由兩位導讀人簡介傳播理論，再帶領中心同仁

進行討論，討論內容則是著重在如何將理論應用於科學傳播。 

讀書會討論之傳播理論，重點為孚門人理論、框架理論、議題傳

播設定理論、媒介豐裕理論、依附理論、使用與滿足、涵化理論及知

溝理論等等。每週會後，由當週導讀人彙整理論資料及討論內容，並

經由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確認後，上傳至知識資料庫，做為知識

的傳承與累積。 

讀書會執行時程如下： 

表6-2-2 讀書會時程表 

讀書會時程 

序 時間 內容 與會人數 

1 96/06/29 

由 2~3 位導讀人導讀已蒐集之文

獻，並進行討論。 

6 

2 96/09/12 6 

3 96/10/17 6 

4 96/11/14 6 

5 96/11/21 6 

6 96/11/28 6 

7 97/02/21 4 

8 97/03/05 10 

9 97/05/05 

每周由兩位導讀人導讀傳播理

論，並討論科學傳播之應用 

10 

10 97/05/12 10 

11 97/05/19 10 

12 97/05/26 10 

13 97/06/02 10 

14 97/06/09 10 

15 97/06/16 10 

16 97/06/23 10 

17 97/06/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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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十七年六月為止，已執行之工作事項如下： 

 

表6-2-3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已執行之工作事項列表 

已執行之工作事項 

序 工作事項 說明 

1 科普網站蒐集 蒐集科學傳播相關之網站 

2 網站分類整理、撰寫中文簡介 完成 PCST網站中文簡介撰寫工作 

3 科學傳播文獻蒐集、整理 整理讀書會閱讀過的文章，上傳至交流帄台 

4 2007科普傳播年會資料整

理、刊載 

資料來源為 2007科普傳播年會 

5 文獻閱讀，撰寫中文摘要 資料來源為讀書會閱讀過的文章，由導讀人撰

寫中文摘要 

6 相關傳播理論介紹 讀書會導讀之傳播理論，由導讀人撰寫理論簡

介 

7 知識資料庫架構調整 依據討論會所修訂之知識資料庫架構，於交流

帄台上進行修改工作。 

8 知識資料庫現有資料整理及編

碼工作，製作資料索引 

詳附件 

9 製作科學傳播小辭典 將計畫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提供之專有名

詞，整理並上傳至交流帄台，資料來源詳附

件。 

 

(二)投注時數 

    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茲將所有執行工作包括文獻搜集、討論

及整裡，科普網站蒐集、翻譯及彙整，與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討論、

諮詢會議等，予以列表，並計算投注時數即投注人次。經估計，總投注

時數為 635小時，總投注人次為 57人次，詳如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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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4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投注時數表 

知識資料庫投注時數表 

序 執行時間 工作事項 
投注時

數(時) 

投注人

次(次) 

1 96/06~97/06 定期與計畫主持人會報及商討建置

之細節 

60 5 

2 96/06~97/05 科學傳播文獻蒐集、整理 144 2 

3 96/05~96/07 2007科普傳播年會資料整理、刊載 30 2 

4 96/06~97/01 文獻閱讀，撰寫中文摘要 100 15 

5 96/11~97/01 網站分類整理、撰寫中文簡介 120 3 

6 97/03~97/06 與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進行討

論會及諮詢會議 

36 10 

7 97/03/26~30 知識資料庫架構調整 20 3 

8 97/05~97/06 相關傳播理論介紹 100 10 

9 97/05 知識資料庫現有資料整理及編碼工

作，製作資料索引 

15 2 

10 97/05 製作科學傳播小辭典 10 2 

總    計 635 57 
 

四、未來工作目標 
未來工作目標擬著重在「知識資料庫-相關文獻-概念-傳播

理論」及「知識資料庫-年度研討會」兩項之資料累積，讀書會

導讀資料，將整理出傳播理論簡介，放置於「知識資料庫-相關

文獻-概念-傳播理論」；年度研討會演講相關資料，也將在徵求

講員同意後，將講稿放置於「知識資料庫-年度研討會」，以利科

普傳播事業相關人士搜尋資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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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科學傳播知識建構」之執行 

第一節 科學家的致勝寶典專書翻譯 

    為積累國內外科學與傳播跨界合作之資訊與知識，本中心特別進

行「科學家的致勝寶典」專書翻譯工作。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已

經進行兩回合之翻譯，現札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及楊憶晴小姐進

行逐字潤稿翻譯。以下茲就本案企劃宗旨與目的、執行進度進行報告。 
 

一、宗旨與目的 

    2000年歐盟在里斯本所舉行的年會中，歐洲政府首長們承諾使

歐盟於 2010年「以知識為基礎，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社會與經濟體」。

因此，年輕人的科學素養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公眾議題。 

    Communicating Science - a scientist's survival kit 一書

是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為有意嘗詴走出實驗室的科學家與

研究人員所出版的致勝寶典，目的在於提一套供有意願讓大眾了解科

學研究工作的科學工作者們，傳播的入門知識，藉以鼓勵科學傳播的

推展。本書希望鼓勵科學家們與研究人員詴著增進自身與媒體的互

動，以及對科學資訊的表達與陳述，以利科學門外漢快速有效的理解

當前的科學工作者們，從事的各項研究。 

 

    本書的作者 Giovanni Carrada目前為專職作家，專長為科學寫

作；同時也於義大利的 The University of Seina 教授科學傳播課程，

Giovanni Carrada亦主持該校為科學家設舉辦關於如何與媒體溝通

之座談會。Giovanni Carrada身兼許多科普著的顧問，本書

Communicating Science - a scientist's survival kit 為其最新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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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編組與執行時程 
 

(一)工作分配項目 

表7-1-1 工作分配表 

組別 負責人 頁碼 內容 

第 

一 

組 

董福興 封面5面 Foreword 

P7~17 Index 

To Work 

Introduction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 Scientist 

What is in this Book? 

封底5面 To Work 

張昕瑜 P18~27 (Chapter I )Leaving the ivory tower 

P28~35 (Chapter II )The ABC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第 

二 

組 

陳冠婷 P36~43 (Chapter III )Planning your 

Communication 

P44~54 (Chapter IV )Telling a Science Story 

賴彣華 P55~62 (Chapter V )Using Journalists 

P63~70 (Chapter VI )Knowing the Media 

 楊憶晴   編輯 

加入註解 

 

1. 工作時程分配 
表7-1-2 工作時程分配表 

綜   合   事   項 

序 項目 時間 負責人員 

1 工作分工 2月 29日(五) 12:00 梁芷菁小姐 

2 第一次內容提交 3月 12日(三) 17: 00 各組 

3 第一次分組內容校對 3月 14日(五) 17: 00前 各組→梁芷菁小姐 

4 第二次內容整合 3月 18日(二) 17：00 

3月 26日(三)17:00 

梁芷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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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交計畫主持人 3月 19日(二)17:00 

4月 1日(二)17:00 

梁芷菁小姐→計畫

主持人 

6 第三次內容校對 3月 28日(一)12:00 各組→梁芷菁小姐 

7 第四次內容校對 4月 10日(二)17:00 各組→梁芷菁小姐 

7 編輯 4月 10~5月 10日 楊憶晴小姐→計畫

主持人 

8 提交計畫主持人 5月 10日 楊憶晴小姐→計畫

主持人 

9 計畫主持人審閱 5月 10日~ 計畫主持人、楊憶

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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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之規劃與執行 

    「科學傳播研討會」自 2007 以來，以推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

催生計畫與發展為職志，每年皆以各相關的主題辦理學術研討會，

共計舉辦兩屆。目前札在籌辦 2009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為貢獻

所學，俾便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且擴大研討效果，預計邀請美國、

英國、歐盟、日本等國際貴賓與會。茲將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之執行概況及 2009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之籌備概況進行說明。 
 

一、2008 年度科學傳播研討會之辦理 

（一）會議紀要 

1.會議情形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2008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於 97 年 1 月 23 日(三) ~24 日(四)假國科會科技大樓舉行，並在科學

及傳播產官學界熱烈參與下已圓滿落幕，本年度結案報告請參閱附

件。 

  本年會有三種進行形式：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專題

討論，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會議議程總覽表詳表 6.3.1.。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邀請美國 Dr. Marsha Kindr 和

歐盟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及台灣孫維新教授，分享科普發展經驗

與科學傳播技術展望以及科學專家與傳播專家之間的合作溝通，帶來

精采的講演。在「專題討論」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以及專任助理

賴以婷小姐、孫如杰先生，加上兼任助理程靜如小姐、鄭雅文小姐及

李若韻小姐，分別撰寫並帶來精采的「引言報告」。席間學界與業界

專家學者針對議題與談人提出具體而精闢的討論，丞助科普理論知識

的釐清，並作為知識資料庫的素材內容。 

   95 年度 10 家受補助單位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場次，報告

其過去一年執行之媒體製作詴辦的經驗，包含成品介紹及播放、科學

專家和傳播專家跨界合作模式及品質管理流程之經驗分享，席間獲得

熱烈參與及回應。並在「成品展示區」，展示其製作成果，陳列海報

及精彩影音片段，提供 96 年度及往後更多對於科普節目製作有興趣

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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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1 2008會議議程總覽表 

 

時間 簡報室 (1F) 時間 會議室 12 (2F) 

09:00-09:30 報到(1F Public Area) 09:00-09:30 報到(2F Public Area) 

09:30- 09:40 開幕式 

09:30-10:20  
專題演講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09:40-10:30 

專題演講 I (USA)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10:30-11: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USA) 

【A Tale of Two Genes】 
10:20-10:5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Taiwan)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11:00-11:10 Coffee Break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II ( Europe)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11:00-12:40 

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 

─以科教班為例】 

12:00-12:3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Europe)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12:30-13:30 Lunch  12:40-13:30 Lunch 

13:30-15:10 

會議室 12 (2F) 會議室 13 (2F) 

13:30-15:10 

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

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

涵深探報告】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

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專題討論 II 

【跨領域的團隊

溝通研究─以科

普節目製作團隊

和科學家合作為

例】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

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

類】 

15:20-17:00 

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

告】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

享 V 

【科學新聞報導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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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會情形 

    本年會為期兩天，參與熱烈，計有 202 位參加。本中心邀約之貴

賓有國科會長官、大會籌備委員、講者共計有 51 位；一般與會者則

有 95 年度、96 年度受補助單位人員、科教班學員、术間企業公司代

表、大專院校教授、政府單位代表，共計有 151 位。 

    此次受補助單位代表有 91 位出席，科教班學員 17 位，大專學

校 14 位，术間企業公司 13 位，政府單位 6 位，社區大學 2 位，其他

8 位，故一般與會者共計有 151 位。由上述數據來來看國科會此補助

計畫已將本國之科學傳播從點推展到面，除了學術界，業界人士的參

與更大大提高了此會議舉辦的效益，希望藉此會議之舉辦除了形構科

普傳播知識體系，整合科技發展核心，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培育科普傳

播人才、發展優質科普傳播內容、開發良好環境。 

（二）會議執行概況 

1.人力分組 

  年會企畫與總協調人為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關尚仁教授，總協調人下籌備與執行祕書處共分成三組，即議事組、

行政組、接待組。 

 

（1）議事組 

籌備：研討會企劃書擬定、會議議程訂定、各場講者個人資料蒐集及

講演資料彙整、會議手冊製作。 

 執行：負責報到處流程、現場計時並紀錄會議內容。（紀錄方式:

現場紀錄、錄音、攝影。） 

 結案：整理會議記錄、編撰成冊，致送謝函。 

（2）行政組 

 籌備：場勘合適會議地點、講台設備器材準備、接洽餐點、經費

管控、統計與會者出席及餐點。 

 執行：服務臺及各會場佈置、視聽器材準備、茶點佈置、餐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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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結案：會場復原、器材歸還、經費核銷。 

（3）接待組  

 籌備：講者、貴賓及與會者之邀請函寄發、講者個人資料（CV）

蒐集及講演資料彙整。 

 執行：報到台事宜、接待（迎送）外賓、及與會貴賓。 

 結案：講者、貴賓及與會者之致謝函寄發 

2.執行時程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從 2008年 8月開始草擬企畫書；9月進行

會議前置作業，例如經費規畫、場地勘查；10月及 11月則為籌組籌

備委員會、第一波宣傳階段、引言報告撰擬等籌備期。12月及 1月

大會手冊與會議資料編撰、展場軟硬體規劃等執行。2月及 3月則為

結案階段，包括檢討會議、經費結案、各式範本建制及結案報告撰寫。

執行時程如下表 6-3-11。 

 

 

 

 

 

 

 

 

表7-2-2 執行時程表 

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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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2007年 

 

 

9月 

 會場、飯店、各項活動場地勘查 

 規劃研討會各組工作項目及進度 

 提列研討會預算 

 

10~11月 

 

 成立國內指導委員會 

 設計研討會網頁 

 確立研討會議程及主題 

 確認及邀請年會講者及寄發年會貴賓邀請函 

 接洽即席翻譯公司 

 蒐集講者論文及視聽器材需求 

 

12月 

 各式印刷品美工定稿 

 講者論文審閱 

 確認講者、講題 

 確認及蒐集講題資料 

 編撰研討會手冊及論文集 

 

2008年 

 

1月 

 

 研討會手冊及論文集付印 

 其他印刷品付印 

 訓練現場工作人員 

 會場佈置執行 

 會期開始 

2月 

 

 經費核銷與結報 

 召開檢討會議 

 修訂大會手冊.會議資料 

 結案報告撰寫 

3月  彙編會議標準作業流程 

 設計著作財產權授權書 

 索取會議與談人製作財產權授權書 

 會議資料上傳置交流帄台之知識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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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 年度科學傳播研討會之規劃 

   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自今年 5 月開始規劃，由在計畫主持

人關尚仁教授統籌指導、梁芷菁小姐擔任執行秘書，開始著手規劃。

前期規畫主要為針對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之各項執行事項進行檢

討，建置會議籌備標準作業流程、擇定會議舉辦日期、形式、地點，

並初步規劃會議架構。以下茲就本年度 6 月 30 日止之執行進度進行

說明。 
 

（一）會議規劃 

「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擬訂於 98 年 1 月 14 日（三）~16

日（五），共計三天以雙場進行方式於國科會會議室舉辦。本年度主

題為「科普傳播的真知與力行」為主題。除了邀請國外先進國家專家

學者闡述科普傳播影視內容產製觀念、知識、技巧、經驗之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並於今年度對於科學傳播知能發展論文進行徵稿

發表與討論(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亦有科普傳播作品展示、經

驗分享與評論(Showcase of Achievement)，因應落實面問題與挑戰之專題

座談(Panel Discussion)，以及具體知能傳授之工作坊(Workshop) ，並

規劃在會場外展示 95 年度及 96 年度科普催生計劃受補助機構企劃

案、腳本及完整作品之成果展示((Exhibition of Achievements )等形式。 

本年度研討會依目的與主題內容特質，採行多元形式、多場並行

(Concurrent sessions)方式辦理，除了專題演講、專題討論、作品展示

與經驗分享、成果展覽，今年將增加論文發表、工作坊、科學傳播企

編影音人才庫座談會、科普獎頒獎典禮、「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

競賽頒獎典禮，架構規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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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3 2009國際研討會會議架構 

2009 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會議架構 

學術與實務交流及討論 

專題演講 

專題討論 

論文發表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工作坊 
數位敘事工作坊 

品質管理工作坊 

科普作品展覽 

科普獎得獎作品 

HOT 科學競賽得獎作品 

AthenaWeb-台灣科教班作品 

國際科普作品觀摩與交流 

「科學家的致勝寶典」專書 

座談會 
科學傳播企編、影音人才庫座談會 

（科教班人力資源追蹤及建置座談會） 

頒獎典禮 
科普獎頒獎典禮 

「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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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編組與執行時程 

1.大會秘書處人力規劃 

                                                                                              
                                      策定大會籌備事宜 

    

                                       

 

                

 

 

 

 

 

 

                   

 

 

圖 7-2-1 大會秘書處人力規劃架構 

 

 

 

秘書長 

     

    執行秘書 

     

     議事組 
 
 議事行政及議程 
  編擬 
 論文徵稿活動 
 與會貴賓邀請 

（國內、國外） 
 大會手冊內容及 
  會議資料蒐集 
 會議錄音、錄影 
 會議紀錄 

 

     行政組 
 
事務科: 
 場地場勘及租

借 
 餐飲準備 
 辦理採購 
 經費支付及結

報 
 車輛租借 
 住宿訂房 
 會場佈置 
 行政支援 
宣傳科: 
 文宣設計、資訊

管理推廣宣傳
活動 

 行政支援 

   接待組 
 
 報到接待 
 禮賓接待 
     

文書組 
 
 檔案管理 
 文書撰

擬、編輯、
校對、排
版、裝訂等 

推動大會籌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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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度規劃 

時程規劃進度概況表，如下表 

 

表7-2-4 2009國際研討會時程規劃 

2008 年 

月份 工作項目 

6 月  撰寫及修札企畫書 

 提列研討會預算 

 企劃書提交國科會 

 論文徵稿活動流程確認及上線宣傳 

 接洽外國貴賓專家、學者 

 草擬邀請函 

 草擬議程表 

 規劃研討會各組工作項目及進度 

7 月  論文審查委員小組名單擬定 

 論文審查委員小組名單聯繫及確認 

 論文摘要收件整理送委員匿名審查 

 回收審查委員論文摘要審查意見 

 會場、飯店、各項活動場地勘查 

 年會各類製作物規劃及詢價 

8 月  蒐集並編輯委員會、與會貴賓等聯絡名單 

 成立國內指導委員會 

 論文摘要通過名單通知 

 

9 月 

 

 

 聯絡委員會、與會貴賓等並寄送邀請函 

 確認與會貴賓參與名單 

 確認及邀請年會講者及寄發年會貴賓邀請函 

 設計研討會網頁 

 確立研討會議程及主題 

 展示區規劃與勘查 

 

 

10~11 月 

 

 

 接洽即席翻譯公司 

 蒐集講者會議資料及視聽器材需求 

 外國貴賓行程聯繫及確認 

 論文全文收件整理 

 論文全文送審查委員匿名審查 

 確認講者、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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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及收集講題資料 

 編撰大會手冊及論文集 

12 月  會議資料編輯 

 海報及研刷品編輯設計 

 外國貴賓來台行程撰擬 

 各類文稿撰寫 

 著作財產權授權書資料準備 

 議程簡報檔製作 

2009 年 

 

1 月 

 

 大會手冊、會議資料、論文集付印 

 其他印刷品付印 

 再三電聯提醒與會貴賓出席 

 訓練現場工作人員 

 會場物資進駐場地 

 會場佈置執行 

2 月  檢討會議 

 經費核銷與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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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

與協調中心」之建置與發展 
 

為執行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各項主軸計畫，「台灣科普

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在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

系推動下成立，由廣播電視學系關尚仁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世新大

學黃新生教授、國立體院莫季雍教授以及政治大學廣電系盧非易教

授、侯志欽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展開各項硬體規劃與建置、專案人

員招聘與培訓、行政制度與標準作業流程建置等工作。 

 

本節將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在人力

資源、內部溝通、硬體規劃與建置三項工作進度，逐一進行報告。 

第一節 人力資源 

      本節將就中心人力資源之組織架構與任務職掌、助理人員招

聘、助理人員在職訓練三大部分進行報告。 

 

一、組織架構 
 

     本中心組織由「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專任助理」、「兼

任助理」組成，由廣電系關尚仁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世新大學黃新

生教授、國立體院莫季雍教授以及政治大學廣電系盧非易教授、侯志

欽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在其帶領之下招聘並訓練專兼任助理人員，

自 97年 6月 30日為止，專任助理共計 8位，兼任助理 2位，其中劉

沛欣小姐為常駐國科會科教處協助本計畫執行之助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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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組織架構圖 

 

 

二、任務職掌 

 

(一) 計畫主持人任務職掌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為本計畫統籌；莫季雍教授負責指導助理

人員從量化角度，辦理科普傳播閱聽眾研究，包含各節目之閱聽輪

廓、觸達率等項目分析節目效益；黃新生教授專責指導助理人員質化

分析調查與研究，並指導知識資料庫之建制；盧非易教授及侯志欽教

授則發揮廣電製作之專長，進行成品品質評鑑工作。 

 

 

 

兼任助理 

專任助理 

共同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關尚仁 

蔡雅怡 楊麗玲 

楊憶晴 

 
張昕瑜 賴以婷 

賴彣華 許聖珈 

梁芷菁 

陳冠婷 洪毅芩 

黃新生 莫季雍 侯志欽 盧非易 

劉沛欣 

(駐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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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1計畫主持人任務職掌表 

姓

名 

職稱 工作職掌 每周帄均投入

工作時數比率 

關

尚

仁 

計畫主持人 1.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 

2.助理人員培訓 

3.統籌辦理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

之品管與作業輔導 

4.科學傳播知識之建置與發展 

5.國際交流合作推展 

6.科學傳播研討會籌辦 

7.科普獎規劃 

8.各式專案業務統籌與推行 

70% 

莫

季

雍 

共同主持人 1.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績效評

量 

2.知識資料庫建置指導 

3.審查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成品品質及製

播績效 

4.協助培訓助理人員 

5.協助整體專題計畫之規劃、輔導與監督

進度執行 

15％ 

黃

新

生 

共同主持人 1.質化分析研究與知識資料庫建置指導 

2.審查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成品品質 

3.協助培訓助理人員 

4.協助整體專題計畫之規劃、輔導與監督

進度執行 

15％ 

盧

非

易 

共同主持人 1. 審查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成品品質 

2. 協助培訓助理人員 

3.協助整體專題計畫之規劃、輔導與監督

進度執行 

15％ 

侯

志

欽 

共同主持人 1. 審查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成品品質 

2. 協助培訓助理人員 

3.協助整體專題計畫之規劃、輔導與監督

進度執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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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每週帄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係填寫每人每週帄均投入本計畫工作時數

佔其每週全部工作時間之比率，以百分比表示（例如：50%即表示該研

究人員每週投入本計畫研究工作之時數佔其每週全部工時之百分五

十）。 
 

1、投注時數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為本計畫整體專題計劃之規劃、輔導與監

督進度執行，為本中心之召集人，統籌推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

畫之各項計畫。帄均每天投注5小時，每周至少25小時於本計畫之統

籌、推展與執行等各項工作之上， 每周帄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為70%。 

 

    為提昇助理人員之專業能力，計畫主持人於中心成立初期每周進行

至少兩次之培訓課程，培訓囊括業務行事準則、研究方法與傳播學理教

學、科普節目績效評量及品質管理，自中心成立以來迄今共計63次培訓

課程，共計169小時之培訓課程。另，每周至少投注6小時與中心協調人

開會並進行經理人專業培訓。 

 

表8-1-2 計畫主持人授課課程與時數表 

次 日期 主 題 
投注 

時數 

1 

96/06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科普計畫介紹、組織成員介紹 3 

2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說明 3 

3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科普傳播計畫介紹 3 

4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專任助理工作職掌與目標 2 

5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 2 

6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3 

7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 3 

8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 1 

9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2 

10 職能培訓課程-公文寫作課程 3 

11 96/07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中心年度工作計畫 4 

12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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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說明 4 

14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說明 2 

15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3 

16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說明 3 

17 職能培訓課程-公文寫作課程 2 

18 

96/08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產製進度報表作業重點 4 

19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2 

20 科學傳播知能訓練-科普節目製作提要 2 

21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3 

22 職能培訓課程-公文撰寫注意事項 3 

23 職能培訓課程-工作效率與知識管理 2 

24 

96/09 

 

職能培訓課程-系統思維與目標管理 4 

25 職能培訓課程-工作效率與知識管理 2 

26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3 

27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2 

28 

96/10 

 

科學傳播知能訓練-期中報告寫作原則及目標管理課程 4 

29 職能培訓課程-評選委員會檢討會議 4 

30 科學傳播知能訓練-2008科普年度研討會論文寫作原則 4 

31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3 

32 
96/11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2 

33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1 

34 職能培訓課程-期中報告寫作原則及目標管理課程 4 

35 

96/12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2 

36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1 

37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3 

38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3 

39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2 

40 

97/01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2 

41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2 

42 職能培訓課程-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1 

43 職能培訓課程-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檢討暨培訓課程 5 

44 
97/02 

職能培訓課程-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檢討暨培訓課程 3 

45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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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科普計畫介紹、中心業務介紹 4 

47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2 

48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1 

49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介紹課程 3 

50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專任助理工作職掌與目標 2 

51 

97/03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審查業務與專案業務介紹 2 

52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3 

53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2 

54 
97/04 

職能培訓課程-公文寫作原則 3 

55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審查要點加強課程 3 

56 

97/05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審查要點加強課程 3 

57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1 

58 科學傳播研究知能訓練-報告撰寫原則及深度訪談課程 4 

59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講習會議檢討課程 4 

60 

97/06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講習會議檢討課程 2 

61 科學傳播研究知能訓練-報告撰寫原則及深度訪談課程 3.5 

62 科學傳播研究知能訓練-報告撰寫原則及深度訪談課程 2.5 

63 職能培訓課程-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2 

合計 63次，169小時 

 

    四位共同主持人任務職掌為協助整體專題計劃之規劃、輔導與監

督進度執行，其中尤其以審查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補助之內容品質、

協助助理人員培訓、知識資料庫建置、各項專案業務諮詢以及協助辦

理各級會議， 每周帄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為15%。。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補助」內容審查均依據共同主持人之專長

分別進行審查，黃新生教授與莫季雍教授主要負責科學新聞報導部

分，盧非易教授及侯志欽教授負責科學教育影片和電視科學節目，其

中黃新生教授審查38則帄面報導、26集計73分鐘之電視新聞報導；莫

季雍教授審查37則帄面報導、50集計100分鐘之電視新聞報導；盧非

易教授審查15集計520分鐘之內容；侯志欽教授審查32集659分鐘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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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3  共同主持人審查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補助集數 

 審查內容品質 

黃新生教授 38則、26集(73分鐘) 

莫季雍教授 37則、50集(100分鐘) 

盧非易教授 15集(520分鐘) 

侯志欽教授 32集(659分鐘) 

 

    自中心成立以來，共同主持人共計授課11次課程，莫季雍教授主要

負責收視率與績效評量課程；黃新生教授主要負責質化研究課程；盧非

易教授與侯志欽教授主要針對影視製作專業進行授課或諮詢。 

 

表8-1-4 共同主持人授課課程與時數表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1 96/10/31 收視率課程（一） 
莫季雍教授、 

黃聿清教授 

2 97/03/中旬 動畫類評鑑表與報表設計 

黃新生教授、 

莫季雍教授 

盧非易教授、 

侯志欽教授 

3 97/03/26 知識資料庫討論會議（一） 
莫季雍教授 

黃新生教授 

4 97/04/15 HOT科學活動企劃請益 

黃新生教授、 

莫季雍教授 

盧非易教授、 

侯志欽教授 

5 97/04/23 知識資料庫討論會（二） 莫季雍教授 

6 97/04/28 績效評量課程（一） 莫季雍教授 

7 97/05/01 收視率課程（二） 莫季雍教授 

8 97/05/14 績效評量課程（二） 莫季雍教授 

9 97/05/23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結案研習會 
莫季雍教授 

10 97/05/28 知識資料庫討論會（三） 黃新生教授 

11 97/06/26 質化訪談分析課程 黃新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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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任助理任務職掌 

    中心專任助理工作均採「責任制」，強調積極主動的團隊精神。 

    主要業務內容可歸納為三大類：常態業務、專案業務以及任務編

組。常態業務為中心例行性工作，包含科普知識建構、學術論文撰寫、

審查行政作業、報表管理與維護以及辦理各式會議等；專案業務則為

專案性質，由專案負責人管控計畫之執行進度，另有大型專案業務或

專案進行至執行階段，則會依專長展開任務編組。 

 

     此外，為維護本中心行政運作，分配一般行政業務予以所有同

仁；另建制職務代理制度，以發揮組織運作彈性及促進行政效率。 

 

（1）常態業務 

 審查作業：辦理「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各期送審行政作業，

彙整、統計與分析「評鑑及績效資料」，藉以實施產業輔導，

並落實產製管理功能。彙整計畫現況資料，上傳至計畫現況

資料庫。 

 科普知識建構：依研究主持人指導收集、彙整現有科學傳播

相關資料。規劃建立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 

 學術論文撰寫：根據彙整完成之計畫現況資訊，及績效評量

之資料，依據分析之問題及優缺現象，對計畫受補助單位製

作團隊進行深度訪談，撰寫本土科學傳播之基礎研究報告。 

 報表及相關輔導作業：針對指配負責之受補助單位，透過固

定報表，蒐集產製進度資料。分析及整理報表資料，依此實

施該廠商產製進度之網站資料更新與維護。 

 辦理各項會議：協助執行科普學傳播年度研討會、簽約前講

習會、講習研習會等執行工作。 

 執行計畫主持人各項臨時交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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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業務/任務編組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之建置與維護 

 計畫現況資料庫之資訊統籌與維護 

 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之企劃與執行 

 科學教育人才培訓班之資料統籌與維護 

 國際交流合作等各項專案工作 

 科普獎規劃與推動 

(三) 兼任助理 

    主要為協助專任助理執行中心業務，其中尤以知識資料庫資訊收

集與建制為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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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理人員招募 

(一) 聘用流程 
 

 

 

 

 

 

 

 

 

 

 

 

 

 

 

 

 

 

 

 

 

圖 8-1-2 招聘流程圖 

確認職缺與需求 

 

擬定招聘需求及招聘方式 

 

簽呈計畫主持人 

 

招聘需求公告 

 

書面審核 

 

計畫主持人核定面詴名單 

 

展開面詴 

 

簽呈計畫主持人核定錄取名單 

 

通知錄取 

 

確認報到名單及到職日 

 

發出札式錄取通知 

 

通過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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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概況 

    本中心自 96年 5月成立以來，共展開三次招聘工作，每次錄取

人數從 2至 6位不等。截至 97年 6月 30為止，共計錄用 16人次之

專任助理，目前中心專任助理人員共計 8 位，7 位為碩士級專任助

理、1位為學士級專任助理。招聘時間與人員異動，請參閱下表。 

 

表8-1-5  人員招聘時程表 

時間 招聘需求 錄取人數 錄取名單 

96/05 碩士級專任助理 

學士級專任助理 

錄取 6名 鄭玉菁、胡維修、許亞婷、 

孫如杰、許聖珈、賴以婷 

96/08 碩士級專任助理 錄取 2名 梁芷菁、莊富雅 

（莊富雅為第四期科教班畢

業學員由於表現優異選聘入

中心） 

97/01 碩士級專任助理 錄取 6名 陳冠婷、賴彣華、張昕瑜、 

董福興、洪毅芩、楊憶晴 

 

表8-1-6  專任助理異動表 

序 姓名 類別 到職日期 離職日期 異動原因 

1 鄭玉菁 碩士級 96/05/01 96/06/30 出國深造 

2 胡維修 學士級 96/06/01 96/06/30 考上研究所 

3 許亞婷 學士級 96/06/01 96/09/30 未通過詴用階段 

4 孫如杰 碩士級 96/06/01 97/02/29 個人生涯考量 

5 許聖珈 學士級 96/06/01 仍在職  

6 賴以婷 碩士級 96/06/01 仍在職  

7 劉沛欣 學士級 96/07/01 仍在職  

8 李嘉崑 碩士級 96/08/01 96/12/31 撰寫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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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莊富雅 學士級 96/08/15 97/01/31 個人生涯考量 

10 梁芷菁 碩士級 96/08/31 仍在職  

11 董福興 學士級 97/02/25 97/05/15 未通過詴用階段 

12 張昕瑜 碩士級 97/02/25 仍在職  

13 陳冠婷 碩士級 97/02/25 仍在職  

14 賴彣華 碩士級 97/02/25 仍在職  

15 洪毅芩 學士級 97/03/03 仍在職  

16 楊憶晴 碩士級 97/04/07 仍在職  

 

四、助理人員在職訓練 

(一) 目的與目標 
 

    為了培養助理人員在審查程序作業、工作職能、科學傳播知能、

科普內容產製知能等方面之能力，故本中心著重助理人員之在職訓練

課程，期望能培養助理人員在行政與科學傳播專業知能研究上之多元

專業與能力。 
 

 (二) 執行方式 

    本中心教育訓練主要可分為「常態訓練」與「專業訓練」。 

    

   常態訓練主要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共同主持人授課，並視

情況邀請專家授課，「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

課程」、「職能培訓課程」、「科學傳播專業知能訓練」、「組織管理與人

力資源培訓課程」、「政治大學研究助理研習課程」等五大類。 

 

   專業訓練主要以培養助理人員之「科教內容產製訓練」為主，自 96

年 5月貣至 97年 6月 30日止，規劃參與「南加大互動式數位跨媒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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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作坊」、「科學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 
 

 

(三) 執行概況 

1、常態訓練 

(1)新進人員訓練課程 

   本中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 30日，共計辦理 13次，33小時新

進人員訓練課程，授課內容主要有科普計畫介紹、工作環境介紹、中

心業務介紹、年度工作計畫介紹、專任助理任務職掌以及核銷等行政

程序說明等。 

表8-1-7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表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人 
投入 

時數 

1 96/06 科普計畫介紹、組織成員介紹 關尚仁教授 3 

2 96/06 科普傳播計畫介紹 關尚仁教授 3 

3 96/06 專任助理工作職掌與目標 關尚仁教授 2 

4 96/06 中心年度工作計畫 關尚仁教授 4 

5 97/02 科普計畫介紹、中心業務介紹 關尚仁教授 4 

6 97/02 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介紹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7 97/02 專任助理工作職掌與目標 關尚仁教授 2 

8 97/03 審查業務與專案業務介紹 關尚仁教授 2 

9 97/02/25 統籌中心制度介紹 賴以婷小姐 1.5 

10 97/02/26 科普計畫說明,年度方案及審查程序說明 賴以婷小姐 2.5 

11 97/02/27 報帳及核銷制度 賴以婷小姐 2 

12 97/02/27 交流帄台暨報表管理系統使用 許聖珈小姐 2 

13 97/03/02 知識資料庫規劃 孫如杰先生 2 

合計 13次，33小時 33 

 

(2)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 

   本中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 30日，共計辦理 16次，34小時審

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授課內容主要有審查作業要點說明、年度

方案介紹、產製進度報表執行要點介紹以及審查常見問題討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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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8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表 

 

(3) 職能培訓課程 

    本中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 30日，共計辦理 30次，71.5小

時職能培訓課程，授課內容主要有公文寫作課程、目標管理與系統思

維、辦理會議要點說明、團隊合作與工作效能等。 

 

表8-1-9 職能培訓課程表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人 
投入 

時數 

1 

96/06 

審查作業要點說明 關尚仁教授 3 

2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一) 關尚仁教授 2 

3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二) 關尚仁教授 3 

4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培訓課程(三) 關尚仁教授 1 

5 

96/07 

審查作業要點說明(一) 關尚仁教授 4 

6 審查作業要點說明(二) 關尚仁教授 2 

7 審查作業要點說明(三) 關尚仁教授 3 

8 96/08 產製進度報表作業重點 關尚仁教授 4 

9 97/04 審查要點加強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10 97/05 審查要點加強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11 97/4/25 方案是審查的圭臬 許聖珈小姐 1 

12 97/4/28 審查目錄製作說明會(加強課程) 賴以婷小姐 1 

13 97/5/02 弄清楚「審查」的目的與宗旨 許聖珈小姐 1 

14 97/5/05 審查結果統計與簽文撰擬 賴以婷小姐 1 

15 97/5/09 
審查作業標準作業流程詳述暨表格使用方

式說明 
許聖珈小姐 

1 

16 97/4/25 方案是審查的圭臬 許聖珈小姐 1 

合計 16次，34小時 34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人 
投入 

時數 

1 96/06 公文寫作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2 96/07 公文寫作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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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6/08 工作效能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3 

4 96/08 公文撰寫注意事項 關尚仁教授 3 

5 96/08 工作效率與知識管理 關尚仁教授 2 

6 96/09 系統思維與目標管理 關尚仁教授 4 

7 96/09 工作效率與知識管理 關尚仁教授 2 

8 96/09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9 96/09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10 96/10 評選委員會檢討會議 關尚仁教授 4 

11 96/10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12 96/11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13 96/11 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4 

14 96/11 期中報告寫作原則及目標管理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15 96/12 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1 

16 96/12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17 96/12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18 96/12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19 97/01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20 97/01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21 97/01 辦理會議執行要點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1 

22 97/01 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檢討暨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1 

23 97/02 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檢討暨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5 

24 97/02 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2 

25 97/03 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2 

26 97/04 公文寫作原則 關尚仁教授 3 

27 97/04/11 News Letter撰寫經驗分享 

賴 以 婷 小

姐、許聖珈

小姐、梁芷

菁小姐 

1 

28 97/05 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1 

29 97/06 效率工作與團隊合作 關尚仁教授 2 

30 97/06/04 公文寫作 張雅嵐小姐 2.5 

合計 30次，71.5小時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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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學傳播專業知能訓練 

    本中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 30日，共計辦理 10次，30小時

科學傳播專業知能訓練，授課內容主要有報告寫作原則、目標管理課

程、收視率解讀、質化研究課程等。 

表8-1-10 科學傳播專業知能訓練表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人 
投入 

時數 

1 96/08 科學傳播知能訓練 關尚仁教授 2 

2 96/10 期中報告寫作原則及目標管理課程 關尚仁教授 4 

3 96/10 期中報告寫作原則及目標管理課程 關尚仁教授 4 

4 97/05 報告撰寫原則及深度訪談課程 關尚仁教授 4 

5 97/06 報告撰寫原則及深度訪談課程 關尚仁教授 3.5 

6 97/06 報告撰寫原則及深度訪談課程 關尚仁教授 2.5 

7 

96/10/31 收視率解讀 莫季雍教

授、黃聿清

教授 

3 

8 

97/03/28 知識資料庫 黃新生教

授、莫季雍

教授 

3 

9 97/05/01 收視率分析 莫季雍教授 2.5 

10 97/06/26 質化研究課程 黃新生教授 1.5 

合計 10次，30小時 30 

 

(5)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本中自 96年 6月至 97年 6月 30日，共計辦理 9次，23小時組

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授課內容主要為培訓中心協調人組織管

理、團隊溝通合作與人力資源管理方法等。 

 

表8-1-11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表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授課人 
投入 

時數 

1 96/06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2 96/06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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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治大學研究助理研習課程 

    為使專任助理熟悉校務系統，提升辦理行政事務之效率，安排中

心專任助理，參加由政治大學研發處所舉辦的「優質 RA認證研習會」。 

    課程內容主要為介紹行政組織各處室之業務職掌、研究計畫相關

行政事務流程、熟悉校內資訊系統相關功能等，為行政事務能力奠定

根基。 

 

A課程規劃 

    基礎研習課程時程安排為 97年 3月 18、19、21日，共計兩個

半天。由研發處、會計室、電算中心、總務處、圖書館等單位共同授

課，相關課程如下： 

 

表8-1-12 專任助理研習課程 

序 
課程內容 主講單位 

授課

時數 

1 國科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之人員進用、認

證制度與研究計畫單一窗口之介紹 
研發處 1.5 

2 計畫經費執行及注意事項 會計室 1.5 

3 圖書館資源搜尋技巧及研究計畫書申請 圖書館 1.5 

4 財產、物品之採購程序與財產物品之增加

與核銷作業，薪資相關之稅務問題以及文

書處理等 

總務處 1.5 

5 校務系統之介紹與常用文書處理之教學等 電算中心 1.5 

合計 5次，7.5個小時 7.5 

3 96/07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4 96/07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5 96/08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2 

6 96/12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7 97/02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8 97/02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1 

9 97/03 組織管理與人力資源培訓課程 關尚仁教授 3 

合計 9次，23小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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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參與心得 

 

    繁複的行政事務在專任助理的工作職掌中佔有很大的一部分，對

於初次面臨行政工作的新進人員來說，要能充分掌握校務系統的層層

關卡，必頇從做中學以累積經驗方能得心應手。即使是有行政經驗的

專任助理在辦理各項事務時，難免遇到問題與困難。很高興研發處能

開這樣的助理培訓課程，系統化的從觀念到實務本根，以各式流程

圖、表單、資訊系統為例，逐一教學，使我們茅圔頓開，很快地能掌

握校務系統的絕竅，未來面臨行政事務時，能免去多餘的摸索時間，

本次課程對於提升專任助理辦理行政事務之效率，實有助益。 

 

 

2、專業訓練 

 

   為提升助理人員科教內容產製知識與能力，自 96年 5月貣至 97

年 6月 30日止，特別安排助理人員參與「南加大互動式數位跨媒體

製作工作坊」、「科學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 

 

(1)科學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課程 

 

    為促進本中心專任助理人員對科學教育節目產製流程有所暸

解，由專任助理賴以婷小姐、孫如杰先生於 96年 7月 2日～22日參

加「第四期科學教育節目人才培訓班高級班」。參加此次培訓課程除

了能夠對科教班實際推動現況有進ㄧ步的瞭解外，更可與來自各個大

專院校對科學教育深具熱誠的學員交流與互動。賴以婷小姐、孫如杰

先生從構想到實際執行全程參與，實地操作與了解影視節目製作流

程，節目企畫、腳本撰寫、拍攝錄製、後製作業、人員編制，希冀透

過這樣的訓練，培訓專任助理人員節目產製專業能力及素養，以了解

受補助媒體執行產製狀況，有助於辦理審作業輔導時的溝通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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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授課時間:97年 7月 2日至 22日 

 

B.授課內容 

表8-1-13 授課內容表 

日期 授課內容要項 授課人 

7/2 始業式、課程介紹與作業指定【產製流程析論】 關尚仁教授 

【進階腳本寫作】 盧非易教授 

7/3 【進階腳本畫面、場景】 余秉中教授 

【進階腳本文字、語言運用】 趙雅麗教授 

7/4 【科教節目腳本初擬】 關尚仁教授 

【科教節目聲音元素設計與運用】 侯志欽教授 

7/5 腳本構思與分鏡設計 關尚仁教授 

侯志欽教授 

7/6- 

7/8 

【分組腳本工作坊】--腳本修札、分鏡修札、分鏡

定稿、shooting plan 

關尚仁教授 

侯志欽教授 

7/9 分鏡腳本確認 關尚仁教授 

侯志欽教授 

【腳本觀摩】--分組呈現完整分鏡腳本 

【分組製作會議】--擬定拍攝計畫、進度與分工 

關尚仁教授 

侯志欽教授 

7/15 

-7/22 

攝前準備、拍攝與後製作 關尚仁教授 

侯志欽教授 

馮振隆導演 

C.參與心得 

  賴以婷小姐與所屬拍攝團隊共同編劇、撰寫分鏡腳本，並以「蚊

子的聽覺結構」及「超音波」等科學主題，共同完成了「蚊子的生存

寶典」。在拍攝過程中擔任「執行製作」一職，負責將腳本轉換為拍

攝作業所需的一切攝製工作，包括聯繫事宜、道具製作、服裝製作、

場景佈置等等事宜。除了學習到如何將科學資訊、概念於節目中呈

現，並對於高階科學教育節目之內容編寫，如「科學教育節目文字與

口語表達」與「科學教育節目腳本撰寫」等主題和學員進行深入探討。

本次專業訓練對於統籌與協調中心針對受補助單位的作業中報表填

寫及產製輔導工作，實有助益。 

孫如杰先生一組以「吸濕排汗衫」的毛細現象為科學主題，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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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衣見鍾情」影片，並在拍攝團隊裡擔任場務，除了和組員共同進

行節目規劃及落實外，為後製剪輯時所需並紀錄影片拍攝的時間點，

身為「場務」更要對拍攝現場一切事宜能完全了解、掌握，以在突發

狀況發生時提供支援。 

兩位專任助理於此次培訓課程中，除了學習科學教育節目製作的觀念

及流程，了解目前傳播界中科普人才的缺乏，及科普人才培育的重要

性。看到所有學員的熱誠參與，於緊鑼密鼓的課程規劃當中，從節目

發想到付諸實行並誕生，過程中所付出的心血，與拍攝執行時所遭遇

的種種困難，將有助於與受補助機構的溝通，以利協助審查之順利進

行。 

 

(2) 互動式數位跨媒體製作工作坊 

    為培育並提昇本計畫專任助理在數位媒體製作之專業能力，因 

而安排許聖珈小姐及許亞婷小姐參與南加大「互動式數位跨媒體製作

工作坊」。本工作坊由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南堡傳播學院與國立政治大

學傳播學院於 2007年 7月 18日至 7月 31日共同舉辦工作坊中邀請

南加大創意總監 Dr. Rosemary Comella以及製作總監 Dr. Kristy 

Kang為大家解構「迷城計畫(Labyrinth Project)」與「A Tale of Two 

MAOs」互動式多媒體設計，並邀請政治大學廣電系關尚仁教授、陳儒

修教授和侯志欽教授、及新聞學系張寶芳教授提供協助並指導參與學

員發想及創作互動式數位跨媒體作品。本中心專任助理經由此次參

與，了解到國外對於媒體產製上的最新概念和發展與，並學習相關技

術與在科普傳播上的應用。 

授課時間:96年 7月 18日至 7月 31日 

授課內容: 

以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南堡傳播學院(Annenbu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下設「迷城計畫(Labyrinth Project)」與「A Tale of 

Two MAOs」影片為例，解構其設計意理及製作觀念。 

互動式數位跨媒體之設計與製作關鍵元素。 

互動式數位跨媒體之設計與製作，參與者在教師指導之下，動手創製

互動式數位跨媒體。 

分組作品之觀摩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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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參與心得 

此次課程由本中心專任助理許聖珈、許亞婷小姐參與，藉此可學習到

國外製作的觀念，和互動式數位跨媒體之設計與製作關鍵元素。 

在為期一星期的培訓課程中，南加大兩位老師跨足半個地球帶來他們

精彩的計畫成果，從這些計畫中帶領我們了解何謂「互動式跨媒體製

作」，其運用了「非線性敘事結構」的觀念，將這些觀念運用到動畫

和影片製作中，打破我們以往「線性敘事」的手法，使故事情節能縱

橫發展；套用在影片製作上，使影片內容更容易達到「模組化」，讓

影片更容易切割，縮短傳輸及觀看時間、檔案量的限制，如此一來便

能適用在網路媒體、通信媒體上，成為未來行動影音的內容。 

從另一方面來看，「非線性敘事結構」打破故事結構的方式，能讓觀

眾更自由、更直接的選擇觀看內容，在觀眾的瀏覽過程中依其自由心

智重組、再生，對於模組化的影片能感受到屬於自身的體悟，「非線

性敘事結構」將觀看的「自主權」交還給觀眾，也許能成為未來創作

的發展趨勢。 

課程中兩位老師從南加大帶來的「Cultivating Pasadena」就是運用

「非線性敘事結構」呈現的互動式多媒體，在這個作品中將加州一家

已拆除的知名旅館，裡面曾經存在的過客、事件用「互動式多媒體」

重現她美麗的歷史，在課堂上，老師也解構「Cultivating Pasadena」

製作手法、分享過程中的經驗，灌輸全新的觀念。而這些解購線性敘

事並建制互動式影音資料庫之觀念，突破了傳統線性單向的資料庫規

劃思維，更可將此互動式模組化概念，運用到本中心計畫現況資料

庫、知識資料庫以及內容素材資料庫的建置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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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部溝通 

    本中心主要透過會議制度及內部通訊等方式，以臻中心

內部資訊交流溝通之效。 
   

一、 會議制度 
 

(一) 目的與目標 

本中心之會議制度，乃為藉以促進中心內部資訊交流而建置；並透過

各類內部會議之召開，進行問題討論與計畫相關活動舉辦之共同商議

與研討。 
 

(二) 執行方式 

本中心內部會議之執行，主要透過主持人會議、專案會議及例行會議

等方式定期召開。 

(三) 執行概況報告 

1、主持人會議 

本中心自 96年 5月始，定期召開主持人會議，由計畫主持人主持，

與共同主持人、本中心專任助理及兼任助理共同研議計畫相關專案活

動，並檢視專案及審查作業執行進度。 
 

（1）會議目的： 

由計畫主持人主持，共同研討計畫專題活動以及檢視計畫執行進度。 

（2）會議週期：兩個月一次。 

（3）與會人員：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                                             

（4）執行概況： 

表 8-2-1 主持人會議 

  場次 重點摘要 

96/05/31  會議主旨：介紹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出席人員：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共同主持人：黃新生教授、莫季雍教授、侯志欽教授、 

             陸景文教授、黃聿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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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助理：鄭玉菁小姐、孫如杰先生、胡維修先生、許聖珈小

姐、許亞婷小姐 

 兼任助理：姜孟宏先生、張蕙蘭小姐 

 會議議程： 

（1）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專任助理介紹 

     (2)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介紹 

   (3) 統籌中心制度介紹 

96/09/05  會議主旨： 

計畫進度報告、專題討論「2008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草案」 

 出席人員：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共同主持人：侯志欽教授、黃新生教授、莫季雍教授、 

          盧非易教授 

     專任助理：賴以婷小姐、許聖珈小姐、孫如杰先生、莊富雅 

              小姐、梁芷菁小姐 

     兼任助理：姜孟宏先生、張蕙蘭小姐、李若韻小姐、鄭雅文 

          小姐。 

 會議議程： 

(1) 主席報告。 

(2) 計畫進度報告：各研究助理責任分工概況、專案業務 

(3) 和例行業務執行現況、95年度受補助單位審查現況報告。 

專題「2008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草案」：主題為「科普傳 

播的學與術」，從實務面出發結合理論。研討會議程 

中「專題講演」部份，將邀歐盟科普、美國南加大、 

日本及台灣學者；預估有5-6篇論文發表，包括品質管 

理、企劃案審查分析及團隊溝通分析等；估計有10家 

受補助單位的作品進行展示。 

(4) 會議結束。 

96/11/03  會議主旨：計畫進度報告、績效資料及評估方式討論、 

未來工作重點說明 

 出席人員：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共同主持人：盧非易教授、黃新生教授、莫季雍教授、 

            侯志欽教授、黃聿清老師 

專任助理：李嘉崑先生、賴以婷小姐、許聖珈小姐、孫如杰 

          先生、莊富雅小姐、梁芷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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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議程： 

（1）主席報告 

（2）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3）績效資料及評估方式討論 
（4）未來工作重點說明 

 節目評估與廠商輔導 

 96年度受補助單位企劃案審查 

 年會規劃執行與年會論文撰寫 

 (5) 臨時動議 

96/12/18  會議主旨：計畫進度報告、2008科學傳播年會及內容素材資料庫

工作進度報告 

 出席人員：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共同主持人：盧非易教授、莫季雍教授、侯志欽教授、 

            黃新生教授 

專任助理：李嘉崑先生、賴以婷小姐、孫如杰先生、許聖珈 

           小姐、莊富雅小姐、梁芷菁小姐 

兼任助理：姜孟宏先生、張蕙蘭小姐、程靜如小姐、李若韻 

          小姐、鄭雅文小姐、黃佳筠小姐 

 會議議程： 

（1）主席報告 

（2）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3）2008科學傳播年會工作進度報告 

（4）內容素材資料庫工作進度報告 

（6） 臨時動議 

 

2、例行會議 

    本中心之例行會議自 96年 5月始，每週召開一次，節至 97年 6

月 30為止，已召開 36次。會議目的主要檢視中心上週之工作執行進

度，並由主席報告統籌中心之運作狀況與注意事項，以及未來工作之

目標任務。 

（1）會議目的：由主席公布上周運作狀況需改進之處、專任助理報告工

作進度，以檢討該週運作狀況，並由主席宣布下周目標任

務並指派工作。                                            

（2）舉辦週期：每周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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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會人員：專任助理                                             

（4）執行狀況： 

表 8-2-2 例行會議記錄目次 

序 會議日期 主席 會議記錄 

1. 96/05/31 關尚仁教授 姜孟宏 

2. 96/06/22 關尚仁教授 許聖珈 

3. 96/08/13 賴以婷小姐 許亞婷 

4. 96/08/20 賴以婷小姐 莊富雅 

5. 96/08/27 李嘉崑先生 許聖珈 

6. 96/09/03 李嘉崑先生 孫如杰 

7. 96/09/10 李嘉崑先生 梁芷菁 

8. 96/09/19 李嘉崑先生 許聖珈 

9. 96/09/28 李嘉崑先生 孫如杰 

10. 96/10/09 李嘉崑先生 莊富雅 

11. 96/10/19 李嘉崑先生 梁芷菁 

12. 96/10/26 李嘉崑先生 許聖珈 

13. 96/11/09 李嘉崑先生 孫如杰 

14. 96/11/16 李嘉崑先生 莊富雅 

15. 96/11/21 李嘉崑先生 梁芷菁 

16. 96/11/28 李嘉崑先生 孫如杰 

17. 96/12/05 李嘉崑先生 莊富雅 

18. 96/12/12 李嘉崑先生 許聖珈 

19. 96/12/19 李嘉崑先生 孫如杰 

20. 96/12/26 李嘉崑先生 莊富雅 

21. 97/01/30 賴以婷小姐 許聖珈 

22. 97/02/04 賴以婷小姐 莊富雅 

23. 97/02/21 賴以婷小姐 孫如杰 

24. 97/03/06 賴以婷小姐 董福興 

25. 97/03/24 賴以婷小姐 許聖珈 

26. 97/04/01 賴以婷小姐 董福興 

27. 97/04/11 賴以婷小姐 張昕瑜 

28. 97/04/17 賴以婷小姐 楊憶晴 

29. 97/04/24 賴以婷小姐 董福興 

30. 97/05/02 賴以婷小姐 許聖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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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97/05/09 賴以婷小姐 陳冠婷 

32. 97/05/16 賴以婷小姐 洪毅芩 

33. 97/05/29 賴以婷小姐 張昕瑜 

34. 97/06/05 賴以婷小姐 賴彣華 

35. 97/06/12 賴以婷小姐 許聖珈 

36. 97/06/19 賴以婷小姐 陳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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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案會議 

本中心自 96年 5月始，於專案執行期間若遇特殊問題或狀況，便由

承辦同仁(三人以上)召開專案會議。會議目的為問題之處理與探討，

並討論解決方案及因應措施。 
 

4、工作協調會議 

本中心自 96年 5月始，若需配合國科會之指示，進行緊急事件之處

理，或有人力協調之需，則透過不定期召開之工作協調會議商研之。 
 

二、 內部通訊(NewsLetter) 

    為完備本中心之內部通訊機制，並使計畫相關人士更加瞭解計畫執

行現況，自96年5月至97年6月30日，共計刊行17期。 

 

(一) 目的與目標 

    本中心於自 96 年 6 月成立以來，即於雙週發行內部通訊

(NewsLetter)，期透過此通訊將本計畫各項計畫之執行現況向國科會科

學教育發展處、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計畫相關人士行完整報告。

本內部通訊由本中心助理依照輪值表輪流撰寫，現已發刊 17 期。(17 期

通訊內容，請參閱附件)  

 近程目的為「內部溝通」： 

   包含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統籌中心專任助理、兼任助理以

及科教處人員。 

 遠程目的為「內外部溝通」： 

   除上述內部人員之外，發刊對象擴充至科普傳播相關人員，如審

查委員、各年度受補助單位。 

 最終目標： 於 97年 8月達成「內外部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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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方式 

表8-2-3 NewsLetter發刊規劃表 

事 項 內容說明 時間 時間點 

編輯會議 討論本期撰擬重點 發刊前十天 每月 5日/20日 

撰稿 請各專案承辦人提供撰稿

人相關資料 

約五天  ----------- 

校閱 文字校對及內容審核 發刊五天 每月 10日/25日 

會簽 內容審核及主題補充 發刊前三天 每月 12日/27日 

計畫主持

人簽核 

審定內容  發刊前二天 每月 13日/28日 

發刊 交由許聖珈小姐進行套版

與寄發 

發刊日 每月 15日/30日 

 

2. 發行內容 

（1）計畫要聞 

 計畫執行現況報告 

 相關計畫人員工作動態報告 

（2）公佈事項 

 重要規定實施公告 

（3）活動事項 

 計畫相關活動支援 

 科學傳播學術活動舉辦 
 

(三) 發刊目次 

表8-2-4 NewsLetter 發刊目次一覽表 

發行期數 發刊日期 撰稿人 

第一期 96/05/07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 

第二期 96/05/22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 

第三期 96/06/27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 

第四期 96/07/06 賴以婷 

第五期 96/07/09~96/08/03 孫如杰、賴以婷 

第六期 96/08/06~96/08/24 許亞婷 

第七期 96/08/27~96/09/07 莊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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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96/09/10~96/10/12 許聖珈、孫如杰 

第九期 96/10/15~96/11/07 孫如杰、梁芷菁、賴以婷 

第十期 96/11/08~96/12/10 莊富雅、許聖珈 

第十一期 96/12/12~97/01/04 許聖珈 

第十二期 97/01/07~97/02/29 梁芷菁 

第十三期 97/03/03~97/03/14 董福興 

第十四期 97/03/16~97/04/18 賴彣華 

第十五期 97/04/18~97/05/15 張昕瑜 

第十六期 97/05/16~97/06/06 許聖珈 

第十七期 97/06/07~97/07/11 陳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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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硬體設備規劃與購置 
 

一、空間與設備需求 

    

為因應科學傳播現況交流帄台的功能與目的，在硬體規劃與設計方面

可分成前後端兩部份，整個硬體系統可以下面的示意圖來說明 
 

 

圖 8-3-1 硬體系統規劃示意圖 

     

前端系統主要是針對使用者操作介面所需的功能來設計，在本計

畫中，前端部分是以網站的形式來呈現。各網頁以功能性來區分，以

方便使用者檢索、瀏覽、或者參與討論等。後端的規劃重點是資料庫

的實體架構，為了顧及整個系統之效率與效能，伺服器分成兩組，一

組為網頁伺服器，主要功能在於儲存各項相關內容，適時回應網頁伺

服器，主要功能在於儲存各項相關內容，適時回應網頁伺服器，提供

各項科學傳播知識訊息來滿足使用者。 

 

    因應這樣的系統架構，本中心截至术國九十七年六月，在硬體設

備上已經購入各項所需的硬體設備，列如下： 

1. 低階伺服器 (ASUS TS30-E3) 1台 

2. 網路儲存伺服器 (威聯通科技 NAS-4000P)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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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型電腦 (ASUS AS-D670 Core2 Dual 1.86 GHz) 6 台 

4. 一般型電腦 (ASUS AS-D670 Core2 Dual 2.13 GHz) 2 台 

5. 一般型電腦 (ASUS AS-D7592 Core2 Dual 1.86 GHz) 1 台 

6. 高階 17吋彩色液晶顯示器 (VA703m AR) 9台 

7.加值型在線互動式不斷電系統 (OPTI-UPS ES1500C)1台 

8.印表機 (HP OFFICEJET 4355 ALL-IN-ONR) 5 台 

9.印表機 (HP OFFICEJET 5610 ALL-IN-ONR) 5台 

10雷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P3005X) 
 

二、執行進度報告 

     本中心原先設立於政治大學新聞館三樓，限於空間不足，後來

經由政治大學內部開會協調後，於术國九十六年九月下旬搬遷至社會

科學資料中心之專案辦公室(10112室)。 

 

    目前該空間能容納八位專任助理常駐，尚能提供四至六位臨時工

讀生進行科學傳播知識管理與影音剪輯等專案任務。為因應新增兩名

助理，本中心已在進行空間規劃，將更妥善規劃辦公室內空間配置。  

          

    統籌與協調中心目前整體空間的規劃可分為四區。第一區是放置

伺服器之用，規劃在門口的右側；第二區與伺服器相對，是科學傳播

相關書報之展閱區，該區佈置有桌椅及書櫃，方便工作人員與參訪來

賓隨時取用與參考；第三區則是工作站區，設有工作站電腦六台，以

供工作人員進行科學知識上傳、影音剪輯、各項活動存檔等工作；最

後一區則規劃為專任助理工作區，有足夠的空間與設備以利統籌與協

調中心各項業務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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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空間規劃可以下列圖示來說明：  

 

圖 8-3-1 空間規劃圖 

 

 

 

 

 

 

 

 

 

 

 

 

 

 

 

 

 

 

                  圖 2-2-2工作空間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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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計畫經費支出 

第一節  業務費支出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為＄8,488,000，截至 97年 6月 30日止共實

支＄6,249,250元，其中業務費支出＄5,023,708元，佔實支金額之

80%。其次，研究設備費支出＄859.575元，支出比例為 13.75％。為

有效運用計畫經費，並配合「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執

行時程，故將本年度剩餘業務費為「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

動」專款專用。 

表9-1-1 業務費支用 

  核定金額 支出金額 百分比 剩餘金額 百分比 

業務費 6,516,900 5,023,708 80.39% 1,493,192 66.70% 

研究設備費 860,000 859,575 13.75% 425 0.02% 

國外差旅費 400,000 243,339 3.89% 156,661 7.00% 

管理費 711,100 122,628 1.96% 588,472 26.29% 

總支出 8,488,000 6,249,250  100％ 2,238,750   

支出金額

80%

14%

4% 2%

業務費

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費

管理費

 
圖 9-1-1支出金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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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人事

17%

78%

3% 2%
主持人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臨時工資

業務費可分為研究人力費及耗材雜項費用。研究人力費部分包含

了五位主持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臨時工資等薪資支出。其中，

專任助理薪資共支出＄2,394,206元，支出比例高達 77％。其次，五

位主持人每月請領薪資共支出＄540,000元。兼任助理薪資和臨時工

資部份，支出比例則分占 3.3％及 2.4％。 

表9-1-2 研究人力費 

項目 小項 支出 百分比 

研究人力費 主持人 540,000 17.4% 

專任助理 2,394,206 77.0% 

兼任助理 101,870 3.3% 

臨時工資 75,020 2.4% 

合計 3,111,096 100.0% 

 

圖 9-1-2人事費用比例 

     

    耗材、物品及雜項部份，審查費共計花費＄570,500，佔本項目

29.8%，其次則為雜支耗材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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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3 耗材支出 

項目 小項 支出 百分比 

耗材、物品 

及雜項 

審查費 570,500 29.8% 

諮詢費/與談費/出席費 86,000 4.5% 

郵資/快遞 43,151 2.3% 

影印/印刷 148,564 7.8% 

車資 23,645 1.2% 

餐費 91,015 4.8% 

辦公文具 68,260 3.6% 

墨水耗材 64,438 3.4% 

電話費 46,676 2.4% 

辦公設備耗材 59,043 3.1% 

雜支耗材 359,419 18.8% 

其他（外賓機票費.日酬金） 351,901 18.4% 

合計 1,912,6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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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耗材

31%

4%

2%

8%
1%5%4%3%2%

3%

19%

18%

審查費

顧問費/諮詢費/與談費/出席

費

郵資/快遞

影印/印刷

車資

餐費

辦公文具

墨水耗材

電話費

辦公設備耗材

雜支耗材

其他

 

圖 9-1-3 耗材比例 

第二節 研究設備費支出 

研究設備費實支＄859,575元，在硬體設備部分共支用＄559,504

元，支用比例為 65%；軟體部分則支用了＄300,071 元，比例為 35%。

經費支出比例圖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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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35%

硬體

軟體

表9-2-1 研究設備支出 
類別 項目 金額 合計 比例 

硬體 

設備 

印表機 23,987 

559,504 65% 

不斷電系統及印表機 9台 58,700 

伺服器 39,800 

個人電腦(含顯示器) 28,785 

個人電腦 8台伺服器 1台 273,342 

筆記型電腦 54,600 

DVD燒錄器 10台 15,990 

外接式硬碟 16,500 

數位相機 2台 47,800 

軟體 

系統 

軟體 11,747 

300,071 35% 作業管理系統 280,000 

軟體 8,324 

合計 859,575 100% 
 

 

圖 9-2-1 研究設備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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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08 科學傳播研討會支出 

2008 科學傳播研討會經費實支＄700,797 元，主要支出項目為

兩位外賓機票費與日酬金，共支用＄342,881 元，比例為 49%，其次

則為印刷製作費，共支用＄108,152 元，比例為 15%，第三大宗為出

席費共支用＄74,000元，比例為 11%。 

表9-3-1 研究設備支出 

49%

11%

6%

15%

4%

5%
1%0%0%

8% 1%
外賓機票費暨日酬金

與談出席費暨資料費

臨時工資

印刷製作費

器材

文具耗材

車資暨搬運費

郵資

影印

餐費

禮品雜支

圖 9-3-1 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比例 

科目 小計 百分比 

外賓機票費暨日酬金 342,881 49% 

與談出席費暨資料費 74,000 11% 

臨時工資 43,650 6% 

印刷製作費 108,152 15% 

器材 28,012 4% 

文具耗材 36,208 5% 

車資暨搬運費 8,935 1% 

郵資 986 0% 

影印 1,391 0% 

餐費 52,891 8% 

禮品雜支 3,691 1% 

總計 700,7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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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後續工作重點 

ㄧ、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品質管理 

    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已在計畫主持人指導下完成，並透過審查工作

執行過程中，逐項進行作業流程之調整與改善，以提高作業效率與效

能並發揮標準化作業流程之精神。後續將強化成品審查並強化效率與

效能，並彙編審查作業問題集。 

    本年度共辦理 9次講習會議，其中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為

4場，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則為 5場。由於 95年度媒體製作詴

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部分已將邁入準備結案階段，因此將舉辦 95

年受補助者辦理結案座談。針對各受補助單位之成品，分析其表現與

品質，並進行核心收視/聽受眾分析。96年度受補助單位部分，將辦

理 96年期中講習與輔導性座談，期望透過講習與座談之方式，提升

受補助單位科學內容之產製品質，並依審查意見對所見問題作立即改

進。 

   在績效評量部分，將開始編撰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總體性

績效報告。內容包含 95年度 10家受補助單位在各項績效指標之執行

概況政哩，進而彙整本年度整體績效指標之執行報告。 

 

二、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計畫執行 

    為有效運用計畫經費，故本年度運用第一年計畫經費剩餘之業務

費辦理「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期望透過本活動鼓勵

科學背景之學生參與科學影音創作；此外，依據「人才培育方案」，

辦理「研究助理影音紀錄工作坊」，已初步進行軟體之選擇與測詴、

建立其作業模式、課程架構與編撰教材。 

    未來將戮力推行上述兩項「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計畫，以吸引更

多對科學傳播有興趣之青年學子加入，從而培育更多的科學傳播人

才。 
 

三、 「國際合作交流」之推展 

    在國際合作與交流部分，本中心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在 96年

12月與科教處代表共同參與「科學傳播歐洲論壇」，會中將台灣科

學傳播推動現況以及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計畫於國際性科學傳播舞台



 

207 
 

中報告與發聲，並參訪英國廣播公司之科學影片製作；此外，藉此機

會與歐盟推動科學傳播之重要推手 Patrick Vittet-Philippe先生展

開進一步交流與合作，除了將科學教育人才培訓班之學生作品上傳至

歐盟「Athenaweb網站」以達國際交流外，亦十分榮幸邀請 Patrick 

Vittet-Philippe先生來台擔任 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專題演講者，

將歐盟推動科學傳播之現況引進予台灣科學界、傳播界、媒體產業界

等。 

    未來本中心將持續推展國際交流合作，預計將參訪東京大學大學

院，了解其科學內容轉化培訓學程之推動(SITP，Science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gram)，並藉此參訪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

構(JST)，了解其科學傳播推展現況，並牟求未來合作交流之機會。 

    此外，亦規劃出席科學傳播重大年度盛會 World Congress for 

Science Producers 2008 之年會，將於 97年 12月於佛羅倫斯舉辦，

希冀藉此行將台灣科學傳播之推展現況向國外介紹，並牟尋國際合作

對象與機會。 

    最後，配合國科會之指導，與歐盟主導之Ｅuro News每週科學

新聞為合作對象，推展國際合作交流。 
 

四、 「科學傳播獎勵機制」規劃 

    在計畫主持人指導之下初步研擬並規劃「科普獎」相關辦法。然

由於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各家受補助單位之製播進度未如預

期，將與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合併舉辦。未來將

逐步規畫科普獎之細步執行細則，希冀透過長期舉辦從而鼓勵投入科

學傳播的各媒體與製作單位。 
 

五、 「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之建置與執行 

    目前在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部分，「台灣科學傳播現況資料

庫」、「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網站均已建置完成，並已完成網站運

作模式與修訂標準作業流程。 

 

 (一) 台灣科學傳播現況資料庫 

    在「台灣科學傳播現況資料庫」部分，將持續蒐集、彙整、公告，

95年及 96年受補助之節目、影片、新聞現況資料。未來將積極充實

網站內容，將強化與各受補助單位之官方網站超連結建置，以達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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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互連之資訊彙整帄台效果，更積極推廣本資料庫之能見度與運用。 

 
(二)「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及交流帄台 

    在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方面，後續將以充實資料庫內容為首要任

務，目前已經將 2007年科學傳播研討會會議相關資訊彙整完成，並

已上傳至本資料庫。 

   透過每周舉辦之讀書會收集傳播理論於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之

實務討論，未來將加速蒐集與彙整科學傳播相關學理與論文，並蒐集

主流國家科學傳播推展資料、建立科學傳播相關網站連結。 

    本中心將於今年 7月展開專家訪談工作，進行節目企劃、節目品

質管理、產製團隊溝通、及科普人才培育之深度訪談與資料分析後，

進行札式學術論文撰擬。 
 

六、 「科學傳播知識建構」之執行 

    為了執行「產製知識技術引進」並積累國內外科學與傳播跨界合

作之資訊與知識，本中心在計畫主持人指導下已完成「科學家的致勝

寶典」初步翻譯工作，目前札由計畫主持人進行逐字潤稿翻譯。規劃

將於 2009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中展示。 
    明年度之科學傳播研討會預計將擴大邀請國外科學傳播之專家

學者與會，提升為國際研討會之格局，並首度辦理論文徵稿，邀請產

官學三方人士與會，將針對本年主題「科學傳播之真知與力行」進行

各項議程之研討。 

 

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之建

置與推展 

     基於上述工作重點規畫，本中心下半年度將加強助理人員科學

傳播專業知識與能力訓練，由其 2009年科學傳播研討會將分別撰寫

科學傳播之各項主題研究論文，故將強化論文撰寫能力與資料分析能

力。 

     在內部溝通部分，將在今年 9月份札式對所有受補助單位發送

內部通訊(News Letter)，期望透過本內部通訊之發送，能更有效率

地傳播本中心各項訊息之散佈，並期望能成為科學傳播產官學界之通

訊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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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第貳階段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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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_操作手冊_第貳階段 1

壹、成品審查與評量 

一、第一期 企畫案、完整腳本或一集作品審查 

工作項目 相關文件 頁碼

（一）、企畫案複審（電視科學節目或科學新聞報導） 2-1-1-1 P9-10

1. 以原審查委員為主，組成審查小組（依 1-五-三-2）   

2. 審查重點（審查表） 

(1) 原評審意見之修正或補強 

(2) 內控品管制度建立與落實方法 

(3) 其他主動補強項目 

2-1-1-2 P27

3. 整理各項審查資料 

4. 附回郵信封，快遞送請委員審查 

5. 彙整並分析審查結果 

6. 召開審查會議確認結果 

7. 審查結果函報國科會 

8. 審查文字意見函知受補助單位 

（二）、一集成品或完整腳本審查（科學教育影片） 2-1-1-3 P11-15

1. 組成審查小組 

2. 審查重點（審查表） 

(1) 內容正確性 

(2) 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合宜性 

(3)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4) 整體表現 

2-1-1-4A/B
2-1-1-5A/B

P28-31

P32-35

3. 整理審查資料 

4. 附回郵信封，快遞送請委員審查 

5. 彙整並分析審查意見及評等結果 

6. 召集審查小組會議確認結果 

7. 針對「不通過者」召集統協中心複審會議確認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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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_操作手冊_第貳階段 2

8. 審查結果函報國科會 

9. 審查文字意見函知受補助單位 

 

二、第二期 半數成品審查 

工作項目 相關文件 頁碼

成品審查 2-1-2-1 P16-20

1.組成審查小組 

2.審查重點（審查表） 

(1) 科學內容正確性 

(2) 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合宜性 

(3)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整體表現 

(4) 整體表現 

2-1-1-4A/B
2-1-2-2A/B
2-1-2-3A/B
2-1-2-4A/B
2-1-2-5A/B

P28-31

P36-39

P40-43

P44-47

P48-51

3.整理審查資料 

4.附回郵信封，快遞送請委員審查 

5.彙整並分析審查意見及評量結果 

6.召集審查小組會議確認結果 

7.針對「不通過者」召集統協中心複審會議，確認結

果 

8.彙整審查結果，函報國科會 

9.審查文字意見函知受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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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_操作手冊_第貳階段 3

三、第三期 結案前成品審查 

工作項目 相關文件 頁碼

成品審查 2-1-3-1 P21-25

1.組成審查小組 

2.審查重點 

(1) 科學內容正確性 

(2) 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合宜性 

(3)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整體表現 

(4) 整體表現 

2-1-1-4A/B
2-1-2-2A/B
2-1-2-3A/B
2-1-2-4A/B
2-1-2-5A/B

P28-31

P36-39

P40-43

P44-47

P48-51

3.整理審查資料 

4.附回郵信封，快遞送請委員審查 

5.彙整並分析審查意見及評等結果 

6.召集審查小組會議確認結果 

7.針對「不通過者」召集統協中心複審會議，確認結

果 

8.彙整審查結果及結案資料，函報國科會 

9. 審查文字意見函知受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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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相關文件 頁碼

一、科學教育影片績效評量 2-2-1 P52
 （一）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本階段及各分集收視率、觀眾輪廓、收視時間等

基本資料 

    2.本階段閱聽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 

    3.本階段影片刋播宣傳推廣作為紀錄 

    4.其他績效相關資料（參賽獲獎、参訓、人才培育

等） 

 （二）結案與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資料完備性：方案第十四條及十五條各項規定，

應繳交送國科會成品及結案資料之完備性。 

方案第十五

條各項規定

 

    2.收視績效：本科學教育影片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

關資料，如平均收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

觀眾輪廓描繪分析與解讀。 

    3.作業時效：成品刊播時與結案資料繳交時間，是

否合乎方案第十三條第(七)、(八)項規定之期

限；其未符合規定期限者，應對「本類科普媒體

製作執行狀況相關資料，進行對比分析，確認其

時效問題及原由。 

詳方案第十

三條第

(七)、(八)

項規定，第

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

 

    4.品管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及其

與「參與之科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核機制檢討」，

及本科學教育影片觀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

進行對比分析，歸納其品管績效及品管機制之優

缺利弊。 

詳方案第十

五條第(三)

項規定 

 

    5.宣傳推廣績效：本科學教育影片及本階段影片刋

播宣傳推廣作為紀錄，及其與收視狀况之對比分

貳、績效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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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6.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陳、人才

培育、影片銷售、教育推廣等其他績效相關資料

之彙整分析。 

方案第十五

條第(五)項

規定 

 

    7.本科學教育影片整體績效：依據所陳繳「本類科

普媒體製作對我國科普事業提昇之影響」、「參

與之核心製作人力及科學顧問檢討」，及各項績

效分析結果彙整結論。 

二、電視科學節目績效評量 2-2-2 P53
（一）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收視績效：本階段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關資料，

如平均收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觀眾輪

廓描繪分析與解讀。 

方案第十三

條第(四)項

規定 

 

2.品質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之統計

分析，及本電視科學節目觀眾意見與回應、改進

紀錄分析。 

  

3.宣傳推廣績效：本階段電視科學節目刋播宣傳推

廣作為紀錄。 

4.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陳、人才

培育、影片銷售、教育推廣等，及本階段閱聽眾

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其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

整分析。 

（二）結案與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資料完備性：方案第十四條及十五條各項規定，

應繳交送國科會成品及結案資料之完備性。 

方案第十五

條各項規定

 

    2.收視績效：本電視科學節目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

關資料，如平均收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

觀眾輪廓描繪分析與解讀。 

  

    3.作業時效：成品刊播時與結案資料繳交時間，是

否合乎方案第十三條第(七)、(八)項規定之期

詳方案第十

三條第

(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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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未符合規定期限者，應對「本類科普媒體

製作執行狀況相關資料，進行對比分析，確認其

時效問題及原由。 

項規定，第

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

    4.品管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及其

與「參與之科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核機制檢討」，

及本電視科學節目觀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

進行對比分析，歸納其品管績效及品管機制之優

缺利弊。 

詳方案第十

五條第(三)

項規定 

 

    5.宣傳推廣績效：本電視科學節目及本階段影片刋

播宣傳推廣作為紀錄，及其與收視狀况之對比分

析。 

  

    6.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陳、人才

培育、影片銷售、教育推廣等其他績效相關資料

之彙整分析。 

方案第十五

條第(五)項

規定 

 

    7.本電視科學節目整體績效：依據所陳繳「本類科

普媒體製作對我國科普事業提昇之影響」、「參

與之核心製作人力及科學顧問檢討」，及各項績

效分析結果彙整結論。 

  

三、科學新聞報導績效評量 2-2-3 P54
（一）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績效評量重點 

1.收視績效：本階段及各分集科學新聞報導之收視

率／收聽率或閱讀率／點閱率等相關資料分析與

解讀。 

方案第十三

條第(四)項

規定 

 

2.品質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之統計

分析，及本科學新聞報導關聽眾意見與回應、改

進紀錄分析。 

  

3.宣傳推廣績效：本階段科學新聞報導刋播宣傳推

廣作為紀錄。 

4.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陳、人才

培育、影片銷售、教育推廣等，及本階段閱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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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其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

整分析。 

（二）結案與成品審查績效評量重點 

    1.資料完備性：方案第十四條及十五條各項規定，

應繳交送國科會成品及結案資料之完備性。 

方案第十五

條各項規定

 

    2.收視績效：本科學新聞報導及各分集之收視率／

收聽率或閱讀率／點閱率等相關資料，如平均收

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觀眾輪廓描繪分

析與解讀。 

  

    3.作業時效：成品刊播時與結案資料繳交時間，是

否合乎方案第十三條第(七)、(八)項規定之期

限；其未符合規定期限者，應對「本類科普媒體

製作執行狀況相關資料，進行對比分析，確認其

時效問題及原由。 

詳方案第十

三條第

(七)、(八)

項規定，第

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

 

    4.品管績效：本科學新聞報導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

果，及其與「參與之科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核機

制檢討」，及本科學觀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

進行對比分析，歸納其品管績效及品管機制之優

缺利弊。 

詳方案第十

五條第(三)

項規定 

 

    5.宣傳推廣績效：本科學新聞報導刋播宣傳推廣作

為紀錄，及其與收視狀况之對比分析。 

  

    6.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陳、人才

培育、影片銷售、教育推廣等其他績效相關資料

之彙整分析。 

方案第十五

條第(五)項

規定 

 

    7.本科學新聞報導整體績效：依據所陳繳「本類科

普媒體製作對我國科普事業提昇之影響」、「參

與之核心製作人力及科學顧問參與檢討」，及各

項績效分析結果彙整結論。 

  

四、各類別應繳交績效資料一覽表 2-2-4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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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產製管理與作業輔導
 

工作項目 相關文件 頁碼 

一、產製管理   

 （一）資料蒐集 

   1.科學教育影片-分集進度報表 2-3-1-1 P56-62

   2.電視科學節目-分集進度報表 2-3-1-2 P63-69

   3.科學新聞報導-分集進度報表 

A. 電視 

B. 廣播 

C. 報紙 

D. 電子報 

2-3-1-3A

2-3-1-3B

2-3-1-3C

2-3-1-3D

P70-74

P75-80

P81-86

P87-89

 （二）彙整與公告   

 （三）問題分析與鑑定   

二、產製及品管輔導   

（一）主動式輔導   

   1.依據「成品評鑑」結果，主動辦理。   

   2.依據「產製管理」（三）問題分析與鑑定結果，主

動辦理。 

  

   3.配合「催生計劃」分項計畫「人才培育」之相關子

計畫推展，主動辦理工作坊等。 

  

   4.各項受補助成品刊播期間，經統籌中心、國科會或

其他來源反應，有明顯之內容正確性或表現技術

品質問題時，主動辦理。 

  

（二）被動式輔導   

   1.依受補助單位要求辦理。   

   2.依受國科會要求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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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1 

第一期：企畫案、一集成品或腳本審查 
壹、企畫案審查 
為免延誤時效，本項審查採「壹審壹修」原則，即送審後結評定為「修

改後再審」者，得修改乙次，如修改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不通過」

者，即函報國科會依合約處理。 

一、 成審查小組 

(一） 補助類目組成審查小組（依第壹期 1-五-四為準）。 

(二） 至少三至五人，召集人一人，委員二至四人。 

(三） 應以原評選委員為主（依據 1-五-三-2）。 

(四） 科學教育影片類須附一集完整腳本同時送審，每案審查費

2,000 元；其他兩類每案審查費 1,000 元。 

(五） 審查時間為送件後五至七天。 

二、 審查重點 

(一) 原評審意見之修正或補強。 

(二) 內控品管制度建立與可行性。 

(三) 其他主動補強項目。 

(四) 有無其他明顯違背原徵案公告第四條第(四)項基本要求之

情事。 

三、 審查資料 

(一） 新版企畫案。 

(二）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三） 原審查意見。 

(四） 審查表（請參閱第 26 頁）。 

(五） 審查費收據。 

(六） 回郵信封。 

四、 彙整審查意見 

(一） 文字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 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

「不通過」。 

五、 召開審查會議 

(一） 如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第貳階段 成品審查、績效評量與產製管理            96/12/15 版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_操作手冊_第貳階段 10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議，

確認結果。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經討論

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 召開複審會議 

(一） 由統籌與協調中心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至少三人出席，辦

理複審。 

(二） 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 如確認本次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詳予陳述其原因。 

七、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一） 於審查會議辦理後五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三） 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及審查會議紀

錄，函中亦應敘明「不通過」原由。 

(四） 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或審查會議紀錄。 

八、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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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3 

第一期：企畫案、一集成品或腳本審查 
貳、一集成品審查（95 年度科學教育影片類適用） 

為免延誤時效，本項審查採「壹審壹修」原則，即送審後結評定為「修

改後再審」，得修改乙次；如修改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不通過」

者，即函知國科會依合約處理。 

一、 組成審查小組 

(一) 依補助類目組成審查小組（依第壹期 1-五-四為準）。 

(二) 審查小組至少五人，召集人一人，由共同主持人擔任，另

依主題取向，邀聘科學內容審查委員二人，及媒體或傳播

審查委員二人。 

(三) 每案依成品所分集數為依據，每集長度三十分鐘內審查費

1,500 元，每集長度三十分鐘以上至六十分鐘內審查費

2,000 元。 

(四) 審查時間為到件後五至七天。 

二、 審查重點 

(一) 科學內容之正確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科學內容有嚴重錯誤一項（含）以上。 

2、科學內容錯誤超過三項以上。 

（二）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適宜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

列為「通過」： 

1、嚴重扭曲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錯誤一項（含）以上。 

2、扭曲或不當表現、陳述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

超過三項以上。 

（三）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三項。 

2、或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評分項核列為「不良」（含）以下

者，超過六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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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表現之教育性、教育性、資訊性、可看性、創新與創

意等。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過」： 

1、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二項（含）。 

2、或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不良」者，超過三項。 

3、或整體表現「其他」項，因有「置入性行銷」、或「節目

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之虞，經評核列為「不良」

者。 

三、 審查資料 

（一） 成品 DVD 光碟。 

（二） 原企劃案相關重點摘錄。 

（三） 成品腳本。 

（四）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五） 審查表(請參閱第 26 頁)。 

（六） 審查費收據。 

（七） 回郵信封。 

四、 彙整審查意見 

（一） 文字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 分項評核結果統計與分析。 

    （三）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          

         「不通過」。 

 

五、 召開審查小組會議 

（一） 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得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

議討論，產生結論。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四） 如審查會議結論為「不通過」，其主因為涉及內容之正確

性，或為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適宜性，得再送請新增聘之

第三位科學內容委員審查；如確認無虞，即可視為會議結

論。如審查結果意見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 召開複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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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籌與協調中心各級主持人員至少三人出席，辦理複審。 

（二） 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 必要時，應採行各種可能方式，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

當性及合理性。 

（四） 如本次審查結果確認為「不通過」者，應將前述察明之原

因及受補助媒體回應詳予陳述。 

七、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一） 審查會議辦理後五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三） 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與審查會議紀

錄，函中應依會議結論敘明理由。 

（四） 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與審查會議紀錄。 

八、 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第一期：企畫案、一集成品或腳本審查 
参、一集完整腳本審查（96 年度科學教育影片類適用） 

為免延誤時效，本項審查採「壹審壹修」原則，即送審後結評定為「修

改後再審」者，得修改乙次，如修改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不通過」

者，即函知國科會依合約處理。 

一、審查小組組成成員同企劃案。 

二、審查重點 

（一） 科學內容之正確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科學內容有嚴重錯誤一項（含）以上。 

2、科學內容錯誤超過三項以上。 

（二） 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適宜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

得列為「通過」： 

1、嚴重扭曲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錯誤一項（含）以上。 

2、扭曲或不當表現、陳述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

超過三項以上。 

（三） 表現方式與製作技術。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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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三項。 

2、或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評分項核列為「不良」（含）以下

者，超過六項。 

（四） 整體表現之教育性、教育性、資訊性、可看性、創新與創

意等。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過」： 

1、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二項（含）。 

2、或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不良」者，超過三項。 

3、或整體表現「其他」項，因有「置入性行銷」、或「節目

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之虞，經評核列為「不良」

者。 

三、審查資料 

    除企畫案審查已檢附之資料外，加入： 

(一) 完整腳本及相關內容設計資料。 

(二)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四、彙整審查意見 

（一）文字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分項評核結果統計與分析。 

  （三）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不 

         通過」。 

五、召開審查小組會議 

(一) 如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得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

議討論，產生結論。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四) 如審查會議結論為「不通過」，其主因為涉及內容之正確

性，或為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適宜性，得再送請新增聘之

第三位科學內容委員審查；如確認無虞，即可視為會議結

論。如審查結果意見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召開複審會議 

(一) 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各級主持人員至少三人出席，辦理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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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 必要時，應採行各種可能方式，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

當性及合理性。 

(四) 如本次審查結果確認為「不通過」者，應將前述察明之原

因及受補助媒體回應詳予陳述。 

七、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一) 於審查會議辦理後五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三) 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與審查會議紀

錄，函中應依會議結論敘明理由。 

(四) 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與審查會議紀錄。 

八、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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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1 

 

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 
壹、科學教育影片類及科學節目類 

本項審查採「分集審查」與「壹審壹修」原則，即各分集送審後經評

定為「修改後再審」者，其原因涉及內容之正確性者，應依合約修正、

補播後再次送審，此次若經評定為「不通過」者，即函報國科會依合

約處理。 

一、 組成審查小組 

(一) 依補助類目組成審查小組。 

(二) 每一審查小組成員至少五人，召集人一人，由協同主持人

擔任，另聘媒體或傳播審查委員二人與科學內容審查委員

二人；科學內容審查委員得視作品主題內容取向調整之。 

(三) 每案依作品所分集數為依據，每集未滿三十分鐘者審查費

1,500元，超過三十分鐘而未滿六十分鐘者審查費2,000元。 

(四) 審查時間為到件後七至十天。 

二、 審查重點 

(一) 科學內容之正確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科學內容有嚴重錯誤一項（含）以上。 

2. 科學內容錯誤超過三項以上。 

(二) 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適宜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

得列為「通過」： 

1. 嚴重扭曲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錯誤一項（含）以上。 

2. 扭曲或不當表現、陳述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

超過三項以上。 

(三)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三項 

2. 或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評分項核列為「不良」（含）以下

者，超過六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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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表現之教育性、教育性、資訊性、可看性、觀眾參與

之互動性創新與創意等。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

「通過」： 

1. 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二項（含）。 

2. 或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不良」者，超過三項。 

3. 或整體表現「其他」項，因有「置入性行銷」、或「節目

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之虞，經評核列為「不良」

或「極差」者者。 

三、審查資料 

(一) 成品 DVD 光碟。 

(二) 作品腳本或企劃案相關重點摘錄。 

(三)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四) 審查表(請參閱第 26 頁)。 

(五) 審查費收據。 

(六) 回郵信封。 

四、彙整審查意見 

(一) 審查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 分項評量結果統計與分析。 

(三) 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

「不通過」。 

五、召開審查會議 

(一) 如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議，

確認結果。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經討論

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四) 如審查會議結論為「不通過」，其主因在涉及內容之正確

性，或為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適宜性，應再送請新增聘之

第三位科學內容委員審查，如確認無虞，即可視為會議結

論。如審查結果意見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召開複審會議  

(一) 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各級主持人員至少三人出席，辦理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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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 必要時，應採行各種可能方式，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

當性及合理性。 

(四) 如本次審查結果確認為「不通過」者，應將前述察明之原

因及受補助媒體回應詳予陳述。 

七、函報國科會審查結論 

(一) 於審查會議辦理後七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三)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

或審查會議紀錄，函中應依會議結論敘明理由。 

(四)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或審

查會議紀錄。 

八、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 
貳、科學新聞報導類（96 年 9 月，由「抽樣審查」變更為「分集審查」） 

本項審查採「分集審查」、「壹審壹修」原則，其後經評定為「修改

後再審」之科學新聞報導，其原因涉及內容之正確性者，應依合約時

限完成修正、補播後，方可再次送審，此次若經評定又為「不通過」

者，即函報國科會依合約處理。 

一、組成審查小組 

(一) 依補助類目或受補助對象組成審查小組。 

(二) 每一審查小組成員五至七人，召集人一人，由共同主持人

擔任，另聘媒體或傳播審查委員二至三人與科學內容審查

委員二至三人人；科學內容審查委員得視作品主題內容取

向調整之。 

(三) 每案依成品則數為依據，電視科學新聞報導每則 500 元、

報紙及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每案 500 元，廣播科學新聞報

導每則 300 元。 

(四) 審查時間為到件後七至十天。 

二、審查重點 

(一) 科學內容之正確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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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廣播或電視科學新聞報導科學內容有錯誤一項（含）以上。 

B.報紙或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科學內容有嚴重錯誤一項（含）

以上，或科學內容錯誤超過二項以上。 

(二) 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適宜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

得列為「通過」： 

1. 嚴重扭曲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錯誤一項（含）以上。 

2. 廣播或電視科學新聞報導科學內容扭曲或不當表現、陳述

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超過一項（含）以上。 

3. 報紙或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科學內容扭曲或不當表現、陳

述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超過二項以上。 

(三)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一項 

2. 或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評分項核列為「不良」（含）以下

者，超過二項。 

(四)整體表現之教育性、教育性、資訊性、可看性、觀眾參與之

互動性創新與創意等。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一項（含）。 

2. 或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不良」者，超過二項。 

3. 或整體表現「其他」項，因有「置入性行銷」、或「節目

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之虞，經評核列為「不良」

或「極差」者。 

三、審查資料 

(一) 成品 DVD 光碟。 

(二) 作品腳本或企劃案相關重點摘錄。 

(三)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四) 審查表（請參閱第 26 頁）。 

(五) 審查費收據。 

(六) 回郵信封。 

四、彙整審查意見 

(一) 審查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 分項評量結果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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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

「不通過」。 

五、召開審查會議 

(一) 如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議，

確認結果。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經討論

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四) 如審查會議結論為「不通過」，其主因在涉及內容之正確

性，或為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適宜性，應再送請新增聘之

第三位科學內容委員審查，如確認無虞，即可視為會議結

論。如審查結果意見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召開複審會議  

(一) 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各級主持人員至少三人出席，辦理複審。 

(二) 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 必要時，應採行各種可能方式，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

當性及合理性。 

(四) 如本次審查結果確認為「不通過」者，應將前述察明之原

因及受補助媒體回應詳予陳述。 

七、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一) 於審查會議辦理後七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三)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

或審查會議紀錄，函中應依會議結論敘明理由。 

(四)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或審

查會議紀錄。 

八、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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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3-1 

第三期：結案前成品審查 
為免延誤時效，本項審查採「分集審查」與「壹審壹修」原則，即各

分集送審後經評定為「修改後再審」或「不通過」者，得修改乙次，

如修改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不通過」者，即函報國科會依合約處

理。 

壹、科學教育影片類及科學電視節目類 
一、組成審查小組 

各類成品之審查小組組成、審查費用與作業方式，均準第二期各

該類成品審查相關要點辦理。 

二、審查重點 

（一）科學內容之正確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過」： 

1. 科學內容有嚴重錯誤一項（含）以上。 

2. 科學內容錯誤超過三項以上。 

（二）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適宜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

為「通過」： 

1. 嚴重扭曲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錯誤一項（含）以上。 

2. 扭曲或不當表現、陳述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

超過三項以上。 

（三）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過」： 

1.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三項 

2. 或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評分項核列為「不良」（含）以下

者，超過六項。 

（四）整體表現之教育性、教育性、資訊性、可看性、觀眾參與之互

動性與創新與創意等。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二項（含）。 

2. 或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不良」者，超過三項。 

3. 或整體表現「其他」項，因有「置入性行銷」、或「節目

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之虞，經評核列為「不良」

者。 

三、審查資料 

(一) 成品 DVD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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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腳本或企劃案相關重點摘錄。 

(三)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四) 審查表(請參閱第 26 頁)。 

(五) 審查費收據。 

(六) 回郵信封。 

四、彙整審查意見 

(一) 審查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 分項評量結果統計與分析。 

(三) 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

「不通過」。 

五、召開審查會議 

(一) 如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議，

確認結果。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確認結

果。 

(四) 如審查會議結論為「不通過」，其主因在涉及內容之正確

性，或為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適宜性，應再送請新增聘之

第三位科學內容委員審查，如確認無虞，即可視為會議結

論。如審查結果意見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召開複審會議 

(一) 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各級主持人員至少三人出席，辦理複審。 

(二) 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 必要時，應採行各種可能方式，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

當性及合理性。 

(四) 如本次審查結果確認為「不通過」者，應將前述察明之原

因及受補助媒體回應詳予陳述。 

七、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 

(一) 於審查會議辦理後七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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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

與審查會議紀錄，函中應依會議結論敘明理由。 

(四)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或審

查會議紀錄。 

八、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第三期：結案前成品審查 

貳、科學新聞報導類（96 年 9 月，由「抽樣審查」更動為「分集審查」） 

本項審查採「分集審查」與「 壹審壹修」原則，其後經評定為「修

改後再審」之科學新聞報導，其原因涉及內容之正確性者，應依合約

時限完成修改、補播後，方可再次送審，此次若經評定又為「不通過」

者，即函報國科會依合約處理。 

一、組成審查小組 

(一) 依補助類目或受補助對象組成審查小組。 

(二) 每一審查小組成員五至七人，召集人一人，由共同主持人

擔任，另聘媒體或傳播審查委員二至三人與科學內容審查

委員二至三人人；科學內容審查委員得視作品主題內容取

向調整之。 

(三) 每案依成品則數為依據，電視科學新聞報導每則 500 元、

報紙及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每案 500 元，廣播科學新聞報

導每則 300 元。 

(四) 審查時間為到件後七至十天。 

二、審查重點 

(一)科學內容之正確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廣播或電視科學新聞報導科學內容有錯誤一項（含）以

上。 

2. 報紙或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科學內容有嚴重錯誤一項

（含）以上，或科學內容錯誤超過二項以上。 

(二)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適宜性。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

列為「通過」： 

1. 嚴重扭曲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錯誤一項（含）以上。 

2. 廣播或電視科學新聞報導科學內容扭曲或不當表現、陳述

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超過一項（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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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紙或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科學內容扭曲或不當表現、陳

述或類比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之問題超過二項以上。 

(三)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一項 

2. 或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評分項核列為「不良」（含）以下

者，超過二項。 

(四)整體表現之教育性、教育性、資訊性、可看性、觀眾參與之

互動性創新與創意等。送審作品有下述情形，不得列為「通

過」： 

1. 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極差」者，超過一項（含）。 

2. 或整體表現分項評核列為「不良」者，超過二項。 

3. 或整體表現「其他」項，因有「置入性行銷」、或「節目

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之虞，經評核列為「不良」

或「極差」者。 

三、審查資料 

(一) 成品 DVD 光碟。 

(二) 作品腳本或企劃案相關重點摘錄。 

(三) 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即感謝函）。 

(四) 審查表(請參閱第 26 頁)。 

(五) 審查費收據。 

(六) 回郵信封。 

四、彙整審查意見 

(一) 審查意見彙整與分析。 

(二) 分項評量結果統計與分析。 

(三) 結果彙計；「審查」階段可為「通過」、「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修改後再審」階段僅有：「通過」、

「不通過」。 

五、召開審查會議 

(一) 如審查結果一致性鮮明，召集人逕行確認。 

(二) 如審查結果意見小幅分歧，由召集人判定，或採電子會議，

確認結果。 

(三) 如審查結果意見大幅分歧，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經討論

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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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審查會議結論為「不通過」，其主因在涉及內容之正確

性，或為科學思維與科學精神適宜性，應再送請新增聘之

第三位科學內容委員審查，如確認無虞，即可視為會議結

論。如審查結果意見分歧，召集人應召開審查會議，經討

論與表決後，產生結論。 

六、召開複審會議 

（一）統籌與協調中心各級主持人員至少三人出席，辦理複審。 

（二）針對前項審查結果為「不通過」者，檢視其核定原因及問

題，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當性及合理性。 

（三）必要時，應採行各種可能方式，確認其不能修正原因之正

當性及合理性。 

（四）如本次審查結果確認為「不通過」者，應將前述察明之原

因及受補助媒體回應詳予陳述。 

七、函報國科會審查結論 

(一) 於審查會議辦理後七個工作天完成。 

(二) 函報國科會審查結果為「通過」或「不通過」。 

(三)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不通過」者，除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

或審查會議紀錄，函中應依會議結論敘明理由。 

(四) 分集審查結論如係「通過」者，檢附彙整之審查資料或審

查會議紀錄。 

八、函知受補助單位審查文字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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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評鑑表目錄 

類  別 審查內容 編號 頁碼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  企劃書審查表 附件 2-1-1-2 P27 

科學內容審查表 附件 2-1-1-4A P28-29 
科學教育影片（成品） 

表現技術審查表 附件 2-1-1-4B P30-31 

科學內容審查表 附件 2-1-1-5A P32-33 
科學教育影片（完整腳本）

表現技術審查表 附件 2-1-1-5B P34-35 

科學內容審查表 附件 2-1-2-2A P36-37 
電視科學節目

表現技術審查表 附件 2-1-2-2B P38-39 

科學內容審查表 附件 2-1-2-3A P40-40 
電視科學新聞報導

成品表現技術審查表 附件 2-1-2-3B P42-43 

科學內容審查表 附件 2-1-2-4A P44-45 
報紙／電子報科學新聞報導

成品表現技術審查表 附件 2-1-2-4B P46-47 

科學內容審查表 附件 2-1-2-5A P48-49 
廣播科學新聞報導

成品表現技術審查表 附件 2-1-2-5B 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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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 
企劃書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申請單位 節目名稱 

  

原評審意見 修正結果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__良好 __合宜 __不良 __未修正 

總評： 
(審查)：   ______通過   ______修改後通過   _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______通過   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2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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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影片（成品） 

科學內容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定位（本補助案及節目定

位） 

二、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目標受眾 

（喜歡或好學、實用） 

三、科學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

四、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五、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六、科學精神彰顯 

七、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力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科學內容正確性 

一、科學內容之畫面表達或 

運用正確無誤 

二、科學內容之旁白或訪問 

說明正確無誤 

三、科學內容之字幕或文字 

說明正確無誤 

四、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 

內容正確無誤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本項如有重大

錯誤，煩請確切

述明，如為審查

階段則不得列

為「通過」，如

為修改後再審

階段應列為「不

通過」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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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通過 _____修改後通過  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通過 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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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影片（成品） 

表現技術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定位

（本補助案及節目定位）

二、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受眾

（喜歡或好學、實用） 

三、節目內容發展與組織結構

四、節目內容重點突顯 

五、整體敘事能力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一、整體呈現方式 

二、重點科學內容呈現方式 

三、動畫運用與配置 

四、動畫繪製技巧品質 

五、攝影取景與畫面構圖 

六、成音技巧（含收音、配音、

配樂、音效） 

七、剪輯技術 

八、字幕運用 

九、主持或演出技術 

十、節奏與風格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4B 



 

第貳階段 成品審查、績效評量與產製管理            96/12/15 版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_操作手冊_第貳階段 31

十一、整體技術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参、工程品質 

一、畫面品質 

二、聲音品質 

三、整體工程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肆、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 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 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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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影片（完整腳本） 

科學內容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本集主題、單元與內容取

向切合定位（本補助案及

整體節目定位） 

二、本集主題、單元與內容取

向切合目標受眾需求與

喜好 

三、本集之科學內容結構與發

展邏輯 

四、本集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五、本集之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六、本集科學內容敘事能力 

七、本集科學精神彰顯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科學內容正確性 

一、科學內容之文字、旁白、

字幕等說明正確無誤 
二、運用圖表等形式呈現或解

釋之科學內容正確無誤 

三、運用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

學內容正確無誤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本項如有重大

錯誤，煩請確切

述明，如為審查

階段則不得列

為「通過」，如

為修改後再審

階段應列為「不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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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科學內容之一般性畫

面設計或運用正確無誤 
五、主持人與受訪者等主要人

員之講播或談話內容無

錯誤發生之虞 

六、本集腳本之整體科學內容

無錯誤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通過」 

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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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影片（完整腳本） 

表現技術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本集主題、單元與內容取

向切合定位（本補助案及

整體節目定位） 

二、本集主題、單元與內容取

向切合目標受眾需求與喜

好 

三、本集之科學內容結構與發

展邏輯 

四、本集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五、本集之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六、本集科學內容敘事能力 

七、本集科學精神彰顯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一、本集整體性呈現形式與相

關設計 

二、重點科學內容呈現形式與

相關設計 

三、動畫運用之形式與配置 

四、動畫內容與執行之（具體）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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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五、場景、分鏡、轉場銜接等

視部之設計 

六、重要字幕、圖卡、圖表等

之設計 

七、音樂、音效、旁白等音部

之設計 

八、主持人與受訪者等主要人

員之安排與設計 

九、本腳本各項視覺與聽覺設

計之完整性與具體性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 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 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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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_操作手冊_第貳階段 36

 

 

電視科學節目 

科學內容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定位（企畫之節目定位）

二、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目標受眾（喜歡或好學、

實用） 

三、科學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

四、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五、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六、科學精神彰顯 

七、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力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科學內容正確性 

一、科學內容之畫面表達或 

運用正確無誤 

二、科學內容之旁白或訪問 

說明正確無誤 

三、科學內容之字幕或文字 

說明正確無誤 

四、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 

內容正確無誤 

五、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本項如有重大

錯誤，煩請確切

述明，如為審查

階段則不得列

為「通過」，如

為修改後再審

階段應列為「不

通過」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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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觀眾參與之互動性 

六、創新與創意 

七、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通過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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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科學節目 

表現技術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定位

（本補助案及節目定位）

二、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受眾

（喜歡或好學、實用） 

三、節目內容發展與組織結構

四、節目內容重點突顯 

五、整體敘事能力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一、整體呈現方式 

二、重點科學內容呈現方式 

三、動畫運用與配置 

四、動畫繪製技巧品質 

五、攝影取景與畫面構圖 

六、成音技巧（含收音、配音、

配樂、音效） 

七、剪輯技術 

八、字幕運用 

九、主持或演出技術 

十、節奏與風格 

十一、整體技術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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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工程品質 

一、畫面品質 

二、聲音品質 

三、整體工程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肆、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觀眾參與之互動性 

六、創新與創意 

七、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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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科學新聞報導 

科學內容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報導之單元主題與內容取

向切合定位（本案原企劃

定位） 

二、 報導之單元主題與內容取

向切合目標受眾 

三、報導之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四、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力 

五、報導之刊播掌握時效性 

六、報導之科學精神或科學思

維展現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科學內容正確性 

一、科學內容之視覺資料呈現

或運用正確無誤 

二、科學內容之旁白、說明或

訪問正確無誤 

三、 科學內容之字幕、標題或

文字說明正確無誤 

四、 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 

內容正確無誤 

五、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本項如有重大

錯誤，煩請確切

述明；如為審查

階段則不得列

為「通過」，如

為修改後再審

階段應列為「不

通過」。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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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其他 

六、（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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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科學新聞報導 

成品表現技術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報導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定位（本案原企劃定位）

二、報導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目標受眾 

三、報導內容重點突顯 

四、整體之圖文敘事能力 

五、報導之刊播掌握時效性 

六、報導之科學精神或科學思

維展現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一、整體報導方式 

二、重點內容呈現方式 

三、動畫運用與配置 

 

四、動畫繪製技術品質 

 

五、攝影取景與畫面構圖 

六、成音技巧（含收音、旁白、

配樂、音效） 

七、剪輯技術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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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式字幕運用 

九、主播導言或結語 

十、報導之整體技術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参、工程品質 

一、畫面品質 

二、聲音品質 

三、整體工程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肆、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 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__年_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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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電子報科學新聞報導 

科學內容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報導之分集主題、單元主題

與內容取向切合定位（本案

原企劃定位） 

二、 報導之分集主題、單元主題

與內容取向切合目標受眾 

三、報導之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四、整體圖文之敘事能力 

五、報導刊播之時效性掌握 

六、報導之科學精神或科學思維

展現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科學內容正確性 

一、科學內容之照片、圖片、表

格、漫畫、圖解等資料之呈

現或運用（得宜並正確無

誤） 

二、科學內容之照片、圖片、表

格、漫畫、圖解等資料之文

字解說（得宜並正確無誤）

三、各級標題文字內容運用（得

宜並正確無誤）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本項如有重大

錯誤，煩請確切

述明；如為審查

階段則不得列

為「通過」，如

為修改後再審

階段應列為「不

通過」。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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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學內容之文字性陳述、分

析、解說、或例証等掌握與

運用（得宜並且正確無誤）

五、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掌握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讀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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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電子報科學新聞報導 

成品表現技術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報導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定位（本案原企劃定位）

二、報導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目標受眾 

三、報導內容重點突顯 

四、整體圖文敘事能力 

五、報導刊播之時效性掌握 

六、報導之科學精神或科學思

維展現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一、分集主題及各單元之各級

標題設計與運用 

二、照片、圖片、表格、漫畫、

圖解等圖像資料之設計、

運用與配置 

三、報導之文字表達能力 

四、報導之美術編輯技巧 

五、整體版面編輯技巧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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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讀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_年_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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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科學新聞報導 

科學內容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報導之單元主題與內容取

向切合定位（本案原企劃

定位） 

二、報導之單元主題與內容取

向切合目標受眾 

三、報導之科學內容重點（突

顯） 

四、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力 

五、報導之刊播掌握時效性 

六、報導之科學精神或科學思

維展現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科學內容正確性 

一、科學內容之口語陳述或旁

白（得宜並正確無誤） 

二、科學內容之訪問運用（得

宜並正確無誤） 

三、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本項如有重大

錯誤，煩請確切

述明；如為審查

階段則不得列

為「通過」，如

為修改後再審

階段應列為「不

通過」。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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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聽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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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科學新聞報導 

成品表現技術審查表（□修改後再審）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播媒體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評量 評語／建議

壹、主題與內容 

一、報導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定位（本案原企劃定位）

二、報導主題與內容取向切合

目標受眾 

三、報導內容重點突顯 

四、整體敘事能力 

五、報導之刊播掌握時效性 

六、報導之科學精神或科學思

維展現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貳、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一、主持（講）人講播技巧 

二、訪問（談）技巧與運用 

三、音樂與音效運用 

 

四、片頭與片尾呈現與運用 

五、整體成音技巧 

六、整體工程品質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不適用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1-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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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表現 

一、科學性 

二、教育性 

三、資訊性 

四、可看性 

五、創新與創意 

六、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__良好__合宜__不良__極差

 

總評： 

（審查）______通過 ______修改後通過______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______通過_______不通過 

審查意見：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________年_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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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2-1 

壹、科學教育影片績效評量 
一、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 本階段及各分集收視率、觀眾輪廓、收視時間等基本資料 

2. 本階段閱聽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 

3. 本階段影片刋播宣傳推廣作為紀錄 

4. 其他績效相關資料（參賽獲獎、参訓、人才培育等） 

二、結案與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 資料完備性：方案第十四條及十五條各項規定，應繳交送國科

會成品及結案資料之完備性。 

2. 收視績效：本科學教育影片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關資料，如平

均收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觀眾輪廓描繪分析與解讀。 

3. 作業時效：成品刊播時與結案資料繳交時間，是否合乎方案第

十三條第(七)、(八)項規定之期限；其未符合規定期限者，應

對「本類科普媒體製作執行狀況相關資料，進行對比分析，確

認其時效問題及緣由。 

4. 品管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及其與「參與之科

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核機制檢討」，及本科學教育影片觀眾意

見與回應、改進紀錄，進行對比分析，歸納其品管績效及品管

機制之優缺利弊。 

5. 宣傳推廣績效：本科學教育影片及本階段影片刋播宣傳推廣作

為紀錄，及其與收視狀况之對比分析。 

6. 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練、人才培育、影片銷

售、教育推廣等其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整分析。 

7. 本科學教育影片整體績效：依據所陳繳「本類科普媒體製作對

我國科普事業提昇之影響」、「參與之核心製作人力及科學顧

問檢討」，及各項績效分析結果彙整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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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2-2 

貳、電視科學節目績效評量 
一、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 收視績效：本階段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關資料，如平均收視

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觀眾輪廓描繪分析與解讀。 

2. 品質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之統計分析，及本

電視科學節目觀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分析。 

3. 宣傳推廣績效：本階段電視科學節目刋播宣傳推廣作為紀錄。 

4. 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練、人才培育、影片

銷售、教育推廣等，及本階段閱聽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

其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整分析。 

  二、結案與成品審查之績效評量重點 

1. 資料完備性：方案第十四條及十五條各項規定，應繳交送國科

會成品及結案資料之完備性。 

2. 收視績效：本電視科學節目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關資料，如平

均收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觀眾輪廓描繪分析與解讀。 

3. 作業時效：成品刊播時與結案資料繳交時間，是否合乎方案第

十三條第(七)、(八)項規定之期限；其未符合規定期限者，應

對「本類科普媒體製作執行狀況相關資料，進行對比分析，確

認其時效問題及原由。 

4. 品管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及其與「參與之科

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核機制檢討」，及本電視科學節目觀眾意

見與回應、改進紀錄，進行對比分析，歸納其品管績效及品管

機制之優缺利弊。 

5. 宣傳推廣績效：本電視科學節目及本階段影片刋播宣傳推廣作

為紀錄，及其與收視狀况之對比分析。 

6. 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陳、人才培育、影片銷

售、教育推廣等其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整分析。 
7. 本電視科學節目整體績效：依據所陳繳「本類科普媒體製作對

我國科普事業提昇之影響」、「參與之核心製作人力及科學顧

問檢討」，及各項績效分析結果彙整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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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2-3 

参、科學新聞報導績效評量 
 一、第二期半數成品審查績效評量重點 

1. 收視績效：本階段及各分集科學新聞報導之收視率／收聽率或

閱讀率／點閱率等相關資料分析與解讀。 

2. 品質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之統計分析，及本科

學新聞報導閱聽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分析。 
3. 宣傳推廣績效：本階段科學新聞報導刋播宣傳推廣作為紀錄。 
4. 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練、人才培育、影片銷

售、教育推廣等，及本階段閱聽眾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其

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整分析。 
 二、結案與成品審查績效評量重點 

1. 資料完備性：方案第十四條及十五條各項規定，應繳交送國

科會成品及結案資料之完備性。 

2. 收視績效：本科學新聞報導及各分集之收視率相關資料，如

平均收視率、觸達率、平均收視時間、觀眾輪廓描繪分析與解

讀。 

3. 作業時效：成品刊播時與結案資料繳交時間，是否合乎方案

第十三條第(七)、(八)項規定之期限；其未符合規定期限者，

應對「本類科普媒體製作執行狀況相關資料，進行對比分析，

確認其時效問題及原由。 

4. 品管績效：本階段之成品審查與評量結果，及其與「參與之

科學顧問及科學內容審核機制檢討」，及本科學新聞報導觀眾

意見與回應、改進紀錄，進行對比分析，歸納其品管績效及品

管機制之優缺利弊。 

5. 宣傳推廣績效：本科學新聞報導及本階段刋播宣傳推廣作為

紀錄，及其與收視狀况之對比分析。 

6. 其他產製刊播績效：參賽獲獎、参加訓練、人才培育、影片

銷售、教育推廣等其他績效相關資料之彙整分析。 
7.本科學新聞報導整體績效：依據所陳繳「本類科普媒體製作對

我國科普事業提昇之影響」、「參與之核心製作人力及科學

顧問檢討」，及各項績效分析結果彙整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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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別應繳交績效資料一覽表 

類別 應繳交之績效資料 

1.科學教育影片 

□ 分集收視率（首播、重播） 

□ 閱聽眾資料：輪廓分析、內容評價（是否收視、

注意程度、內容理解程度、喜歡程度等） 

□ 當日節目時刻表 

2.1 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分集收視率（首播、重播） 

□ 閱聽眾資料：輪廓分析、內容評價（是否收視、

注意程度、內容理解程度、喜歡程度等） 

□ 當日節目時刻表、當集新聞排程（請註明分集

播出時間點） 

2.2 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 發行量、閱報率 

□ 閱聽眾資料：輪廓分析、內容評價（是否閱讀、

注意程度、內容理解程度、喜歡程度等） 

□ 當頁點閱率、網頁瀏覽率 
2.3 科學新聞報導─ 

電子報 
□ 閱聽眾資料：輪廓分析、內容評價（是否閱讀、

注意程度、內容理解程度、喜歡程度等） 

2.4 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 閱聽眾資料：輪廓分析、內容評價（是否收聽、

注意程度、內容理解程度、喜歡程度等） 

  閱聽眾收聽時段 

□ 當日節目時刻表/當集新聞排程 

3.電視科學節目 

□ 分集收視率（首播、重播） 

□ 閱聽眾資料：輪廓分析、內容評價（是否收視、

注意程度、內容理解程度、喜歡程度等）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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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影片製作報表 

□每週 □雙週 □每月 報表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與分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工作內容 紀錄資料 
壹、劇本設計與撰寫 □1、資料蒐集（含專

家訪談、動腦會

議） 

□2、主題方向訂定 

（含主要科學

動、現場觀眾及收

視眾之参與設計）

□3、劇本初撰 

□4、專家審查（含初

審、複審） 

□5、劇本修訂 

□6、劇本確認 

□7、動畫設計 

□8、動畫分鏡 

□9、動畫審查（含初

審、複審） 

□10、動畫確認 

1. 製作人、企劃、編

劇、導播、節目推

廣、主要動畫設計

等個人資料 

2. 主題方向，及主要

科學活動、現場觀

眾及收視觀眾之参

與設計 

3. 學者專家個人資

料、参與工作與工

作內容 

4. 各項審查意見與回

復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 進度分析 

貳、拍攝錄製 □1、劇本分鏡 

□2、製作會議 

□3、準備作業（含佈

景、道具、排練、勘

景、訪問連絡等） 

1. 導演／導播、主持

人／群、特別來賓

個人資料 

2. 現場参與演出人員

與學者專家個人資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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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景及預錄作業

（含國外拍攝） 

□5、棚內錄製作業 

料 

3. 外景作業重點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樂 

□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8、成品測試 

□9、成品修正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

資料與審查標準 

2. 各級審查意見與回

復 

3. 成品測試方式及反

應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帶剪輯 

□5、宣傳帶播出 

（首播及各次重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量 

1. 推廣作業實施

（人、事、時、地）

2.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3. 審查意見與回復 

4. 效果評量資料 

5. 進度分析 

伍、映演播出 □1、播出排擋協調 

□2、排擋待播（首播

及各次重播） 

□3、播出 

□4、觀眾意見 

□5、收視率與收視質

蒐集、觀眾特性分

析 

□6、競賽或優勝相關

後續作業 

□7、檢討會議 

1. 確認播出時間 

2. 播出紀錄（首播及

各次重播）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4. 觀眾意見與回應 

5.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

業相關資料 

6. 檢討會議紀錄（含

專家學者等参與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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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度分析 

陸、結案報告 □1、基本資料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1. 困難與問題 

2. 進度分析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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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資料表 

壹、 劇本設計與撰寫 

1. 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播、節目推廣等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題方向，及主要科學活動、現場觀眾及收視觀眾之参與設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参與工作與工作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各項審查意見與回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拍攝錄製 

1. 導演／導播、主持人／群、特別來賓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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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工作與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外景作業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 後製編輯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料與審查標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各級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成品測試方式及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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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 宣傳推廣 

1. 推廣作業實施（人、事、時、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效果評量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伍、 映演播出 

1. 確認播出時間（首播及各次重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播出紀錄（首播及各次重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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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觀眾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業相關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檢討會議紀錄（含專家學者等参與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陸、 結案報告 

1. 困難與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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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科普節目製作報表 

□每週 □雙週 □每月 報表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與分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工作內容 紀錄資料 
壹、劇本設計與撰寫 □1、資料蒐集（含專

家訪談、動腦會

議） 

□2、主題方向訂定 

（含主要科學

動、現場觀眾及收

視眾之参與設計）

□3、劇本初撰 

□4、專家審查（含初

審、複審） 

□5、劇本修訂 

□6、劇本確認 

□7、動畫設計 

□8、動畫分鏡 

□9、動畫審查（含初

審、複審） 

□10、動畫確認 

1. 製作人、企劃、編

劇、導播、節目推

廣等個人資料 

2. 主題方向，及主要

科學活動、現場觀

眾及收視觀眾之参

與設計 

3. 學者專家個人資

料、参與工作與工

作內容 

4. 各項審查意見與回

復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 進度分析 

貳、拍攝錄製 □1、劇本分鏡 

□2、製作會議 

□3、準備作業（含佈

景、道具、排練、勘

景、訪問連絡等） 

□4、外景及預錄作業

1. 導演／導播、主持

人／群、特別來賓

個人資料 

2. 現場参與演出人員

與學者專家個人資

料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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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國外拍攝） 

□5、棚內錄製作業 

3. 外景作業重點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樂 

□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8、成品測試 

□9、成品修正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

資料與審查標準 

2. 各級審查意見與回

復 

3. 成品測試方式及反

應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帶剪輯 

□5、宣傳帶播出 

（首播及各次重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量 

1. 推廣作業實施

（人、事、時、地）

2.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3. 審查意見與回復 

4. 效果評量資料 

5. 進度分析 

伍、映演播出 □1、播出排擋協調 

□2、排擋待播（首播

及各次重播） 

□3、播出 

□4、觀眾意見 

□5、收視率與收視質

蒐集、觀眾特性分

析 

□6、競賽或優勝相關

後續作業 

□7、檢討會議 

1. 確認播出時間 

2. 播出紀錄（首播及

各次重播）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4. 觀眾意見與回應

（突顯主要科學活

動、現場觀眾及收

視觀眾之参與設計

部分） 

5.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

業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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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討會議紀錄（含

專家學者等参與人

員） 

7. 進度分析 

陸、結案報告 □1、基本資料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1. 困難與問題 

2. 進度分析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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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資料表 
柒、 劇本設計與撰寫 

1. 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播、節目推廣等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題方向，及主要科學活動、現場觀眾及收視觀眾之参與設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参與工作與工作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各項審查意見與回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捌、 拍攝錄製 

1. 導演／導播、主持人／群、特別來賓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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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工作與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外景作業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玖、 後製編輯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料與審查標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各級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成品測試方式及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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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拾、 宣傳推廣 

1. 推廣作業實施（人、事、時、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效果評量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拾壹、 映演播出 

1. 確認播出時間（首播及各次重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播出紀錄（首播及各次重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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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觀眾意見與回應（突顯主要科學活動、現場觀眾及收視觀眾之

参與設計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業相關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檢討會議紀錄（含專家學者等参與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拾貳、 結案報告 

1. 困難與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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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媒體科學新聞報導週報表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與單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工作內容 紀錄資料 
壹、 報導選題 

與內容取向 
□1、資料蒐集 

（含專家訪談、 
動腦會議） 

□2、題材方向撰擬 
□3、專家審查 

（含初審、複審） 
□4、修訂 
□5、確認 
□6、動畫設計 
□7、動畫分鏡 
□8、動畫審查 

（含初審、複審） 
□9、動畫確認 

1. 製作人、企劃、記

者、動畫人員個人

資料 
2. 學者專家個人資

料、参與工作與工

作內容 
3. 審查意見與回應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貳、拍攝錄製 □1、採訪會議 
□2、準備作業 

（含佈景、道具、 
排練、勘景、訪問 
連絡等） 

□3、採訪作業 
（含國外拍攝） 

1.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

資料、工作與重點

3. 進度分析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樂 

1. 審查人員（學者專

家）個人資料與審

查標準 
2. 審查意見與回應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3-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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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8、成品修正 

決方案） 
4. 進度分析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帶剪輯 
□5、宣傳帶播出 

（首播及各次重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量 

1. 推廣作業實施

（人、事、時、地）

2. 審查意見與回應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4. 進度分析 

伍、映演播出 □1、播出排擋協調 
□2、排擋待播（首播

及各次重播） 
□3、棚內錄播 
□4、觀眾意見 
□5、收視率與收視質

蒐集分析 

1. 確認播出時間（首

播及各次重播） 
2. 主播個人資料與主

播稿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4. 觀眾意見與回應 
5. 進度分析 

陸、結案報告 □1、基本資料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3. 困難與問題 
4. 進度分析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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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資料表 
壹、報導選題與內容取向 

1. 製作人、企劃、記者、動畫人員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参與工作與工作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拍攝錄製 

1.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工作與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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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後製編輯 

1. 審查人員（學者專家）個人資料與審查標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宣傳推廣 

1. 推廣作業實施（人、事、時、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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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伍、 映演播出 

1. 確認播出時間（首播及各次重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播個人資料與主播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觀眾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陸、 結案報告 

1. 困難與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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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科學新聞專欄報導週報表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欄主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與分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版面與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工作內容 紀錄資料 

壹、企劃作業 □1、第一次企劃會議

   （學者專家與會諮

詢） 

□2、第二次企劃會議

（學者專家審查）

□3、確認主題及選材

1. 召集人或專案經

理、製作小組或專

案合？、記者或內

容建置等参與人員

個人資料 

2. 主題方向、主要科

學內容，及目標讀

者之設計 

3. 諮詢學者專家個人

資料、参與工作與

內容重點 

4. 審查意見與回應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 進度分析 

貳、採訪作業 □1、採訪會議 

□2、採訪與撰稿作業

□3、資料蒐集作業 

（圖片、影片購買與

授權） 

1. 召集人或專案經

理、記者或內容建

置等參與人員資料

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

資料、参與工作與

重點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4. 進度分析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3-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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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版面編輯 □1、編版會議 

□2、內文、標題、圖

表、圖片校稿與審稿 

□3、版面編輯 

□4、版面複校 

□5、專家審查 

□6、定版 

□7、版面測試 

1. 主編、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等個人資

料 

2. 各級審查人員（學

者專家）個人資料

與審查標準 

3. 審查意見與回應 

4. 版面測試方式及反

應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 進度分析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品製作 

□5、宣傳品刊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量 

1. 審查意見與回應 

2. 宣傳品刊播（對

象、時、地、物）

3. 推廣作業實施（對

象、事、時、地）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伍、刊登發行 □1、刊登 

□2、讀者意見 

□3、閱讀率與讀者 

特性蒐集分析 

□4、檢討會議（學者

專家諮詢） 

1. 刊登時間與紀錄 

2. 讀者意見與回應 

3. 閱讀率與讀者特性

分析 

4. 檢討會議紀錄 

5. 進度分析 

陸、結案報告 □1、基本資料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1.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

業相關資料 

2. 困難與問題 

3. 進度分析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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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資料表 
壹、企劃作業 

1. 召集人或專案經理、製作小組或專案合？、記者或內容建置

等参與人員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題方向、主要科學內容、及目標受眾之設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諮詢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参與工作與內容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各項審查意見與回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採訪作業 

1. 召集人或專案經理、記者或內容建置等參與人員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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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工作與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 版面編輯 

1. 主編、文字編輯、美術編輯等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料與審查標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各級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版面測試方式及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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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宣傳推廣 

1.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宣傳品刊播（對象、時、地、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推廣作業實施（對象、事、時、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效果評量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伍、 刊登發行 

1. 刊登時間與紀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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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讀者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閱讀率與讀者特性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檢討會議紀錄（含專家學者等参與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陸、結案報告 

1.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業相關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困難與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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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科學新聞專欄報導週報表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欄主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與分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版面與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 工作內容 紀錄資料 

壹、企劃作業 □1、第一次企劃會議

   （學者專家與會諮

詢） 

□2、第二次企劃會議

（學者專家審查）

□3、確認主題及選材

1. 召集人或專案經

理、製作小組或專

案合？、記者或內

容建置等参與人員

個人資料 

2. 主題方向、主要科

學內容，及目標讀

者之設計 

3. 諮詢學者專家個人

資料、参與工作與

內容重點 

4. 審查意見與回應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 進度分析 

貳、採訪作業 □1、採訪會議 

□2、採訪與撰稿作業

□3、資料蒐集作業 

（圖片、影片購買與

授權） 

1. 召集人或專案經

理、記者或內容建

置等參與人員資料

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

資料、参與工作與

重點 

3.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4. 進度分析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3-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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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版面編輯 □1、編版會議 

□2、內文、標題、圖

表、圖片、校稿與

審稿 

□3、版面編輯 

□4、版面複校 

□5、專家審查 

□6、定版 

□7、版面測試 

1. 主編、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等個人資

料 

2. 各級審查人員（學

者專家）個人資料

與審查標準 

3. 審查意見與回應 

4. 版面測試方式及反

應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 進度分析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品製作 

□5、宣傳品刊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量 

1. 審查意見與回應 

2. 宣傳品刊播（對

象、時、地、物）

3. 推廣作業實施（對

象、事、時、地）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伍、刊登發行 □1、刊登 

□2、讀者意見 

□3、閱讀率與讀者 

特性蒐集分析 

□4、檢討會議（學者

專家諮詢） 

1. 刊登時間與紀錄 

2. 讀者意見與回應 

3. 點閱率與讀者特性

分析 

4. 檢討會議紀錄 

5. 進度分析 

陸、結案報告 □1、基本資料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1.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

業相關資料 

2. 困難與問題 

3. 進度分析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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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資料表 
壹、 企劃作業 

1. 召集人或專案經理、製作小組或專案合？、記者或內容建置

等参與人員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題方向、主要科學內容、及目標受眾之設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諮詢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参與工作與內容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各項審查意見與回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採訪作業 

1. 召集人或專案經理、記者或內容建置等參與人員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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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料、工作與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 版面編輯 

1. 主編、文字編輯、美術編輯等個人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料與審查標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各級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版面測試方式及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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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 宣傳推廣 

1. 審查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宣傳品刊播（對象、時、地、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推廣作業實施（對象、事、時、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效果評量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伍、 刊登發行 

1. 刊登時間與紀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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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讀者意見與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點閱率與讀者特性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檢討會議紀錄（含專家學者等参與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陸、結案報告 

1.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業相關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困難與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進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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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媒體科普新聞製播週報表（稿） 

節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NSC-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集名稱與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日 
         

項目 工作內容 紀錄資料 

壹、腳本設計與撰寫 □1、資料蒐集（含專

家訪談、動腦會議）

□2、腳本初撰 

□3、專家審查（含初

審、複審） 

□4、腳本修訂 

□5、完整腳本確認（含

形式、現場或預

錄、配音、配樂、

音效） 

1. 製作人、企劃、編

劇個人資料 

2. 學者專家個人資

料、参與工作與工

作內容 

3. 審查意見與回覆 

4.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5. 進度分析 

貳、錄音製作 □1、製作會議 

□2、準備作業（含排

練、訪問錄音等）

□3、剪輯作業（預錄、

配音、配樂） 

□4、成品審查 

□5、成品測試 

□6、成品修正 

□7、錄製作業（含現

場訪問、主持講播）

1. 導播與主持人個人

資料 

2. 審查人員個人資料

與審查標準 

3. 審查意見與回覆 

4. 現場参與學者專家

角色與個人資料 

5.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6、進度分析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操作手冊 附件 2-3-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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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帶剪輯 

□5、宣傳帶播出（首

播及各次重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量 

1.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2. 審查意見與回覆 

3. 推廣作業實施（人

事、時、地） 

4. 進度分析 

5. 效果分析 

肆、播出 □1、播出排擋協調 

□2、排擋待播（首播

及各次重播） 

□3、播出側錄 

□4、聽眾意見 

□5、收聽率與收聽質

蒐集、聽眾特性分析

□6、檢討會議 

1. 確認播出時間（首

播及各次重播） 

2. 困難與問題（含解

決方案） 

3. 觀眾意見與回應 

4. 檢討會議紀錄 

5. 進度分析 

伍、結案報告 □1、基本資料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1. 困難與問題 

2. 進度分析 

 
 



 

 

 

 

 

 

附件二 

《熱帶冰河．台灣》結案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熱帶冰河‧台灣》

結案報告書

主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執行單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受補助單位：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97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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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專案背景描述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推展，首重科普內容之生產與刊

播。「媒體製作試辦方案」開辦之目的即在補助各類科普傳播內容之

產製，期能激勵傳播事業集結人才與資源，全面提升科普內容供應

數量與品質。

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於 95 年度開始推動之「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作試辦方案」，便是
希望藉著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透過多元傳播管道，讓民眾可以更
輕鬆的接收科學新知，提升科學素養。也希望藉此帶動台灣科普傳
播事業，鼓勵優異科學及傳播人才共同加入科普傳播，匯聚優異人
才與資源，提升台灣科普傳播內容之產量與產質。

將於第一節先介紹「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之背景作一簡
單說明後，於第二節介紹「三九五二工作室」製作之《熱帶冰河‧
台灣》專案企劃與內容特色。

第一節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介紹

一、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

透過全面提升科普內容供應數量與品質，促進國內科普媒體事
業發展，落實推展科學傳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科
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簡稱：95 年度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用以補助各類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

將以補助製作「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電視科學
節目」之類別進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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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之機構，經評選、簽約後，受補
助單位計有「科學教育影片類 6 家」，「科學新聞報導 2 家」，「電
視科學節目 2 家」，共計 10 家單位接受補助，每家計畫名稱如下：

表 1-1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受補助單位與計畫

受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集數 分鐘數

▼科學教育影片類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動物世界 6 24

亮相館影像文化(股)公司 生命密碼 3 48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台灣》 3 26

諾耶廣告(股)公司 情緒密碼 13 23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顯微鏡下的世界 13 24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

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的脈動 6 48

▼科學新聞報導

東森電視(股)公司 科學大解碼 100 2

聯合報(股)公司 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 50 ＼

▼電視科學節目

大愛衛星電視(股)公司 發現 26 60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流言密碼追追追 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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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質管理審查作業程序

申請受輔助的機構經評選、簽約後，於專案執行開始至結束，將
經過三期審查，每期審查作業皆遵循標準作業流程，以確保節目製
作品質有ㄧ定水準。

圖 1-1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審查作業程序

97.5.23 結案研習會

(統籌與捷條中心主辦)



8

第二節 全案概述

一、 企劃書摘要

(一)前言

你所知道的台灣！

台灣位在熱帶、副熱帶，和寒冷的冰河怎麼扯得上關係？

雪山、南湖大山山上真的有冰河遺蹟嗎？

櫻花鉤吻鮭和冰河有關係嗎？

台灣找到了老虎、鬚狗、馬，等大型哺乳類動物的化石，

甚至還有大象的化石，這是怎麼回事？

台灣海峽真的曾經乾涸，讓亞洲大陸和台灣連成一片嗎？

冰河時期會在現嗎?

我們會遇到嗎？

台灣仍有許多大家不認識的有趣面向，我們與科學家多番討論之
後，選定《熱帶冰河‧台灣》，綜合跨領域科學研究：地質、古環境、
考古、生態…等，規劃本系列影片，介紹數萬年前，冰河時期發生
在台灣的故事。

(二)基本設定

表 1-2 《熱帶冰河‧台灣》影片基本設定

項目 內容

目標觀眾
主要目標觀眾 20～45 歲，大專以上程度(影片內容輕鬆易懂，8

至 88 歲觀眾皆適合觀賞)。

影片型態 科學紀錄片，包含實景紀錄、訪問、動畫。

影片規格 每集長度約 26 分鐘。

科學範疇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古、生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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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果

1. 以輕鬆易懂方式，在短時間內化解觀眾對科學紀錄片的排懼
2. 讓地質、生態、考古知識在自然的舖陳中，與觀眾分享
3. 可親性高、可看性高，達到普及科學教育的效果
4. 讓本土的科學研究題材在世界綻放光芒
5. 讓世人一同見識這片得天獨厚的地質與生態天堂
6. 吸引更多人來台灣進行生態旅遊

(四) 成品播放

1. 播映頻道：公共電視
2. 播映時段：週日下午五點至五點半
3. 播映次數：分三集、三星期播出
4. 播映時間：每集 26 分鐘

二、 分集概述

(一)影片大綱

本片製作方式，訴求輕鬆易懂，在短時間內化解觀眾對科學影片
的排拒，內容融合地質、生態、考古方面的知識，在自然的鋪陳中，
與觀眾分享，可親性、可看性高以達到普及科學教育的效果，讓世
人一同見識台灣這片得天獨厚的地質與生態天堂！

(二)影片架構

表 1-3 熱帶冰河˙台灣影片架構與規格
分集名稱 形式 長度 主題

第一集、上山下海找證

據

科學紀錄片，科學範

疇綜合地質、古環

境、考古、生態…等。

26 分 30 秒 目睹冰河地貌、追

蹤降溫證據

第二集、冰河時期移民

潮

26 分 15 秒 海峽乾涸、促進生

物移民潮

第三集、冰河不再來?! 26 分 52 秒 冰期還會再來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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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集摘要

第一集、上山下海找證據
台灣浮出海面僅六百多萬年，島上卻蘊養許多數千萬年前的古老

物種、本土特有種，逐本溯源，答案就在遠久前大大小小的「冰河
時期」。位在熱帶與亞熱帶的台灣也曾受衝擊嗎？透過本片，觀眾將
見證冰河地形，並一路追查氣溫下降的科學證據！
第二集、冰河時期移民潮

進入冰期，全球海平面下降了一百多公尺，深度平均只有八十公
尺的台灣海峽變成了「陸橋」，提供通道讓北方的生物向南避寒。澎
湖附近、台南左鎮一帶，均出土了大批大型哺乳類化石，例如古象、
犀牛等等。本片在專家的引領之下，重返現場追蹤生物移民的足跡！
台灣不但在冰期扮演生物避難所，在冰期結束之後，也以多高山、
多濕潤、多季風的特性，延續了無法回北方的老物種命脈，例如俗
稱黑森林的冷杉、雲杉，還有國寶魚台灣鉤吻鮭。
第三集、冰河不再來?!

全球氣溫的曲線時高時低，但自工業革命以來，地球的溫度卻一
路攀升。有科學家相信地球將持續暖化，冰期遙遙無期，也有科學
家認為極致暖化將導致冰期提前到來，各方說法莫衷一是。但本片
以客觀的角度，探討冰期會不會再來的問題。

(四)影片特色

第一部完整呈現台灣冰河時期樣貌的影片
1. 以「台灣的冰河時期」為主題。
2.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古、生態等各領域七十多年來曲折而豐碩

的研究過程與最新成果。
顛覆觀眾的認知
1. 厚達200公尺，長約4公里的巨大冰河曾經存在於副熱帶的台灣。
2. 全球氣候變遷並非只是全球暖化，更有「全球凍化」。
挑戰觀眾的想像
1. 全球海平面下降約 40 層樓高，整個台灣海峽乾涸，出現台灣與

亞洲大陸連成一片的奇景！
2. 古象、犀牛等巨獸大舉遷徙來到冰河時期的天堂—台灣，溫帶的

櫻花鉤吻鮭、昆蟲也到此繁衍，各類高山植物廣布低海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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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觀眾的視野
3. 熱帶不易出現冰河，台灣有高山峻嶺才有機會出現，世上罕見。
4. 許多源自亞洲大陸的生物於冰河時期來到台灣，為冰河期全球物

種大遷徙留下歷史的見證，使台灣是第四紀冰河期孓遺生物的寶
庫，也造就台灣生態多樣豐富。

5. 亞洲大陸的史前人走過台灣海峽的「陸橋」遷徙到台灣生活，孕
育台灣史前文化。

喚起觀眾的關切
1. 或許我們不會遇到下一次冰河時期，但是過去的歷史已經告訴我

們全球暖化即將帶來浩劫。
2. 人類如何以古鑑今、永續發展，是大家需要關懷的切身議題。

這是台灣的故事、台灣之所以珍貴的溯源，值得全民齊來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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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審查結果彙整

第一節 送審程序

一、 各期送審程序說明

(一) 審查階段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共分三期審查階段，其中「科學教育
影片類」在第一期審查中除了審查企劃書之外，尚須完成「一集成
品」審查，其餘類別皆為三期審查階段。各受補助單位自行依照產
製品管進度，並依據試辦方案第十三項第八款各類科普媒體製作完
成期限規定，送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辦理審查。

三期審查規定如下：
表 2-1 媒體製作試辦方案審查階段

審查階段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科學教育影片
企劃書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科學新聞報導 企劃書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電視科學節目 企劃書 半數成品 結案前成品

(二)審查標準作業流程

本中心為審查作業執行單位，審查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共分四
階段，準備階段、送審階段、審查階段、結果彙整階段。

審查作業程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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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審查作業程序圖



15

二、企劃書審查

企劃書審查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科會科教處承辦之
「評選階段」，第二階段則公告受補助單位後之「企劃書複審階段」，
本階段之審查表乃是依據「評選意見」修定而成，再送請審查委員
依據提案單位之修改程度進行第二階段之審查評鑑工作。

本報告依據複審評鑑表之內容，歸納出常見十個大類:「主題範
疇與基本要求」、「品質管理機制」、「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科學
主題與內容正確性」、「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科學審查機
制」、「目標觀眾與回饋機制」、「播映頻道與時段」、「宣傳行銷計畫」、
「經費編列規劃」，及「其他」進行彙整。

評分等級分別由「良好」、「合宜」、「不良」到「未修改」，四個
等級加以評鑑。

表 2-2 企畫書審查評鑑項目
主題範疇與基本要求 品質管理機制

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 科學主題與內容正確性

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 科學審查機制

目標觀眾及回饋機制 播映頻道與時段

宣傳行銷計畫 經費編列規劃

其他

三、 成品審查

成品審查採「壹審壹修」原則，即送審後結評定為「修正後再審」
或「不通過」者，得修正乙次(節目類、新聞類成品送審後經評定為
「修正後再審」或「不通過」者，其原因涉及內容之正確性者，應
依合約修正、補播後再次送審)，如修正後再次送審，經評定為「不
通過」者，即函知國科會依合約處理。

審查小組依主題取向，邀聘科學專家學者 3 人，及媒體或傳播專
家學者 2 人擔任審查委員，審查重點，依據審查表針對其「科學內
容」、「表現技術」、「整體表現」進行評估、給予建議。

審查表統計結果，運用李克特量表統計方式，將審查評分之四個
等級，良好定為 3 級分、合宜 2 級分、不良 1 級分、極差 0 級分，
所得到平均值，最高級分為 3 級分，最低則為 0 級分，以進行初步
推估與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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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企劃書審查

一、 企劃書審查

(一) 審查項目：

計畫名稱 受補助單位 集數 每集長度

熱帶冰河˙台灣
三九五二工作室

有限公司
共三集 每集約 26 分鐘

(二) 審查時程表

表 2-3 《熱帶冰河‧台灣》企畫案審查時程表
階段 時程 進度

送審階段

96.05.14 點收

96.05.14 聯絡並確認審查委員

96.05.21 寄送審查資料袋

96.05.29

︱

96.06.06

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結果彙整階段 96.06.26 彙整審查意見

結果彙整階段

(通過)

96.07.04 審查通過函報國科會科教處

96.07.12

審查通過函知受補助單位，

檢付審查文字意見，由受補助單位自行審

酌修正，稗利本案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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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結果統整

1.初評意見

表 2-4 熱帶冰河˙台灣企劃書初評意見
類別 項目

主題範疇與基本要求 1. 請確實依循本方案徵求之基本要求：「2.需運

用動畫或數位技術輔助製作，動畫部份時間長

度不得少於影片總長度 1/4。3.節目製作應依

目標對象設計適宜之廣度及深度。4.宜突顯影

片教育意義，或搭配其他形式媒體，強化影片

之教育功能。」強化或補正企劃書相關內容，

並具體落實於本科學影片製作。

2. 由預算編列之動畫經費中，無法看出動畫佔總

長度之 1/4，務請於企劃書中具體補述。

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 1. 請具體說明本影片製作過程，科學家如何有效

積極參與；生物與文化方面之專家如何邀請及

參與。

宣傳行銷計畫 2. 請明確規劃本影片之推廣方案，以達到科普推

廣之最大效果。

品質管理機制 1. 貴公司為本影片製作案實際負責之單位，內容

製作之一切事宜，尤其內容審查及相關品質管

理，均由貴公司自行負責。國科會僅為補助單

位，按完成進度與成品評鑑結果，依約提供補

助。

2. 請具體詳述本影片製作的品質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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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審表

表 2-5 企劃書複審表
項 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未修改

1.主題範疇與基本要求
請確實依循本方案徵求之基本要求：
「2.需運用動畫或數位技術輔助製
作，動畫部份時間長度不得少於影片
總長度 1/4。3.節目製作應依目標對象
設計適宜之廣度及深度。4.宜突顯影
片教育意義，或搭配其他形式媒體，
強化影片之教育功能。」強化或補正
企劃書相關內容，並具體落實於本科
學影片製作。

2 1 -- --

2.品質管理機制

貴公司為本影片製作案實際負責之單

位，內容製作之一切事宜，尤其內容

審查及相關品質管理，均由貴公司自

行負責。國科會僅為補助單位，按完

成進度與成品評鑑結果，依約提供補

助。故請具體詳述本影片製作的品質

管理機制。

1 2 -- --

3.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

請具體說明本影片製作過程，科學家

如何有效積極參與；生物與文化方面

之專家如何邀請及參與。

1 2 -- --

4.宣傳行銷計畫

請明確規劃本影片之推廣方案，以達

到科普推廣之最大效果。

2 1 -- --

5.經費編列規劃
由預算編列之動畫經費中，無法看出
動畫佔總長度之 1/4，務請於企劃書中
具體補述。

1 2 -- --

合計 7 8 0 0

(李克特量表)統計 7×3＝21 8×2＝16 0×1＝0 0×0＝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47

百分比 47% 53% 0% 0%
※ N=3(評審委員)*5(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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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本案受補助單位在企劃書審查階段送審時程，審查結果 47%良
好、53%合宜，(李克特量表)平均數為 2.47，另給予建議「科學顧
問陣容應加強生物或生態相關學者參與」。

本次企劃書審查，業經審查委員三人審查完畢，企劃書審查結果
為「通過」。

良好
47%

合宜
53%

不良
0%

未修改
0%

綜合評估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範疇與基本

要求

本企畫案內容精緻完整，各項品管及行銷

措施皆明確列出，已達到原評審意見之要

求。

1

▼問題點

科學顧問陣容及

參與機制

科學顧問應有生物/生態專家學者參與，使

品管機制不致於有缺陷。

1

本次審查文字意見已函知受補助單位，自行審酌修改，稗利本案
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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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各期成品審查

一、第一期一集成品審查

(一) 審查項目

分集名稱 形式 長度 主題

第三集、冰河不再

來?!

科學紀錄片，科學範疇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

古、生態…等。

26 分 52 秒 冰期還會再來

嗎？

(二) 審查時程表

表 2-6 《熱帶冰河‧台灣》一集成品審查時程表
階段 時程 執行項目

準備階段
每月月底 送審時程調查

月報表 產製進度報表

送審階段

96.9.17 點收（科教處／統協中心）

96.9.20 聯絡並確認審查委員

96.9.21 寄送審查資料袋

96.09.27

｜

96.10.10

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結果彙整階段 96.10.11 彙整審查意見

結果彙整階段

(修改後再審)

96.10.15 函知受補助單位修改

96.10.19 修改後再次送審

96.10.19

｜

96.10.23

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96.10.23 彙整審查意見

結果彙整階段

(通過)

96.10.25 審查通過函報國科會科教處

96.10.25

審查通過函知受補助單位，

檢付審查文字意見，由受補助單位自行審酌

修正，稗利本案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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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結果統整

1. 科學內容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主題與內容
1.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補助

案及節目定位）

3 - - -

2.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目標受眾（喜

歡或好學、實用）

2 1 - -

3. 科學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 1 2 - -

4. 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1 2 - -

5. 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1 2 - -

6. 科學精神彰顯 1 2 - -

7. 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力 1 2 - -

▼科學內容正確性
1. 科學內容之畫面表達或運用正確無誤 1 2 - -

2. 科學內容之旁白或訪問說明正確無誤 1 2 - -

3. 科學內容之字幕或文字說明正確無誤 1 2 - -

4. 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內容正確無誤 1 2 - -

5. 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1 2 - -
合計 15 21 - -

(李克特量表)統計 15×3

＝45

21×2

＝42

0×1＝

0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42
百分比 42% 58% 0% 0%

※ N=12(審查項目)*3(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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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42%合宜

58%

不良
0%

極差
0%

科學內容

▼問題點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主題與內容 1. 使用“冰河不再來?”不如“冰河

會再來嗎?”前者具強烈引導，後

者給觀眾較多的思考空間。

1

科學正確性 1. 北回歸線經過嘉義附近，以北是亞

熱帶。因此雪山、南湖大山的圈谷

分佈在亞熱帶。

2. 主導臺灣氣候的不是行星風系，而

是季風。而且熱帶氣候、熱帶植被

在臺灣不發達。因此，稱熱帶冰

河，不很完美。

3. 地質史上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

畫面中最後出現的箭頭似乎太

長，指到的時間已至數萬年前，而

非一萬一千年前。

3

字幕與旁白 1. 字幕與旁白不符:於描述地球過去

冰河出現的週期時，字幕顯示「兩

萬年」，旁白唸「兩萬三千年」。

2. 片中旁白提到溫室效應將熱量折

射回地表，實際上是溫室氣體將熱

量限制在大氣層中，無法釋放進入

太空，旁白內容請修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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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談到冰河時期和間冰期發生週

期，八～九成可以用地球旋繞太陽

的軌道來解釋」，影片中字幕、旁

白對歲差兩萬年還是兩萬三千年

請統一。

文字說明 1. 腳本第 2 頁末段宜說明升高的度數

是華氏或攝氏度。

2. 腳本第 8 頁 19 行宜說明降到零下

18 度的度數是華氏或攝氏度。

2

訪問 1. 企劃案重點第 4 頁。宜邀顧問作現

場解說，示範閱讀岩石之書。
1

主持人表現 1. 主持人和旁白的發音不太標準，例

如「深層」聽來像「生成」語調也

較為平淡，較缺乏說服力。

2. 主持人對議題認識有限，串場角色

不重，未能加分。

3. 配音人聲調平淡，抑揚頓挫不佳，

未能強化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效

果。

3

動畫與圖卡 1. 用來表示小冰期的圖卡繪畫方式

稍嫌抽象，如以工筆寫實製作圖卡

或可較能表達科學影片真實的感

覺。

2. 在影片 16 : 10 處的動畫標示「大

氣吸輻射」看不太懂，是否應為「大

氣再輻射」?

3. 片中描述全球暖化中的溫度上

升，表達方法仍是直接拍攝科學論

文圖表，一方面科學論文圖表為單

調平面圖示，缺乏美感，另一方面

這些典型的圖表已經多次出現於

相關的影片之中，應儘量以動畫包

裝。

4. 請勿直接拍攝科學論文圖表，全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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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與溫室效應的典型圖表已經

多次出現，於相關的影片之中，應

以動畫包裝。

5. 請勿重複使用同一動畫，例如影片

的 18: 35 處之動畫，之前已出現

幾次。

6. 訪問研究室拍攝的研究成果圖表

未能選擇性加強學術性說明，一閃

而過，十分可惜。圖表未再加工配

合電視銀幕表達，效果不彰。

7. 曲線圖裡，大幅度的升降又包含了

許多小幅度的震盪，一般觀眾不易

了解大小之分，在此處的動畫中如

能加強，可以使觀眾在其後的事件

探討中更進入狀況。

拍攝與畫面 1. 外景及現場解説偏少，臺灣環境鏡

頭少。

2. 臺灣高山圈谷等冰河遺跡無鏡

頭。其他地形畫面採用像片掃瞄，

效果不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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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現技術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主題與內容
1. 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補助案及

節目定位）

- 2 - -

2. 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受眾（喜歡或好

學、實用）

- 2 - -

3. 節目內容發展與組織結構 - 1 - 1

4. 節目內容重點突顯 - 1 1 -

5. 整體敘事能力 1 - 1 -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1. 整體呈現方式 1 - 1 -

2. 重點科學內容呈現方式 - 2 - -

3. 動畫運用與配置 - 1 1 -

4. 動畫繪製技巧品質 - 1 1 -

5. 攝影取景與畫面構圖 1 1 - -

6. 成音技巧（含收音、配音、配樂音效） - 2 - -

7. 剪輯技術 - 2 - -

8. 字幕運用 - 2 - -

9. 主持或演出技術 - 1 - 1

10. 節奏與風格 - 2 - -

11. 整體技術品質 1 1 - -

▼工程品質
1. 畫面品質 - 2 - -
2. 聲音品質 - 2 - -
3. 整體工程品質 1 1 - -

合計 5 26 5 2

(李克特量表)統計 5×3＝

15

26×2

＝52

5×1＝

5

2×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1.89
百分比 13% 69% 13% 5%

※ N=19(審查項目)*2(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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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13%

合宜
69%

不良
13%

極差
5%

表現技術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熱帶冰河‧台灣》，節目內容能

與本案定位相合，並以知識性取向

受眾。

2. 本案之選題佳，具科學主題，又具

現實議題性，不僅可提供科學知識

與訊息，並與當前重要社會議題扣

合，值得拍攝與觀賞。

2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1. 節目製作內容與方式合宜，聲部亦

能妥於表達。
1

▼問題點
編劇及敘事邏輯 1. 整個敘事的寫作方式、語法其間之

辯證邏輯不明，語意不清，觀眾無

法被清楚的帶領思考。

2. 各段落間的邏輯推演缺乏明晰的

關連，各子題間起承轉合的敘述寫

作無效。

2

主持人表現 1. 主持者的聲音表演太生嫩，雖然避

免制式的刻板印象，但也顯得太不

專業了些，反而使作品減少了知識

的權威感。

1

動畫呈現 1. 諸多動畫完全無法幫助觀眾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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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許多圖像(例如台灣百年溫

度變化圖表，冰河期與海平面高度

重疊圖....)完全只是拍到而已，

看不到其中內容，無法幫助觀眾理

解旁白解說的意思。

2. 動畫過度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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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表現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1. 科學性 1 4 - -

2. 教育性 1 3 1 -

3. 資訊性 1 4 - -

4. 可看性 1 3 1 -

5. 創新與創意 1 3 1 -

6. 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1 4 - -
合計 6 21 3 -

(李克特量表)統計 6×3＝

18

21×2

＝42

3×1＝

3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10
百分比 20% 70% 10% 0%

※ N=6(審查項目)*5(審查委員)

良好
20%

合宜
70%

不良
10%

極差
0%

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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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本科教影片，選材合宜，內容充

實，畫面精美，安排流暢

2. 本集《熱帶冰河‧台灣》製作單位

的確煞費心思，在畫面的取材和剪

接方面皆十分用心，劇本內容也較

能掌握觀眾的注意力，整體而言本

集內容紮實，表達的方式也清楚明

晰。

3. 整體表現堪稱合宜。

3

資訊性 1. 節目製作內容與資訊可稱豐富、多

樣性。
1

(四) 小結

科學教育影片類設定「一集成品審查」主要目的，在於審查單位
前期掌控製作成品品質，本案第一期一集成品審查，審查項目為「第
三集、冰河不再來?!」，在審查時程方面，於 96 年 9 月 17 日經科教
處與本中心點收送審資料後展開審查作業，於 96 年 10 月 11 日，經
審查委員五人審查完畢，於第一次彙整結果時，審查委員提出幾點
科學內容須修正之處，受補助單位修改、審查委員再確認修正內容
後，於 96 年 10 月 25 日審查結果為「通過」。

將本次審查表統計結果，得到的李克特量表平均數如下表：

集別、分集名稱
科學

內容

表現

技術

整體

表現

三項

平均

第三集、冰河不再來 2.42 1.89 2.10 2.14

另在審查意見中，問題點主要集中於「科學內容正確性」、「動畫
及圖表設計」、「主持人表現」以及「編劇與敘事邏輯」，本次審查文
字意見，已函知受補助單位，自行審酌修改，稗利本案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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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

(一) 審查項目

分集名稱 形式 長度 主題

第一集、上山下海找

證據

科學紀錄片，科學範疇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

古、生態…等。

26 分 30 秒 目睹冰河地貌、追

蹤降溫證據

第二集、冰河時期移

民潮

科學紀錄片，科學範疇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

古、生態…等。

26 分 15 秒 海峽乾涸、促進生

物移民潮

(二) 審查時程表

表 2-7 《熱帶冰河‧台灣》半數成品審查時程表
階段 時程 進度

準備階段
每月月底 送審時程調查

月報表 產製進度報表

送審階段

96.11.07 點收（科教處／統協中心）

96.11.07 聯絡並確認審查委員

96.11.08 寄送審查資料袋

96.11.09

｜

96.11.27

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結果彙整階段 96.11.29 彙整審查意見

結果彙整階段

(通過)

96.11.30 審查通過函報國科會科教處

96.11.30

審查通過函知受補助單位，

檢付審查文字意見，由受補助單位自行審酌

修正，稗利本案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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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結果統整

半數成品審查共計送審兩集，分別為「第一集、上山下海找證據」
「第二集、 冰河時期的移民潮」。其審查結果分別整理如下：

(三-1) 第一集、上山下海找證據

分集名稱 形式 長度 主題

第一集、上山下海找

證據

科學紀錄片，科學範疇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

古、生態…等。

26 分 30 秒 目睹冰河地貌、追

蹤降溫證據

1、科學內容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主題與內容
1.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補助

案及節目定位）
3 - - -

2.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目標受眾（喜

歡或好學、實用）
2 1 - -

3. 科學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 3 - - -

4. 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2 1 - -

5. 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2 1 - -

6. 科學精神彰顯 3 - - -

7. 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力 2 1 - -

▼科學內容正確性
1. 科學內容之畫面表達或運用正確無誤 3 - - -

2. 科學內容之旁白或訪問說明正確無誤 2 1 - -

3. 科學內容之字幕或文字說明正確無誤 1 2 - -

4. 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內容正確無誤 1 2 - -

5. 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3 - - -

合計 27 9 - -

(李克特量表)統計 27×3

＝81

9×2＝

18

0×1＝

0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75

百分比 75% 25% 0% 0%

※ N=12(審查項目)*3(審查委員)



32

良好
75%

合宜
25%

不良
0% 極差

0%

科學內容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本集由新聞報導合歡山下雪開

始，頗具創意。

2. 選題有趣味性，科普程度事宜。

2

科學內容正確性 1. 資料正確，能訪問學者，引用最新

科學成果。

1

▼問題點
動畫及圖卡效果 1. 7:43～8:43 處，石塊混和在冰河中

移動的動畫效果不佳。

2. 11:15 處的黃色曲線上下移動，並

未交代是描述過去數百萬年溫度

變化的溫度曲線，直到最後。同時

縱軸並無尺度，因此溫度變化的大

小無法一目了然。

3. 12:58 處，歷史圖表上有英文，但

並未介紹是何圖表僅 Pan 過，不知

顯示圖表的意義為何。

4. 21:15 處直接拍攝科學圖表，應避

免。

5. 氧同位素的動畫做得太過簡略，不

夠細緻美觀。

6. 中生代、新生代圖表如能改用中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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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更好。

7. 片中內容利用「花粉研究」、「有孔

蟲」彙整為主，來探討過去溫度記

錄，不過ㄧ個是陸上氣溫，一個是

海洋水溫，此點並未交代，若有ㄧ

個實際的圖表就更好了。

字幕與旁白 1. 11:47 處，字幕為「距今 2 萬年前，

溫度平均下降攝氏 6~7 度」，語法

不佳，應改為「距今 2 萬年前，平

均溫度較現今低了約攝氏 6~7 度」。

1

科學內容與正確性 1. 熱帶冰河中，”熱帶”兩字稍有疑

義。一般在北迴歸線以南地區稱熱

帶，台灣平均環境似以亞熱帶為

宜。

2. 流動冰川所攜帶的冰磧石在冰川

前緣和表面更多

3. 片中對鎂鈣比的研究ㄧ筆帶過，比

重上遠不及其他，是否需要此段請

斟酌。

4. 述及氧 18、氧 16 同位素蒸發與降

雨效應時，對氧 18 在降雨時的反

應似乎不清楚也請斟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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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現技術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主題與內容
1. 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補助案及

節目定位）
- 2 - -

2. 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受眾（喜歡或好

學、實用）
- 2 - -

3. 節目內容發展與組織結構 - 2 - -

4. 節目內容重點突顯 - 2 - -

5. 整體敘事能力 1 1 - -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1. 整體呈現方式 - 2 - -

2. 重點科學內容呈現方式 - 2 - -

3. 動畫運用與配置 - 2 - -

4. 動畫繪製技巧品質 - 1 1 -

5. 攝影取景與畫面構圖 1 1 - -

6. 成音技巧（含收音、配音、配樂音效） - 1 - 1

7. 剪輯技術 - 2 - -

8. 字幕運用 - 1 1 -

9. 主持或演出技術 - 1 1 -

10. 節奏與風格 2 - - -

11. 整體技術品質 2 - - -

▼工程品質
1. 畫面品質 - 2 - -

2. 聲音品質 - 1 - 1

3. 整體工程品質 1 1 - -

合計 7 26 3 2

(李克特量表)統計 7×3＝

21

26×2

＝52

3×1＝

3

2×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00

百分比 19% 68% 8% 5%

※ N=19(審查項目)*2(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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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19%

合宜
68%

不良
8%

極差
5%

表現技術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主題與內容切合本補助案。 1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1. 整體製作技術包括攝影、剪接、美

術等皆有ㄧ定表現。

1

▼問題點
旁白與字幕 1. 模擬畫面宜加強（鹿野忠雄），搬

演應與旁白解釋相符，確定視覺所

呈現確為 OS 所言。

1

畫面設計 1. 冰河畫面顯粗糙，宜修飾得更細緻

些。

2. 所用字體較為呆板。可考慮其它字

體。

2

主持人表現 1. 主持人的功用不佳，未能達到帶領

觀眾親臨其境之感，其聲音表現也

很平板，情緒不明，反顯得尷尬，

破壞本集作品之穩重知性感。宜讓

主持人親手接觸或體驗參與，以供

觀眾能藉其之參與，得到較清楚的

體驗感。

1

工程品質 1. 開場聲音處理較為突兀，混音效果

不佳，宜予改善。

2. 環境音聲音不一，有時有風聲，有

時無，應補上環境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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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聲音處理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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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表現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1. 科學性 2 3 - -

2. 教育性 4 1 - -

3. 資訊性 4 1 - -

4. 可看性 3 2 - -

5. 創新與創意 1 4 - -

6. 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3 2 - -
合計 17 13 - -

(李克特量表)統計 17×3

＝51

13×2

＝26

0×1＝

0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57
百分比 57% 43% 0% 0%

※ N=6(審查項目)*5(審查委員)

良好
57%

合宜
43%

不良
0%

極差
0%

整體表現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資訊性 1. 整體表現具可看性與資訊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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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 第二集、冰河時期移民潮

分集名稱 形式 長度 主題

第二集、冰河時期移

民潮

科學紀錄片，科學範疇

綜合地質、古環境、考

古、生態…等。

26 分 15 秒 海峽乾涸、促進生

物移民潮

1. 科學內容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主題與內容
1.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補助

案及節目定位）
3 - - -

2. 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目標受眾（喜

歡或好學、實用）
3 - - -

3. 科學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 3 - - -

4. 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2 1 - -

5. 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2 1 - -

6. 科學精神彰顯 3 - - -

7. 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力 2 1 - -

▼科學內容正確性
1. 科學內容之畫面表達或運用正確無誤 2 1 - -

2. 科學內容之旁白或訪問說明正確無誤 1 2 - -

3. 科學內容之字幕或文字說明正確無誤 2 1 - -

4. 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內容正確無誤 2 1 - -

5. 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性 2 1 - -

合計 27 9 - -

(李克特量表)統計 27×3

＝81

9×2＝

18

0×1＝

0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75

百分比 75% 25% 0% 0%

※ N=12(審查項目)*3(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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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75%

合宜
25%

不良
0%

極差
0%

科學內容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內容編排與發展符合預定方向及

架構。

1

科學內容正確性 1. 科學內容及動畫運用上無重大錯

誤。

2. 本集製作更佳。涵蓋內容更豐富，

引用科學資料，研究性畫面更多，

教育性更高。兼顧植物學，人類學

記錄，十分值得讚美。

3. 整體表現清楚

3

▼問題點
科學內容與正確性 1. 00:47 「猛馬象」一般的發音皆為

「馬」，但影片中皆發音為「罵」，

與一般印象不同。普通字典上查不

到帶有「犬」字邊的馬。

2. 21:09 一般人的認知皆為「櫻花鉤

吻鮭」，且影片中出現的研究機構

亦為「臺灣櫻花鉤吻鮭中心」，但

旁白皆為「臺灣鉤吻鮭」，未交代

「櫻花」兩字為何不見了。

2

動畫設計與圖卡 1. 小缺點例如猛瑪象的動畫，似乎遲

鈍一些。

1

字幕與旁白 1. 08:10 展示岩心時，「灰白色沙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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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有上字幕，但仍不確定是哪一

部份。

2. 08:36 陳教授解說時，「一萬五

千，一萬八千年」，講話不順，應

剪接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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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現技術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主題與內容
1. 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補助案及

節目定位）
- 2 - -

2. 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受眾（喜歡或好

學、實用）
- 2 - -

3. 節目內容發展與組織結構 - 2 - -

4. 節目內容重點突顯 - 2 - -

5. 整體敘事能力 1 - 1 -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1. 整體呈現方式 - 2 - -

2. 重點科學內容呈現方式 - 2 - -

3. 動畫運用與配置 - 2 - -

4. 動畫繪製技巧品質 - 1 1 -

5. 攝影取景與畫面構圖 - 2 - -

6. 成音技巧（含收音、配音、配樂音效） - 1 1 -

7. 剪輯技術 - 2 - -

8. 字幕運用 - 1 1 -

9. 主持或演出技術 - 1 1 -

10. 節奏與風格 1 1 - -

11. 整體技術品質 1 1 - -

▼工程品質
1. 畫面品質 - 2 - -

2. 聲音品質 - 1 1 -

3. 整體工程品質 1 1 - -

合計 4 28 6 -

(李克特量表)統計 4×3＝

12

28×2

＝56

6×1＝

6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1.95

百分比 10% 74% 16% 0%

※ N=19(審查項目)*2(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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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10%

合宜
74%

不良
16%

極差
0%

表現技術

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影片主題與內容能符應本補助案

定位。

1

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1. 影片製作技術整體上表現合宜。 1

▼問題點
畫面設計 1. 模擬畫面宜加註。

2. 許多地點未說明或標示，觀眾不易

理解指的是台灣哪裡。

3. 13:40 原始記錄 (非洲?)畫面顯為

外購，宜註明為模擬畫面（但非洲

畫面適合用於此嗎？），應修改。

3

旁白與字幕 1. 日人研究之經過說得太多了些，人

名地名聽不明確，過程似乎也未呈

現出重點。

2. OS 太多了，幾乎全靠 OS 說故事。

OS 也寫得太平鋪直敘，缺乏引人入

勝的寫作技巧。

2

主持人設計 1. 主持人的聲音太低平，情緒不夠，

表演也較生硬，唯尚具誠懇感，不

致於流氣。可加強聲音訓練。

1

敘事技巧 1. 資訊蒐集佳，但宜加強敘事技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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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 1. 動畫之細部待加強，目前顯得較粗

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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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表現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1. 科學性 3 2 - -

2. 教育性 4 1 - -

3. 資訊性 5 - - -

4. 可看性 4 1 - -

5. 創新與創意 1 4 - -

6. 其他（無廣告化之虞） 2 3 - -

合計 19 11 - -

(李克特量表)統計 19×3

＝57

11×2

＝22

0×1＝

0

0×0＝

0

(李克特量表)平均數 2.63

百分比 63% 37% 0% 0%

※ N=6(審查項目)*5(審查委員)

良好
63%

合宜
37%

不良
0%

極差
0%

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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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審查意見 出現次數

▼優點
科學性、教育性 1. 本集內容描述在冰河時期時，臺灣

海峽海平面下降，使得臺灣與大陸

陸地連接，溫帶動植物遷徙至臺

灣，而溫度上升時陸橋消失，遷徙

而來的生物就在台灣就地適應，產

生了黑森林和鉤吻鮭這些著名的

例子。整體內容豐富多樣，拍攝及

後製過程認真用心，成品的科學性

及教育性良好。

1

教育性 1. 內容豐富，通俗適量，教育性良好 1

資訊性、可看性 1. 影片整體表現具可看性及資訊

性，符合本補助案精神。

1

(四) 小結

綜合三九五二工作室半數成品送審之二集成品，所得到的李克
特量表平均值如下表：

集別、分集名稱
科學

內容

表現

技術

整體

表現

三項

平均

第一集、上山下海
找證據

2.75 2.00 2.57 2.44

第二集、 冰河時期
的移民潮

2.75 1.95 2.63 2.44

審查委員大多皆表示肯定其科學內容，提供些許修改建議，表
現技術方面則出現較多問題點，主要集中於、「動畫及圖表設計」、「主
持人表現」以及「編劇與敘事邏輯」。故而，在未來製作科普影片之
製作單位，應要加強「動畫及圖卡設計」、「主持人角色及口白設計」
以及「編劇敘事邏輯」，此外，亦有審查委員強調可以加強以簡明易
懂之動畫或圖卡設計，將抽象之科學原理表查清楚，此點可供未來
製作單位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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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審查綜合結果
綜合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製作之《熱帶冰河‧台灣》影片審

查表統計結果，以李克特量表統計方式，最高級分為 3；最低為 0，
所得到平均如下表：

集別、分集名稱
科學

內容

表現

技術

整體

表現

三項

平均

第一集、熱帶冰河 2.42 1.89 2.10 2.14

第二集、冰河時期的移民

潮
2.75 2.00 2.57 2.44

第三集、冰河不再來 2.75 1.95 2.63 2.44

平均 2.64 1.95 2.43 2.34

由上表可見，「科學內容」、「表現技術」、「整體表現」，三項總體
平均則為 2.34，其成品製作在「科學內容」之品質審查審查表中，
高於三項平均，也是平均分數最高的部分，得分 2.64；在「表現技
術」審查表中，平均分數低於三項平均，得分 1.95，低於科學內容
及整體表現；另外，整體表現高於三項平均，得分 2.43。

本影片製作常見優點、問題點整理如下：
▼常見優點

◎主題與內容

1. 選題有趣味性，科普程度事宜。

2. 內容編排與發展符合預定方向及架構。

◎科學內容正確性

1. 節目製作內容與資訊可稱豐富、多樣性。

2. 科學內容及動畫運用上無重大錯誤。

▼常見問題
◎字幕與旁白

1. 字幕與旁白不符。

2. 字幕語法不佳。

◎動畫及圖卡效果

1. 科學原理表現動畫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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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避免直接拍攝科學圖表。

3. 動畫之細部待加強，目前顯得較粗糙。

4. 應避免重複使用同一動畫。

5. 諸多動畫完全無法幫助觀眾理解內容，許多圖像(例如台灣百年溫

度變化圖表，冰河期與海平面高度重疊圖....)完全只是拍到而

已，看不到其中內容。

◎主持人表現

1. 主持人和旁白的發音不太標準。

2. 配音人聲調平淡，抑揚頓挫不佳。

3. 主持人的聲音太低平，情緒不夠，表演也較生硬。

◎編劇及敘事邏輯

1. 各段落間的邏輯推演缺乏明晰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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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製播執行機構 主軸計畫負責單位 內容製播執行機構 主軸計畫負責單位

歷程評量 總結評量

補助內容產製刊播

科學教育影片 電視科學節目科學新聞報導

績效評量總結報告 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負責彙整後上網公告

第三章 績效評量

計畫成效的評量是重要的管理功能，目的在提供適時、相關、可
信、客觀的發現與結論。進行績效評量必須熟悉各主軸與分項計畫
內涵開始，運用多種質量化研究方法，從事歷程與總結評量。

圖 3-1 績效評量關係圖

內容記錄

作品成績評定

焦點座談

收視率之總結彙整

節目品質之發展與

總結彙整

問卷調查

焦點座談

收視彙整

作品成績評定

焦點座談

結案報告

焦點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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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量方式可分為「歷程評量」及「總結評量」。歷程評量主
要要定期填寫制式進度報表，內容應包括:內容基本資料（影片類
型、長度、報導長度、科學內容重點、播映時間及頻道等）；人力與
意見彙整（各分集執行之主要團隊成員、諮詢或受訪學者專家等角
色職責與意見）；行銷推廣作為；問題與解決方案；進度彙整；閱聽
眾反應暨收視彙整（包括確實刊播時間與次數，收視率／收聽率／
閱報率／網路點閱率，觸達率、使用率、觀眾輪廓彙整等）

總結評量主要於結案時繳交各是總結行評量資料進行報告與彙
整，內容應包含:企劃書要項與品管措施效果之檢討；觀眾意見與反
應之彙整；產值與成本；整體收視率、收視質、暴露率、觸達率、
核心觀眾輪廓、使用率等資料；作品或內容之重生再用率與得獎紀
錄。其中「歷程評量」為定時填報之「產製進度報表」為主，(本案
之「產製進度報表」請參閱附件)。

本章節將以「總結評量」討論為主，章節依據「科學顧問參與及
審查機制」、「參與核心製作人力彙整」、「經費運用檢討」、「收視績
效評量」、「宣傳推廣績效」，依次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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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科學顧問參與及審查機制
為達到「科學內容正確性」以及「成品表現技術」之產製目標，

故製作單位之內部品質管制機制與科學內容審查機制，為產製績效
評量之首要要務。

本案受補助單位共計邀請 4 位地質科學系、生命科學系及科學博
物館研究員，分別擔任地質、古環境、生態、考古四大面向之科學
顧問。此外仍邀請 10 位專家擔任受訪專家並與以協助。

一、 科學顧問及受訪者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本次邀請來自「地質」、「古環境」、「生

態」、「考古」四大面向學者專家，共計 14 位擔任科學顧問與受訪者。

表 3-1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科學顧問暨受訪者

姓名 參與集別 職務 現職

陳文山 第 1、2、3 集 地質學科學顧問、意見

提供、審查腳本、受訪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魏國彥 第 1、2、3 集 古氣候科學顧問、意見

提供、審查腳本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郭城孟 第 1、2、3 集 生態科學顧問、意見提

供、審查腳本、第 2 集

受訪者

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何傳坤 第 1、2、3 集 考古科學顧問、意見提

供、審查腳本、受訪

國立科學博物館研究員

朱傚祖 第 1 集 受訪 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員

林慧玲 第 1 集 受訪 中山大學海洋地質及化學研

究所教授

劉平妹 第 1、3 集 受訪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張鈞翔 第 2 集 受訪 國立科學博物館研究員

廖林彥 第 2 集 受訪 台灣鉤吻鮭復育中心副主任

王良傑 第 2 集 受訪 化石專家

方建能 第 2 集 協助拍攝 台灣博物館研究員

潘常武 第 2 集 協助拍攝 化石專家

陳明德 第 3 集 受訪 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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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授

吳明進 第 3 集 受訪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共計 14 位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二、 科學顧問參與機制流程

依據三九五二有限公司表示，本案《熱帶冰河˙台灣》影片之科
學顧問參與機制共分為「前製階段」與「後製階段」:

1、前製階段:

(1) 主要為概談方向、討論受訪人選：就地質、古環境、生態、考古四

大面向分別與顧問詳談主軸與方向；並與顧問討論影片中受訪的科

學家人選。

(2) 審查拍攝腳本:請顧問檢查科學重點，有無遺漏、偏頗之處；並請顧

問澄清科學家預訪之後的疑惑，並查證科學內容正確性。

(3) 審查動畫分鏡腳本：與顧問討論構圖、分鏡是否合乎科學事實，並請

顧問澄清動畫師疑慮，討論是否有更好的表現方式。

2、後製階段:

主要請科學顧問審查影片初剪版本，目的在於查證科學內

容正確性。

表3-2 《熱帶冰河‧台灣》執行前審查機制規畫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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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製階段
概談方向、討論受訪人選

↓

顧問審查腳本

↓

顧問審查動畫分鏡腳本

後製階段
科學家收集資料

↓

腳本初稿

↓

預算規模

↓

腳本定稿

↓

拍攝計畫(含動畫)

↓

動畫製作

↓

初剪

↓

顧問審查影片初剪版本

↓

正式剪片

↓

試片會

圖 3-2 《熱帶冰河‧台灣》科學顧問內容審查機制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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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學顧問參與機制自評與檢討

(1) 執行狀況基本上依據以上的流程進行，相當順利。

(2) 科學內容正確性方面的查證，出現了不同顧問不同意見的情況，試片

會也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後來經過不斷溝通，終於協調出科學顧問們

均可接受的說法。

(3) 動畫的部分，由於科學顧問的費心幫忙，重新製作古溫度變化曲線，

也讓台灣海峽乾涸的範圍更符合實際的研究結果。

(4) 科學顧問日理萬機，影片若只看一遍，會有疏漏之處。因此我們除了

請他們看初剪片，只要有大的修改，尤其是最後的版本，還是請科學

顧問到剪輯室和我們仔細看過一遍、確認無誤，才安心定版。

三、 小結

科學審查機制流程在規劃中，科學顧問參與機制卻主要於前製段
進行參與，之後拍攝、後製階段參與度不及前製階段，雖然本案單
位於自評與檢討部份加以說明，表示科學顧問在後製階段仍有參
與，仍建議在規劃科學審查機制時，即明訂科學顧問於前中後之參
與時間與審查角色，每一集影片製作過程均依照程序進行，以鞏固
影片製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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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參與核心製作人力彙整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製作之科學教育影片《熱帶冰河‧台灣》

共計3集影片，由陳杏秋小姐擔任製作人，由余欣暉先生擔任導演、
帶領一位攝影師、一位動畫導演以及三位執行製作與行政統籌編組
而成，並有四位資深媒體人柯一正先生、吳念真先生、游堅煜先生、
張志勇先生擔任影片指導，另邀請陳文山教授、魏國彥教授、郭城
孟教授、何傳坤教授，擔任核心科學顧問。

圖 3-3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人員編制關係圖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姜圻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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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熱帶冰河‧台灣》製作團隊職務分配
職務 姓名 現職

製作人 陳杏秋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

影片指導 柯一正 藍月電影公司 董事長

影片指導 吳念真 吳念真影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影片指導 游堅煜 導演

影片指導 張志勇 導演

攝影 王慎勇 攝影師

導演 余欣暉 導演/自由影像工作者

動畫導演 史明輝 紅色外星人動畫工作室 負責人

易禧科技 動畫講師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設計系 動畫講師

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動畫講師

台南藝術大學動畫研究所 動畫講師

淡江大學資訊系 動畫講師

企劃編劇 鄭秋美 三九五二工作室特約企畫編劇

自由文字工作者

企劃編劇 陳杏秋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

企劃編劇 陳俐陵 三九五二工作室企畫編劇

主持人 姜圻璐 演藝工作者

執行製作 林曉菁 大觀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製作

執行製作 趙玉霜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執行製作

行政統籌 鄧淑真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行政經理

核心科學顧問 陳文山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核心科學顧問 魏國彥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核心科學顧問 郭城孟 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核心科學顧問 何傳坤 國立科學博物館研究員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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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僱人力與投注時數

本案製作單位在籌畫拍攝《熱帶冰河‧台灣》之製作時程長達
16 個月，總計聘雇了 30 人次執行拍攝，總投入工作時間為 3,748
天，共計投注 17,456 個小時的時間。

本案製作單位於企劃階段之人力預估部份，核心製作團隊人力分
配皆如企畫書規畫進行，唯在後製及臨時人力調配上有人力超支的
現象，9 位工作人員為本案企畫書規劃階段未估算之人力，包括 6
位動畫師、1 位錄音混音、1 位旁白配樂、1 位臨時演員、3 位登山
青年。三九五二有限公司表示人力不足的影響，使部分工作人員身
兼數職：

1. 如果我們能多一個副導，多一個助理，導演和編劇就不用一人當兩

人用，能更專注的把事情做好。

2. 同樣的人力不足的問題，也發生在全台推廣放映會中。

3. 製作團隊從集資、製作、行銷包到尾，應列—行銷推廣專員，發揮各

部的專才，使績效更好。

建議未來製作單位，在人力估算及經費規劃時，應審慎彙整注意
每一個小細節。

表 3-4 《熱帶冰河‧台灣》受僱人次與投注時間
職務 實際執行人次 工作總時 工作天數 投注時數

科學顧問 4 16 個月 488 24

製作人 1 16 個月 488 3840

導演兼編劇 1 11 個月 335 1320

執行製作 1 16 個月 488 3840

編劇 1 16 個月 488 1920

企畫 1 16 個月 488 1920

攝影師 3 1 個月 30 240

剪接師 1 9 個月 274 540

動畫導演 1 11 個月 335 660

*動畫師
6

(未預先規畫)
7 個月 213 1680

*臨時演員
1

(未預先規畫)
5 天 5 40

司機 1 1 個月 30 240



57

登山嚮導 1 5 天 5 60

*登山青年
3

(未預先規畫)
5 天 5 60

音樂製作 1 1 個月 30 240

*錄音混音
1

(未預先規畫)
7 天 7 56

行銷專員 0 2 個月 2 480

主持人 1 35 天 35 280

*旁白配音
1

(未預先規畫)
2 天 2 16

總計 30 3,748 17,456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二、 成本

《熱帶冰河‧台灣》每集約 26 分鐘，共計 3 集，影片全長為鐘。
若以本案製作單位在籌畫拍攝《熱帶冰河‧台灣》之製作時程長達
16個月，總計聘雇了30人次執行拍攝人員，總投入工作時間為3,748
天，共計投注 17,456 個小時的時間，加以換算成品每分鐘投注人力
成本為 0.33 人次，每分鐘投注時數成本為 193.95 人/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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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經費運用檢討
本受補助單位拍攝科普教育影片《熱帶冰河‧台灣》，依據方

案第十五條規範，將製作成本支出分人事費、材料費、美工費、製
作費、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雜支等八項報支。並製作出經費
預估以及實際支用對照表。在經費預估表及實際支用經費表中，「製
作費」和「人事費」皆佔最大宗。其中，製作費實際支用 2,907,729
元，佔 44％，人事費用實際花費 1,727,534 元，佔 26％，分別佔經
費支用最大比例。

表 3-5 《熱帶冰河‧台灣》收支計算表

▼收入

國科會第一期款 1,820,000

國科會第二期款 1,365,000

國科會第三期款 3,235,620

合計 6,420,620

▼支出

項目 經費預算 百分比 實際支出 百分比 支出情形

1.人事費 1,492,000 23% 1,727,534 26% -235,534

2.材料費 209,000 3% 223,099 3% -14,099

3.美工費 380,000 6% 311,261 5% 68,739

4.製作費 2,605,000 41% 2,907,729 44% -302,729

5.交通費 484,300 8% 403,582 6% 80,718

6.住宿費 573,600 9% 143,950 2% 429,650

7.伙食費 150,000 2% 151,551 2% -1,551

8.雜支費 526,720 8% 720,548 11% -193,828

合計 6,420,620 100% 6,589,254 100% -168,634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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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費收支比較彙整

將「經費預估表」及「實際支用」依據支用比例繪製成圓餅圖，
加以比較相互差異性。請見下圖：

經費預算

23%

3%

6%

41%

8%
9%

2% 8%

人事費

材料費

美工費

製作費

交通費

住宿費

伙食費

雜支費

實際支出

26%

3%
5%

45%

6%
2%2%

11%

人事費

材料費

美工費

製作費

交通費

住宿費

伙食費

雜支費

依據「三九五二工作室」提供之經費預算與實際支出一覽表進
行彙整，並繪製圓餅圖來比較「經費預算規劃」與「實際支用」之
差異，「製作費」實際花費比預估多了 4％，溢支 302,729 元。此
外，「人事費」亦佔據了經費 26％，比原先預估的 23％，溢支 3％
之比例，「雜支費」預估為佔 8%，實際支用為 11%。故此，未來製
作單位在預估經費時，應留意「製作費」及「人力費」。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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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及「交通費」上，實際支用分別剩餘 429,650 元及，80,718
元之經費。

依照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表示，本案超支的壓力主要出
現在勘景、外景拍攝、與行政工作上面：

1.腳本在大量的勘景、拜訪老師下漸漸有了雛形，相對也花出了更多人力、差

旅費、與時間成本，大大超出當初提案所預期。

2.除了科學家部分訪談，幾乎是全外景拍攝，天候的因素、上山又下海，還有

其他突發狀況，使得實際的支出超乎原本的預算估算。往後編列預算時必須

更加審慎，必須考慮得更周詳，也要讓預算更具彈性。

3.這次整理單據的繁瑣程度，讓本來就沒有編列專責帳務人員的我們，吃足了

苦頭，花費的心力，影響製作影片進度，形成沈重的負擔。

二、 成本

依據本案獲補助預算共計6,420,620元，共製作出《熱帶冰河‧台
灣》影集，每集約26分鐘，共計3集，影片全長為79分37秒。換算每
分鐘製作之經費成本約為80,25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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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收視績效評量
收視率彙整是電視節目評價中的重要指標。然而，收視率評價不

能代表電視節目評價的全部，更需要滿意度的彙整。收視率是來自
於觀眾收視行為，所反映的是「量化的數據」；而收是滿意度則是來
自於觀眾態度，反應的是「質化的評價」。故而，在科普節目的績效
評量中，則以「收視表現彙整」及「觀眾滿意度彙整」進行績效評
量。

以下第一部份，僅先就節目播出之收視率部份，說明收視數量概
況。其次於第二部份，說明根據製作單位於全省放映會後，請觀眾
就收視情況所作之「質」的評價。最後，在第三部份，則依據前兩
節「投注人力及投入時數」、「經費成本」及「收視人次表現」，以評
析本案投注「單位成本」之彙整。

一、收視表現分析

（一） 收視指標說明

在科普傳播節目收視彙整中，將以「收視率(TVR)」、「觸達率
(reach)」、「節目影響指數(PIF)」作為主要彙整指標：

 收視率（TVR）：某一單位時間（十五分鐘）內收看某節目的
樣本百分率。

 累計收視率（cum rating）：某特定時段內之總收視人數佔
所有可收視人數（擁有電視機家庭數）之百分率。

 累積收視人次：累積收視人次為收視人次的總和。藉由累積
收視人次可看出收看各個節目之觀眾人次，可了解各節目之
影響。但此數字未將重複收視人數排除。

 目標閱聽眾（Target audience）：所針對或訴求的主要人群，
可能是某個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族群，也
可能是數個變數結合而區分，如 20-30 歲間都會地區女性。

 觸達率（reach）：媒體所涵蓋的目標閱聽眾人數或百分率。
不過該數字並不表示當中的每一個人都一定收到訊息，它只
是節目想要達到的人數，或可稱「曝受的機率」
（opportunity-for-exposure）。故觸達率＝總收視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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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率。
 總收視率（gross rating points, GRP）：欲達成的全部收

視點相加得出的數字。此數字不管對不同媒體的重複收視問
題，故收視者每個人的收視次數與接觸媒體均不相同。

 目標收視率（target rating points, TRP）：與總收視率相
同概念，只是確定以目標閱聽眾為計算收視情形之標的。

 節目影響指數（PIF：Program Impact Factor）等於總收視
人數／總播出次數，由於 95 年度媒體製作試辦方案已播出
之科普節目之播出次數與頻率，皆因各專案不同，故而為了
估算每次播出之影響人數，是以將該專案之累積收視人數除
以播出總次數，藉此換算每次播出之影響收視範圍，PIF 即
為每一次播出之績效數值。係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就收視率數字所計算得出。

（二）收視表現分析

《熱帶冰河‧台灣》於 97 年 3 月起，每週日下午五點至五點半，
於公共電視台（第 13 頻道），播出共三集的節目。播出時間分別為
3 月 16 日、3 月 23 日、3 月 30 日，共計播出 3 次。

1、收視率分析
在四歲以上之一般觀眾群中，本案平均收視率為 0.146，累積

收視人次為 97,000 人次。在本案主要目標觀眾 20～45 歲，大專以
上程度觀眾群中之平均收視率略高於一般觀眾群之收視率，0.153，
累積收視人次為 50,210 人次。較高之收視率出現於 3/23 所播出之
「冰河時期的移民潮」，收視達 0.21，收視人次達 46,600 人次。

2、觸達率分析
由於本案三集節目並安排無重播時段，故並無重複率之疑，觸

達率等於收視率。
3、節目影響指標分析(PIF)
本案播出 3 集節目之全案播出 PIF 為 97,000，平均單次（單

集）播出 PIF 為 32,333，亦即節目每播出之影響指標為 32,333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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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熱帶冰河˙台灣》收視率分析
類別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播出頻道

科學教育影片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台

灣》
公共電視台

集別/名稱
播出

次數

播出

型態

播出

日期

播出

時間

4 歲以上受眾 目標受眾

收視率 收視人次
目標

收視率

目標

收視人次

1.上山下海找證據 1 首播 2008/3/16 16:57-17:26 0.130 28400 0.150 16300

2 冰河時期的移民潮 1 首播 2008/3/23 16:58-17:28 0.210 46600 0.200 21900

3.冰河不再來 1 首播 2008/3/30 16:58-17:25 0.100 22000 0.110 12010

播出集數 累積次數
平均

收視率

累積收視

人次

平均

收視率

累積收視

人數

3 3 0.146 97,000 0.153 50,210

單次播出 PIF 32,333
累計收視率

（cum rating）
目標受眾

累計收視率

單集播出 PIF 32,333 0.438 0.459

全案播出 PIF 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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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聽眾滿意度分析

（一）問卷調查執行概況
在「閱聽眾滿意度分析」中，本案製作單位三九五二工作室有

限公司於 96 年 11 月至 97 年 1 月，於全台灣各大專院校共計舉辦了
16 場巡迴放映會，並製作了問卷調查觀眾滿意度。在 16 場放映會
中，共計回收了 764 份問卷，平均每場回收 48 份問卷。

表3-7 《熱帶冰河‧台灣》十六場巡迴放映問卷統計
序號 日期 場次 問卷份數

1 96.11.27 臺灣師範大學分部 52

2 96.11.28 臺灣師範大學分部（加場） 67

3 96.12.05 文化大學 36

4 96.12.08 台灣博物館 50

5 96.12.13 成功大學 43

6 96.12.14 中山大學 36

7 96.12.18 中央大學 39

8 96.12.20 政治大學 81

9 96.12.22 自然科學博物館 47

10 96.12.23 台南縣文化中心 20

11 96.12.25 台灣大學 50

12 96.12.26 東華大學 79

13 96.12.26 中正大學 74

14 96.12.28 花蓮教育大學 33

15 97.01.09 台北教育大學（加場） 30

16 97.01.16 海洋大學 27

總計 16 場 764份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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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巡迴放映會問卷調查統計，數據與彙整如下：

表3-8 《熱帶冰河‧台灣》問卷結果調查統計

問題 選項一 選項二 選項三 選項四 選項五
選項

六

1．請問您從哪裡

得知本次活動消

息

宣傳DM

12.2%

海報

9.3%

親朋好

友

10.3%

老師

61.8%

其它

12.3%

2．請問您的年齡

15歲以

下

1.4%

15-25歲

72.9%

26-35

歲

12.2%

36-45歲

6.2%

46歲以

上

6.7%

3．對於本片呈現

的 流 暢 度 與 節

奏，您的滿意度

為

非常滿

意22.5%

滿意

62.6%

普通

11.8%

不滿意

0.6%

非常不

滿意0%

4．對於本片科學

內容的描述，是

否清晰易懂，您

的滿意度為

非常滿

意26.6%

滿意

59.6%

普通

12.2%

不滿意

0.3%

非常不

滿意0%

5．請問您最喜歡

本片哪個部分？

（可複選）

情節安

排51.7%

畫面構

圖54.6%

主持人

17.3%

動畫

46.9%

音樂

43.1%

剪輯

28.5%

6．請問您最不喜

歡 本 片 哪 個 部

分？（可複選）

情節安

排7.5%

畫面構

圖8.2%

主持人

22.6%

動畫

9.7%

音樂

7.1%

剪輯

8.2%

7．整體而言，對

於本次活動的舉

辦，您的滿意度

為

非常滿

意22.3%

滿意

64.3%

普通

11.6%

不滿意

0.4%

非常不

滿意0%

8．未來若發行

DVD，您有購買收

藏的意願嗎？

有

48.7%

沒

40.4%

※資料提供：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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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分析

透過「三九五二工作室」提供之問卷調查數據，在16場巡迴放
映會中，共計回收764件有效問卷。其中在「活動消息來源部份」，
共計61.8％是來自於老師；「參與年齡層部分」有72.9％為15-25
歲，故可推測參與《熱帶冰河‧台灣》放映會為學生族群居多；「節
目呈現之流暢度與節奏部分」以滿意者共佔62.6％居多，非常滿意
者為26.6％；「科學內容描述是否清晰易動」部分，亦以59.6％之
滿意度為最，以非常滿意26.6％次之；觀眾最喜歡之次序為「畫面
構圖」54.6％、「情節安排」51.7％、「動畫」46.9％、「音樂」
43.1％；最不喜歡的部份則以「主持人」22.6％為最；對於本活動
之滿意度則有86.6％，接近9成之比率感到滿意；此外，願意購買影
片收集之觀眾則為五五波。

透過764份有效問卷之統計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熱帶冰河‧台
灣》基本上之觀眾滿意度高達九成，節目呈現之流暢度以及科學內
容表達之清晰度均有八成以上之滿意度，故本片在觀眾滿意度上有
不錯之表現。然而，透過本份問卷可以發現，「主持人表現」在最
不喜歡項目上比例偏高，以傳播訊息與說服理論而言，「傳播者」
常係最主要因素，故而未來在製作科普節目時，可就主持人部分，
多做考量與選擇，在角色安排上及講稿內容亦可多做設計。

然而，由於本次16場座談會，有13場皆在大專院校中舉辦，其
餘3場亦是於文化中心等藝文場所中舉行，故而在參與放映會之觀眾
群中，以15-25歲在學學生居多，得知本放映會之消息來源亦高達6
成由學校老師而來。故而，本份問卷之滿意度可視為「15-25歲學生
族群」之觀眾滿意度。較不能推估一般社會大眾，或者其目標閱聽
眾20-45歲閱聽眾之滿意度。建議未來舉辦類似放映會，可拓展其他
場域，如社區大學及社區藝文團體等，或可結合學校相關系所及社
團，更可擴大放映會之推廣訊息，藉以吸引更多觀眾參與試映會，
以便獲知更多不同年齡層及社會階層之觀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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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本案校園放映會播出後，以問卷調查方式徵詢與會觀眾對
所播出影片之評價，屬於「收視質」之資料，對於在公共頻道播出
節目和科普節目在數量上，不宜與綜藝、娛樂等商業節目比較收視
狀況，是極具價值的數據，亦對未來科普節目製作方式及拍攝手法、
內容安排有極高參考價值，故建議可進一步，針對分集測試觀眾反
應；此外，若有更詳細與深入的問項，將可供未來製播科普節目之
製作單位參酌。

三、成本

本案首次播出 3 集獲得之累計收視率（cum rating）為 0.438，
總收視人數為 97,000 人次。依據本案獲補助預算共計 6,420,620
元，共製作出《熱帶冰河‧台灣》影集，每集約 26 分鐘，共計 3 集，
影片全長為 79 分 37 秒。每元成本收視人次為 0.0151 人次。

※ 每元成本收視人次=總收視人次／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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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
行政院國科會自95年度推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便是希望藉著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透過多元傳播管道，提升科學
素養。也希望藉此帶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鼓勵優異科學及傳播人
才共同加入科普傳播，匯聚優異人才與資源，提升台灣科普傳播內
容之產量與產質。

故而，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旨在整合科學、傳播與教育，建
構科學傳播理論與技巧、培育科學傳播人才、引進先進產製知能、
強化媒介科普傳播內容，從而培養核心能力、奠定堅實基礎，營建
良好整體環境，終而促進國內科學傳播與科普傳播事業之全面發展。
並建制預期效益與績效指標(KPI) 訂定如下：

一、 投身科學傳播事業內容設計、製作、刊播等機構，其人力資源、
設施設備、產製技術之抬昇。

二、 補助科學傳播事業內容設計、製作、刊播之數量，以及領域、
類目、表現形式、基本元素彙整與統計。

三、 培育之科學傳播人才數量、質量，及其參與科學傳播相關事業
狀況。

四、 匯整之科學傳播學理、知識、技能，以及研發之內容表現技術。
五、 科學傳播知識與技術資料庫及內容資料庫之建置、內容使用。
六、 科學傳播國際合作參與案件、人數、層面，以及其所得對科學

傳播推展之重要貢獻與影響。
七、 接受獎勵人數、內容及其對科學傳播推展之直接、間接貢獻。
八、 本計畫內各項科學傳播活動之民眾暴露、觸達及其效果。
九、 各階段科學傳播活動目標民眾對科學與科技之了解與態度。

本案審查結案報告中，首先將針對本專案「對我國科普事業提
昇之影響」進行總結性報告，在輔以「作業時效」、「品管績效」、「科
學顧問參與度」、「製作人力與時數」、「經費運用」、「收視績效彙整」、
「宣傳推廣績效」、「其他產製刊播績效」等，作為本專案整體績效
之評量指標。最後在予以建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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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對我國科普事業提升之影響
本案單位對於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績效達成指標表中，主要達成

績效主要有，「培育之科普傳播人才數」、「研發之科普表現技術
數」、「各項科普活動對民眾的觸及率」。

一、研發之科普表現技術

（一）企劃內容與科學主題部份

1. 內容吸引人、淺顯易懂，受到觀眾諸多肯定。
2. 介紹「身為台灣人卻不知道的台灣故事、台灣之美」。
3. 台灣的團隊自己拍出台灣特有的環境故事，令人倍感親切。
4. 提高科學研究成果的能見度。
5. 改變了大眾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

（二）製作團隊與科學顧問之合作

1. 培養了科普影片專業製作團隊。
2. 促進傳播人與科學家間的溝通合作。

二、各項科普活動對民眾的觸及率

舉辦十六場巡迴放映會和座談會，共計有近千餘位現場觀眾觀
賞本製作影片，讓大家瞭解國科會對科普影片推廣盡的努力。

計畫類別/績效指標

一、補助科學傳播事業內容設計、製作、刊播之數量，以及領域、類目、
表現形式、基本元素分析與統計。
二、培育之科學傳播人才數量、質量，及其參與科學傳播相關事業狀況。
三、匯整之科學傳播學理、知識、技能，以及研發之內容表現術。

四、科學傳播知識與技術資料庫及內容資料庫之建置、內容及使用。
五、科學傳播國際合作參與案件、人數、層面，以及其所得對科學傳播
推展之重要貢獻與影響。
六、接受獎勵人數、內容及其對科學傳播推展之直接、間接貢獻。
七、本計畫內各項科學傳播活動之民眾暴露、觸達及其效果。
八、各階段科學傳播活動目標民眾對科學與科技之了解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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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體績效評量
本節各段落主要以「作業績效」、「成品品管績效」、「單位成本

分析」作為評析本案整體績效評量之指標。

一、作業績效

（一）審查作業時效

三九五二工作室製作之《熱帶冰河‧台灣》為媒體製作試辦
方案第95年度受補助單位第一家辦理結案事宜之團隊，其原因一為
製作集數較少；二來影片類之播映管道與播映方式，為受補助單位
自行與媒體洽談播映時段，故而較能自行掌控完成時間點；三則為
各期成品審查均順利通過，故而整體審查作業時效性掌握得宜。

表4-1 審查作業時程表
項目 合約規範時程 完成時間點 備註
簽約 95年12月15日 95年12月15日 －
企劃書審查 96年7月14日 －
一集成品 96年10月25日 －
半數成品 96年11月30日 －
完成製作並公開播放 97年12月15日 97年3月30日 簽約後24個月
辦理結案事宜 98年6月15日 97年4月24日 簽約後30個月

（二）產製工作流程檢討

由三九五二製作公司有限公司，製作本案之工作流程檢討，表示：
1. 編劇：從前製勘景和顧問預訪，編劇需要比一般片子多好幾倍的時間，

在於資訊的收集、吸收、整理，又必需擁有超強的溝通能力與理解力，

還要身兼劇組與科學顧問的橋樑。

2. 導演：為了充分理解其中的科學精神與意涵，也全程參與科學家預訪、

勘景，比一般導演付出更多。

3. 這次影片訂的主題太大、太廣，又有很多是沒人繼續研究的，所以面

臨很多做了前頭資料的收集，卻必須要放棄重來，進而嚴重影響腳本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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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品品管績效

三九五二工作室製作之《熱帶冰河‧台灣》，其製作成品在「科
學內容」之品質審查評鑑表中，均為「良好」與「合宜」之評價，
分別為 64％為合宜，36％為良好，並未出現「不良」、「極差」之現
象。

表 4-2 成品品管評鑑彙整表
指標

項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Total

科學內容 36% 64 0 0 100
表現技術 14 72 12 2 100
整體表現 47 50 3 0 100

依據「科學內容」、「表現技術」、「整體表現」三個評鑑項目之
評鑑等級，繪製成以下橫條圖，可以本案發現主要品質均為「良好」
「合宜」為主，「不良」與「極差」之比例甚少，主要出現在表現技
術方面。

0 20 40 60 80

良好

合宜

不良

極差

整體表現

表現技術

科學內容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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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體成本
本節次依據第三章獲得之資訊，包括《熱帶冰河‧台灣》受補

助總經費共計 6,420,620 元；影片全長約為 80 分鐘(79 分 37 秒)；
以及共計投注 17,456 個小時的時間。

本案播出 3 集獲得之累計收視率（cum rating）為 0.438，總
收視人數為 97,000 人次。換算出下列單位成本數值，並製表如下：

 每分鐘製作成本為80,257.8元。
 每分鐘投注時數成本為 193.95 個小時。

成品長度（90 分鐘）

總成本（6,420,620 元）成品每分鐘製作成本為
80,257.8 元

由上表可知，《熱帶冰河‧台灣》總成本為 642 萬，製作出約
80 分鐘長之影片，換算每分鐘製作成本為 80,257.8 元。

此外，以總製作分鐘數約 80 分鐘來計算，平均每分鐘投注之製作時
數為 193.95 小時。

總投注時數（17,456 小時）

成品長度（約 80 分鐘）成品每分鐘所投注之製作時數
193.9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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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總結

綜合「作業績效」、「成品品管績效」、「單位成本評量」之衡量指
標，本科學教育影片《熱帶冰河‧台灣》在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
司之品管流程下，使得各項作業順利推展，而在收視績效及單位成
本彙整上，因為播出次數過少，以至於整體單位成本投注偏高。因
此建議為了投注高額成本、人力、時數之優質科普作品提昇能見度，
乃是後續推廣科普傳播事業之重要關鍵因素。除了，受補助單位在
運用經費時，將頻道播映費用及宣傳推廣之經費運用比例提高之
外，是否能有志參與科普事業之頻道結合，提高補助方案製播節目
之能見度，乃是下一階段應考量之要點。



 

 

 

 

 

 

附件三 

製作進度報表上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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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科普傳播事業計畫現況資料庫  

- 製作進度報表上稿機制 - 

「製作進度報表」顯示各製作公司執行科普傳播內容製作之進度，各家製作

公司經由「後端程式」填寫，並且在前端頁面顯示「製作進度報告」。 

製作進度報表採「每集一份制」，所以同一份報表從開始製作到結案，中間

歷經數次報表填寫，過程中每份報表必須由程式自動存檔記錄下來，不可覆蓋刪

除，將來整個案件結案時，需調閱每一份報表，以供結案分析、統計之用途，所

以每一份報表皆為極重要的資料。 

針對延遲填報進度之製作公司，特別設計「警鈴響起機制」，製作公司若在

期限內未上網填寫報表，此機制即警告製作公司盡速填報製作進度。 

目前各家製作公司所執行之科普傳播內容形式有下列幾類，其「製作進度報

表」內容不盡相同：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以下，以「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為「製作進度報表」上稿機制製作範例，

其他類別略同，唯其製作進度報表內容需更正為該類之內容。 

P.S 下列紅字部分為備註，在製作時不需列出。 

※後端欄位 

(所有填寫過的欄位自動記錄下文字，下次不用再 key in。) 

★ 檔案編號：NSC- 

★ 傳播內容名稱： 

★ 傳播內容類別： 

▼下拉式選單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 填報週期：○每週 ○双週 ○每月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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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集數：共           集 

★ 分集名稱或序號： 

★ 本集長度：         分鐘 

★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本集進度： 

項目 工作內容 

壹、劇本設計與撰寫 □1、資料蒐集（含專家訪談、動腦會議） 

□2、主題方向訂定 

（含主要科學動、現場觀眾及收視眾之参與設計） 

□3、劇本初撰 

□4、專家審查（含初審、複審） 

□5、劇本修訂 

□6、劇本確認 

□7、動畫設計 

□8、動畫分鏡 

□9、動畫審查（含初審、複審） 

□10、動畫確認 

貳、拍攝錄製 □1、劇本分鏡 

□2、製作會議 

□3、準備作業（含佈景、道具、排練、勘景、訪問連絡等） 

□4、外景及預錄作業（含國外拍攝） 

□5、棚內錄製作業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樂 

□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8、成品測試 

□9、成品修正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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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傳帶剪輯 

□5、宣傳帶播出（首播及各次重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量 

伍、映演播出 □1、播出排擋協調 

□2、排擋待播（首播及各次重播） 

□3、播出 

□4、觀眾意見 

□5、收視率與收視質蒐集、觀眾特性分析 

□6、競賽或優勝相關後續作業 

□7、檢討會議 

陸、結案報告 □1、基本資料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前端顯示最後一個勾選的大項目，將已勾選、未勾選的都列出來) 

★ 記錄資料： 

(前端顯示報表最後一個勾選的大項目之相關記錄資料，例如最後勾選到「参、

後製編輯」，記錄資料就只顯示「参、後製編輯」的部分) 

壹、劇本設計與撰寫 

1. 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播、節目推廣等個人資料 

 

 

 

2. 主題方向，及主要科學活動、現場觀眾及收視觀眾之参與設計 

 

 

 

3. 學者專家個人資料、参與工作與工作內容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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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項審查意見與回復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6. 進度分析 

 

 

 

貳、拍攝錄製 

1. 導演／導播、主持人／群、特別來賓個人資料 

 

 

 

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料、工作與重點 

 

 

 

3. 外景作業重點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5. 進度分析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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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後製編輯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料與審查標準 

 

 

 

2. 各級審查意見與回應 

 

 

 

3. 成品測試方式及反應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5. 進度分析 

 

 

 

肆、宣傳推廣 

1. 推廣作業實施（人、事、時、地） 

 

 

2. 審查意見與回應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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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果評量資料 

 

 

 

5. 進度分析 

 

 

 

伍、映演播出 

1. 確認播出時間（首播及各次重播） 

 

 

 

2. 播出紀錄（首播及各次重播）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4. 觀眾意見與回應 

 

 

 

5.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業相關資料 

 

 

 

6. 檢討會議紀錄（含專家學者等参與人員）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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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度分析 

 

 

陸、結案報告 

1. 困難與問題 

 

 

2. 進度分析 

 

 

 

★ 其他補充說明： 

 

 

 

★ 製作公司： 

★ 公司資料：○資料公開○資料不公開  

(程式請依此設計，將資料公開在前端或不公開) 

--公司統編： 

--公司電話： 

--公司地址： 

★ 製作人： 

★ 製作人資料：○資料公開○資料不公開 

 (程式請依此設計，將資料公開在前端或不公開) 

--電話：                轉分機 

--手機： 

--E-mail： 

★ 填表人： 

★ 填表人資料：○資料公開○資料不公開 

(程式請依此設計，將資料公開在前端或不公開) 

--電話：                轉分機 

--手機： 

--E-mail： 

★ 將報表轉為 Word 檔儲存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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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每份報表供結案時統計分析： 

 製作進度報表採「每集一份制」，所以同一份報表從開始製作到結案，中間

歷經數次報表填寫，過程中每份報表必須由程式自動存檔記錄下來，不可覆蓋刪

除，將來整個案件結案時，需調閱每一份報表，以供結案分析、統計之用途，所

以每一份報表皆為極重要的資料。 

另外，在專案管理的同時，系統需自動列出各「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

覽」，提供相關人員管理，以下列出其格式，也顯示在前端： 

▼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覽  (點選 Menu 分類，到該類報表一覽表) 

>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表格依名稱及進度報表時間排序，時間後者在前) 

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覽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進度報表 

1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7.03 

(連結至該報表) 

2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7.17 

3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7.31 

4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8.14 

5 地質科學探討 月光娛樂事業 每月 96.6.6 

6 地質科學探討 月光娛樂事業 每月 96.7.6 

7 地質科學探討 月光娛樂事業 每月 96.8.6 

.. … … … … 

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覽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進度報表 

1 科技先知 非常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7.03 

2 科技先知 非常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7.10 

3 科技先知 非常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7.14 

4 科學新聞報導 TVAD 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6.6 

5 科學新聞報導 TVAD 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6.1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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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鈴系統： 

依據上述「填報週期」為間隔，系統自動記下製作公司填寫報表之時間點，

算出下次應填寫報表之時間點，於下次應填報時間之三天前發出 Mail 提醒製作

公司在時間內填寫報表，若時間已到製作公司仍未填寫報表，警鈴系統即刻響起。 

例如：星星影像傳播公司上次填寫報表時間為「96.7.17」，填報週期為「雙

週」，所以星星影像傳播公司由系統自動算出下次填寫報表時間為「96.7.31」，系

統並於三天前「96.7.28」自動發出 Mail 提醒星星影像傳播公司填寫報表，若星星

影像傳播公司仍未在「96.7.31」填寫報表，警鈴系統即刻響起。 

另外，針對延遲填寫製作進度報表之廠商，除寄發 E-mail 通知廠商，特於後

端開闢「報表警鈴系統」頁面，將延遲填寫報表之受補助廠商彙整於此，列出一

覽表，供相關人員管理： 

▼報表警鈴系統 (點選 Menu 分類，到該類報表一覽表) 

>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表格依名稱及進度報表時間排序，時間後者在前) 

報表警鈴系統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編

號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上次 

填寫時間 

本次 

應填時間 

延遲 

天數 

1 
台灣科技大

觀 

星星影像傳

播公司 
雙週 

96.7.17 

(連結至該報

表) 

96.7.31 8 

2 … …  … … … 

報表警鈴系統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編

號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上次 

填寫時間 

本次 

應填時間 

延遲 

天數 

1 
科學新聞報

導 

TVAD 電視

有限公司 
每週 96.6.6 96.6.13 4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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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頁面-製作進度報告 

★ 檔案編號：NSC-0002 

★ 傳播內容名稱：台灣科技大觀 

★ 傳播內容類別：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填報週期：双週報表 

★ 影片集數：共 3 集 

★ 分集名稱或序號：第一集、先進國家科技概況 

★ 本集長度：48 分鐘 

★ 填表日期：民國 96 年 7 月 17 日 

★ 本集進度： 

項目 工作內容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樂 

■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8、成品測試 

□9、成品修正 

★ 記錄資料： 

参、後製編輯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料與審查標準 

…略(如後端輸入資料) 

2. 各級審查意見與回應 

…略(如後端輸入資料) 

★ 其他補充說明： 

…略(如後端輸入資料) 

★ 製作公司：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 公司資料：(選了公開)  

--公司統編：1234567 

--公司電話：2968-8974 

--公司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727 號 

★ 製作人：張星星 

★ 製作人資料：(選了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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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968-8974 轉分機 1234 

--手機：0988-123-123 

--E-mail：star@abc.com 

★ 填表人：陳小月 

★ 填表人資料：(選了公開) 

--電話：2968-8974 轉分機 1235 

--手機：0966-898-898 

--E-mail：moonr@a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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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報表管理系統」。 

1.目的 

「報表管理系統」係針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科普

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媒體產製進度管理及科普

知識累積所設置，由受補助單位定期上網填寫製作進度，利用線上填

寫報表，將系統管理客製化，以期提高填報製作進度之便利性。 

「報表管理系統」共有四大單元，分別為「製作公司資料」、「科

普專案內容」、「製作進度報表」、「報表警鈴系統」，其內容皆為計畫

執行的基本資料來源，其重要性不容小覷，參與本計畫之受補助單位

應定期且詳實填寫，並且特別注意到內容的更新，不僅能為台灣科學

傳播留下珍貴的資料，對於各期審查作業也能預先準備資料及送審時

程規劃，以提高時效。 

「報表管理系統」的設置目的，除了利於計畫執行效率，也為台

灣科普傳播事業產製過程累積資料，未來計畫研究人員依製作進度報

表提煉出知識後，將運用在科普節目製作相關研討與報告上，以共同

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盡一點心力。 

2.網址 

http://www.scicomtw.org/kwan/login.asp  

3.登入帳號及密碼 

 由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發給受補助單位一組報表管理系統的「帳

號/密碼」，用以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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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表管理系統」需要填甚麼內容？ 

1.報表管理系統選單 

▼專案資料維護系統 ▼進度報表維護系統 

製作公司資料 製作進度報表 

科普專案內容 報表警鈴系統 

2.專案資料維護系統 

「專案資料維護系統」，其功能在於將受補助單位的「公司基本

資料」、「專案基本資料」建檔 。 

 

-專案資料維護系統畫面- 

其子單元「製作公司資料」主要填寫內容包括公司名稱、負責人、

電話、地址、E-mail、公司經歷、得獎記錄、科普經驗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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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公司資料子單元畫面- 

 

另一子單元「科普專案內容」主要填寫內容包括專案名稱、目標

觀眾、科學主題範疇、預期目標、企畫內容摘要、播放刊登計畫、進

度規畫-企畫送審進度規畫(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進度規畫-

製作期間進度規畫、宣傳計畫。 

 

-科普專案內容子單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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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度報表維護系統 

「進度報表維護系統」，有「製作進度報表」和「報表警鈴系統」

兩個子單元，其功能分述如下。 

「製作進度報表」單元中填寫報表，又分成兩個部分： 

一、「報表記錄進度」將製作進度列出六大項目及其細項，填表

人員僅需依照項目將已完成進度「勾選」即可 

二、「報表記錄資料」亦列出六大項目及其細項，但填表人員需

以「文字」方式寫下以分享其節目製作過程中的經驗或問題與困難。 

                                                  

  
-報表記錄進度畫面- -報表記錄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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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警鈴系統」依據「填報週期」為間隔，系統自動記下受補

助單位填寫報表之時間點，算出下次應填寫報表之時間點，若時間已

到，受補助單位仍未填寫報表，將由統籌與協調中心統管理人員發出

E-mail通知受補助單位盡速填寫報表。例如：星星影像傳播公司上

次填寫報表時間為「96.7.17」，填報週期為「雙週」，所以星星影像

傳播公司由系統自動算出下次填寫報表時間為「96.7.31」，若星星影

像傳公司仍未在「96.7.31」填寫報表，將會收到通知盡速填寫報表

之 E-mail。 

另外，針對延遲填寫製作進度報表之受補助單位，若延遲情況嚴

重，將發出公函以正式方式通知。 

      
-報表警鈴系統畫面- 

報表警鈴系統一覽表示範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編

號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上次 

填寫時間 

本次 

應填時間 

延遲 

天數 

1 
台灣科技大

觀 

星星影像傳

播公司 
雙週 

96.7.17 

(連結至該

報表) 

96.7.31 8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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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始操作「報表管理系統」 

1.如何填寫「製作公司資料」？ 

Step1↘點選主選單中的「製作公司資料」選項， 

 

Step2↘點選您的公司名稱，以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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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進入「製作公司資料維護系統」之後，注意到有打*的欄位為

必輸入欄位，開始一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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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資料填寫完畢後，按下「確定更新」， 

 

Step5↘「更新完成」訊息將會出現在同一頁面上方，恭喜您已經將

公司資料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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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若要回到選單，將頁面捲軸拉到最下方，點選「回上一頁」 

 

Step7↘承上一步驟，將會回到製作公司維護系統一覽表，在此頁再

次點選「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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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就會回到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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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填寫「科普專案內容」？ 

Step1↘點選主選單中的「科普專案內容」選項， 

 

Step2↘點選「新建科普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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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填入資料欄位， 

 

Step4↘每個資料欄位都填寫完畢後，按「確定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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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按「確定新增」後，頁面會自動跳到一覽表，顯示「新增完

成!!」訊息，恭喜您已經將專案內容新增完成！ 

 

Step6↘若要回到選單，點選「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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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就會回到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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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填寫「製作進度報表」？ 

※每一份製作進度報表有兩部分，分別是「記錄進度」和「記錄資料」，

「記錄進度」以為表單勾選的方式填報；「記錄資料」，則以文字輸入

的方式記錄下製作過程中的經驗、資料…等。 

 

Step1↘點選主選單中的「製作進度報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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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點選「新建製作進度報表」，將開闢一個專案的製作進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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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開闢製作進度報表前，需填寫專案之基本資料欄位， 

 

Step4↘專案之基本資料欄位填寫完畢後，按「確定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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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按「確定新增」後，頁面會自動跳到一覽表，顯示「新增完

成!!」訊息，恭喜您已經將專案內容新增完成！ 

 

Step6↘開闢一個專案後，點選「編輯分集資料」，開始填寫製作進度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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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點選「新建分集資料」，將開啟報表頁面， 

 

Step8↘進入報表的分集資料頁面後，首先建立這一集的基本資料，

包括：分集名稱、本集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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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並且開始勾選已製作完成的項目， 

 

Step10↘進度勾選完畢後，在頁面下方填入「填表人資料」，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報表管理系統操作手冊】 
97/5/23 修訂版 

 

22 
 

Step11↘報表分集資料都填寫完畢後，按下「確定新增」， 

 

Step12↘按「確定新增」後，頁面會自動跳到一覽表，顯示「新增完

成!!」訊息，恭喜您已經將製作進度-「記錄進度」新增完成！接著

請繼續填寫「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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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3↘一覽表上「記錄進度」是報表進度勾選的部分；「記錄資料」

則是報表文字輸入的部分， 

 
Step14↘點選「記錄資料」下的「記錄」，以進入文字編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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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5↘首先，選擇紀錄資料的項目，選好後務必按下「確定選擇」， 

 

Step16↘接著輸入文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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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7↘文字輸入完畢後，按「確定更新」， 

 
Step18↘按「確定更新」後，頁面會自動跳到一覽表，顯示「新增完

成!!」訊息，恭喜您已經將製作進度-「記錄資料」新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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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9↘您可以點選「續建各集報表」，繼續填寫本集下一日期報表，

 
Step20↘跳到開闢下一日期報表頁面，(特別注意到，同一集一天只

開闢一個報表)，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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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1↘頁面會跳到一覽表，點選「記錄」開始編輯製作進度報表；

或是點選「回上一頁」 

 

Step22↘回到「製作進度報表維護系統」，若要回到選單，再次點選

「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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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3↘就會回到選單。 

 



 

 

 

 

 

 

附件五 

HOT科學-科學影音競賽活動企劃書 
 



1 

 

 

 

 

 

 

 

「HOT科學」 

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企劃書 

 

 

 

 

 

 

 

 

 

 
主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承辦單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2 

 

「HOT科學」 

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規劃 

 

壹、前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推動之「台灣科普傳播

事業催生計畫」為一長程且全面性科學傳播計畫，由科學傳播內容補

助、科學傳播知識管理和科學傳播教育人才培育等多方面著手，以期促

進台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 

    活動為延續科學教育人才培育之概念，希望以活動競賽方式鼓勵科

學背景學生參與科普傳播工作，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將自己所學之科學

知識傳達給一般大眾，建立起科學與傳播領域的合作，並培育未來的科

普傳播人才。 

 

貳、活動宗旨： 

ㄧ、為培養全民科學知識，鼓勵科學學生參與及推廣科學教育之工     

作，舉辦「科學影音短片競賽」。 

二、 鼓勵科學學生藉由本比賽，以深入淺出之報導方式，向一般觀眾

介紹國內科學研究現況及相關科學新知識。 

三、 培養科學學生傳播相關知識技能，成為未來具有科技整合能力之

科普傳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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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活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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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流程說明圖 

                  【活動流程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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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內容 

   一、主辦單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二、承辦單位：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三、媒體宣傳: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新聞網。 

  

   四、參加對象： 

 

1. 全台大專院校理、工、醫、農相關科系（第二、三、四類組）

大學生與碩博士日間部在學生，皆可報名。（不含在職專班、

進修推廣部） 

 

2. 本活動僅限組隊報名，每隊成員五人為限。團隊成員可含至

多一名非理、工、醫、農相關科系學生。 

 

 

3. 96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需提供在學證明正本乙份，

方可報名參加 

    

   五、作品主題： 

1.本科普短片成品之目標觀眾為一般社會大眾，參賽者需運用

視覺語言傳達出具創意或新穎概念且具科學正確性的影音

短片。  

2.參賽作品長度以 3至 5分鐘為限，以實景拍攝或動畫製作的

方式呈現。 

3.為促進國內科學研究訊息傳播，鼓勵參賽者利用下列三類題

材作為內容: 

（1） 報導參賽者所參與或就讀院校師生正進行之科學相關研

究計畫。      

（2）報導近年國科會所補助推廣的科學相關專題研究案之成

果或者發展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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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考下列分類，根據自身的主修專長，擇一主題： 

A.物理 B.地球與環境科學 C.生命科學、生物科技 D.

動、植物 E.海洋科技  F.奈米科技 G.資訊(數位內

容)、通訊 H.機器人 I.航太、太空科技 J.醫藥衛生 K.

替代能源 L.其他科學相關主題 

  

 六、比賽辦法: 

1. 線上報名：一律由參賽者於活動網站登記報名。 

2. 網路報名經確認後，本中心將寄發「報名完成確認通知」    

並函知各參賽組。 

3. 參賽作品需於 2008年 8月 20日前寄回以下項目: 

(1)填寫詳細報名資訊:含組員資料、團隊分工方式。 

(2)填寫作品介紹: 作品簡介、報導動機、科學原理           

說明等，一千字內。 

(3) 參賽者及其組員皆需出示在學學生證明(在學證明書或   

學生證影本)，違者或資格不符者，取消比賽資格。 

(4)參賽者應簽妥「著作授權」規定之授權同意書 

(5)參賽者需將畫質較清晰之作品 DVD光碟片一式兩份張，連同

紙本報名表，採掛號或快遞方式，於收件截止日期 2008年 8

月 20日下午五點前寄至主辦單位（以郵戳為憑）。並自行上網

確認是否送件成功。 

        ‧DVD格式： 

(1) 未壓縮之 AVI.檔 720*480 

(2) WMV:700 Kbps以下  320*240 

‧ 請郵寄至 

 11699木柵郵局第 1243號郵政信箱  收 

        註明參加「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收 

        4.參賽作品經主辦單位確認收件後，於活動網站上公布其作品

與報名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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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1. 參賽者僅限參加單一團隊，不得跨隊報名。每隊參賽隊伍以

繳交一部作品為限，參賽作品請勿一稿多投。 

2. 參賽團隊以五人為限，並隊長為代表人填寫報名、聯絡資料，

載明隊員姓名、校系，以利得獎相關作業。 

3. 參加者頇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

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將被取消參加或得

獎資格。 

4. 寄件作品概不退回，請自行保留備份與底稿。 

5. 入圍名單請至活動官方網站查詢，未入選者恕不另行通知。 

6. 內容不得涉及廣告化，或為特定廠商、人物宣傳。 

7. 參賽作品內容若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

俗者，或違反參賽資格者，主辦單位有權利取消參賽者資格

與追回獎項，並由參賽者自付法律責任 

8. 參賽作品需確定為自己創作，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 

且有具體事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若有得獎，將追回獎金

及獎品。 

9. 曾在國內外發表過之作品，請勿重覆參加，若經檢舉，則以

取消資格論。 

10. 參賽作品若遭人檢舉有涉及侵犯著作權，如冒偽、抄襲、拷

貝或經抗議、檢舉侵犯著作財產權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一律取消資格，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一切法律責任。如已領

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追回。參賽作品如涉及其著作權發生

糾紛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不負連帶責任。 

11. 參賽作品之音樂及音效請自創或使用本系合法採購之版權

軟體。由於本競賽屬非營利教育性質，符合著作權法第六十

五條「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但為尊

重著作權，請參賽者使用非原創音樂時，於參賽同意書下方

註明使用之音樂詞、曲作者、編曲者、演唱人、歌名及唱片

發行公司。 

12. 參賽者保有其智慧財產權及不可更動之著作人格權，但授權

主辦單位行使宣導加以重製，並於任何形式之媒體或以其他

非商業營利益提下合法使用進行宣傳推廣，並擁有無償之永

久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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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加隊伍及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  

「從缺」或「增加名額」辦理，獎金視實際情況作彈性調配，

以不超越原獎金總額為限。 

14. 參賽隊伍及作品應依比賽規則參予公開展示與頒獎，未參與

展示與頒獎之隊伍視同放棄獲獎資格。  

15. 參賽者即視同同意及願意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如有未  

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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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評選方式 

2008年 8月 20日收件截止後，即開始參賽作品之評選，評審流程分

為初選以及決選兩階段： 

一、初選： 

【初選評審方式】 

(1) 主辦單位將邀請科學家、傳播學者共計七位，組成科學影音  

短片競賽初選評審委員團。 

(2) 預定於 2008年 9月 1日-9月 12日，進行初選。 

(3) 初選將以郵寄光碟之方式，將參賽作品彙整光碟郵寄給初審

評審團。由初審評審委員進行評鑑，並將分數填寫於評分表。

主辦單位將依統計分數之高低順序，並視稿件數量做倍率篩

選，通過初選者得以晉級決選。 
(4) 本中心將將於 2008年 9月 15日，公佈入圍名單於活動網站。 

 

二、決選: 

主辦單位將邀請科學家、傳播學者與專家共計九位評審召開決選會

議。科學評審委員人數將多於傳播委員，並視入圍作品之科學範疇

增加聘請相關主題專長之科學評審委員。 

  【決選會議】時間地點: 2008年 9月 25日，政治大學新聞館 (暫訂） 

  【決選評審方式】（暫訂） 

(1)九位評審委員將一同觀看所有入圍影片。評審需就各入圍影

片給予評語與分數。 

(2) 放映過後即進入決選會議，評審針對入圍作品進行討論。 

(3) 全體評審委員投票，選取出前三名得獎者及佳作五名 

(4)得獎名單於決選會議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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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選標準包括以下各項: 

A. 企劃主題 

B. 科學內容正確性 

C. 影片表現技巧 

D. 創意表現 

    初選及決審之詳細評分標準，將各階段評審委員討論訂定。  

四、決選公布: 

時間：2008年 9月 30日(暫定)於活動網站公佈得獎名單，並於一

周內通知得獎人，並於一週內通知得獎人（以報名時填寫之 email、

聯絡電話為準，請確保資料的正確性）。預計於十月中旬舉辦頒獎

典禮。 

五、獎勵辦法 

       獎項及獎金分配方式如下：(暫定)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二十萬元整       （一名）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十萬元整         （一名）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         （一名） 

       佳  作：獎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五名） 

以上得獎者另可獲得獎狀或獎座。 

1. 主辦單位不涉入得獎團隊獎金分配處理事宜。  

2. 活動獎金如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得獎者應自行負擔 15%個人

所得稅。 

3. 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加隊伍及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  「從

缺」或「增加名額」辦理，獎金視實際情況作彈性調配，以不超

越原獎金總額為限。 

4. 參賽隊伍及作品應依比賽規則參予公開展示與頒獎，未參與展示

與頒獎之隊伍視同放棄獲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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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宣傳活動 

本宣傳活動與聯合新聞網合作，成立活動官方網站，將各階段比賽花

絮，比賽相關報導等刊登於該網站上。活動海報、DM等印刷品，郵寄

至各科學相關系所。 

一、帄面宣傳: 

   1、 聯合報 

    (1) 聯合報方面同意刊登本活動之新聞稿與活動快訊。 

(2) 預計於五月中旬，配合活動網站的設置，於聯合報上同步

刊登比賽消息與活動辦法。 

(3) 聯合報公佈比賽得獎名單。 

(4) 頒獎典禮的報導。 

（5）專訪 

   2、文宣品 

(1)宣傳海報與宣傳手冊:  

預計印製海報 200張、宣傳手冊 2000份。 

(2)向台北市政府捷運局申請海報張貼於捷運站公佈欄。 

(3)郵寄海報及宣傳手冊至全國各大專院校科學相關系所。 

3、正式發函 

       請國科會發函各大專院校科學相關學系，請各學系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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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宣傳 

1、架設活動網站 

      (1)預計 2008年 5月初架設完成。活動辦法與相關訊息陸續公佈於

網站。 

      (2)活動進行期間(2008年 6-9月)，定期更新資訊。 

2、透過聯合新聞網--校園博覽會 

     (1)本案的活動新聞與相關報導將同步刊登於校園博覽會。 

     (2)設計活動 Banner：連結至本活動網站。  

3、公告於國科會官方網站 

      於最新消息欄位公佈活動資訊。 

4、張貼活動訊息於 BBS 

      全台最具指標性的 BBS網站三個:張貼活動訊息於看板。 

5、刊登活動訊息於免費提供活動訊息張貼之網站 

      各縣市政府網站皆有免費張貼活動訊息之功能。 

        

三、校園佈告 

   1、準備活動訊息資訊，主動聯絡各大學校園報紙協助刊登。不固定

提供公關新聞稿以增加宣傳機會。 

   2、主動提供活動資料，懇請科學相關學校、學院、系所公佈於其網

站首頁或以「最新消息」之方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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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活動經費預算表 

 

 

 

 

項目 規格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備註  

獎金暨獎品 第一名 200,000 1 組 200,000    

第二名 100,000 1 組 100,000    

第三名 50,000 1 組 50,000    

佳作 10,000  5 組 50,000    

評審費用 初評審查費 250元*7位 200 支 350,000 7位初評委員  

決選審查費 500元*9位 50 支 225,000 9位決選委員  

諮詢費用 1,000  10 次 10,000    

決選會議 場地 0  1 場 0    

車馬費 2,000  15 位 30,000    

點心費 50  100 份 5,000    

誤餐費 80*2次 100 份 16,000 午晚餐 2次  

頒獎儀式 場地 0 1 次 0    

器材租賃 10,000  1 次 10,000    

誤餐費 80*2次 100 份 16,000 午晚餐 2次  

車馬費 2,000  15 位 30,000    

行政庶務 影印費 50,000  1 份 50,000    

交通費 10,000  1 份 10,000    

文具耗材 30,000  1 份 30,000    

雜項開支 20,000  1 份 20,000    

郵資 10,000  1 份 10,000    

宣傳 文宣品製作 500  200 份 100,000    

宣傳臨時工讀金 150元*40小

時 

8人*4個

月 

人次 192,000   
 

總計         1,5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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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活動期程規劃 

（暫訂）活動開始:5月初、 收件:2008/7/1-2008/8/20、收件截止:8/20 

   初評:9/1-9/12、初選公布:9/15 

   決選:9/25 日、結果公佈:9/30、頒獎典禮:10 月中 

  

 

 

 

內容 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週次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企劃籌備                             

網站架設                             

報名 活動公佈                             

收件                             

初選 作品上傳                             

作品整理                             

評審初選                             

初選公佈                             

決選 作品整理                             

決選會議                             

決選公佈                             

頒獎                             

後續新聞報導                             



 

 

 

 

 

 

附件六 

科學影音助理工作坊企劃書 
 



 

科學研究影音紀錄工作坊 

 
 

 

 

 

 

 

  

 

 

 

 

 

 

 

提案人：關尚仁 教授  

聯絡人：張昕瑜 專任助理 (02)2939-3097 #6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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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發展台灣科學研究，除了需挹注龐大的研究經費並演攬海外優

秀人才之外，更需要廣大的民意支持。為了培養民眾的科學素養和

科學精神，以及提高民眾對科學活動的參與和支持，首要應讓民眾

知道今日台灣科學研究的面貌，以及在全球科技發展潮流中的定

位，從而重視並支持科技研發；並鼓勵年輕學子對台灣科學發展有

所期待，提昇其未來投入的意願。因此，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決定從科學研究單位逐一做起，由攝影鏡頭捕捉台灣科學

研究的樣貌。在實驗與研究的工作現場，讓具有科普傳播概念及影

像紀錄能力的研究助理扮演觀察記錄者的角色；所留下的影音紀

錄，將可見證台灣科學發展的寶貴歷程，也能作為研究單位的公關

宣傳、研究人員成果發表或教學使用。 

 

    為了培養具有科普傳播概念及科學影像紀錄能力的人才，本會

規劃將於民國 97 年詴辦期，尋覓國內科學研究單位做為合作對象，

訓練合作機構中有興趣或意願配合研究進行科學影音紀錄的研究助

理或學生，教授其傳播概念、攝錄影技巧和剪輯能力。本會亦將協

助合作機構取得先進實用的攝錄器材，讓接受培訓人員在所屬研究

單位內進行長期的科學影音紀錄，並定期接受本會提供的相關訓

練。剪輯編製完成的影片，將可在本會舉辦的科普傳播年會、或相

關網站中公開發表。 

 

     另外，本會也同時期望藉此工作坊協助科學家瞭解傳播媒體對

推廣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除了將科學家尋求真知的精神，透過媒

體的力量，散播於全民，以提昇國民素質，也將間接促進科技的跨

領域(multidisciplinary)及產學交流的機會。 

 

貳、目的 

       本工作坊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中，「科學傳播人才

培育」之一環，具體目標分列如下： 

  1.教授研究助理科普傳播概念與紀錄科學研究過程之重要性。 

   2.透過實際操作，訓練研究助理成為研究現場之觀察紀錄者。 

   3.訓練研究助理人員基本的影音攝錄概念與技巧，以及影音編輯工具

的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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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工作坊架構 

 

 一、架構說明：  

    「科學研究影音紀錄工作坊」分為初級班及進階班兩個階段，兩階

段課程中，提供參與學員相關攝影器材並要求其於所參與之科學研究

計畫中，擔任影音紀錄之角色。 

     本企畫案以初級班為主要規劃內容，請見企畫書第「肆」至「陸」

章，包含「工作坊規劃」、「時程規劃」、「活動經費」；進階班規劃請見

第捌章「後續規劃」。 

 

 二、籌辦單位： 

本計畫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辦，「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

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簡稱統協中心）承辦，並於詴辦期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研

發中心」或其他本會位於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附近之國家級研究機構參

與合作。 

 

肆、工作坊規劃 

 一、參加對象及人數： 

  1.受邀機構內，目前參與科學相關研究計畫之專任及兼任助理（含在

學之博士班研究生及有興趣之碩士班學生）。為維護教學及實機操

作的品質，本工作坊參加人數為 10 人至 20  人。選訓人數達 10

人以上，即展開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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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擬邀請 97 年度學術卓越計畫之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微奈米中心張憲

彰教授、化工系陳志勇教授、物理系黃榮俊教授以及微電子所李清

庭教授支援本工作坊的實施，並選派其研究助理參加本次工作坊訓

練課程。 

 

二、報名作業： 

 工作坊報名作業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將於「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

畫資訊交流平台」（http://www/scicomtw.org）建置工作坊網頁，報

名表可於網站上下載，並以電子郵件（psec.tw@gmail.com）方式進

行報名。 

 限於器材數量，本次工作坊培訓課程提供 20個名額；當報名人數超

過 20人時，則以報名順序決定。 

 

三、舉辦地點（暫列）： 

   依培訓人員交通便利之大專院校租借空間，場地頇包含影音播放及

投影設備，以利課程影像教學之進行。 

 

四、舉辦時間（暫列）： 

   97年 8月 16日（六）至 8月 17日（日），共兩天。每日由上午 9

點 30分至下午 4點 30分止 

 

五、工作坊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項目 授課教師 

第 

一 

天 

 

09：00-10：30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影音紀錄在科普傳播上的應用 

關尚仁老師 

侯志欽老師 

（政大廣電系教授）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器材及操作教學 

教師及統籌中心專

任助理 

12：15-13：15 午餐 

13：15-14：15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一） 

李建成老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講師/紀錄片導



5 

 

演) 

14：45-15：00 休息 

15：00-16：30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二） 

李建成老師 

第 

二 

天 

 

09：00-10：30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拍攝練習 

教師及統籌中心專

任助理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存檔與編輯練習 

教師及統籌中心專

任助理 

12：15-13：15 午餐 

13：15-15：15 【一步一腳印】 

-成品驗收：綜合檢討與提示 

關尚仁老師 

侯志欽老師 

李建成老師 

 

 六、器材規格與使用 

 1.攝影機 SANYO HD-1000 

  （1）特點： 

 攝影機機身輕巧、好握。 

 操作介面簡單，並和攝錄影兩項功能。 

 目前市面上解析度最高之攝影機。 

（2）規格： 

感應器 

尺寸/ 感應器畫素 1/2.5 吋/   400 萬畫素 

輸出畫素/有效畫素 356 萬畫素 

I S O 感 度 AUTO/50/100200/400/800/1600/3200  

鏡頭 

鏡 頭 構 成 8組 11片鏡頭 (含三片五面非球面鏡) 內含 ND  

焦距長度  38 mm ~ 380 mm(相當於在 35mm相機) 

光 圈 F1.8-2.5 

變 焦 100 x ( 10 x 光學 / 10 x數位 ) 

對焦方式 (9)九點、(S)快速、(F)臉孔、(M)手動 

最近對焦距離 1 CM 

快門範圍 4 sec 到  1/2000 sec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473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167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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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拍攝模式 P / A / S / M 

閃光燈 AUTO、 OFF、 ON、防紅眼、慢速同步閃光  

檢視裝置 

LCD 液晶螢幕 2.7吋 a-Si display, 230,000 pixels  

視訊輸出   NTSC/PAN  

檔案內容 

解析度 2288×1712、2496×1408、1600×1200、640×480 Pixels  

檔案格式 JPEG (Exif 2.1)  

動畫解析度(最高) 1920x1080 60fps Pixels 

動畫檔案格式 MPEG4 (ISO標準)  

聲 音 紀 錄 動畫含聲音(48kHz 立體聲)  

儲存媒體/記憶體 SD / SDHC記憶卡  

其他 

自 拍(計時器) 10s / 遙控  

電源 使用專用可充電鋰電池  

特殊功能 可錄音.支援遙控器.LCD可旋轉.支援中文介面.支援

HDMI 

傳輸介面 USB2.0  

2.影像檔案處理軟體 

 以 HD-1000隨機配備之影像檔案處理軟體進行教學，包含： 

 Ulead Movie Factory 5SE 

 Nero Showtime 

 Xacti Screen Capture 

 

3.器材使用說明 

 本次工作坊將提供 Sanyo HD-1000作為培訓學員實作課程之用。 

 為進行影像編輯實作課程，將請參加課程之培訓人員攜帶筆記型電

腦，並由承辦單位提供上述合法編輯軟體。 

 訓練課程結束後，上述數位攝影機將保留給合作機構，並由派員受

訓的實驗室享有優先使用權，該實驗室主持人應督導結訓的研究助

理人員能持續使用該數位攝影機執行該實驗室之科學研究紀錄至少

六個月，並於工作坊進階課程中展現成品。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441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473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512
http://www.fuji.com.tw/shownews.asp?RecordNo=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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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講師介紹（暫列）： 

授課講師 現職/學經歷 

關尚仁老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與整合實驗中心主任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主持人 

〃專長：廣播與電視原理與製作電子媒介經營、管理與實

務廣播電視節目策略與行銷、廣電節目作業研究

廣電系統規劃廣電專業經營與管理、媒介經營管

理媒介組織經管管理 

〃學歷：美國東德卅卅立大學教育傳播博士 

侯志欽老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講師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協同主持人 

〃專長：教育電視、電視製作、傳播科技、音響學、數位

學習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教學設計與科技碩士 

李建成老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專業紀錄片導演 

〃作品：《我希望-員山戲夢少年》、《戲曲達人》、 

《走..該往哪裡走》、《初醒》、《後山之心》等多

項作品。 

〃獲獎紀錄：新聞局金穗獎最佳紀錄片類優等獎、台北電

影節國際學生金獅獎入圍觀摩項目、日本

“TVF 2003 Award” and “Video 

Communication Prize”等多項獎項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 
 

八、課程介紹（暫列）：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課程內容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影音紀錄在科普傳播上的

應用 

 

 課程目標：科普傳播概念建立、了解

影音紀錄在科學節目製作之重要性。 

 課程內容：科學傳播目概念介紹、影

音紀錄在科普節目中的運用、科學傳

播節目觀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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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器材及操作教學 

 課程目標：學習攝影器材 SANYO 

HD-1000使用及操作。 

 課程內容：使用 Sanyo HD-1000攝影

及錄影功能檔案輸出及編輯、相關軟

體使用其他相關配備使用。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一） 

 課程目標：學習攝影基本概念、影像

紀錄操作。 

 課程內容：李建成老師紀錄片拍攝之

經驗分享，讓培訓人員學習如何以攝

影像方式紀錄科學歷程，並教授相關

攝錄影技巧與概念。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二） 

 課程目標：學習錄影基本概念、影像

紀錄操作。 

 課程內容：李建成老師紀錄片拍攝之

經驗分享，讓培訓人員學習如何以攝

錄影方式紀錄科學歷程、如何進行訪

問以及編輯。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拍攝練習 

 課程目標：實際操作中學習影音紀錄

技巧。 

 課程內容：提供三種科學研究紀錄中

可能遭遇的情境腳本，由培訓人員分

組進行拍攝練習。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存檔與編輯練習 

 課程目標：實際操作中學習影音紀錄

及檔案處理。 

 課程內容：提供三種情境腳本，由培

訓人員分組實際進行拍攝後，練習檔

案處理與編輯。 

【一步一腳印】 

-成品驗收-綜合檢討與提示 

 課程目標：藉由討論拍攝成品之方

式，了解拍攝技巧。 

 課程內容：由三位老師帶領討論各組

成品，進而互相觀摩與檢討。 

 

九、天候備案 

考量工作坊舉辦期間可能造成影響之天候因素，規劃下列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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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颱風停課標準及處理措施： 

 依當天工作坊上課所在地縣市政府是否上課為準，若當地宣佈停

止上課，則工作坊停開並順延。 

 先以e-mail 通知工作坊停開事宜，並於確定舉辦時間後，再以

電話通知相關事宜。 

2. 雨天處理措施： 

 如工作坊舉辦期間因雨影響實作拍攝情況，則實作拍攝課程移至

室內進行。 

 另規劃室內情境拍攝腳本作為備案。 

 

十、科學影音紀錄成品（暫列） 

本工作坊於課程結束後，將要求培訓人員於本身所參與的研究計劃

當中，進行六個月的科學影音紀錄，並為了讓培訓人員熟悉各項影音紀

錄操作，因此特別要求培訓人員於參加進階班前所應完成的各項成品，

並同時做為進階班課程成品觀摩之用，內容包含： 

1. 影音紀錄精華片段：由培訓人員在所拍攝的內容當中，經編輯後完成

5分鐘精華片段，並以 DVD格式繳交。 

2. 拍攝紀錄：除影片之外，並要求培訓人員完成上述 5分鐘影片的拍

攝紀錄，包含場記表和拍攝遭遇的問題紀錄 

。 

※上述成品格式及內容將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及視課程內容再做調整。詳

細內容將詳細說明於工作坊手冊中，並於工作坊課程期間，向培訓人員

再次說明。 
 

伍、時程規劃：  

時間 工作項目 日期 

規

劃 

四月  工作坊規劃 

 企劃案規劃 

 

五月  合作單位確認與聯繫 

 場地確認 

 課程內容規劃 

 講師邀請 

 

籌

備 

六月  講師確認 

 工作坊網頁建置、上線 

 6/13（五）網頁上線 

 6/16（一）報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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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開始 

 課程講義邀稿 

 器材操作手冊編寫 

 實作拍攝腳本編寫 

 6/20（五）課程講義邀稿

（授課老師） 

 6/23（一）操作手冊及實

作情境腳本編寫（統協中

心助理） 

七月  課程講義、器材操作手

冊及實作拍攝腳本第一

次校正 

 報名截止 

 報名名單彙整 

 場地與器材再次確認 

 7/16（三）報名截止 

 7/18（五）操作手冊及實

作情境腳本完成，進行一

校 

 7/22（二）課程講義完成，

進行第一次校正 

八月  課程講義、器材操作手

冊及實作拍攝腳本第二

次校正 

 講義付印 

 講師及統協中心助理之

交通、食宿安排 

 8/1（五）課程講義、器材

操作手冊及實作拍攝腳本

第二次校正完成 

 8/4（一）講義付印裝訂 

 8/15（五）講師及統協中

心助理前往舉辦場地 

 8/16（六）、8/17（日）工

作坊 

結

案 

九月  工作坊結案 

 核銷 

 進階班規劃 

 

 

陸、活動經費 

 一、科學研究影音紀錄工作坊經費預算表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工

作

坊 

場地費 2 天 10,000 20,000 （暫列）視場地

調整 

講師費 24 小時 1,500 36,000 3位教師合計 

教師講義編撰費 3 份 1,500 4,500  

講義製作 30 份 80 2,400 包含課程講

義、器材操作手

冊等 

食 培訓人員午餐 20位*2 天 8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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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交

通 

講師膳雜費 3位*2 天 550 3,300  

講師住宿費 3位*2 天 1,600 9,600  

統協中心助理膳 

雜費 

2位*2 天 500 2,000  

統協中心助理住

宿費 

2位*2 天 1,400 5,600  

高鐵交通費 

（台北-台南） 

5位*2 趟 1,350 13,500 以高鐵週末票

價計算 

交通費（計程車） 4 趟 200 800  

行

政 

郵資 1 式 2,000 2,000  

文件影印 1 式 1,000 1,000  

     總計 103,900 元 

 
二、器材費用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器

材

費 

DV攝影機 

（Sanyo HD-1000） 

20 台 24,000 480,000 單台含配備總

價 33,670 元 

廣角鏡 

（Sanyo VCP-L07W） 

20 台 3,700 74,000 

指向性麥克風

（Sony ECM-MSD1） 

20 台 3,600 72,000 

腳架（SL-3128） 20 台 1,250 25,000 

4G SDHC Class6 

記憶卡 

20 台 600 12,000 

延長線/線盤 20 台 500 10,000 

麥克風轉接頭 20 台 20 400 

     總計 673,400 元 

 

柒、後續進階班規劃 

本次工作坊訓練課程為初級班階段，預計於六個月後再次辦理進階班課

程，內容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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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參加對象： 

1. 曾參與初級班課程之研究助理，可取得優先參加進階班之資

格。 

2. 未曾參與初級班，但對於科學影音紀錄有興趣之研究助理亦鼓

勵參加。 

 

 二、進階班課程規劃： 

       1.進階班課程以研討會形式為進行，目的在於提供參與學員彼此

交流與觀摩作品的機會，因此欲參與進階班研究助理需將發表

六個月內所紀錄之作品。 

       2.為鼓勵更多研究助理參與科學研究影音紀錄的行列，未參加初

級班，亦歡迎參加進階班。但為達到交流的目的，參與者需攜

帶影音紀錄作品作為討論之用。 

3.舉辦時間：98年 2月（暫列） 

4.舉辦地點：依培訓人員交通便利之大專院校（暫列） 

5.進階班課程流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第一天 09:00-10:30 作品檢討（一）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作品檢討（二） 

12:15-13:15 午餐 

13:15-14:15 作品檢討（三） 

14:45-15:00 休息 

15:00-16: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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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科學研究影音紀錄工作坊簡章及報名表（暫列） 

科學研究影音紀錄工作坊 簡章 

 

一、 目的 

   本工作坊之目的為培育科學影音記錄人才，具體目標陳述如下： 

1. 教導研究助理科普傳播概念與科學歷程紀錄之重要性。 

2. 透過實地操作，訓練研究助理成為研究現場之觀察記錄者。 

3. 培養研究助理基本節目攝影概念與技巧及影像工具使用與操作。 

 

二、 主辦單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 

科普傳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四、 參加對象 

目前參與科學相關研究計畫之專任或兼任助理（含在學之博士班研究生及有興

趣之碩士班研究生）。為維護教學品質及實作參與，本工作坊參加人數為 20 人。

當報名人數超過 20 人時，依報名順序決定。 

 

五、 工作坊課程 

1. 時間：97 年 8 月 16 日（六）至 8 月 17 日（日），共兩天。 

2. 地點：(學員交通便利之大專院校) 

3. 工作坊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項目 授課教師 

第 

一 

天 

 

09：00-10：30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影音記錄在科普傳播上的應用 

關尚仁老師 

侯志欽老師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器材及操作教學 

教師及專任助理分組

教學 

12：15-13：15 午餐  

13：15-14：15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李建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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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攝錄影演練（一） 

14：45-15：00 休息  

15：00-16：30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基本攝錄影演練（二） 

李建成老師 

第 

二 

天 

 

09：00-10：30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拍攝練習 

教師及專任助理分組

教學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存檔與編輯練習 

教師及專任助理分組

教學 

12：15-13：15 午餐  

13：15-15：15 【一步一腳印】 

-成品驗收：綜合檢討與提示 

關尚仁老師 

侯志欽老師 

李建成老師 

 

六、 使用器材 

1. 本次工作坊將選用目前最輕巧、最高解析度的高畫質數位攝影機 (Sanyo 

HD-1000)，以及其檔案格式相容之編輯軟體作為教學軟硬體器材，使學員在課

程中學習並熟悉其操作方式。 

2. 學員須攜帶個人電腦並由承辦單位將提供合法之編輯軟體。 

 

七、 報名方式 

請於台灣科普傳播資訊交流平台（www.scicomtw.org）下載報名表，並以 Email

方式（Psec.tw@gmail.com）寄回報名表。 

 

八、 聯絡方式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電話：（02）2939-3091 轉 63433 或 63437 張小姐/陳小姐 

E-mail：Psec.tw@gmail.com 

 

 

 

mailto:Psec.tw@gmail.com
mailto:Psec.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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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影音紀錄工作坊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碩 / 博士班             年級 

所參與研究計

劃名稱 

 

計畫主持人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若報名人數超過 20 名時，承辦單位有保留您參加資格的權利，敬請見諒。 

2. 請確實填寫各項資料，課程相關注意事項將以 Email 及電話連絡。 

3. 本報名表請以 Email（Psec.tw@gmail.com）方式寄回。 

4. 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聯絡：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統籌中心） 

電話： (02)2939-3091 #63433 /63437 張小姐/陳小姐 

E-mail：Psec.tw@gmail.com 

      報名編號:______（主辦單位填寫） 



 

 

 

 

 

 

附件七 

科普獎企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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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勵科普事業媒體製作科普獎實施要點(一修) 

 

 

 

一、計畫目的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為擴大科普知識的傳播、

促進國內科學普及（簡稱科普）之媒體事業發展，以達到大眾科學教育

之目的，鼓勵製作電視與廣播科普節目（影片）、報紙及電子報科普報

導，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單位 

（一） 凡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成立﹐並經政府許可設立之廣

播、電視、報紙、網際網路內容提供等事業﹐且經營項目包

括電視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報紙出版、電子報出版之

業者，領有合法設立之證明文件（檢附公司登記、商業登記

證明、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許可證、新聞紙或雜誌發行許可影

印本）。 

 

（二） 公私立大專院校 

 

（三） 法人研究機構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基金會。 

 

三、 評審工作由本會遴聘學者、專業人士組成科普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評審委員會）負責。 

 

四、 評選原則： 

（一） 內容正確 

（二） 傳佈科學知識 

（三） 內容豐富且有啟發性 

（四） 具有可看性、可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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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項目 

（一）影像節目獎類 

1. 科普電視節目獎： 

常態性節目 

一周播出(至少)一次；不含廣告之內容長度 20分鐘以上（含片

頭），並播出至少 13集。 

 

非常態性節目 

在 96年 1月至 97年 6月底前，於無線或有線頻道撥出。 

2. 科普電視影片獎： 

長片類：播出之內容長度 20分鐘以上者（含片頭）。 

短片類：播出之內容長度 20分鐘以下者（含片頭）。 

動畫類：3D動畫組、卡通組 

 

3. 科普廣播節目獎： 

節目類：15分鐘以上（含片頭）；至少播出 13次不同內容。 

單元類： 2分鐘以上（含片頭）；至少播出 13次不同單元內容。 

 

（二）出版類：（報紙、雜誌、電子報） 

1. 科普時事報導獎：平面雜誌類、報紙類、電子報類 

2. 科普深度報導獎：平面雜誌類、報紙類、電子報類 

  

（三）個人獎  

 電視類： 

1. 最佳導演獎 

2. 最佳企畫編劇獎 

3. 最美術效果設計獎 

4. 最佳節目主持人獎 

廣播類： 

1. 最佳節目主持人 

2. 最佳節目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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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別獎： 

1. 評審團特別獎 

2. 科學顧問特別獎（1-5名） 

 

五、 獎勵名額及方式： 

（一） 評選後先公布入圍名單每一類上限為 5名，頒與獎牌一面；

獎金若干。 

（二） 每一獎項選出特優獎 1名，另頒給獎座乙座；獎金若干。個

人獎如為集體創作者，按列名人數，各頒給獎座。 

（三） 特別獎得主各頒給獎座乙座、獎金若干。 

（四）特優獎得獎者可參與由主辦單位安排出國參訪、考察，進行

人才、節目製作技術方面的交流；並由行政院國科會補助部分出國

考察之費用，另作為本活動之獎勵方式；得獎者也可自行提出出國

參訪計畫，經主辦單位核可後，最高予以補助金額若干。個人獎如

為多人創作者，自行選定一人為獲補助對象。 

六、報名須知： 

（一）報名日期、報名地址及報名書表由行政院國科會另行公告。 

（二）報名資格： 

1. 參賽各獎項之個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提出所服務單位之在職

證明，或為依「就業服務法」及其相關法令聘僱之外國人士，並

領有證明文件者。 

2. 個人獎如為一人以上之共同創作，須一併列名，不得擇一或由

部份代表報名。 

3. 同一節目，分別為節目供應事業及節目播出事業報名時，由報

名者自行協調以一方名義報名。協調不成者，不受理報名。 

    （三）參賽作品規定： 

1、各項參賽作品須於民國 96年 1月至民國 97年 6月完成播出、

發表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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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名稱、主持人及固定播出時段之節目只能報名一項節目獎

項。以同一作品參賽個人獎及節目獎者，其參賽項目應屬同一。 

（四）報名件數：每一參賽單位，參與每一獎項以兩件為限。無線

廣播事業設有分臺者，得另以分臺名義參賽，每一獎項以一件為限。 

（五）報名檢附資料： 

 申請人應提具下列文件，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1. 節目獎： 

（1）報名表一式 2份。 

（2）完整參賽作品一套，應以全新 CD/DVD錄製。 

（3）參賽作品得刪除廣告內容。  

 

2. 個人獎： 

  （1）報名表一式 2份。 

  （2）參賽作品一式 10份，應以全新 CD/DVD錄製。                                         

  （3）參賽作品得刪除廣告內容。 

  （4）報名表及相關事蹟一式 4份，參賽者照片一張 

3. 特別獎：報名表及相關事蹟一式 4份，參賽者照片一張。 

（六）其他應注意事項：每份報名表限報名參賽一項獎項資料，並

須加蓋報名者及其負責人印信後始為有效。 

七、對入圍節目或個人之資格有疑義時，應於入圍名單公布後十日內，

檢具相關書面資料向國科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八、入圍及獲獎之作品，如有侵害他人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

令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國科會應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追繳其已

領得之獎座及獎金。 

九、得獎者應將得獎作品製作拷貝一份存國科會，並授權國科會作非營

利性之利用（不含重製發行、公開傳輸等）。同時，得獎者應將得獎作

品剪輯成 3-5分鐘低解析度之 wmv影音串流檔，連同文字資料，一併上

傳本會之知識資料庫 http://www.i-hurricane.com/pec07/，供該平臺

非營利性公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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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解釋之。 

 

 



 

 

 

 

 

 

附件八 

科學傳播資訊交流平台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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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平台規畫 

960801 版許聖珈製作 

科學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平台

催生台灣科普事業計畫現況資料庫 科學傳播知識管理資料庫 科普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

全網內容由
Metadata後設資料建立

各級計畫進程

科學新聞報導─
電子報

科學新聞報導─
報紙

科學新聞報導─
電視

科學教育影片

補助科學傳播內容

科普基礎研究

科普年度研討會

科學新聞報導─
電子報

創新創意
實驗節目

科學新聞報導─
廣播

本國重大研究
影音記錄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

國際合作交流

科學傳播獎勵機制

科學傳播績效評量

補助科普傳播內容
製作進度報表

科學傳播原理
(統籌與協調中心彙整)

科學傳播知識

科普內容產製技術
研究報告

回饋機制
(討論區、上傳下載)

國際交流研習成果報告

切割影音素材成為模組

(由後設資料Metadata
    建立標準類目)

首頁

計畫宗旨

相關連結

目前上映節目
(影片)

目前上映刊播時間

最新消息

推廣資訊

網站地圖與說明

聯絡我們

 

一、 首頁 

 計畫宗旨 

 最新消息 

 目前上映刊播時間 

 目前上映節目(影片) 

 推廣資訊 

 相關聯結 

 聯絡我們 

 網站地圖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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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催生台灣科普事業計畫現況資料庫 

說明：收集各項計畫推展資訊，供傳播專業人員及有興趣之一般社會大眾使用。 

 各級計畫進程 

定期公佈各級計畫進程、評量結果、審查建議、閱聽狀況、計畫執行之重點

作為等基礎資料，亦包括「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坊、研習班課程內容資料

與資訊，對各級計畫執行面對問題與現象之分析等，各種與本科普傳播事業催生

計畫推展直接相關之資訊。 

 評量結果 

 閱聽狀況 

 科普年度研討會 

 時程規畫 

 線上報名 

 檔案下載 

 現場實錄 

 科普基礎研究 

 科普媒體對大眾科學素養影響調查 

 科普媒體技術研發 

 科普市場研究 

 補助科學傳播內容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後端欄位設定 

※選單 

         下拉式選單▼ 

 

1.類別                              

     下拉式選單▼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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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稱                            

 

3.目標觀眾 

 

4.型態  

5.預期目標(擇一說明) 

○電視收視率 ○報紙閱讀人數 ○電子報點閱數○廣播收聽率 

 

 

 

 

 

6.企劃內容 

 

 

 

 

 

     (表格可做成 iframe 方便更新) 

類別 企劃內容要求 

1.科學教育

影片 

1.自選一主題說明腳本大綱、影音風格及創

意，影片之教育意義及用途 

2.影片長度及分集大綱，各主題總集數及每集時

間請自行規劃，不含廣告 

2.科學新聞

報導 

2.1 電視 

2.2 報紙 

2.3 電子報 

2.4 廣播 

1.請自行規劃呈現型態、風格及特色，短片設計

應顧及觀眾之興趣及需求。 

2.每則報導應有明確主題及科學原理介紹。 

3.內容不得涉及廣告化，或為廠商、特定人物宣

傳。 

4.內容應發揮媒體特性妥善設計，並符合著作權

法相關規定。 

3.電視科學

節目 

1.針對科學知識、方法、精神等規劃主題內容。 

2. 請自行規劃本節目的主要科學內涵、節目之

型態、畫面風格及特色、及全年各集的題目及大綱。 

3.請規劃如何長期吸引觀眾，並能促使觀眾持續

收看/參與的策略及機制。 

 

 

 

請詳述內容： 

請詳述內容：(起依照下表所列企劃內容要求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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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播放/刊登計畫 

 

 

 

(表格做成 iframe 方便更新) 

類別 需求項目 

1.科學教

育影片 

1.請敘明播映、銷售及推廣規劃。 

2.請附播映頻道及時段之相關資料。 

2.科學新聞報導 

2.1 電視 1.請敘明首播及重播之電視頻道、時段、每週

播出時間、預計開始播映日期。 

2.請附頻道及時段之相關資料。 

2.2 報紙 1. 請敘明報紙版面及位置、版面大小、每週刊

登時間、預計開始刊登日期。 

2.請附報紙刊等版面之相關資料。 

2.3 電子報 1.請敘明專欄網頁版面位置、每週出現時間、

預計開始刊出日期。 

2.請附頻道及時段之相關資料。 

2.4 廣播 1.請敘明首播及重播之廣播頻道、時段、每週

播出時間、預計開始播出日期。 

2.請附頻道及時段之相關資料。 

3.電視科

學節目 

1.請敘明節目首播及重播之電視頻道、時段、每

週播出時間、預計開始播映日期等播放計畫。 

2.請附頻道及時段之相關資料。 

8.進度規劃 

(以甘特圖方式建立，每次更新資料需記錄下來。)           (項目/月份)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9.公司簡介 

(1)基本資料 

公司負責人： 

 

請詳述內容：(依下表所列各類科普媒體之需求項目，規劃播放/刊登

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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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電話：      區碼        - — 

 

(2)相關節目之經驗及歷年得獎之紀錄 

 

 

 

 

(3)科學及科普之經驗。 

 

 

 

 

(4)其他 

 

 

 

 

 

10.宣傳計畫 

 

 

 

 

11.閱聽人數(內容項目欄位再設計) 

12. 定期調查分新(擇一說明) 

    ○收視率 ○讀報人數 ○點閱人數 ○收聽率 

(內容項目欄位再設計) 

13.績效報告(內容、統計欄位) 

 

 科普傳播內容製作進度報表(後端管理、警鈴系統) 

「製作進度報表」顯示各製作公司執行科普傳播內容製作之進度，各家製作

公司經由「後端程式」填寫，並且在前端頁面顯示「製作進度報告」。 

製作進度報表採「每集一份制」，所以同一份報表從開始製作到結案，中間

歷經數次報表填寫，過程中每份報表必須由程式自動存檔記錄下來，不可覆蓋刪

除，將來整個案件結案時，需調閱每一份報表，以供結案分析、統計之用途，所

以每一份報表皆為極重要的資料。 

 

  

 

 

 

宣傳、推廣及銷售、收集與回應觀眾意見之計畫 (包含架設網

站，定期回應觀眾討論區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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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延遲填報進度之製作公司，特別設計「警鈴響起機制」，製作公司若在

期限內未上網填寫報表，此機制即警告製作公司盡速填報製作進度。 

目前各家製作公司所執行之科普傳播內容形式有下列幾類，其「製作進度報

表」內容不盡相同：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以下，以「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為「製作進度報表」上稿機制製作範例，

其他類別略同，唯其製作進度報表內容需更正為該類之內容。 

P.S 下列紅字部分為備註，在製作時不需列出。 

※後端欄位 

(所有填寫過的欄位自動記錄下文字，下次不用再 key in。) 

★ 檔案編號：NSC- 

★ 傳播內容名稱： 

★ 傳播內容類別： 

▼下拉式選單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 填報週期：○每週 ○双週 ○每月 報表 

★ 影片集數：共           集 

★ 分集名稱或序號： 

★ 本集長度：         分鐘 

★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本集進度： 

項目 工作內容 

壹、劇本設計與撰寫 □1、資料蒐集（含專家訪談、動腦會議） 

□2、主題方向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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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主要科學動、現場觀眾及收視眾之参與設計） 

□3、劇本初撰 

□4、專家審查（含初審、複審） 

□5、劇本修訂 

□6、劇本確認 

□7、動畫設計 

□8、動畫分鏡 

□9、動畫審查（含初審、複審） 

□10、動畫確認 

貳、拍攝錄製 □1、劇本分鏡 

□2、製作會議 

□3、準備作業（含佈景、道具、排練、勘景、訪問連絡等） 

□4、外景及預錄作業（含國外拍攝） 

□5、棚內錄製作業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樂 

□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8、成品測詴 

□9、成品修正 

肆、宣傳推廣 □1、宣傳推廣設計 

□2、宣傳推廣審查 

□3、宣傳推廣定案 

□4、宣傳帶剪輯 

□5、宣傳帶播出（首播及各次重播） 

□6、推廣作業實施 

□7、實施效果評量 

伍、映演播出 □1、播出排擋協調 

□2、排擋待播（首播及各次重播） 

□3、播出 

□4、觀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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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視率與收視質蒐集、觀眾特性分析 

□6、競賽或優勝相關後續作業 

□7、檢討會議 

陸、結案報告 □1、基本資料彙編 

□2、繳交 

□3、審查 

□4、補件與修正 

□5、結案 

(前端顯示最後一個勾選的大項目，將已勾選、未勾選的都列出來) 

★ 記錄資料： 

(前端顯示報表最後一個勾選的大項目之相關記錄資料，例如最後勾選到「参、

後製編輯」，記錄資料就只顯示「参、後製編輯」的部分) 

壹、劇本設計與撰寫 

1. 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播、節目推廣等個人資料 

 

 

 

2. 主題方向，及主要科學活動、現場觀眾及收視觀眾之参與設計 

 

 

 

 

 

3. 學者專家個人資料、参與工作與工作內容 

 

 

 

4. 各項審查意見與回復 

 

 

 

5.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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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度分析 

 

 

 

貳、拍攝錄製 

1. 導演／導播、主持人／群、特別來賓個人資料 

 

 

 

2. 参與學者專家個人資料、工作與重點 

 

 

 

3. 外景作業重點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5. 進度分析 

 

 

参、後製編輯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料與審查標準 

 

 

 

2. 各級審查意見與回應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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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品測詴方式及反應 

 

 

 

4.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5. 進度分析 

 

 

肆、宣傳推廣 

1. 推廣作業實施（人、事、時、地） 

 

 

2. 審查意見與回應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4. 效果評量資料 

 

 

 

5. 進度分析 

 

 

 

伍、映演播出 

1. 確認播出時間（首播及各次重播）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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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播出紀錄（首播及各次重播） 

 

 

 

3. 困難與問題（含解決方案） 

 

 

 

4. 觀眾意見與回應 

 

 

 

5. 競賽或優勝後續作業相關資料 

 

 

 

6. 檢討會議紀錄（含專家學者等参與人員） 

 

 

 

7. 進度分析 

 

 

陸、結案報告 

1. 困難與問題 

 

 

2. 進度分析 

 

 

 

★ 其他補充說明：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 (文字欄位，不限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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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公司： 

★ 公司資料：○資料公開○資料不公開  

(程式請依此設計，將資料公開在前端或不公開) 

--公司統編： 

--公司電話： 

--公司地址： 

★ 製作人： 

★ 製作人資料：○資料公開○資料不公開 

 (程式請依此設計，將資料公開在前端或不公開) 

--電話：                轉分機 

--手機： 

--E-mail： 

★ 填表人： 

★ 填表人資料：○資料公開○資料不公開 

(程式請依此設計，將資料公開在前端或不公開) 

--電話：                轉分機 

--手機： 

--E-mail： 

★ 將報表轉為 Word 檔儲存 

★ 記錄每份報表供結案時統計分析： 

 製作進度報表採「每集一份制」，所以同一份報表從開始製作到結案，中間

歷經數次報表填寫，過程中每份報表必須由程式自動存檔記錄下來，不可覆蓋刪

除，將來整個案件結案時，需調閱每一份報表，以供結案分析、統計之用途，所

以每一份報表皆為極重要的資料。 

另外，在專案管理的同時，系統需自動列出各「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

覽」，提供相關人員管理，以下列出其格式，也顯示在前端： 

▼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覽  (點選 Menu 分類，到該類報表一覽表) 

>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表格依名稱及進度報表時間排序，時間後者在前) 

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覽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進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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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7.03 

(連結至該報表) 

2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7.17 

3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7.31 

4 台灣科技大觀 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雙週 96.8.14 

5 地質科學探討 月光娛樂事業 每月 96.6.6 

6 地質科學探討 月光娛樂事業 每月 96.7.6 

7 地質科學探討 月光娛樂事業 每月 96.8.6 

.. … … … … 

受補助廠商製作進度報表一覽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進度報表 

1 科技先知 非常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7.03 

2 科技先知 非常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7.10 

3 科技先知 非常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7.14 

4 科學新聞報導 TVAD 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6.6 

5 科學新聞報導 TVAD 電視有限公司 每週 96.6.13 

.. … … … … 

★ 警鈴系統： 

依據上述「填報週期」為間隔，系統自動記下製作公司填寫報表之時間點，

算出下次應填寫報表之時間點，於下次應填報時間之三天前發出 Mail 提醒製作

公司在時間內填寫報表，若時間已到製作公司仍未填寫報表，警鈴系統即刻響起。 

例如：星星影像傳播公司上次填寫報表時間為「96.7.17」，填報週期為「雙

週」，所以星星影像傳播公司由系統自動算出下次填寫報表時間為「96.7.31」，系

統並於三天前「96.7.28」自動發出 Mail 提醒星星影像傳播公司填寫報表，若星星

影像傳播公司仍未在「96.7.31」填寫報表，警鈴系統即刻響起。 

另外，針對延遲填寫製作進度報表之廠商，除寄發 E-mail 通知廠商，特於後

端開闢「報表警鈴系統」頁面，將延遲填寫報表之受補助廠商彙整於此，列出一

覽表，供相關人員管理： 

▼報表警鈴系統 (點選 Menu 分類，到該類報表一覽表) 

>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 第 2.2 類-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 第 2.3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子報 

> 第 2.4 類-科學新聞報導─廣播 

> 第 3  類-電視科學節目 

> 第 4  類-創新創意實驗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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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依名稱及進度報表時間排序，時間後者在前) 

報表警鈴系統 

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編

號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上次 

填寫時間 

本次 

應填時間 

延遲 

天數 

1 
台灣科技大

觀 

星星影像傳

播公司 
雙週 

96.7.17 

(連結至該報

表) 

96.7.31 8 

2 … …  … … … 

報表警鈴系統 

第 2.1 類：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編

號 
名稱 公司 填報週期 

上次 

填寫時間 

本次 

應填時間 

延遲 

天數 

1 
科學新聞報

導 

TVAD 電視

有限公司 
每週 96.6.6 96.6.13 4 

2 … …  … … … 

※前端頁面-製作進度報告 

★ 檔案編號：NSC-0002 

★ 傳播內容名稱：台灣科技大觀 

★ 傳播內容類別：第 1 類-科學教育影片 

★ 填報週期：双週報表 

★ 影片集數：共 3 集 

★ 分集名稱或序號：第一集、先進國家科技概況 

★ 本集長度：48 分鐘 

★ 填表日期：民國 96 年 7 月 17 日 

★ 本集進度： 

項目 工作內容 

参、後製編輯 ■1、檢視記點 

□2、剪輯作業 

■3、動畫製作 

□4、字幕製作 

□5、配音配樂 

■6、畫面補拍 

□7、成品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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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品測詴 

□9、成品修正 

★ 記錄資料： 

参、後製編輯 

1. 各級審查人員個人資料與審查標準 

…略(如後端輸入資料) 

2. 各級審查意見與回應 

…略(如後端輸入資料) 

★ 其他補充說明： 

…略(如後端輸入資料) 

★ 製作公司：星星影像傳播公司 

★ 公司資料：(選了公開)  

--公司統編：1234567 

--公司電話：2968-8974 

--公司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727 號 

★ 製作人：張星星 

★ 製作人資料：(選了公開) 

--電話：2968-8974 轉分機 1234 

--手機：0988-123-123 

--E-mail：star@abc.com 

★ 填表人：陳小月 

★ 填表人資料：(選了公開) 

--電話：2968-8974 轉分機 1235 

--手機：0966-898-898 

--E-mail：moonr@abc.com 

 本國重大研究影音記錄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 

 科學研究影音記錄人才工作坊 

 初級班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進階班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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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理工科) 

 初級班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中級班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高級班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科學新聞報導人才培訓班(傳播科)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科學傳播數位內容創意研發(企編人才培育)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高階企、製、編、導人才工作坊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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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海外研習 

 國際合作交流 

 科普影視及多媒體節目製播合作計畫 

 國際合作方案 

 與國外資源合作授課 

 高階企、製、編、導人才工作坊 

 課程規劃 

 報名表下載 

 課後討論區 

 資料上傳下載 

 人才回饋(課後調查、統計) 

 先進內容產製之事與技術引進計畫 

 海外研習 

 國際交流研討會 

 產製知識育技術引進 

 文件 

 參加日誌 

 影音記錄 

 深度訪談 

 科學傳播獎勵機制(計畫概要) 

 辦理全國推動科普有功人員選拔及獎勵 

 資訊公告 

 結果公告 

 於金鼎獎、金鐘獎中增設科普類 

 擬於現有卓越新聞獎中增設「科學新聞專題報導獎」 

 擬增設部落格科學知識獎 

 擬於金鐘獎中增設科普相關獎項 

 設置全國性「科普獎」 

 參加資訊 

 檔案下載 

 得獎結果 

 得獎作品 

 科學傳播績效評量 

 計畫概要 

 人才培育之質量分析 

 國際合作交流之質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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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管理資料庫與平台之質量分析 

 內容發展之質量分析 

 獎勵制度之質量分析 

 新的科普事業產生家數(含轉換者) 

 定期調查民眾對科學之瞭解與關切度 

 科學傳播之媒體 

 市場與受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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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傳播知識管理資料庫 

※本單元功能在於系統化儲存、分類各項科學傳播原理、科普內容產製技術…

等，所累積知知識在於建構科普傳播事業之產製模式，分析產製成功關鍵知能，

儲存以供科學教育、科學傳播、科普事業之研究人員及從業人員進用。 

 科學傳播原理(統籌與協調中心) 

 科普內容產製技術研究報告 

 科學傳播知識 

 國際交流研習成果報告 

 回饋機制(討論區、檔案上傳下載) 

四、 科普傳播容素材資料庫 

說明：定期儲存「補助內容產製刊播」下各種影音內容素材，藉由資訊交流平台

快速流通，並切割影音素材成為模組，使一般大眾容易進用；專業人士用以擷取、

切割、交換，產製新的節目內容，成為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基礎。 

 由後設資料(Metadata)建立標準類目 

五、 後設資料庫 

 全網站內容由後端建置，需求初估整理如下。 

內容分類 用途說明 檔案類型 

選單產生 
選單目錄-主選單-次選單-子選

單-內容分類 
 

多媒體 
用在大標題、須特別推廣的地

方，以 flash banner 方式呈現。 

.swf 

.gif 

文字欄位 

用在科普節目摘要、科普論文

知識分享，工作坊簡章，各項

公告，最新消息…。 

 

圖片 
圖片 banner、劇照、文章內容

插入說明圖片等等用途。 

.jpeg 

.bump 

.gif 

檔案上傳下載 
用在工作坊簡章、科普論文

之、影音之分享行為。 

word 檔 

pdf 檔 

ppt 檔 

表單 

用在普傳播內容製作進度報表

填寫、新增科學傳播內容…，

運用表單方式，將資料欄位設

定出來。 

 

影音資料 

影音分享，上傳下載，並建立

資料庫機制方便影音模組化，

提供教育用途。 

.mov 

.wmv 

.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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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留言區 創造互動性高的網站  

記錄資料 

每次更新資料時，舊的資料及

填寫時間必須記錄存在資料

庫。 

 

甘特圖 進度規劃用途。  

 

 會員機制 

 使用權限： 

人員類別 後端使用範圍 

Admin 管理人員使用權限。 

專案管理員 
1. 所有上稿機制皆可使用。 

2. 查閱記錄資料、報表警鈴系統。 

受補助製作公司人員 
1. 補助科學傳播內容上稿。 

2. 科普傳播內容製作進度報表。 

一般會員 

 

1. 不能使用後台。 

2. 建立會員機制，定期收到電子報或通知。 

 



 

 

 

 

 

 

附件九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企劃書 
 



知識資料庫企劃書 

一、 前言 

    依循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主軸計畫五：「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

分項計畫 5-2「建置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所訂定之宗旨，建立「科學傳播知識

資料庫」（以下簡稱：知識資料庫）。希望藉此資料庫之建立，未來能提供科學教

育、科學傳播、科普事業之研究人員及從業人員近用，以利相關人員推廣科學普

及知識，並自我補充科學傳播之背景知識。 

二、 知識資料庫之宗旨及目標對象 

    知識資料庫宗旨在於系統化儲存、分類科學傳播原理、知識，以及科普內容

產製技術、表現技巧等有關科學傳播知識，建構科普傳播事業之產製模式，分析

找出產製成功關鍵知能，儲存以供科學教育、科學傳播、科普事業之研究人員及

從業人員近用。除此之外，也希望能提高相關產業人員之興趣，推動更多人員參

與科學傳播領域。 

    本資料庫之目標對象，將著重於科學教育、科學傳播、科普事業之研究人員

及從業人員，因此知識資料庫之架構及內容，除了提供基本背景知識之外，網頁

內容將為「訴求對象」取向，依對象之不同，略為調整內容。如依對象不同，更

改變子目錄之名稱，以提高相關人員之興趣，並能使其有效益地搜尋資料。 

三、 知識資料庫之架構 

知識資料庫由四大項目組成：相關網站、相關文獻、年度研討會及部落格/

論壇，其架構圖如附圖一。 

 

 

 

 

 

 

 

 

 

 

 

 

 

 



 

 

 

 

 

 

 

 

 

 

 

 

 

 

 

 

 

 

 

 

 

 

 

 

 

 

 

 

 

附圖一：知識資料庫之架構圖，箭號代表可再增加的部分。 

四、 知識資料庫之執行方式 

    目前首要目標是豐富知識資料庫內容，將由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

與協調計畫之主持人及中心同仁共同努力，依據第三項知識資料庫之架構，分類

逐步蒐集資料、撰寫心得報告及整理文獻摘要等各種方式實行之。執行方式如下： 

1. 架構中「相關網頁」類：由兩位兼任助理楊麗玲、蔡雅怡進行「相關網頁」

類之各網站中文簡介撰寫，以提高網頁瀏覽者之興趣，並方便其閱讀及搜

尋資料。 

知 

識 

資 

料 

庫 

相關 

網站 

相關 

文獻 

年度 

研討會 

部落格 

/論壇 

組織 

/ 

機構 

媒體 

概念 

過程

與 

效果 

評量 

管理

產製 

其他 

2006 2007 

 

2008 

 

讀書會資料 其他整理資料 

國際 歐洲 北美 澳洲 亞洲 

電視 廣播 雜誌 
 電視  

線上 期刊 

科普

歷史 

科普

議題 

科學傳播

議題 

傳播

理論 

科普寫作 跨領域溝通 風險傳播 

效果 

節目品質管理 節目製作 知識管理 

模組化節目製作 Meta-data 



2. 架構之「相關文獻」類： 

    由於「相關文獻」之「概念」類中的「傳播理論」為本計畫目前最豐

富之資源，因此由此部分先行著手，除由中心同仁搜集、讀書會閱讀討論

之文獻外，計畫主持人莫季雍教授亦提供有關科學傳播之傳播理論，一併

放至於此類別。讀書會也將先由傳播理論此主題進行，第五大項將會說明

讀書會之執行方式。 

    另外，也將中心同仁於讀書會已討論、整理過之文獻，所得之心得報

告及文獻摘要等相關結果，依分類分別放置於「相關文獻」下各子目錄中，

以豐富其內容。  

3. 年度研討會：將年度研討會相關資料，建置於知識資料庫，依年度(2006、

2007、2008…)分類。其內容包括年度研討會之報告內容、摘要、討論及

心得分享。 

4. 部落格論壇：開闢部落格/論壇，讓大眾進行知識交流。依對象分別設立

不同的論壇，如「製作人區」、「科學人區」等等。為補充論壇內容，將中

心內部出產之報告、討論心得等放置於論壇中，作為基本內容，如讀書會

討論之心得報告。 

5. 讀書會：為提升中心同仁對於科學傳播之背景知識，並且豐富知識資料庫

之內容，成立讀書會每週進行討論。將討論之成果，放置於知識資料庫，

也讓同仁有系統且有效地汲取相關知識。其執行方式，詳見第五大項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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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IN0001-00 PCST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國際 

WSIN0002-00 SciDevNet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國際 

WSIN0003-00 ISWA (International Science Writers Association)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國際 

WSIN0004-00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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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U0002-00 ASCoR (Amsterdam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 

WSEU0003-00 European Commission-EURAB, European Research Advisory Board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 

WSEU0004-00 European Commission-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re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 

WSEU0005-00 ESERA (European Union of Science Journalists' Associations)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 

WSEU0006-00 Observa (Science in society monitor)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 

WSEU0007-00 Science and Society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 

WSEU0008-00 Association of British Science Writers (UK)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09-00 The BA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10-00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11-00 POST (UK 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12-00 Ri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13-00 Royal Society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14-00 Science Media Centre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EU0015-00 SIRC (Social Issues Research Centre)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歐洲-英

國 

WSNA0001-00 AAA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s)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北美 

WSNA0002-00 Café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北美 

WSNA0003-00 COPUS: Coalition o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北美 

WSNA0004-00 EMS (Environmental media services)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北美 

WSNA0005-00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es (US)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北美 

WSNA0006-00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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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WSAS0005-00 科景 
相關網站-組織/機構-亞洲-臺

灣 

WMIN0001-00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JCOM) 相關網站-媒體-國際 

WMIN0002-00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science journals, jobs, and information 相關網站-媒體-國際 

WMIN0003-00 New Scientist online 相關網站-媒體-國際 

WMIN0004-00 Planet's Voice 相關網站-媒體-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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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IN0006-00 Science NetLinks: Resources for Teaching Science 相關網站-媒體-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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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NA0003-00 Nature | PBS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NA0004-00 NOVA | ScienceNOW | PBS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NA0005-00 NOVA: Science in the News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NA0006-00 Science Daily magazine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NA0007-00 ScienceNet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NA0008-00 Scientific American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NA0009-00 The Scientist 相關網站-媒體-美國 

WMAS0001-00 OurSci.org 相關網站-媒體-亞洲 

WMAF0001-00 Science in Africa 相關網站-媒體-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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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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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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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sig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34), 181-193.  

中文摘要 

  

Mcinerney, C., Bird, N., & Nucci, M. (2004). The Flow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Lab to the Lay Public : The Ca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Science  

Communicaton, 26(1), 31-74. 

中文摘要 

  
Parkinson, J., & Adendorff, R. (2004). The use of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in teaching scientific literacy.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3), 379-396. 
中文摘要 

  Scanu, M. (2006).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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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Culture for Global Citizenship: final repor tScientific Culture for Global Citizenship (PCST-9,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oul, South Korea.  

May 17-2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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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infex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gramL. Vargas-Parada et al., 2006.   
  

  Publicizing science! To what purpose?B. Schiel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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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ones to co-exists: a case study from ThailandY. Tinnaluck, 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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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da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CST-6, Proceed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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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f Science Journalists)Econnect communication, 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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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truction: An Exploratory Look at News on the Internet Joan Shorenstein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2007 
  

  

Hitting the headlines A list of web sites offering resources around the communication of research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or 

lay audiences, and in particular the way the  

media transmit stories about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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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Decades of American News Preferences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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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releases and the framing of science journalismJ. Timmer, June 2007   

  Effective media communication of disasters: Pressing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W. Lowery et al., June 2007   

  The decline of newsN. Henr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007   

   5th W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 JournalistsV. Rarabici,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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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ing on science. Practical guidanceSciDevNet, Jan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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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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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newsworthy?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reporting of medical research in two British newspapersC. Barlett et al., July 

2002  
  

  Press Releases Translating Research into NewsS. Woloshin and L.M. Schwartz, June 2002    

  Press releases on trialA. Vass and C. McKenna, June 2002    

  Science & Media: the promotion of RTD culture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 de Semir, M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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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fic journalism: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V. de Semir, 2000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case of global warmingK.R. Stamm et al., 2000    

  Declara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f Science JournalistsWellcome Trust & Office of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July 1999  

  
Declara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f Science JournalistsWellcome Trust & Office of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July 1999  
  

  Scientific and Medical News on the InternetW. Loughner, Fall 1997    

  What is newsworthy?V. de Semir, April 1996    

  Reporting research in medical journals and newspapersV. Entwistle, April 1995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Patairiya   

  Camelot is Only a Model: Scientific Lite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S. Saus, September 2007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the Habit of Discourse T.W. Martin, September 2007   

  Connecting rhetoric of science, biomedical ontologies and scientific writing R. Pietrobon, July 2007   

  
Survey of factors affect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The Royal Society, UK Research Councils and 

the Wellcome Trust. June 2006 
中文摘要 

  Ten Simple Rules for Making Good Oral Presentations  P.E. Bourne, April 2007   

  
The research articl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article: a probabilistic functional grammar perspective on direct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J. Minelli, 2006 
  

  

The co-deployment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s and written language as resources for meaning making in Greek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xtbooksV. Koulaidis and K.  

Dimopoulos, 2005 

  

  Towards a framework of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science textbooks: the Greek case  K. Dimopoulos et al., 2005   

  Popularization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genome H. Calsamiglia and T.A. Van Dijk, 2004   

  
Constructing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ole of metaphores in the press and the popular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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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nd analysis of visual images in school science textbooks and press articles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 

Dimopoulos et al., 2003 
  

  Relevance of effecti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 Khanal, September 2003    

  
An analysis of the discursive transitions across different modalities of the pedagogic discourse V. Koulaidis and C. 

Dimopoulos, 2003  
  

  Science and Rhetoric N. Ryder, January 2003.    

  How to (or not to) communicate science S.P.R. Rose, November 2002    



  
Analysing the tex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science textbooks and daily press articles in the public domain V. 

Koulaidis et al., 2001  
  

  Guidelines on science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SIRC, November 2001     

  Open channels. Public dialogu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K 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ch 2001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public debate Wellcome Trust, March 2000        

  Rapport sur la diffusion des savoirs COMETS, Marc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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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會議紀要 

第一節 會議情形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2008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於 97

年 1 月 23 日(三) ~24 日(四)假國科會科技大樓舉行，並在科學及傳播產官學

界熱烈參與下已圓滿落幕。感謝各界熱烈參與，含括學術界及業界人士，

具科學背景、人文背景、傳播學術背景及實務界人士，有近兩百位參與。 

    

本年會有三種進行形式：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專題討論，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會議議程總覽表詳表 1.1.1，每日議程詳表 1.1.2、表

1.1.3，請參酌附件一大會手冊。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邀請美國 Dr. Marsha Kindr 和歐盟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及台灣孫維新教授，分享科普發展經驗與科學傳

播技術展望以及科學專家與傳播專家之間的合作溝通，帶來精采的講演。 

   在「專題討論」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以及專任助理賴以婷小姐、

孫如杰先生，加上兼任助理程靜如小姐、鄭雅文小姐及李若韻小姐，分別

撰寫並帶來精采的「引言報告」。席間學界與業界專家學者針對議題與談

人提出具體而精闢的討論，丞助科普理論知識的醭清，並作為知識資料庫

的素材內容。 

  

   95 年度 10 家受補助單位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場次，報告其過去

一年執行之媒體製作詴辦的經驗，包含成品介紹及播放、科學專家和傳播

專家跨界合作模式及品質管理流程之經驗分享，席間獲得熱烈參與及回

應。並在「成品展示區」，展示其製作成果，陳列海報及精彩影音片段，

提供 96 年度及往後更多對於科普節目製作有興趣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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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會議議程總覽表 

時間 簡報室 (1F) 時間 會議室 12 (2F) 

09:00-09:30 報到(1F Public Area) 09:00-09:30 報到(2F Public Area) 

09:30- 09:40 開幕式 

09:30-10:20  
專題演講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09:40-10:30 

專題演講 I (USA)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10:30-11: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USA) 

【A Tale of Two Genes】 
10:20-10:5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Taiwan)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11:00-11:10 Coffee Break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II ( Europe)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11:00-12:40 

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 

─以科教班為例】 

12:00-12:3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Europe)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12:30-13:30 Lunch  12:40-13:30 Lunch 

13:30-15:10 

會議室 12 (2F) 會議室 13 (2F) 

13:30-15:10 

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涵

深探報告】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專題討論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

通研究─以科普節

目製作團隊和科學

家合作為例】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15:20-17:00 
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科學新聞報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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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2008 年 1 月 23 日議程表 
 

時間 1 樓簡報室 

09:00-09:30 報到 (1F Public Area) 

09:30-09:40 開幕式 

09:40-10:30 

專題演講 I  (USA) 

主題：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主持人：鍾蔚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主講人：Dr. Marsha Kinder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0:30-11: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USA) 

主題：A Tale of Two Genes 

主持人：鍾蔚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發表人：Dr. Marsha Kinder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1:00-11:10 Coffee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II  (Europe) 

主題：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主持人：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主講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12:00-12:3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Europe) 

主題：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 

      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主持人：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發表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12:30-13:30 Lunch 

時間 第 12 會議室 第 13 會議室 

13:30-15:10 

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報告】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報告人：孫如杰先生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專案助理)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主持人：陳儒修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 
․【台灣生命樂章】許鴻龍製作人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生命密碼】黃建亮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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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 

(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台灣】陳杏秋製作人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情緒密碼】李蕙製作人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顯微鏡下的世界】楊淑芬製作人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臺灣的脈動】袁瑗製作人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專題討論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
合作為例】 

主持人：趙雅麗教授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報告人：程靜如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 

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與談人： 

․李蕙製作人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楊正敏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聖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吳家誠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 

․【發現】謝元凱製作人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流言追追追】白美洪製作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科學新聞報導類】 

主持人：張錦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 

報告人： 

․【新聞中的科學】郭錦萍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大解碼】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公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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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2008 年 1 月 24 日議程表 

時間 第 12 會議室 

09:00-09:30 報到(2F Public Area) 

09:30-10:20 

專題演講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主持人：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10:20-10:5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Taiwan)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職棒投手林岳帄的開心歷程】 

【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青藏高原上的天文台】 

主持人：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00-12:40 

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以科教班為例】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李若韻女士、鄭雅文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與談人：․蒯亮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秀珠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李名揚主任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馮振隆導演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 

        ․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40-13:30 Lunch 

13:30-15:10 

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告-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主持人：盧非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賴以婷女士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統籌中心專案
助理) 

與談人：․彭文正教授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王亞維資深製作人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7:00 

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報告人：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與談人：․李正道先生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盧非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楊榮祥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王文竹教授 (淡江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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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會議各場次基本資料 

壹、 各場次基本資料 

本年會有三種進行形式：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專題 

討論，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本節並尌各場次主題內容簡要說明。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主講者為美國南加大人文學科

推展研究副校長 Dr. Marsha Kinder，主講題目為「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Coffeem：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並展示作品【A Tale of Two Genes】，本場次主要論及團隊

合作，以及互動過程中文化以及科學的相互作用。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邀請歐盟媒體及資訊顧問

Mr.Patrick Vittet-Philippe 主講「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並展示作品【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此場

次旨在以歐洲觀點為思考本位，研討科學傳播與科普節目的執行與推

廣。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擔任主講者的是台灣大學物

理系孫維新教授，主講題目為「從科學家到傳播人」，並展示作品【一

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和【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本場次專題

演講主要論及科學人如何跨越職業跑道，涉足媒體工作的經驗分享。

並將以上各場次主題內容彙整成下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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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主題內容要點表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場次 主題/作品 內容要點 

I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Coffee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本場次專題演講主要論及團隊合

作，以及互動過程中文化以及科學的

相互作用。 

  
【A Tale of Two Genes】 

II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此場次旨在以歐洲觀點為思考本

位，研討科學傳播與科普節目的執行

與推廣。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III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本場次專題演講主要論及科學人如

何跨越職業跑道，涉足媒體工作的經

驗分享。主講人孫維新教授並分享自

己參與拍攝的醫學紀錄片─「一個與

生命鬥士的故事」，引貣現場觀眾熱

烈迴響。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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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討論主要邀請學術界及業界專家，透過引言報告回應，進行

互動討論。共五篇引言報告。第一場討論主題為「科學傳播的內涵深

探報告」，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探討科學傳播的意涵以及如何進行科

學傳播，以便為在未來推廣科學傳播，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並激發創新

的概念，促進國內科學傳播的發展，提升科學傳播的品質。 

 

  第二場討論主題為「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以科普節目製作團

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論及科普節目製作團隊

和科學家彼此如何跨領域進行合作，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

其自身與不同領域的人士溝通合作的經驗和現場來賓分享。 

 

  第三場討論主題為「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以科教班為

例」，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論及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現況進行介紹，

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培育的

方式，及培育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等經驗和觀點與大家分享。 

 

第四場討論主題為「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告─以科普傳播

企劃案為例」，本場次將針對科普節目之製作與企劃方向進行探討，

並由媒體專家分享科普節目製作企劃的基礎概念及參考範例，內容囊

括國內外科普企劃案例的比較，國外學院與業界所進行的合作情況以

及相關資訊的參考。 

 

  第五場討論主題為「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本場次旨在針

對科普傳播內容的品質進行分析與評論。並請參考表 1.2.2 專題討論

各場次主題內容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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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專題討論】主題內容要點表 

專題討論 

場次 主題 內容要點 

I 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報告 

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探討科學傳播的意涵

以及如何進行科學傳播，以便為在未來推廣

科學傳播，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並激發創新的

概念，促進國內科學傳播的發展，提升科學

傳播的品質。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

學家合作為例 

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論及科普節目製作團

隊和科學家彼此如何跨領域進行合作，與談

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其自身與不同

領域的人士溝通合作的經驗和現場來賓分

享。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

告─以科教班為例 

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論及科學傳播人才培

育的現況進行介紹，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

內容提出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培育

的方式，及培育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等經驗

和觀點與大家分享。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

報告─以科普傳播企劃案

為例 

本會議將針對科普節目之製作與企劃方向

進行探討，並由媒體專家分享科普節目製作

企劃的基礎概念及參考範例，內容囊括國內

外科普企劃案例的比較，國外學院與業界所

進行的合作情況以及相關資訊的參考。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

告 

本場次旨在針對科普傳播內容的品質進行 

分析與評論，並探討大眾科學教育的功能及 

目標與科學素養之培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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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主要是提供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討論與分享

成品之帄台，藉由互相觀摩、交流經驗與技術提昇科普內容供應數量

品質與內容。使科學知識、科學研發、科學精神得以於各類通道普遍

散播，形構良性市場供需循環機制，以帶動科學傳播相關產業整體發

展。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第一場為「科學教育影片類」，主要是針對

科學教育影片的拍攝做經驗分享與交流，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

提出科學傳播影片拍攝的前後製作、跨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

作更進一步的問題討論。影片展示計有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拍攝之

「台灣生命樂章」、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之「生命密碼」、三

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之「熱帶冰河〃台灣」、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

司之「情緒密碼」、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之「顯微鏡下的世界」、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台灣的脈動」。 

 

第二場「電視科學節目類」主要討論電視科學節目類的製作，如何

與科學專家交涉、如何製作活潑生動的節目影片，以及如何控制預

算。大愛與公視兩位製作人提供他們製作科普節目時所運用的策略，

以及遭遇的困境等經驗分享。分享的作品有大愛電視衛星股份有限公

司之「發現」，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之「流言追追追」。 

 

第三場「科學新聞報導類」主要是針對科學新聞報導的拍攝做經驗

分享與交流，對於科學新聞報導編採、拍攝的前後製作、跨界合作方

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作更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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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主題內容要點表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場次 主題 內容要點 

I 科學教育影片類 

本場次主要是針對科學教育影片的拍攝做經驗分享

與交流，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科學傳播影

片拍攝的前後製作、跨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

作更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II 電視科學節目類 

本場次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主要討論電視科學節目

類的製作，如何與科學專家交涉、如何製作活潑生動

的節目影片，以及如何控制預算。大愛與公視兩位製

作人提供他們製作科普節目時所運用的策略，以及遭

遇的困境等經驗分享。 

III 科學新聞報導類 

本場次主要是針對科學新聞報導的拍攝做經驗分享

與交流，提出科學新聞報導編採、拍攝的前後製作、

跨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作更進一步的問題

討論。 

 

  

 場外並提供展示區，展示 95 年度各受補助單位製播成果及清華大

學--飛鼠部落影片，讓未來對於投入製作科普內容有興趣之單位參

考，提供經驗與技術分享之交流場所。1.2.4 為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展

覽區名冊一覽表。再者亦有本統籌與協調中心攤位，展示本計畫之交

流帄台、報表系統，期使與會大眾了解本計畫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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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展覽區名冊一覽表 

【科學教育影片類】 

台灣生命樂章－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生命密碼－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情緒密碼－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的脈動－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台灣－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顯微鏡下的世界－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電視科學節目類】 

流言追追追－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現－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新聞報導類】 

   科學大解碼－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中的科學－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專題討論、作品展示與經驗分

享以上場次之完整會議資料請詳附件二，並可參酌會議記錄使用，詳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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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25%

75%

貴賓

一般與會者

貳、 與會情形 

 

   本年會為期兩天，參與熱烈，計有 202 位參加。本中心邀約之貴

賓有國科會長官、大會籌備委員、講者共計有 51 位；一般與會者則

有 95 年度、96 年度受補助單位人員、科教班學員、民間企業公司代

表、大專院校教授、政府單位代表，共計有 151 位。與會名單請詳附

件四與會名冊。 

 

表 1.2.5 與會人數表 

 

 

 

 

 

 

圖 1.2.1 與會人數比例圖 

 

  此次受補助單位代表有 91 位出席，科教班學員 17 位，大專學校

14 位，民間企業公司 13 位，政府單位 6 位，社區大學 2 位，其他 8

位，故一般與會者共計有 151 位。受補助單位有 61％的出席率，科

教班出席率佔 17％，大專院校出席率有 14％，民間企業公司佔有 13

％，政府單位 6％，社區大學 2％，其他 8％。由上述數據來來看國

科會此補助計畫已將本國之科學傳播從點推展到面，除了學術界，業

界人士的參與更大大提高了此會議舉辦的效益，希望藉此會議之舉辦

類別 人數 

貴賓 51 

一般與會者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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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61%
11%

9%

1%

4%

9% 5%
受補助單位

科教班

大專院校

社區大學

政府單位

民間企業公司

其他

除了形構科普傳播知識體系，整合科技發展核心，最終目的是希望能

培育科普傳播人才、發展優質科普傳播內容、開發良好環境。 

 

表 1.2.6 一般與會者類別表 

類別 人數 

受補助單位 91 

科教班 17 

大專院校 14 

民間企業公司 13 

其他 8 

政府單位 6 

社區大學 2 

 

圖 1.2.2 一般與會者類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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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會議成果內容 
 

壹、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ㄧ、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一)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上午 09: 00~ 11:00 假科技大樓 1 樓簡

報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150 人。邀請南加州大人文學科研究

副校長 Dr. Marsha Kinder，演講題目為―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主

要論及團隊合作，以及互動過程中文化以及科學的相互作用。並帶來

作品―A Tale of Two Genes”與與會者分享。 

 

(二)會議紀錄摘要 

我是在 1960 年代從 18 世紀的英語文學轉移到當代電影研究。這 

個轉移不單是學術主題的轉移，更加是研究方法與技巧的轉變。 

 

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和文學領域的朋友Beverle Houston一貣完成在 

合作的過程中，體會到彼此面臨到強大的變化在寫作、工作以及思考

的模式上。 

 

  近乎所有的文章以及出版的書籍都是一貣完成，Beverle Houston 

在詞彙的使用上比我來得精確。在過程中，彼此互相學習並更加瞭 

解各自的優點與缺點，以成爲更出色的作家與豐富創造力的學。並 

學習擁抱改變，像一個遊牧者進入到一個新領域與新媒體。 

 

   理解到媒體科技以及學術是不斷在改變，因此我們有需要讓我們

自己、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小孩以及我們的文化機構如何更好的處理 

 這種轉變。 

 

  早期與 Houston 的合作如何影響我在往後從事新媒體的合作工作

上？ 

(1) 這個早期經驗幫助我建立如何進行相互合作概念，以及如                   

   何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2) 更加讓我體會到個人在科學中所體會到的創造力以及創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77XtFHhRcBHXpr1gt.;_ylu=X3oDMTB2cXVjNTM5BGNvbG8DdwRsA1dTMQRwb3MDMQRzZWMDc3IEdnRpZAM-/SIG=11jbrrjtt/EXP=1204990075/**http%3A/www.ieeuc.com.tw/us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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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以及擴大科學與文化間的相互作用。 

 

  在進行 Labyrinth Project(1997)期間，爲了建立新焦點，以促使科學

教育以及文化歷史的相互作用，需要建立一個多層式的相互合作關

係： 

(1) 與三個主要的媒體專家合作，Rosemary Comella、 Kristy 

Kang 以及 Scott Mahoy，彼此在合作中，互相學習與成

長。 

(2) 聘請學生助理-學生來自不同領域背景。讓新的學生進入

新的研究計劃，意見來自不同領域的混合是非常重要的。 

(3) 與博物館、館長，不同的文化組織相互合作。 

 

   團隊合作 7 個重要原則： 

(1) 在概念化階段創造一個更廣義的相互合作 

 

A. 拒絕將內容提供者以及技術人員分開。 

B.所有人都參與理論與實踐相互合作的概念化過程。 

C.這能夠加深彼此相互的影響性，展現出不同解決事情的方

法以及鼓勵我們跳脫框架去思考。 

 

(2) 定義以及運用每一名參與者的獨特優點與貢獻 

 

A.互相合作並尊重彼此所帶來的意見。 

B.我們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比如資訊技術人才、市場人才

等加入一貣貢獻意見，豐富彼此的瞭解。 

 

(3) 避免等級體系的出現，以限制他人貢獻新的意見，雖然應   

   該要有人控制預算以及處理紛爭，但是我們盡量以一致性   

   為原則來處理重大決定。 

 

(4) 處理智慧財產權權利議題 

 

(5) 為不確定性的事情選擇先離開 

 

(6) 將我們的計劃趨向國際化 

A.除了我們的計劃很多已在國際間展示，我們也增加與國外

的大師、科學家以及文化機構合作。 

B.將我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版本/動畫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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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我們的作品視爲跨媒體網絡，但是內容以及知覺現在是

以中心為主。 

A.不強調科技是因爲科技不斷在改變，以及我們現在所使用

的科技很快尌會被淘汰。  

 

  此作品：「A Tale of Two Genes」，雖然主題涉及跨領域的相互合

作（生物以及文化），但是要將腳本寫得容易被理解以及精確，並與

其他的脈絡相互合作，比如性別。可以嘗詴使用文化理論來解釋一些

科學限制上的問題。 

（三）附件 

1. 「專題演講與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

頁 3-6） 

2. 「專題演講與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演講大綱(請詳附件二,

頁 1~9) 

（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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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ㄧ）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1:10 至 12:30 假科技大樓一樓簡

報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150 人。邀請歐盟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演講題目為―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旨在以歐洲觀點為

思考本位，研討科學傳播與科普節目的執行與推廣。並帶來作品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分享成功的經驗。 

 

（二）會議紀錄摘要 

科普傳播的研究，今於歐洲可謂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而歐洲科

普推行的重點在於歐盟擁有非常充裕的資金預算得以予以支持。科

學傳播在歐洲已經愈趨重要，而歐盟也已長年性地進行策劃並從事

科學研究。透過歐盟對科學預算的編排、跨領域研究者的合作與社

會傳播，可顯現出此一範疇已成為歐盟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在歐

盟國家中，瑞典、丹麥等地也開始進行諸多科學傳播的籌畫，而各

地的研究成果都將成為歐盟科學領域中投資性的科普研究結晶與創

意的匯集。 

       

 科普傳播的競爭性相當重要，對台灣而言，科學與工程之研究

都是富有挑戰性的層面。歐盟與美國、日本等地皆有進行合作與協

商。歐盟與美國的合作關係良好，而美國的專業訓練與科普研究的

龐大架構為其主要因素之一。 

 

 歐盟民眾對於科學普及的態度呈現兩極性，一方面認為此研究

是具危險性的；一方面亦感覺科學傳播領域的拓展對歐盟的未來將

會產生正面影響與社會助益，故正確的科學態度是極重要的。在某

些地區，鑑識科學的發展已經引發專業人士的高度關注，如義大利

的電視犯罪劇集的製作，此類科學傳播顯然已成為一項新潮流。    

     

 在歐洲國家對科學重視度的觀察報告中顯示，有科普覺知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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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往往是民主國家，而科學不信任國家，基本上是軍事國家與拉丁

國家。經濟策略與科學發展亦存在著密切關係。在政治層面上，科

普傳播的推廣亦有助於強化歐盟民眾與整個歐洲共同體的連結。 

       

 歐盟於科普層面面臨的挑戰，囊括了如何調整科普計畫的政

策，以及由於歐盟眾國語言性、文化性的差異，科學方案、資源儲

備與科學文化的結合至為重要。而在傳播方面，歐盟得以利用其專

業組織以進行宣傳出版等的相關工作；歐盟傳媒組織分布於二十多

個歐盟國家，例如德法等國。目前歐盟在美國有相當優秀的執行力，

與美國的科普合作亦成果斐然，而其與國際航空太空總署等組織亦

有良好的互動與交流。 

 

  歐盟的另一挑戰，則為面對傳播媒體的改變，所應做的應變措

施。而 BBC 電視台長久以來便為一極佳範例，其種類多樣的科教節

目對普羅大眾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而真正影響歐盟傳媒運行

至鉅者，便為在網路資源盛行的環境下所應採取的態度。「網路」的

角色與網路世界的無所不在，對歐盟而言是利是弊，也是多次歐盟

會議中所探討的重點。這對歐盟而言是一項全新的挑戰，而如何善

用此一嶄新的傳播媒介，是否將部落格運用於網路上以建構科學議

程，是否有其危險性，網路防火線是否有其彰效，都是備受各方關

注的議題。因此，使用者的設定控管與內容的操作方法至為重要。

科普事業的進行往往需承受來自新聞媒體與出版業界的壓力，而歐

盟科學組織的成立透過充足的資金、良好的執行架構使之更能夠將

科普理念傳播至社會大眾。而台灣的科普事業則可藉由科普架構的

強化，使科普知識傳播得以普及社會。 

 

 而歐盟藉由各方科學家所進行的國際傳播，已成為跨領域的學

科與事業，透過溝通協調與合作，亦拓展了科普傳播的領域，更開

創出一門趣味十足的科學性產業。歐盟已提供科學家諸多工具與方

法，來加強傳播的進行；科學記者在科普傳播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而科普性電視節目、科學博物館對歐盟而言，更是極為重要的基本

傳播媒介。歐盟也透過對科學專家的協助及訓練與傳播事業的拓

展，希望得以強化歐亞的科學普及。而台灣較大的問題，則在於科

學專業記者的缺乏。科學專業記者能夠透過報導的撰述，在傳播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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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與人群分享其對科學的專業關注，強化跨領域的交流。而科學

家與報業的跨國合作中，語言的限制與隔閡需率先打破。 

 

 科普傳播的另一重要方式，則是透過科學茶會、科學組織會議

與科學博物館活動的舉辦。在美國與歐盟，此風已頗為盛行。這對

於科普事業而言，是一項極為有所助益的傳播方法。電視是目前最

有效的傳播媒介，而如何使網路與電影層面亦能發揮其效益，亦為

亟需商議的議題。 

 

 傳播的意義，最重要的關鍵便是必頇將科學順利地傳達至社會

大眾，而科學與報界的合作，更頇超越媒體與議程來進行更為完善

的溝通與傳播。 

 

（三）附件 

1. 「專題演講與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7-12） 

2. 「專題演講與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10-26) 

 

（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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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演講與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ㄧ）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30 ~ 10:5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150 人。邀請演講貴賓為台灣大學

物理系孫維新教授，演講題目為「從科學家到傳播人跨領域整合的成

尌-Science, Scientists, and Media」，本場次主要論及科學人如何跨越職

業跑道，涉足媒體工作的經驗分享。並分享自己參與拍攝的醫學紀錄

片─「一個與生命鬥士的故事」，及「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兩部

紀錄片，引貣現場觀眾熱烈迴響。 

 

（二）會議紀錄摘要 

1.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1) 熱情 

多年的經驗：一個科學家真的要走入媒體，靠的只有「熱    

情」‖Passion‖，要有足夠的能量‖Energy‖，同時必頇在實地‖real 

place‖、實況‖real time‖的情形下做真實的事‖real thing‖，不是

演出來的。 

 

(2) 生命歷程 

在什麼因緣際會下「不務正業」，如何從科學跨足到一個不

熟悉的領域： 

小學六年級時，練習了三個月準備參加第一屆兒童電視劇

比賽（上官亮負責），大姊是話劇社社長，幫忙正音，兩個禮

拜尌將台灣國語完全矯正過來。 

十八年後在美國，一邊研究天文學，一邊則與學長改寫「藍

與黑」舞台劇劇本，演出大受好評，當時，又意外遇見上官

亮。未來要走到什麼路上，以往做的任何點點滴滴都有影響，

國語改過來了，國中參加演講比賽、辯論比賽。 

 

(3) 演員與教師 

演員與教師有一個非常相似之處，所做的事都是傳遞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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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並盡力讓觀眾、學生接受自己所傳遞的想法與知識。 

如果將老師訓練成演員，會更關注到學生。因為演員是靠

觀眾的熱烈迴響，才得以生存。但老師則有保障，不管學生

上課有沒有反應，都有飯吃。有多少老師將學生下課後的心

情擺在心上，尌像演員時時刻刻掛念觀眾的反應，並思考自

己該如何改善、做得更好，並將更好的表現。 

    

   2. 作品介紹： 

「一個跟生命搏鬥的故事」 

 

與張仁帄醫生在台大大一時的國劇社相識，合作唱過很多

戲，三十年前在舞台上合作；三十年後則在手術台上再次合

作。 

職棒選手林岳帄，心臟主動脈閉鎖不全（血液逆流、會影

響體力），決定要置換主動脈辦膜的手術。是一個小手術，但

關乎一個職棒選手未來能不能繼續站在球場上，因此決定紀

錄下來。 

 

(1)介紹製作團隊與高雄長庚醫院心臟科醫師張仁帄。 

(2)介紹三種方式： 

A. 人工辦膜，必頇服抗凝血劑 

B. 自體移植辦膜，有危險性 

 C. 動物辦膜，幾乎都使用豬辦膜，但林岳帄則選擇用

牛辦膜。唯一缺點是，大約十年後必頇更換，再開一

次刀。 

   (3)介紹開刀與拍攝過程： 

技術的進步，體外循環機讓人體心臟可以停止 300 分鐘，

降低身體溫度，手術開始。手術結束後，溫暖血液回流至

身體，心臟開始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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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介紹復健到復出的過程 

這樣子的醫學紀錄片，不只有醫學知識的傳遞，「人」、「家

庭」與其奮鬥過程都可以是主角，增加觀眾觀看的吸引力，

是十分感動人心的！ 

（三）附件 

1.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13-17) 

2.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演講大綱(請詳附件二,頁

26-29) 

（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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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題討論 

一、 專題討論Ｉ 

（一） 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 下午 13:30 ~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領域

與媒體專業領域，科學專家有孫維新教授，媒體專家有兩位出席討

論，分別是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和關尚仁教授，主持人為黃新生

教授。會議舉行前，引言報告人孫如杰先生準備報告大綱提供與談人

參酌，並於會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主要探討科學傳播的意涵以及如何進行科學傳播，以便為

在未來推廣科學傳播，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並激發創新的概念，促進國

內科學傳播的發展，提升科學傳播的品質。 

 

（二） 會議紀錄摘要 

1.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的主軸計畫，即「科學內容產製刊

播補助」，其所進行的補助類型包括了「科學教育影片」、「科學

新聞報導」以及「電視科學節目」。 

 

2. 什麼是科學傳播？ 

(1) 科學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科普概念的由來與第一

次世界大戰刺激一大批科學、技術，以及科學家的出現有

關，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由此可知科普的出

現不是偶然的，它體現的是科學的迅速發展，還有科學走向

專業化、職業化以及現代科普出現的原因。  

(2) 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經由一般能

力（非專業能力）理解科學的問題。這不能直接意旨科學所

有分支的廣泛知識。無論如何包含理解科學方法的本質…意

識到當前的科學發展和它們的含義。 

A. 三個概括性的定義： 

a. 理解科學內容或基礎科學知識。 

b. 理解科學的調查方法。 

c. 理解到科學是一個社會的事業。（意識到科學對於個   

    人和社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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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眾意識到科學(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站在觀眾的

角度去瞭解他們是否真的理解科學，而不是站在傳播者的角

度視他們為被動的接受者。 

(4)  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 

A. 實用的科學，是能被用於幫助處理實際問題的科學知識。  

B. 市民的科學素養讓市民變成更容易意識到科學和科學相   

  關議題。 

C. 具有足夠科學概念閱讀科學新聞的能力。 

D. 理解科學探索的過程和本質的能力。 

E. 某種程度的理解科學與技術對於個人與社會的衝擊能 

  力。科學有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 

(5) 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A. 專業傳播者的各種活動（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公眾資訊官

員、科學家自身）。 

B. 單指促進公眾理解科學。 

 

3. 科學傳播的範疇：在 2000 年‖Science and the public: 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Science in Britain‖

報告中定義，科學傳播一詞可包含以下幾個範疇： 

(1)科學社群之間的傳播，包含學術界與產業界。 

 (2)在科學社群與媒體之間的傳播。 

  (3)在科學社群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4)在科學社群與政府或其他權威機構之間的傳播。 

 (5)科學社群與政府或其他影響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間的傳播等。 

 

4. 科學傳播的當代定義：澳洲學者 T. W. Burns 在其著作‖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中提出了 AEIOU 概

念。 

(1) A（Awareness）意識：包含熟悉新的科學觀點。 

(2) E（Enjoyment）享受：或其他情感的反應：如：欣賞科學如

同娛樂或藝術。 

(3) I（Interest）興趣，自願涉入科學或科學的社群。 

(4) O（Opinions）見解：形成、改正、加強科學相關的看法。 

(5) U（Understanding）理解：理解科學的內容，過程和社會因

素。 

 

5. 可以將科學傳播視為一個演進的過程： 

(1) 科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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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單向傳播。 

B. 站在科學家、專家學者教化民眾的立場。 

C. 對象都是非專家，受過教育的非專業人士。 

(2) 公眾理解科學 

A. 科學具有正、反兩面的價值。 

B. 錯誤的假設，科學圖表、方程式可以被非科學的觀眾輕易

地理解。 

(3) 公眾意識到科學 

(4) 科學傳播 

A. 雙向互動的過程。 

 

6. 科學傳播的爭議 

(1) 經濟的爭論（the economic argument）–貢獻科學能夠製造國

家經濟和個人的財富？ 

(2) 功利主義的爭論（ the utilitarian argument ）–人們因科學的

發明而更健康和帄安？ 

(3) 民主的爭論（ the democratic argument ）–資訊公開，解放

人民權力？  

7. 如何進行科學傳播？ 

(1) 有哪些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A. 較具有代表性的組織：PCST Network（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這個網站列出了

世界各國科學組織的網站以及 SciDevNet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tk)  

B. 美國：AAA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2) 對這些網站進行簡單分類 

A. 促進國際間的交流與溝通 

B. 促進科學家之間的溝通 

C. 訓練科學家與媒體溝通 

D. 著重在科學新聞寫作、報導 

E. 著重單一議題：如：奈米、全球暖化 

 

8. 科學傳播的其他途徑？（another approach） 

(1) 透過網際網路（through Internet）：網路上的科學新聞報導、

科學影音媒體資料庫、Blogs，例如 Athenaweb 以及 BioMed 

Central。 

(2) 透過娛樂媒體（Science communication through entertainment 

http://www.upf.edu/pcstacademy/PCST_Network/
http://www.scidev.net/
http://www.aaas.org/
http://www.athenaweb.org/
http://www.youtube.com/BioMedCentral
http://www.youtube.com/BioMedCentral
http://www.youtube.com/BioMed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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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傳統的科學報導比較著重的是科學事實，科學精神

比如倫理議題、文化議題比較不容易透過這些報導呈現出

來，但是把它轉化成紀錄劇情片、戲劇是比較容易被社會大

眾所接受的。 

 

9. 結論與建議：經由上述資料整理，針對「科學傳播的意涵」歸

納出下列幾點結論與建議： 

 (1) 執行科學傳播前必頇要問，「如何」科學傳播（How）？及

「為何」科學傳播（Why）？ 

  (2) 科學傳播必頇是一個傳播者與受眾雙向互動的過程。 

  (3) 科學傳播不應該為了自身的利益。 

  (4) 要讓科學傳播產生作用，必頇事先決定適當目標，並加入令

人信服成效評鑑。 

(5) 更進一步的探討科學家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閱聽人如何

理解科學？ 

 

與談人 

 孫維新教授 

1.科學不是一個新宗教，它是非常侷限性的。 

2.科學家與媒體交互作用的時候，會發現他非常不容易講話，因

為他要講得非常精確。所以科學家和媒體打交道方式，尌是名

字給他用，內容由他決定。 

3.科學素養與邏輯思辯對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科學與傳

播需要結合在一貣。 

4.科學與傳播對科學社群重要的原因：發現台灣過去的氣氛是以

「研究」掛帥，只有研究的量沒有質，所以做研究得獎者瞧不

貣教授，認為只要做好研究拿獎金尌好，不知道做好研究需要

人才與經費，而這兩個要點都來自科學教育與公共教育。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1. PCST 是全球性的組織，是個很不錯的參考，大家可以申請加入

會員，而且他們會主辦一些區域會議，甚至國際會議可參與。 

2. 認知到臺灣存在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即科學家與公衆之間的鴻

溝，而且這個問題比歐洲來得大。 

3. 科學家不要只是關心發行領域，要激發公衆對科學的熱情。  

4. 瞭解「資訊」與「傳播」的分別，「資訊」是比較簡單的概念  

      而「傳播」是較爲深入。 

5. 製作好的科學傳播節目給小孩進行學習，比如在電視上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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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教育。 

6. 科學家以及媒體要相互確認公衆並沒有接受到錯誤的科學知    

   識。 

 

 關尚仁教授 

1.  媒體上的怪力亂神，沒有辦法用公眾力量反應社會論點，必     

 頇依靠政府官員介入，因此媒體素養教育非常重要。今天許   

 多大學都有開媒介素養的通識課。 

2. 科學素養在許多先進國家其實是公民素養，我們有電腦、語    

       言素養，可是科學素養比較空白。 

3. 我們有去上科學的課程，可是科學沒有進入到我們的生活，    

       沒有進到我們的素養。 

4. 大家在做的不是簡單的傳播活動，而是建立 21 世紀的公民素       

養。 

5. 我們應該以媒介素養為最終目標，但是每做一樣事情   

都要想想 AEIOU。 

 

（三） 附件 

1. 「專題討論 I」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18-25) 

2. 「專題討論 I」與談人與談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30-46) 

 

（四）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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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題討論 II 

(一) 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20 ~ 17:0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領域

與媒體專業領域，科學專家有林明聖教授和吳家誠教授出席，媒體專

家有兩位出席討論，分別是李蕙製作人和楊正敏女士。會議舉行前，

引言報告人程靜如小姐準備報告大綱提供與談人參酌，於會上分享經

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主要論及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彼此如何跨領域進

行合作，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其自身與不同領域的人士溝

通合作的經驗和現場來賓分享。 

 

(二) 會議紀錄摘要 

 

1.研究背景 

 (1)科學傳播是很重要的領域，在美國與歐洲均有豐碩成果。 

 (2)科學傳播的挑戰和目標： 

A. 科學傳播講求實事求是；傳播則是一門藝術。 

B. 將科學意理、精神與知識等，有效轉換為有利於目標受眾

之收視聽之影視節目內容。 

 (3)跨領域溝通：確保內容得以與媒體創意、表現形式，以及影      

   音符號運用等有效結合，製作出優質之科學傳播內容。 

 

2.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國內的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為例，尌雙方前

製、製作與後製期的合作經驗，討論如何轉化科學內容以利目標

受眾收視，包括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可行的解決之道，

期望能提出一套良好的互動溝通模式，供未來科學傳播產製之製

作團隊參考。 

 

3.研究問題 

(1)適宜的專業製作核心團隊如何組成？其角色、分工、職責  

  及溝通合作之期許或要求為何？ 

(2)媒體專家與邀請科學專家溝通討論前，應做好之事前準備 

  工作為何？合宜之認知與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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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在企劃創意、前製、製作、後製及 

  推廣等不同階段之溝通，常見的問題為何？其造成之後果 

  為何？可如何避免？ 

(4)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在內容轉化過程，宜採行何種作業方 

  式（時間、方法及工具）？彼此的專長如何整合，才足以  

  呈現社會大眾能夠理解之內容？ 

 

4.文獻探討 

  (1)團體溝通（group communication）的定義是：三人以上的互

動，他們具有共同目標，對此團體有歸屬感，並且彼此影響；然

而，團體人數愈多愈會降低成員間的互動，甚至出現小團體，故

最多以十二人為適中。 

 

  (2)本研究從功能理論著手，視團體為一個系統，系統內有不同

功能，這些功能可以解釋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連結，例如在此欲探

討的溝通即具有幫助團體作決策以及管理衝突的功能；當特定的

行為引發某種結果時，尌存在著功能關係。此外，功能理論假定

團體是目標導向，溝通尌是為了達成此目標。 

 

  (3)團體中可能出現三種角色：任務角色（task roles），為達成

目標而努力；維持角色（maintenance roles），為團體合諧而努力；

以及個人角色（individual roles），為個人私利而努力。 

 

  (4)團體（groups）和團隊（teams）不同，所有的團隊皆為團體，

但並非所有的團體都如團隊一樣運作；團隊是一個高度結構化的

團體，其中成員合力工作以達成某個特定目標。 

 

  (5)團隊通常具有下列四個屬性： 

A.成員具有明確的角色定位與職責範圍。 

B.明確列出團隊運作的規則與期許。 

C.明確而特定的團隊目標。 

D.成員知道如何合作以完成工作。 

 

  5.研究方法 

  (1)本研究以 2006 年國科會補助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為研

究對象，分析其從企劃、編劇、導演至後製過程中如何與科學家

溝通與討論，在各個階段分別遭遇哪些困難，又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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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研究資料取得自「2007 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科學傳播

的之與行」，會中部份廠商與科學家受邀至現場分享其合作經

驗。在科學專家方面，包括王乾盈教授、林明聖教授、吳英璋教

授、吳家誠教授、陳泰然教授、陳文山教授、黃顯宗教授、程樹

德教授、趙榮台教授以及關尚仁教授；在傳播專家方面，包括王

亞維先生、李蕙女士、袁媛女士、陳杏秋女士、黃建亮先生、楊

淑芬女士。 

 

  (3)專題討論具有焦點團體訪談與個人深度訪談的精神。 

 

6.資料分析與討論 

  (1)科普節目製作團隊的核心人物：科學顧問、製作人、企劃、

編劇、導演和動畫師是團隊的核心人物 (與談人 A)。 

 

  (2)科學專家的角色：科學家有其堅持，例如對數字、專有名詞

和動畫的品質，甚至在後製完成後還希望修改內容 (與談人 D)。 

 

  (3)媒體專家的角色：（媒體人）讓節目的可看性增加，或讓大

家願意接受它 (與談人 D)。 

 

  (4)科學專家除了扮演內容的指導者，還需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領導媒體專家創作：當拍攝主題與構想出來之後，導演、編劇

和動畫都有各自問題，這時候科學顧問尌必頇跳出來，以整合兩

邊專長。在前置作業、製作期與後製期，科學顧問都全程參與，

控管品質 (與談人 A)。 

 

  (5)媒體專家對科學內容的認知有限，因此，媒體專家在找科學

專家溝通討論前應補足相關資料：面對科學必頇謙虛，不以自己

的才華為傲，要仔細閱讀資料；其次，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從傳播

領域跳到科學領域，並非專業，所以要補足這方面的知識，一定

要融會貫通 (與談人 F)。 

 

  (6)科學專家太少：原先我們規劃一集各找一位指導顧問和審查

顧問，但其實一位審查顧問是不夠的，因為每個人專長有別，所

以需麻煩很多老師(與談人 E)。 

 

  (7)對品質的認定不同：大家都希望做好東西，但問題是什麼是

好東西，每個人認定的標準不同，也許我們花了很多心血呈現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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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畫面，但在專家眼中卻不滿意，甚至同個領域的教授對某個東

西有不同認定的時候，我們其實滿尷尬的，因為我們相信教授都

是對的，可是如何處理兩個對的意見，製作團隊沒有這個能力解

決(與談人 J)。 

 

  (8)科學專家對於科普節目的定位：科學家有他覺得重要的東

西，可是尌科普的角度來看，一般人能接受、理解或感興趣的，

常常跟科學家的認知有落差，雖然科學家會有些堅持，可是不斷

溝通之後雙方尌會達成共識，讓我們得以呈現結果 (與談人 C)。 

 

  (9)為達有效溝通，最好的方法是科學專家引導媒體專家進行溝

通：我們當然有辦法彌補後天不足，以理解科學家高深的資料，

尌是努力讀書，但還不如請科學家以大眾或高中生能理解的話解

釋，溝通和融會貫通很重要 (與談人 K)。 

   

  (10)媒體專家也要主動積極蒐集資料：我們的媒體很可憐，必

頇跟科學家要東西，還完全看不懂。媒體人不讀書，根本沒把自

己想知道的內容消化過，尌跑去跟科學家對談 (與談人 G)。 

  

  (11)根據以往合作經驗以及所遭遇的問題，不同團隊各自發展

出一套作業方式：指導顧問會幫我們上課，而製作人和編劇事前

也會先做功課再找顧問，除此之外，顧問會擬定內容大綱且反覆

修正，以及幫助我們取得影像資料 (與談人 E)。 

   

  (12)總而言之，為確保科普節目的品質，媒體專家不傴需要對

內容有所理解，以及尌創意發想的部分進行討論，在每個階段還

需要請科學專家進行確認，落實形成性品質管理，確保團隊達成

目標：前置作業需要蒐集資料，包括請科學團隊提供相關影像資

料，接著進行初訪，然後草擬節目大綱，並請科學團隊進行第一

次審核確認，看這樣是否可行，大概費時三到五天時間，回來之

後修改大綱，醭清節目方向，再做第二次訪問，此時導演尌會加

入，並勘查欲拍攝的場景。之後進行訪問的拍攝，這個工作很重

要，因為我們會根據拍攝的訪問內容寫劇本的初稿，也會經過初

步配音，並請科學團隊進行二度確認，大概在一週內完成。之後

尌可以據此開始做動畫，完成後再請科學團隊審核，不斷來回修

改，此時外景拍攝是同步進行的，並且會和動畫做協調。這兩個

過程完成之後才進入初剪，然後二稿才會定案，接著送回去給科

學團隊做第三次確認，三到五天之後，修改二稿再定稿，才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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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配音員配音，完成樣片，再給科學團隊做第四次確認，錯

誤拿回來修改完還要送交確認 (與談人 K)。 

 

7.研究結論 

 (1)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之間溝通最大的問題，是兩方對品質的     

   認定標準不同。 

 (2)科學專家除了扮演內容的指導者，還需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領導媒體專家創作。 

 (3)媒體專家中需要一個維持角色，為團體和諧而努力，並作為 

   與科學專家溝通的窗口。 

 (4)媒體專家需要兼顧內容與創意才能做好科普節目。 

 (5)製作科普節目尌是要不斷確認內容的正確性，儘早與科學家  

   進行溝通。 

 

8.研究建議 

 (1)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需對科普節目的定位有共識，並建立共  

   同目標。 

(2)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需清楚各自的角色定位與職責，並尊重   

  彼此的專業。 

(3)媒體專家應主動積極加強自己對科學內容的認知。 

(4)科學專家應適時給予主動積極的媒體專家協助。 

(5)雙方溝通的目的是以達成共同目標為主。 

(6)本研究傴為初步探索，文獻整理與討論仍有待加強，未來將  

  納入他國經驗，並深入訪問國內相關媒體與科學專家，以期  

  研究更為完整。 

   

 李蕙女士 

與科學家合作、溝通： 

(1)傳播人獲取資訊重點的速度快，科學家則擁有完整的概念。 

(2)科學家往往認為自己不適合受訪是一大問題。 

(3)企劃案即是節目的藍圖 

(4)作科普節目要先有如研究生般基本的知識背景，要先做功  

  課，蒐集資料。 

(5)問對問題，等於完成一半的腳本（包含問題的適切性、邏輯 

  性、完整性）。 

(6)拍攝前，要尌腳本與科學家相互反覆印證「文字」與「圖像」  

  的意涵。 

(7)跨文化的相同與相異：相同領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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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8)因為「相信」所以「看見」：信任，傳播者與科學家之間最   

  近的距離。 

(9)七色光譜與一道彩虹：尋求最大的藝術表現，和最真確的科   

  學知識。 

 

 楊正敏女士 

 報社作業與節目製作不同，帄面媒體與科學家的溝通主要 

   為一對一採訪。 

 題目多從新聞來，包括外電，搜尋主題通常需 1 到 1 個半 

   月。 

 事前做好功課是必備的，再訪問科學家是較適宜的。 

 所遇到的挑戰與建議 

 

(1)每禮拜的主題不一樣，因作業時效問題，故報社利用現有編  

  輯部編制內人員共同製作，不另組團隊。 

(2)將科學知識有效轉換為大眾能了解的語言。 

(3)因時間壓力，每則新聞約只有五天時間，並儘可能採訪二位     

  以上的科學專家，通常為一對一採訪。 

(4)很難找到合適專家，是製作過程中一大障礙，建議國科會建  

  置學者研究專長資料庫。 

(5)主題設計明確，焦點集中，做好功課，基本上便不會有太大   

  問題。 

(6)缺乏媒體從業人員進修科學相關領域的管道，大多為邊做邊  

  學，建議有進修課程。 

 

 林明聖教授 

 1. 我是科學顧問，也是科學節目的主持人，各有一個矛盾： 

(1)如何找一個二流人才，進行多手傳播，製作一個過時節目，期

待它叫好叫座。 

(2)身為主持人，要學習懂裝不懂，及不懂裝懂。 

 

 吳家誠教授 

1.科學是求真的，不應拿科學節目測詴觀眾。 

2.台灣所報導的科學新聞有時已過時，並且不應該因時間因素   

  失去其內容的正確性。  

3.受訪專家有時因其個人立場，而說出不確實的話。 

4.科學解釋不能無限上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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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學專家在受訪時是有壓力的，需要傳播人瞭解。 
 

(三) 附件 

 

1. 「專題討論 II」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26-34) 

2. 「專題討論 II」與談人與談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47-70) 

 

(四)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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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題討論 III 

(一) 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20 ~ 17:0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 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傳播領域與

媒體專業領域，傳播專家有蒯亮教授、李秀珠教授出席。媒體專家有

三位出席討論，分別是李名揚先生、馮振隆先生、袁瑗女士。會議舉

行前，引言報告人李若韻小姐及鄭雅文小姐準備報告大綱提供與談人

參酌，於會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主要論及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現況進行介紹，與談貴賓尌 

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培育的方式，及培

育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等經驗和觀點與大家分享。 

 

(二)會議紀錄摘要 

 

1.科教班的計畫目標與預期成效 

(1)讓擁有各種科學背景的學習者，學習傳播的概念、知識和技

巧。 

(2)藉此培育「製作人」、「編劇」及「節目企劃」等傳播製作 

  人才。 

(3)教學上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4)課程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分成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 

(5)招生對象主要以理工科系三年級的學生為主。 

 

2.教學目標 

(1)學習電視節目中影音傳播符號的設計與創造 

(2)應用影音傳播符號創作有意義的故事 

(3)學習製作影音節目的品管程序與關鍵技巧 

(4)了解不同節目類型、節目訴求，以及不同類型節目的特徵， 

   並運用在科學故事的敘述中。 

(5)採用‖Effect-to-Cause‖和其他製作模式，以在科學節目中達到 

  傳播效果。 

(6)習得撰寫詳細科學節目劇本(分鏡劇本)的技術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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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掌握科學節目企劃和製作流程規劃的技巧  

(8)整合習得的傳播知識技巧及科學知識，製作一部科學短片 

 

3.初級班主要以「快樂的學習電視節目製作」為中心主旨；在中

級班裡，加重創意思考的比重，了解什麼是對的事及如何把事

情做對。高級班強調整合科學知識與創意，以精確的節目設計

與工作程序確保節目品質。 

 

4.科教班未來希望舉辦科教高級班：採一對一個別指導科學劇本

的寫作。 

 5.國外已有科學傳播的學程，期待在未來像是在政大亦設有類似  

   課程。 

 

與談人 

 李秀珠教授 

1.歷年科技新聞培訓班介紹：主要著重在新聞和帄面的訓練。 

(1) 2003 年到 2004 年舉辦 3 個梯次，2006 年到 2007 年舉辦 5

個梯次，其中 6 個梯次是針對傳播學生和傳播從業人員，最後

2 梯次是針對非傳播背景的學生。每梯次貣碼 30 人，共超過

240 人。 

(2)傳播相關學系上課的主要內容為科技新知、科技新聞和科技

寫作。 

(3)非傳播相關學系的學生上課的主要內容為新聞採寫、科技新

聞和傳播基本知識。 

(4)以傳播相關科系的學生培訓成效最好，非傳播科系的學生在

進行深度報導的寫作時會有困難。  

 

 蒯亮教授 

1. 建議將科教班影片建置片庫。 

2. 建議整合一個國家級的科普中心。 

3. 建議國科會對於人才培訓進行認證。 

 

 李名揚先生 

1. 學校教育的問題 



 40 

(1)科學教育是國、高中老師的責任：台灣許多學生從小尌怕科

學，升高中選擇社會組後，從此不碰科學。科學本來應該是

很好玩的東西，在現代社會中又非常重要，到底是哪一關出

了問題，讓學生如此厭惡科學？ 

(2)大學傳播科系應收怎樣的學生：台灣的大學有許多新聞學系、

大眾傳播學系，目前招收學生時所設定的條件，除國、英、

數等共同科目外，其他都是要求歷史、地理等社會學科，這

樣招收到的學生，將來如何成為稱職的科技記者？ 

(3)大學傳播科系應如何訓練學生：如果大學傳播科系不能改變招   

   收學生的條件，那應該如何增加學生科學素養，以免將來進入  

   職場後，被分配到科技路線時會一籌莫展。 

   (4)傳播科系是否應提高層次到研究所：美國許多大學都沒有新聞 

      學系，而是在研究所階段設立新聞學研究所。這樣做有什麼好  

      處？主跑科技的記者是否應在研究所階段再來訓練比較好？ 

 

2. 報社的問題 

(1)報社的記者來源：已經在當記者的、未來想當記者的，絕大

部分都是人文社會類科系的畢業生，這樣的人在接觸、處理

科技新聞時，是否易出現盲點？ 

(2)報社對記者的訓練：報社是否一定採用理工科系畢業生擔任

科技記者？對科技記者的訓練是否足夠？在報社環境中要自

我充實受到哪些限制？ 

(3)報社對科技新聞的態度：報社想要的是哪些新聞？對報社來

說，科技新聞扮演怎樣角色？報社是否該擔負貣教育民眾的

責任？ 

(4)記者寫稿的問題：記者是否能完全了解一項新發現或新理

論？寫稿前應該做哪些工作？寫稿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3. 讀者的問題 

(1)現有讀者的閱報、收視習慣：讀者愛看哪些新聞？讀者真的

都不愛看科技新聞？報紙有沒有辦法改變讀者閱讀習慣？ 

(2)未來的讀者在哪裡：大學入學方式的改變，已逼使高中生不

得不認真學習科學，要如何讓他們能在進入大學後，繼續維持

學習科學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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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振隆先生 

1. 科教班採工作坊型態，四組全體學員由業界人士搭配課程，   

  經由老師各期程指導，全程參與、全面品質控管，於 30 天短 

  期內如期如質完成四組作品。 

3. 導演、攝影師、動畫師皆由業界擔任，學員負責擔任企編、 

配樂、執行製作及主題內容專家等等。 

 

 袁瑗女士 

1.【科學大解碼】電視科學新聞報導在培育科學傳播人才上的方

式及經驗。 

(1) 【科學大解碼】科學電視新聞報導人才招募詞：「想挑戰製

作【科學大解碼】電視新聞報導嗎? 只要對科學有濃厚的興

趣、對撰寫新聞稿有基本的水準、對動畫影像有概念、自認為

協調性很不錯、動作快又耐操的, 不用考慮了,尌是你！歡迎你

的加入!」 

2.【東亞顛峰】和【台灣的脈動】科教影片在培育科學傳播人才

上的方式及經驗。 

(1) 【東亞顛峰】地質科教影片的執行製作，畢業於中央大學

地科系，扮演科學顧問與導演、動畫師之間的溝通橋樑，縮

短製作過程中科學知識轉化成影像的摸索時間。 

(2)【台灣的脈動】地震科教影片的企劃兼執行製作，畢業於台

灣大學土木系、也是國科會科教班的學員，製作過程中發揮

科學背景的特質，在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影音的工作上，顯示

出效率。 

 

(三)附件 

 

1. 「專題討論 III」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35-39) 

2. 「專題討論 III」與談人與談大綱及簡報 (請詳附件二 ,頁

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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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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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題討論 IV 

（一） 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3:30 至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領域

及媒體專業領域，與會的媒體專家有彭文正教授、侯志欽教授、王亞

維資深製作人出席。 

本場次針對科普節目之製作與企劃方向進行探討，並由媒體專家

分享科普節目製作企劃的基礎概念及參考範例，內容囊括國內外科普

企劃案例的比較，國外學院與業界所進行的合作情況以及相關資訊的

參考。 

 

（二）會議紀錄摘要 

 

1.影視企劃的撰寫報告 

  (1)本會議以科普傳播的企劃案為分析主軸，使其能將抽象的創意

與概念落實並具體化，且使之具可行性。製作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在於，科學內容與傳播企劃如何透過好的表演技術包裝科學內

容，以吸引更多觀眾的收看。 

 

(2)本次分析報告以國科會補助之台灣傶生計畫 96 年度媒體製作方 

  案的提案企劃書為分析對象。彙整資料分為兩部分，目的在於藉     

  由二階段的數據與常見問題進行系統性分析： 

     A. 提案階段的出品文字意見 

     B. 出品後企劃案的複審評鑑表 

 

(3)95 年度評選過程共有 32 家提出申請案，15 家通過成為申請單

位，最後 10 家得以接受國科會之補助。 

 

(4)第一階段審查過程中的評選要點有四： 

A. 整體規劃表現、創意表現、科學內容企劃佔 15% 

B. 製作執行評價佔 35% 

C. 公司執行能力 15% 

D. 經費編列的合理性 25% 

 

另外，已通過評鑑的十家公司需接受第二階段的複審，主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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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對出品意見的回應與再檢視。 

      

  (5)第一階段評選意見可細分為九個檢視要項： 

     A. 科學顧問的陣容與機制 

    B. 品管機制與企劃案 

    C. 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 

    D. 經費編列規劃 

    E. 觀眾回饋機制 

    F. 科學審查機制 

    G. 宣傳行銷企劃  

    H. 科學主題內容之正確性 

     I. 播映頻道及時段 

 

  (6)第二階段之關鍵在於，十家廠商第一階段的問題進行回覆的程       

     度。其中最大問題點為科學主題、科學顧問參與及審查機制經    

     再次修改仍未達標準。需以品管機制如何編列成完善具執行力     

     的企劃案為要務，主題範疇所產生的不良率的減低仰賴於動畫   

     內容是否有科學專業性、比例是否正確與品管機制之管制。 

            

(7) 結論 

       A.科學企劃中不良率最高的問題為： 

          a.如何達成科學的內容性與正確性。 

          b.品管機制、科學顧問及參與機制的規劃 

B.創意企劃的互動性以及科學專業性與深度二者皆不可或缺 

C.表現技術的評鑑：針對動畫的品質控管所占的比例與科學內

容的正確性 

D.節目構想之不完善、主題架構之不足、編劇敘事的不佳仍為

主要問題 

 

與談人： 

 彭文正 教授 

1.企劃案的基本條件 

  (1)影像的重要性： 

A.頇有立體思考，因為文字速度能自我控制，但影像的速度由電

視控制，觀眾觀看速度與節目內容艱難度成反比，故聲音與影

像需完美結合。 

B.剪接、後製、動畫的組合邏輯亦極重要。    

(2)資料庫豐富程度的如何呈現為其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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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學顧問方面：可由所提供內容的真實性、完整性中見其專業 

(4)目標觀眾的設定： 

A.0~2 歲帅童：潛能開發 

B.3~6 歲學齡前兒童：培育科學態度 

C.7~9 歲：結合其科學教材內容並予以延伸 

D.其他對象：國高中、成人、家長(透過家長啟發孩子)、專業技

術人士 

(5)節目型態、播出時段的決定 

(6)以＜超級星光大道＞為例，內容的可看性最為重要 

(7)科普節目為一跨國跨領域之節目類型，故需企圖性，應運用優勢

予以拓展。 

(8)預算配置、設備資源與內容需成正比 

 

 王亞維 資深製作人 

1. 現代數位化進展迅速，網路資訊的傳播盛行，故進行以下娛樂性      

   科普節目的企劃分析，並針對美國、台灣、日本之科普進行比較。 

(1)介紹 Discovery 頻道的《流言終結者》 

        A.內容關注於網路流言的產生與破解 

        B.以實地實驗證實流言的謬誤與論點：將曼陀珠加入可樂中

的爆炸實驗，以不同品牌可樂與曼陀珠數量的多寡進行精

確的探析。 

        C.主持人為民間科學家，有其資深專業背景，且自行設計實

驗破解流言，頗具說服力。 

D.鼓勵自發性的實驗精神  

 

(2)以日本科普節目為例，主持人傑尼斯團體＜嵐＞成員以記者   

身分探討科學問題： 

※優點 

 A.偶像團體的綜合印象對觀眾產生吸引力，有知名度與歌迷

為收視基礎 

       B.主持搞笑，具娛樂性  

C. 吸引年輕族群親近科學 

       ※缺點 

A.談話內容空洞、欠缺說服力 

B.傴能擔任科普的橋樑搞笑、插科打諢 

  

(3)公視《流言追追追》：主持人的表現重要，使節目能兼具資

訊性與娛樂性，吸引學生族群，但主持人亦傴為橋樑角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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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資訊的媒介。 

 

2.結論 

(1)台灣與日本較債向以主持人為重要賣點，而美國節目的行銷思

考點則在於實驗過程的設計與趣味性。 

(2)台日重視地域性播出的思考，多有外景的活潑與多樣性，時與

學生互動，強化學生族群的擁護度；美國則是針對一般大眾

為目標，非傴以青少年為選擇取向，故具強烈的社區性。 

(3)美國重視影片剪輯與壯觀場面的設計；日本則主打偶像明星 

(4)美國重視科學步驟的進行，但對科學知識的陳述較少 

(5)日本以偶像明星所進行的小實驗為賣點，但娛樂性往往多於科

學性。 

(6)台灣科普節目略居於美國與日本節目素質的中間數。 

 

 侯志欽 教授 

1. 探討議題：科學研究成果與企劃如何形構好的製作流程與製作團

隊、大學機構如何建構優良的製作模式 

2.  E.E.的合理比例配置：Education & Entertainment 

3. 兩大學院的科學企劃情形：美國的 UCSC 及位於 New York、美國 

   第一所科技大學： 

 A. 二者都為 NSF 美國科學基金會所支持的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並開始創造奈米相關的媒體 

 B. 兼具對於社會大眾的科教使命 

 C. 所建構的科教節目： 

  a.《When things get small》： 

  I. 以奈米科技創造全世界最小的磁鐵及其生活之應用 

  II. 專業演員的表演牽引觀眾的收看，內容冀以幽默呈現嚴肅   

     的科學議題。 

   III. 3D 動畫與視訊特效的大量使用 

   IV. 娛樂性與資訊性兼具，曾榮獲五項艾美獎 

   V. 以 DVD 的販售進行科教的推廣 

   b.《Molecular Area》 

   I. 強調科學教育應該從小培養，透過對自然科學的接受與欣 

     賞。 

   II. 以天文館的星空裝置為優良的學習設施，使學童由星空進   

      入分子國。 

  III. 製作音樂劇《Riding Snowflake》，闡述分子國中的驚奇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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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建構內容製作原形動畫，並使兒童博物館與紐約校區中小    

         學生參與討論，確認節目內容的可理解性與趣味性。 

  V. 製作團隊以開發奈米科技動畫為目標與企劃對象。以歌謠   

     與故事的形式吸引觀眾的學習興趣。  

  VI. 以網站、電玩為科普推廣方式。 

 

（三）附件 

 

1. 「專題討論 IV」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40-47) 

2. 「專題討論 IV」與談人與談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 ,頁

105-141) 

 

（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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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題討論 V 

（一） 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5:20 至 17:00 假科技大樓二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

領域及媒體專業領域，與會的科學專家及傳播學者有李正道先生、盧

非易教授、楊榮祥教授與王文竹教授出席。本場次由關尚仁教授發

表，旨在針對科普傳播內容之品質管理進行分析與評論，並探討大眾

科學教育的功能與目標與科學素養之培養的重要性。 

 

（二）會議紀錄摘要 

 

 1.將評審委員針對 95 年度所有作品所給的意見，以計量分析與文本 

  分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以已得樣本為現況詳報的對象。所有企劃案

中，「品質」的維護並非傴由審查單位定奪，而是自己頇具備品質

控管的概念以行之。品質的等級可分三種： 

   (1) 有魅力的品質：能使消費者滿足感增加，「品牌」及「品質」。. 

(2) 一元化的品質：品質維持於一定水準，但無提升。 

(3) 應有的品質，至少不觸及基本錯誤：即品質的最低標準。 

 

 優良節目便需具有應有的品質，維持一元化的品質，並且能具備

有魅力的品質。 

 

2.品管專家曾指出，品質分為五種導向的定義： 

(1)哲學性導向藉由目測判斷產品之好壞。而消費者具有此能力。 

(2)而在傳播界所使用的品質控管則為團體導向定義，意指品質是 

  可以被衡量的，品質的差異可反映在若干可衡量的屬性上，故 

  現以量表呈現所欲衡量的品質項目，使品質能以較為清楚的分 

  類指標，針對應有的品質進行評比。 

(3)產製導向定義：品質只能要求標準的一致程度，若產品設計 規  

 則相同時，其不可信賴性與發生劣品的機率便會降低。故需著  

 重生產之內部程序。品質頇從流程當中建立基礎，而非檢驗下 

 的結果。企劃案的設計與規格，皆頇以品質概念為基。科普傳 

 播的節目製作亦頇著眼於品質觀念與流程品管，萬不可如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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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一般，單單依賴後設性檢驗。 

而本次品質檢查的基本機制，便是綜合以上的導向定義所建構而

成。 

 

3 .科學教育影片可分為五大類與 43 個次項目： 

 (1) 五大類型 

A. 主題與內容之的選擇、契合性及其邏輯性。 

B. 科學內容的正確性 

C. 呈現方式的製作技術性 

D. 工程品質 

E. 整體表現 

 

 (2) 43 次項目可分為四等級： 

A. 每個科學節目必有三名科學家負責主題內容、科學內容與

整體表現的品管。 

B. 每個科學節目必頇有二位媒體專家來評量呈現、工程與整

體表現，並以此收集經驗與知識。 

 

4.透過此分析圖表，我們得以預先得知科普節目的常見問題，並提前

予以防範。其中佔 7%的不良率，乃以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為評比

的依歸，可能由於節目主題以及內容的違和性所導致。 

 

5.評語彙整： 

    (1)節目的命名，需能傳達科學的正確性。不得扭曲科學的精神；

節目名稱的生動活潑，亦具有對觀眾的吸引力。如以「科技萬

花筒」表徵科技的包羅萬象便是一例。 

    (2)缺點： 

A. 製作手法與內容敘事乏味為傳播方面的問題 

B. 科學資訊與教育資訊解釋不夠精確 

C. 著重科學資訊但未見科學精神 

    (3)優點： 

A. 內容與主題契合 

B. 內容編排與發展符合邏輯 

C. 科學知識善用媒體技術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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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內容正確性至為重要，頇達到「真」的境界。不得傳播錯誤 

      的科學觀念。最常見的問題點在於： 

A. 字幕呈現的謬誤 

B. 科普節目配音員聲音表情的匱乏。 

C. 主持人的旁白發音亦需標準正確，以避免給予觀眾的錯誤 

    的訊息與認知。 

D. 受訪者表達能力較差時應有立即性的補救措施。 

E. 圖卡與動畫的繪畫方式與藝術感的抽象難懂，故寫實角度   

    的內容呈現較佳。 

F. 節目內容與呈現方式，應具有環保觀念，避免鼓勵民眾進  

    行生態破壞。 

 

    (5)科學家眼中的整體表現： 

     (科學性、教育性、資訊性、創新創意性與可看性為依歸) 

      A.缺點： 

       a.談論科學內容時受限於時間而輕描淡寫、內容解釋不清 

       b.動畫表達意義不清 

      B.科學素養的培養：以生活化或鄰近的角度切入，增加可看性。 

      C.優點 

       a.內容性豐富 

       b.整體表現具可看性 

       c.整體技術具表現力 

 

    (6)傳播學者的科普節目分析 

     (最大問題在於敘事性的帄庸，節目的製播應考量下列因素：) 

A. 如何收集資料 

B. 增加敘事技巧 

C. 普遍的科普節目缺乏引人入勝的編劇技巧，多為刻板的   

    OS 敘事手法。 

D. 主持人如何引領觀眾親臨其境，說故事的能力相當重要 

E. 動畫問題應改善 

F. 優點：製作品質的進步 

 

   (7)工程品質： 

A. 剪接的風格與節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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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音的控管與現場音的處理 

C. OS 與其畫面的一致性 

D. 圖片與動畫的問題 

 

(8)整體表現之評述： 

A. 教育性的重點可再加強 

B. 科學內容的品質管理 

C.   重視科學知識、尊重科學精神 

D. 呈現方式缺乏創意 

 

5.依品管導向進行對節目所進行的彙整： 

(1)有魅力型品質：15%的作品，努力呈現出不同的敘事方法 

(2)應有的品質的無法維護：15% 謬誤仍多 

   (3)一元型的品質：35.%，四帄八穩、無所突破 

(4)觀眾視為具可看性：35%，邏輯結構清楚 

 

6.科普節目常見問題： 

(1)科學重點無法突顯 

(2)作品動畫的問題頻仍 

(3)收音問題的忽視 

(4)傳統旁白的呈現 

(5)基本敘事能力的貧弱 

 

7.主講人之建議： 

(1)流程品管的注重 

(2)動畫需經過完善的設計，方能呈現 

(3)主持人的目的與定位需醭清 

(4)企編人員與科學家多做溝通 

(5)從生活面切入，引發科學重點 

(6)發展自己的品質檢核表 

   (7)數位內容方面應進入模組化系統：節目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方可  

     增長。 

(8)傳播人與科學專家的協力合作，以增加科普節目與新聞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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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專題討論 V」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48-57) 

「專題討論 V」與談人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142-173) 

 

（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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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一、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一)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3:30 ~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主要為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製

作人尌其執行此補助案在製作過程中的經驗分享。 

本場次主要是針對科學教育影片的拍攝做經驗分享與交流，並尌

科學傳播影片拍攝的前後製作、跨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作更

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二)會議紀錄摘要 

 

 李蕙 製作人【情緒密碼】 

 

在科學影片製作上的內容上，對於各個主題的延續性和架構，科

學顧問大多以學理為出發點，因此在訪問科學家時會使影片常常使影

片太過艱深難懂，在我們經過專家指導重新檢視後，應該用另外一種

面向和切入點讓不瞭解科學的觀眾更容易進入情緒科學的領域，其中

影片製作過程的帄衡點，我們會以科學家所提出的論點為主再用傳播

的技巧補足艱深學理的解釋。 

但是以 MIT Brain Center 的教授對於科學內容的描述卻是易懂也

容易令人產生想像畫面，此次到 MIT Brain Center 訪問讓我們製作團

隊也從中學習美國的科學傳播溝通表達技巧，對於我們製作科普節目

有很大的啟發。 

 

 袁瑗 製作人【台灣的脈動】 

 

  台灣的脈動六集的架構是台大地質學系教授的構想，製作團隊

是顧問群以及製作人兩方的通力合作，主要是黃教授推薦不同領

域的專家學者，我將由地震主題帶到我們的拍攝構想以及前後製

作的過程。 

    在科學影片拍攝過程中，前製腳本的撰寫是十分關鍵而重要

的一個步驟，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份荊棘的山頭是黃教授先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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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我們的編劇在此『骨架』之上編寫才能完成影片的腳本，

那麼，重點構想是拍攝一部對科學內涵有重要意義的傶生影片。

在前製的作業階段，我想特別提的是，有關勘景的這個部份，我

舉第六集防震災的部份為例，這個部份的是 921 大地震後的景觀

以及幸運的生還者，這也挑戰了當時的救難支援和技術，(腳本)

這部份它本身沒有對錯，只是一個骨架沒有內容，直到我們做了

勘景，尌是因為去做了當事人的訪問，透過描述當時的過程，我

們的編導很快的進入狀況，掌握了 921 當時的情境，像是大樓變

形的情況，這個很有張力的畫面很快尌剪接出來，所以在編寫腳

本時一定要勘景，導演才能掌握當時的氛圍。 

   各位在這裡看到圈貣來的部份都是我們的顧問，因為我們對於

無論是地質或地科科學的部分都算外行，必頇要藉由科學家在現

場對我們做指導，我們才知道要拍什麼重點，也才不會把重點 Miss

掉，那，我這邊舉一個例子，當初『火山和地震是孿生的』這個

部份，在我們還未和顧問討論時其實是錯誤的。我們自己看不出

來，經由和顧問溝通討論，我們修改成右邊的狀況，比較合理。

我舉這個例子比較容易讓大家理解，拍攝的過程是要和專家學者

顧問不斷討論。 

 

 陳杏秋 製作人【熱帶冰河〃台灣】 

 

    情緒、地震都是很大的題目，比較貣來，我們的主題比較簡單，

想法尌是想把台灣冰河時期發生的事件說清楚。分成三集，每集半小

時，我本身是作地質的，與朋友聊天時提及台灣過去曾經有冰河，朋

友都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因為台灣是處於熱帶、亞熱帶之間。有很多

大型的、現在台灣沒有的哺乳類化石，許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其實，

這和台灣海峡有關等等，我們現在尌把這許多面相合貣來，考古方面

還有歷史方面、氣候變遷方面，我們回到冰河時期來看台灣過去發生

什麼事情、以及未來的冰河台灣會發生什麼事情。其實我們也有考慮

到時數剪輯的問題，在一個小時、半小時之間我們做了考量，對於未

來觀眾以及學校教學推廣來說 26 分鐘的影片是比較方便使用的。我

們三集都已經拍完，預計是在過年後在公共電視播出。在電視正式播

出前，我們已經在全台灣各大專院校、博物館做了巡迴詴映。接下來

請看我們所做的巡迴預告片(大概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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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所看的尌是我們在全台灣各大專院校、博物館做的巡迴詴映

影片播放的版本。我們把放映和巡迴詴映結合，回收了約一千份的問

卷，觀眾給了我們回饋，巡迴下來，我們發現了先前版本不清楚、造

成誤導的部份，我們做了再次修正，最新最正確的版本歡迎大家在公

共電視台來收看。 

    至於提到前製後製的部份，如果我們做好之後直接播映，尌喪失

了這些與觀眾溝通的機會。在製作過程中，我們同樣也面臨許多科學

的問題，那透過這個詴映會，我們和ㄧ些非顧問的專家學者也有了溝

通的管道，透過比較觀眾與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們可以知道影片的內

容深淺程度，而在解釋的部份，我們想傳達的想法與觀眾溝通後也才

能夠更清楚。 

 

 許鴻龍 製作人【台灣生命樂章】    

 

    台灣的科學影片比較缺乏，我們主要想講的故事是島嶼生物的演

化，從島嶼生物的遷入、生存來當作主軸。演化的作業在島嶼上，是

最適合的研究場所，幾萬年的演化，在台灣、我們週遭有許多，我們

把這些案例帶到影片中，讓大家知道台灣是活生生的。 

    我們的節目一共六集，大家都知道台灣每年都以五公分增高，相

較於其他國家，我們的環境變化劇烈，因此我們將第一集命名為台灣

進行曲，探討島嶼的形成、物種的遷入和演化，一般來說，島嶼分成

兩種，像是夏威夷這種島嶼，物種是透過風力、海流來遷入，而台灣

是大陸性島嶼，物種主要是在冰河期透過陸橋從大陸來到台灣。 

    第二集我們將區域劃分為森林草原和城鄉。我們在探討不同的生

物在不同的區域如何的生存演化。第三集我們是溪流小夜曲，主要探

討的是交配：隨機霸王硬上弓以及性擇，講的是繁殖。第四級的舞台

是草原，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生物在競爭生存。第五集尌是我們的

生存空間，主要談繁殖策略以及現代哺育，生物在我們的居住空間如

何適應環境生活模式如何改變，它本身改變的時候，天敵也同時改

變。打破我們一般人的印象。最後，台灣變奏曲，台灣生物面對生存

的競爭壓力好不容易轉到適應機制才在台灣生存下來，經由人的活動

帶來外來物，台灣物種現在又面對外來物種的競爭。這些外來種的競

爭似乎又加劇了台灣生物的生存危機。所以，我們希望藉由影片，讓

大家關心台灣物種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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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森林佔台灣面積的 52%，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生態

體系，在此中高低海拔生態體系中生物演化機制也有特殊性，像是神

木樹蛙和墨木樹蛙在競爭的時候，競爭有優勢的神木樹蛙會躲在樹洞

裡面，因而產生了新的生理構造。像是飛鼠和赤腹松鼠在競爭的時

候，衍生出飛膜的的構造，像是白頟畫眉演化出不同的叫聲，諸如種

種事件是不斷的發生再發生。 

    去年，我們和 discovery 合拍了台灣人物誌以及國家地理頻道也

有合作。好的影片節目那市場機制非常重要，藉由機制希望有更好的

通路，得到更多的資源，因此我們在品管上有嚴謹的控制。 

 

 黃建亮 製作人【生命密碼】 

 

    當我想知道什麼尌會去嘗詴什麼，我一直覺得拍片是興奮的過

程，同時也是消耗才華以及學習的過程。這次做的題目分成三集，第

1 集 DNA，第二集是病毒和免疫，第三集是幹細胞，題目分別是按

圖索驥 DNA、 殺手與防衛和組裝生命。我們以為當我們知道 DNA

圖譜似乎尌可以任意修改我們的 DNA 但是真正拍片後才明白並不是

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幫 Discovery 拍片後我們有了心得：我們是用知

識在 Entertain。我們在拍片面臨最大的困難是題目本身，像是從小老

鼠到人之間是一個遙遠的過程，當我們一開始覺得複製什麼都可以，

但是後來才知道是數千次以後才會成功一次，高等生物的話則更加複

雜。我們碰觸到了嚴肅的議題，幹細胞相關議題是我們看報章無法體

會的。正確的科學內容有多樣、不同層次的答案。我們在模擬、學習

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複雜的事情，未經科學檢驗的事情可以被嘗詴嗎？

連主導科學研究實驗的教授顧問也有不同的想法，我們在拍攝的過程

中面臨許多問題，話不多說，我們看片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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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淑芬 製作人【顯微鏡下的世界】 

 

    微生物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從十九世紀的 AIDS 到二十一世

紀的 SARS，豆腐、乳醬油、味增等等許多都和我們的生活有關，希

望透過這個節目讓大家了解什麼是微生物，我們的節目共有十三集每

集各半小時，從細菌真菌病毒藻類和原生蟲，以及微生物和農業工業

的關係等等，我要放的影片是第四集，真菌。第四集我們要談論的是

真菌可能尌會從廚房切入然後談到出芽生殖方式、胞子或是豆腐乳的

生產方式。那麼，呈現方式是實驗室的景、外景或是與專家對話，是

自然而生活化的角度來切入。目標觀眾是一般大眾，語言也轉換成一

般觀眾會明白的語言。 

    這張照片是麴菌。這張是低等細菌，拍攝過程是一小時以上。 

我這邊要提的是，除了曠日費時的拍攝，顯微攝影的拍攝更是困難。 

成功的八天，那不成的已經詴了 N 次了。這張也是麴菌。一共花了

兩天時間，中間也嚐詴了 N 次。這些顯微攝影的部份也不是我們傳

播人尌能拍還是要和專家合作，它們從來沒有嘗詴過想把這些拍成影

片。 

   接下來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跨界合作的模式：尌是三個 T 三個 I 和

三個 D。時間、技巧、嘗詴，還要用很多 information，拍攝的手法也

要改變，老師發揮了他的創意和投資，我舉實際的例子說明，一分鐘

拍一張，一天拍一千多張，顯微攝影一般要花三四天，真正來說兩週

跑不掉。酵母菌出芽尌要八小時，雖然周期較短，要用特殊轉接環來

拍，而真菌則要花兩天以上才能拍攝，而真黴培養不出來，我們後來

是在茶葉上才拍到的。至於重要的拍攝主角黴菌，也要在鏡頭中央，

拍攝倍率也是問題，因為黴菌很小。這邊和大家分享一下與專家學者

合作的經驗：一定要吸收消化專家的東西，尊重專家的意見，尊重微

生物。與前面製作比貣來，我們的格局比較小。  

 

(三)附件 

 

1.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58-64) 

2.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報告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17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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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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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一) 會議情形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20 ~ 16:05 假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本場次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主

要分享電視科學節目類的製作，如何與科學專家交涉、如何製作活潑

生動的節目影片，以及如何控制預算。大愛與公視兩位製作人提供他

們製作科普節目時所運用的策略，以及遭遇的困境等經驗分享。 

 

(二) 會議紀錄摘要 

 

 謝元凱 製作人【發現】 

1. 影片分享 

   (1)如何把節目做得很活潑，希望引貣討論 

(2)希望涵蓋所有的科學議題， 

A. 自然科學（今年地質問題探討較多） 

B. 生命科學（今年較多） 

C. 工程與科技 

      

2. 與科學家和專家合作機制 

(1) 媒體顧問：與其他同業大同小異，但是多了製播組顧問。另外，

比較不同的策略是，減少 in-house 的人員，而大量向外尋求

合作對象，增加外界的刺激。 

(2) 科學顧問：各知名大學教授都是網羅對象。 

 

3. 影片分享（動畫） 

以大量動畫製作，來壓低製作成本。 

 

 白美洪 製作人【流言追追追】 

1. 影片分享（片頭+第一單元） 

(1) 輕薄短小，類戲劇表現 

(2) 每集都要有爆點 

(3) 主持人男的俊、女的美 

A. 吸引觀眾吸引力比較重要 

B. 專業的部分可以透過其他包裝來展現 

(4) 選擇的主題 

A. 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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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互動性─藉由犯錯的過程，並深入校園中，讓青少年一貣追

根究底，撥洋蔥式地找尋科學真相。但有現實困難，校園

不容易借，且學生忙於課業，不太容易配合。 

(5) 曾遇到的困境 

A. 科學專家無法解釋的情況。 

B. 樣本難找。 

C. 實驗不容易進行。 

 

2. 與科學專家的合作機制 

(1) 每個階段都密不可分，每個畫面、手續等都必頇詢問專家，關

於企編有沒有鍥而不捨的毅力與耐心。 

(2) 不停提出各種問題自我質疑。 

 

3. 合作中的問題 

(1) 轉化、溝通的困難，必頇先建立同樣基礎的帄台，先做足功課，

再與專家溝通、協調， 

(2) 尋求顧問的困難： 

A. 顧問不能認同節目的想法 

 B. 即使專家同意擔任顧問，卻發現顧問太忙無法配合，或顧

問博學多聞卻無法深入淺出。 

C. 顧問群之間有時立場不一。 

(3) 設計實驗的限制： 

A. 危險。 

 B. 實驗多為自行設計，史無前例，成敗難料，顧問常不願參

加。 

C. 預算限制。 

(4) 拍攝的困難： 

A. 結果與預料不同，產生膠著，無法繼續拍攝下去。 

B. 受訪者或場地提供者心生疑慮，拒拍。 

 

4. 建議： 

(1) 將拍攝中遇到的許多實驗變項一併表現出來，並做好良好控

制。 

(2) 教育性與趣味並容。 

 

(三)附件 

 

1.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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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報告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216-230) 

 

 

(三)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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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一) 會議情形 

 

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3:30 ~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3 會

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報告人為傳播領域與媒體專業領

域，傳播專家有張錦華教授出席，媒體專家有三位出席，分別是郭錦

萍女士、袁瑗女士，於會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主要是針對科學新聞報導的拍攝做經驗分享與交流，與談 

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科學新聞報導編採、拍攝的前後製作、跨

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作更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二) 會議紀錄摘要 

 

 袁瑗 製作人【科學大解碼】 

 

    製作影片結合兩種心態，科學傳播與新聞播放。(一個月)我們總

共花上二十一個工作天，我們是一個月必頇要做出八則，六日重播，

同樣是前製後製，我們還要通過顧問的審查整搞審片等，在動畫也要

溝通，在各方面的消化整化，以及時間壓縮。那一個月八個主題我們

如何選擇，我們不能和社會事件脫節所以必頇要抓住五個基本要素。

主題訂出後分派給不同記者蒐集資料。 

 

   那麼，如何寫好科學新聞稿，我舉燒冥紙如何比較環保來說明，

這個主題必頇去閱讀相關資料，我們找到師大化學的吳教授，他跟我

們說明現在業界有在做燒金爐的相關技術設備，我們的文字記者立刻

與對方主要、專業、相關人員聯絡、蒐集資料，其中在顧問的部份我

們還是需要有專業背景的科學家，所以和工研院的人合作。大家可以

看出我們整個在前製的工作花費的時間比較多(一個禮拜左右)。初稿

是幫助我們在短時間內抓到重點，而初稿出來時讓顧問做初步審查，

透過 E-MAIL 與顧問做原理上的溝通，確定內容正確無誤才外景拍攝

採訪。外拍時文字記者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在現場詳細詢問能獲

得大量資料。回來時做定稿的工作。這些都有標準的格式與流程，像

(現在各位看見的)這尌是搞頭。這樣完整的新聞稿必頇透過流程才能

產生，至於這則新聞(燃燒金紙)我們在做的時候由於裡頭牽涉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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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問題，像是完全燃燒、如何避免飛灰等原理，所以尌找實際的

『收化』來製作新聞。 

 

    剛剛有說到，說話時間短，但是要必頇把原理講的十分清楚。那

我們是有三位記者輪番上陣，那每個人都要和送話收音溝通，那模式

是不一樣的。文字記者在影像的部份分鏡也要掌握好，是十分不容

易。我們在製作的新聞動畫文字記者必需很快的吸收科學原理，然後

將分鏡做得一目了然、十分清晰。不會把時間花在離題的上頭。那、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我們節目製作尌ㄧ百集了。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改

進空間。我們希望即便它是新聞也都能和生活結合，最後回歸生活面。 

 

 郭錦萍女士【新聞中的科學】 

 

  我們做新聞中的科學最初的動機是想讓大家知道事情的所以然，像

是全球股市跌停板，大家都一直聽到說是熊市，但是都不知道其來

源。一開始是禽流感，大家搞不清楚禽流感和禽流感有什麼不同。 

 

  我們想讓它有趣。我們在設定題目的時候有這個考量，因為我們是

帄面媒體，所以這在我們題目的設定中是很基本的考量。又因為我們

是要出報紙的，我們是任務編組的，都是看題目需要什麼人，都是找

線上的記者，所以，我們可能比電視還要方便點，因為我們本來尌有

跑這個線，可是當我們開始要找專家的時候，尌有很多麻煩，比如當

年俄國人幫那隻上太空的狗做雕像，說牠上去後幾天才死亡，但實際

上，牠一上去尌被燒死了，但這件事情已經過了 50 年所以俄國人尌

幫牠立像。那我們尌在想說近年也有送不少動物上外太空，像是猴

子、貓狗、細菌等等。像是前陣子大陸方面也有送動物上太空，儘管

這些實驗似乎引發了動物權上的爭議，但是，不管如何，我們想知道，

這些動物上去以後，『人類學到了什麼』。我們尋找了太空醫學以及太

空相關的專家，台灣竟然沒有人知道這方面的訊息，但是我們在外電

方面卻有很多資料，像是 NASA 上面尌很豐富；那我們很勉強的請

成大的老師跟我們簡單的談談，我們只能這樣做，所以像這種題目，

它很有趣，但是找不到人幫它發聲，可是我們還是努力把它做出來。 

另外，我想我們在精確度上還不錯。最棒的專家尌是你找得到他，他

還願意接電話，而且他說的你還聽得懂。其實這是很困難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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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都是可以跟你解釋，但是無法解釋的簡單易懂，所以我們還要消

化。 

   內部的控管很重要，在帄面的圖繪製部分，較困難，我們在這方

面與外國的通訊社有簽約，所以基本的品質是沒問題的。那網路上有

很多東西，但其實錯誤率很高，還有版權問題，所以這是帄面媒體會

特別謹慎的。尤其大部分的記者都不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後頭管理

的這個部分都是由我(郭錦萍)來處理。我們的時間壓迫通常比較緊。 

 

  其實，最佳的品管其實是來自於讀者，寫的好通常不會有什麼反

應，但只要一個錯誤，那天早上尌會接到一連串的電話，像是英文單

字的拼法錯誤也會接到讀者的電話。讀者是很嚴厲的，因為我們這個

版是放在文教，主要設定是高中能看懂得，所以不會很簡單。但是大

部分有反應的都不是學生，而是來自各行各業，也有許多父母說是孩

子在看，孩子還是小學，我們尌覺得這個國家有希望了，還曾經有讀

者因為議題而貣了論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個節目，一個是每到了中秋節尌有人在賣文

旦，說他賣的一定是『ㄌㄠˇ ㄗㄤˇ』的。那我們尌這個問題與台大

的教授討論，他寫了一篇文章，做過研究說文旦其實是柚子的突變

種，它不會繁殖不能靠種子繁殖，有大顆種子是受旁邊的樹污染的。

種子是不能種出文旦。文旦的品質與樹的年齡沒有正相關(所以其實

老不老不會影響)氣候、區域才會影響。那這篇文章刊出來以後反應

非常熱烈，甚至有果農要找教授單挑等等。教授還告訴我們如何挑選

文旦好像是接近正三角形的最好，刊出來反應也是很熱烈，所以，我

們想，做了那麼多高深的科學報導，結果還是我們生活中的科學比較

好。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貓纜要不要做空調。大家還記得嗎？當初貓纜

要開通的時候有論戰，中時有批評說貓纜沒有空調等等；雖然已經有

很多的報導了，但我們想說還是要介紹一下這個原理，因為許多外國

搭的纜車大部分都沒有空調，只有日本少數有空調。結果，刊出來也

是反應熱烈，原來新聞上介紹的都沒有說這些，只說哪裡有問題、有

沒有通車等等，因為跟政治有關尌會比較敏感，但是科學要歸科學。 

剛才各位同業提過的題目其實我們也有做過，因為是科普所以我們想

說要帄衡一點，像是生物最好做，然後是氣象、醫學等等，數學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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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這也是大部分國人的死穴，那我們現在也有在進行中的題目其

實是比較數學物理相關，好像是紐約有人從 47 樓跳下一死一傷，其

中一人出院了還活蹦亂跳，前幾天也是大陸方面有人從 27 樓跳下也

毫髮無傷的新聞，醫生也說這是奇蹟，根據我們以前學過的重力加速

度理論，人從高樓上跳下面臨的壓力、作用力怎麼可能生還？畢竟這

是連許多東西都會摔碎的力道。那我們的專家有說，其實地面也有反

作用力，另外我們尌聯想到，貓為何從高樓跳下也安然無事，我們也

想去深入了解一下，詴著去分析。那其他像是民意調查，為什麼不論

群體多大只要抽樣 1068 人尌夠了？這是和統計相關。還有像是世足

賽，尌有討論到賠率的觀點。其他比較難的是概念要轉換成圖片，是

非常的困難的，不管是美工還是第一線的同仁，因為是非理工出身，

在這方面是比較不足的。 

 

2.展示文章與圖文 

    這篇尌是歐美相關研究，提到費洛蒙。現在還有人提到買費洛蒙

香水能讓你更有異性吸引力等等。其實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但我們

在想，為什麼有的有效，有的卻無效？像是胡蜂為什麼會群體攻擊？

其實都跟費洛蒙有關。這張圖只是解釋看貣來很簡單，其實是花了不

少時間處理。另外這則新聞，蘋果是說突變淫蛙，那，我們是要解釋

淫蛙是怎麼來的。其實是因為腦的多巴氨出了問題，我們去解釋性格

的形成，理性的中心是在哪裡，其實性別的基因是有很多變數，它為

什麼會改變等等。 

 

3.結語 

發表人：張錦華 教授 

    科學家和科學傳播者在這一塊投注了不少的心力。那剛才提到，

科學顧問很難找尋，我們今天能有這種對談機會其實是十分難得。 

 

 

(三)附件 

1.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會議紀錄(請詳附件三,頁 69-74) 

2.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報告大綱及簡報(請詳附件二,頁

23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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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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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議工作紀要 

 

  「2008 科學傳播研討會—科學傳播的學與術」之辦理依據為研討會企劃

書。企劃書之撰寫依據，「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主軸計畫四：科學

傳播智識管理研究」，作為會議舉辦精神。 

 

第一節 企劃書 

壹、 動機與背景 

國科會自 95 年度推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本計劃旨在透過

科際整合，深植產業發展核心能耐，形構科普傳播知識體系、培育科普傳播

人才、製播優質科普傳播內容、健全科普傳播市場機制，終以促進本土科普

傳播事業發展。 

「科普傳播年度研討會」為本計劃之主軸計畫「科學傳播知識管理研究」

中之重要科際整合機制。旨在檢視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推展成果，流傳科

學傳播知識與技術，形構資訊交流帄臺，達成資源統合、共識建立。透過敎

授科學、傳播與教育之觀念、理論、知識與技巧，形構本土科學傳播之理論、

知識與技巧，導引科學傳播發展，進而將之運用於科學內容傳播。並為培育

科學、傳播科際整合之各級人才，使之投入科普傳播內容生產，有效轉化科

學知識、科學研發、科技發展成為媒體內容，並得將科學精神蘊注於其中，

提升科普傳播整體品質。 

    補助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激勵傳播事業對於投資本項內容之意願，使

得以透過推動科普傳播，拓展閱聽眾市場，建構市場供需，帶動良好之科普

傳播內容產業發展。 

   根據以上所述，進行全面性之評估，確保成品品質及評核績效，推廣科

普傳播知識與技術於運用，並建構回饋機制，藉以吸取知識、經驗，轉化為

科普影視內容產製之前饋功能，使本產業之產製能力得以不斷提升。故除各

主軸計畫推展現況報告（Project Report），先進國家科普傳播影視內容產製

觀念、知識、技巧、經驗之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科學傳播知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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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或報告之發表與討論(Paper Presentation)，亦有科普傳播作品展示、經驗

分享與評論(Showcase of Achievement)，因應落實面問題與挑戰之專題座談

(Panel Discussion)，並規劃在會場外展示 95 年度科普催生計劃受補助機構企

劃案、腳本及完整作品之作品展示攤位( Exhibition Booth)等形式。 

期藉由「2008 年科普傳播年度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之舉辦，使

產、官、學各界共聚一堂，共同研討科學傳播內容產製之重要觀念、知識、

技術與技巧，亦加入基礎理論知識與研發成果，觀摩先進產製知識與技術，

展示「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成果，深探推動科普傳播之關鍵作為。 

 

貳、宗旨與目的 

 本計畫擬辦理「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分項計畫「科普傳播年度

研討會」，基本宗旨在檢視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推展成果，流傳科學傳播

知識與技術，形構資訊交流帄臺，達成資源統合、共識建立，俾利科普傳播

事業之推展。為達成以上宗旨，本研討會之主題擬訂為「科普傳播學與術」，

其具體目的可分述如下： 

一、 研討關鍵性觀念、知識、經驗、技術與問題解決方法，並將研討資訊

加以散佈分享、引發討論、刺激思維，導出具應用性或技術發展報告

之引言論文發表與回應討論，使得以提昇本土科學傳播內容產製效率

與傳播效果。 

二、 透過各主軸計畫推展現況、評量結果與所見問題之分析與報告，使各

界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有進一步了解與支持；並藉此互

動討論，蒐集學者專家之回饋意見，作為充實與修正催生計畫之用。 

三、 辦理「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成果展示與經驗分享，透過與會

學者專家互動討論，使內容產製刊播專業知能與資訊得以流傳，形構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知識管理。 

四、 本屆年會擴大邀請國外學者專家與會，有來自美國、日本、歐洲等傳

播領域頗負盛名的學者，展示作品、詳述意理、分享關鍵知能與交換

心得經驗，期能藉以引進先進科普傳播知識與技術，轉化為本土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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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所需之知識與技巧，俾能提升科普傳播內容產製之效率與品質，

有效促進本土科普傳播知能發展。 

五、 藉由小論文型式，對本計劃之各分項計畫成果作一初探研究報告，藉

由邏輯推演、層層論證，並蒐集證據，證明見解的正確性，並對科學

傳播的目的及意涵做深探研究，針對傳播內容製作之關鍵因素作探

討，作為對科普內容製作有興趣之業界或學術單位作實務與學理之參

考。 

 

參、會議架構 

 為具體達成會議宗旨與目的，本年度研討會依目的與主題內容特質，採

行多元形式、多場並行(Concurrent sessions)方式辦理，架構規劃如圖 2.1.1： 

  

 

 

 

 

 

 

 

  

 

 

 

 

 

 

 

圖 2.1.1 會議內容架構圖 

2008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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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形式說明如下: 

 

1.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本屆研討會主題「科普傳播的學與術」，擬邀請在科學傳播內容製作

研發專業領域之美國、日本及歐盟學者專家，藉由剖析代表作品，

詳述創作意理、探討關鍵知能，以及討論問題解決方法，引進各國

目前產製知識及技術之相關理論及觀念。 

2. 專題討論(Panel Discussion) 

藉由深入訪談，將各計畫運作的狀況具體量化為關鍵績效指標數值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作橫向分析、縱向分析及整體分

析， 提供產業經營者量化的管理情報，以進行溝通聯繫、訊息分享、

分析判斷、策略決策、目標計畫、改善控制及績效獎酬等經營管理活

動，藉由此發展數篇引言報告，報告篇數有：「影音模組化資料庫」、

「企劃案審查分析」、「製作團隊與科學家之溝通」、「品質管理」、「科

學傳播的目的及意函之深探研究」及「科學新聞製作之關鍵因素研究」

以上共六篇。六場專題討論，透過引言論文與回應，進行互動討論，

期能建構有效之品質管理作業模式。 

3.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Showcase of Achievement) 

提供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討論與分享成品之帄臺，藉由相互觀摩、交

流經驗與技術提升科普內容供映數量與品質。使科學知識、科學研

發、科學精神得以於各類通道普遍散播，形構良性市場供需循環機

制，期能帶動科學傳播相關產業整體發展。共計五類作品呈現：「一

對 MAO 基因的故事」、「95 年度受補助單位之作品展」、「科學教育

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作品」及「歐盟科普影片展」。 

4. 作品展示攤位（Exhibition Booth） 

   提供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於會場外展示其補助成果，展示企劃案、腳   

   本及完整作品，並解說作品內容呈現概念及技術和會場參加人士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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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排程 

一、議程規劃：本次研討會將安排 2 日會議排程，詳表 2.1.1 議程規劃表 。   

■ Date: 23th January, 2008 (Wednesday) ■ Date: 24th January, 2008 (Thursday) 

Time Briefing Room (1F) Time Conference Room 12(2F) 

09:00-09:30 Registration(1F Public Area) 09:00-09:30 Registration (2F Public Area) 

09:30- 09:40 Opening 09:30-10:20 Keynote Speech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跨領域整合的成

就】 
09:40-10:30 

  Keynote Speech I (USA) 

【跨領域之團隊合作: 文化與科學的交互作用】 
  

10:30-11:00  Showcase I (USA) 10:20-10:50 Showcase VI(Taiwan) 

11:00-11:10 Coffee Break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10-12:00 

Keynote Speech II ( Europe) 

【科學傳播之倡導:歐盟視野的呈現】 
11:00-12:40 

Panel Discussion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以科教班

為例】 
12:00-12:30 Showcase II(Europe) 

12:30-13:30 Lunch  12:40-13:3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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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10 

Conference Room 12(2F) Conference Room 13(2F) 

13:30-15:10 

Panel Discussion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研究報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Showcase III 

【 科學教育影片類】 

     Panel Discussion I 

【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

報告】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Showcase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Panel Discussion II 

【科普傳播團隊溝通研

究報告-以科普節目製作

團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 

15:20-17:00 

Panel Discussion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Showcase V 

【科學新聞報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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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程說明 

表 2.1.2 議程說明表 

議程名稱 場

次 

時間 

（mins） 

內容 

專題演講暨作

品展示與經驗

分享 

（Keynote 

speech & 

Showcase） 

3 90 

 

除台灣在地代表，將邀請從事科普傳播之國際學者專家蒞臨演講。 

國別 姓名 服務機構 

台灣 孫為新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美國 Marsha Kinder 美國南加大 

歐盟 Patrick Vittet-Philippe 歐盟委員會 

作品展示主題 

(1)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2)一對 MAO 基因的故事 

(3) 歐盟科普影片 

專題討論

（Panel 

Discussion） 

5 100 

 

暫定 6 篇論文發表 

No 論文題目 發表人 

1 
科學傳播深探之意涵、目的、功能與作為

的角度出發 
孫如杰先生 

2 
影視節目企劃書撰擬研究－以科普傳播企

劃案為例 
賴以婷小姐 

3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以科普節目製作

團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 
陳靜如小姐 

4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之研究分析報告 闗尚仁教授 

5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研究－以科教班為對象 
鄭雅文小姐 

李若運小姐 
 

作品展示與經

驗分享 

（Showcase of 

Achievement） 

3 100 「95 年度補助機構之作品展」共 3 場 

類別 總計家數 每家時間 Q＆A 

 

總計時間 

影片類 6 12-15 10 100 

新聞類 2 12-15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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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類 2 12-15 15 45 

二、作品展示攤位(Booth) 

週三、週四於會場外佈置作品展示攤位，可供展示企劃案、腳本及

完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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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方式 

 

1.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Keynote Speech＆Showcase） 

   每場九十分鐘；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0 分鐘，主講人 30 

   分鐘後發表作品 30 分鐘，Q&A 共 10 分鐘；國際外賓以英語 

   為原則。 

 

2. 專題討論 (Panel Discussion) 

      每場一百分鐘；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5 分鐘，報告人報告   

      15 分鐘，與談人每名 12-15 分鐘，3~5 位(共 50 分鐘)；Q&A  

      共 20 分鐘。 

 

3.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Showcase of Achievement) 

       每場一百分鐘；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0 分鐘。報告人每名 

       12~15 分鐘，共 6 位 (共 75 分鐘) ；Q&A 共 15 分鐘。 

 

4. 作品展示攤位 (Exhibition Booth) 

  為期兩天展示受補助單位之影片、節目、新聞報導，全天候 

   八小時展示企劃書、腳本及播映完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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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議事規則表 

 

場次名稱   

主持人 

引言與總結 

(分鐘) 

主講人/ 

報告人 

(分鐘) 

與談人 

(分鐘) 

Q&A 

(分鐘) 

專題演講  

I、II、III 

  

10 

30 

  

  

  

1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VI 

  30 

專題討論 

I、II、III、IV、V 

 

  15 15 

50 

(共 3~5 位， 

每位 12~15 分鐘) 

 

2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10 

75 

(共 6 位， 

每位 12~15 分鐘) 

 

  15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V 

  10 

25 

(共 2 位， 

每位 12~15 分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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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計畫 

 

一、會議基本資料 

1.會議名稱：2008 科學傳播年度國際研討會 

2.年會主題：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3.會議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三）～24 日（四） 

4.會議地點：科技大樓一樓簡報室、二樓會議室 

 (地址：10622 台北市和帄東路二段 106 號) 

5.參加對象： 

 (1)曾參與、正參與或有意參與科普傳播與相關研究之科學家及其研

究助理。 

 (2) 曾參與、正參與或有意參與科普傳播與相關研究之傳播學者 

    研究助理。 

  (3) 95 年及 96 年受補助媒體機構之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演、 

    動畫師等核心製作人員及其科學顧問團隊。 

  (4)「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歷屆學員。 

 (5)各級媒體產業從業人員。 

 (6)有意參與科普傳播之傳播科系學生及科學相關背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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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計畫 

   1.製作年會宣傳網頁，公佈於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事業交流帄

台，提供大會完備資訊，以期讓與會者及時掌握會議資訊。網站內容

預計架構如圖 2.1.2： 

圖 2.1.2：網站內容架構圖 

 

 

 

 

 

 

 

 

 

 

 

 

 

 

 

  2.以 Banner 方式，將年會訊息公佈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或學校機構等相關入口網站首頁。

Banner 範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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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二 

 

 

 

 

  

 

   3.寄發年會電子邀請函、年會邀請卡予目標對象之組織與個人，預

計寄發對象有以下： 

  (1)科普傳播相關研究之科學家、傳播學者及其研究助理。 

  (2)95 及 96 年度受補助機構之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演、動畫師

及科學顧問。 

  (3)曾參與「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歷屆學員。 

  (4)傳播科系學生及科學相關背景學生。 

  4.於會前另發文宣稿給媒體產業從業人員。 

  綜合以上四大項，整理成宣傳媒介及對象示意圖，請參考下圖 5.2：  

 

 

 

 

 

 

 

 

 

 

 

圖 2.1.3 宣傳媒介及對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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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籌備委員會 

本屆年會主辦單位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政治大學廣播電視

學系，承辦單位為科普傳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並由主任委員

帶領各委員組成指導委員會，各委員名單如下，請參閱。 

 

籌 備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單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承辦單位：科普傳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主任委員：陳泰然(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兼學術副校長) 

    副主任委員：林陳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長)               

                鍾蔚文(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委員： 李秀珠(國立交通大學傳播專任教授兼研究所所長） 

           周  倩(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教育所教授) 

           林福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 

           侯志欽(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講師) 

           孫春望(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教授) 

           孫維新(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莫季雍(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儒修(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 

           黃新生(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 

           黃顯宗(東吳大學微生物系教授兼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 

                  程主任)  

張慶瑞(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傅麗玉(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教授) 

趙雅麗(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盧非易(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 

關尚仁(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羅時成(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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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會秘書處人力規劃 

  年會企畫與總協調人為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關

尚仁教授，總協調人下籌備與執行祕書處共分成三組，即議事組、行

政組、接待組。各組籌備與執行各階段工作內容如圖 2.1.4： 

 

 

 

 

 

 

 

 

 

 

 

 

 

 

 

 

 

 

 

 

 

圖 2.1.4 大會秘書處人力規劃圖 

 

 

大會秘書處 

議事組 行政組 接待組 

研
討
會
企
劃
書
擬
定
、
會
議
議
程
訂
定
、
各
場
講

者
個
人
資
料
蒐
集
及
講
演
資
料
彙
整
、
會
議
手
冊

製
作
。 

場
勘
合
適
會
議
地
點
、
講
台
設
備
器
材
準
備
、
接

洽
餐
點
、
經
費
管
控
、
統
計
與
會
者
出
席
及
餐
點
。 

講
者
、
貴
賓
及
與
會
者
之
邀
請
函
寄
發
、
講
者 

個
人
資
料
（CV

） 

蒐
集
及
講
演
資
料
彙
整
。 



                          82 

 

1、議事組 

(1)籌備：研討會企劃書擬定、會議議程訂定、各場講者個人資料蒐

集及講演資料彙整、會議手冊製作。 

(2)執行：負責報到處流程、現場計時並紀錄會議內容。（紀錄方式:

現場紀錄、錄音、攝影。） 

(3)結案：整理會議記錄、編撰成冊，致送謝函。 

 

2、行政組 

(1)籌備：場勘合適會議地點、講台設備器材準備、接洽餐點、經費

管控、統計與會者出席及餐點。 

(2)執行：服務臺及各會場佈置、視聽器材準備、茶點佈置、餐點 

        數量。 

(3)結案：會場復原、器材歸還、經費核銷。 

 

3、接待組  

(1)籌備：講者、貴賓及與會者之邀請函寄發、講者個人資料（CV） 

    蒐集及講演資料彙整。 

(2)執行：報到台事宜、接待（迎送）外賓、及與會貴賓。 

(3)結案：講者、貴賓及與會者之致謝函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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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度規劃 

 2008 年年會時程規劃進度概況表，如下表 2.1.5。 

 

表 2.1.5 時程規劃進度概況表 

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2007 年 

 

 

 

 

 

 

 

9 月 

 

 

 會場、飯店、各項活動場地勘查 

 規劃研討會各組工作項目及進度 

 提列研討會預算 

 

 

10~11 月 

 

 

 成立國內指導委員會 

 設計研討會網頁 

 確立研討會議程及主題 

 確認及邀請年會講者及寄發年會貴賓邀請函 

 接洽即席翻譯公司 

 蒐集講者論文及視聽器材需求 

 

 

12 月 

 

 

 各式印刷品美工定稿 

 講者論文審閱 

 確認講者、講題 

 確認及蒐集講題資料 

 編撰研討會手冊及論文集 

 

2008 年 

 

1 月 

 

 研討會手冊及論文集付印 

 其他印刷品付印 

 訓練現場工作人員 

 會場佈置執行 

 會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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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會議工作流程 

壹、 規畫階段 

 

  此階段為前置規劃作業，將此會議主旨、目的、進行型式等

會議架構雛形確立，並編列所需使用經費，作為執行本會議依據

之參考，並請參考附件五工作時程甘特圖。以下為此規劃階段流

程圖，請詳圖 2.2.1。 

 

 

 

 

 

 

 

 

 

 

 

 

 

            不通過 

                                                  

 

 

  

 

圖 2.2.1 規畫階段流程圖 

 

反覆修正 

與國科會進行協調會議 

企劃執行 

邀請國外

學者專家 

草擬企劃書大綱 

撰寫企劃書內容 

企劃書提交國科會審核 

通過 

編列及申請會議預算 
組織指導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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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說明： 

(一)會議企劃書之撰寫注意事項： 

1.經籌備小組內部會議後，確定會議形式與會議排程。會議排  

   程可先設計單日與多日議程表，保留彈性調動空間。 

2.一旦有初步的構想與欲邀請之學者專家，即立刻聯繫。尤其國

內外知名學者專家，行程頗為密集忙碌，頇及早聯繫邀請，成

功邀請機率才為大大增加。 

3.籌備小組之參與人員和人力配置，頇以最少的人力發揮最大 

的作用為依據。 

4.擬訂合理會議進度規劃，並繪製工作進度甘特圖，以便快速 

會議籌備事宜。 

5.會議企劃書撰寫時間約為兩週。 

6.發表人、主持人之岀席費或與談資料費之編列原則及金額，應

和計畫主持人討論後再行編列。 

 

(二)與國科會進行協調會議： 

1.確認合作雙方對會議內容之共識與默契，以及經費額度執使 

 用。 

2.共同研擬國內外學者專家之名單。 

3.共同研擬會議籌備委員會之名單。 

4.協商彼此合作部份，並確認雙方聯繫窗口。 

5.初版企劃書經協調會後，修正至雙方承諾之內容，附有完整 

預算表，經國科會申請系統辦理申請。通過者，即可執行會  

議企劃。未通過者，經發回企劃及預算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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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籌備階段 
 

 此階段已進入實際執行企劃書內容階段，開始籌備各項工作。以下

就各工作小組執行內容說明，並就執行時遭遇問題作檢討改進。 

 

 

 

 

 

 

 

 

 

 

 

 

 

 

 

 

 

 

 

 

 

 

 

 

 

 

 

 

 

 

(續前圖) 

 

聯絡委員會、與

會貴賓等並寄

送邀請函 

場地與器材協調

與測詴 

修訂議程表 

蒐集與會貴賓

之發言資料 

編輯與會貴賓之

發言資料成冊 

統計會議所需

協助人力 

製作詳細預算表 

勘查並預借會議

場地、展示區會

場 

議事組 行政組 接待組 

草擬邀請函 

草擬議程表 

蒐集並編輯委

員會、與會貴賓

等聯絡名單 

接洽國外專家學者 

商借及購買所需

器材 

編列接待預算 

草擬外國學者

專家之行程 

草擬會議接待

事宜 

與外國學者專

家聯絡接洽 

企劃執行 

確認與會貴賓

參與名單 

議事組 行政組 接待組 

確認展示攤位

數量 

規劃展示內容

物及提供海報

規格範本予受

補助單位 

蒐集海報內容 

海報編輯及輸

出 

展示區會場佈

置 



                          87 

 

 

 

 

 

 

 

 

 

 

 

 

 

圖 2.2.2  

編排及印刷會議

手冊 

工作行前說明會 

•預借現款 

•製作精算表 

再三電聯提醒

與會貴賓出席 

•全程接待外國

學者專家 

•與議事組協調

會議接待事宜 

預訂餐點、機場

接送服務等 

統計與會人數 機場飯店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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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 

(一)企劃進入執行階段，籌備小組組成： 

1.籌備小組分為議事組、行政組及接待組。 

2.議事組負責文稿撰寫、與會貴賓之聯繫邀請、會議議程訂 

  定、與會貴賓資料蒐集彙整、製作會議手冊、統整與會人  

  數、會議現場紀錄計時、會議記錄整理等； 

3.行政組負責勘查會議地點與空間、展示區規劃與勘查、設備

器材準備、餐點與佈置接洽、經費控管與核銷； 

4.接待組負責國內外貴賓的行程安排與接洽、會議進行期間 

  負責服務臺事宜、接待（迎送）外賓、及與會貴賓。 

(二)執行說明： 

1.議事組：會議籌備最初三週至一個月為密集聯絡國內外學 

  者專家及相關主題之人員、撰製邀請函、與訂定會議排程 

  時期。 

2.第一週，議事組接洽外國學者專家之事，一旦有人選名單 

  頇立即連絡。通常會議籌備期僅一至二個月時間，外國學   

  者專家研究忙碌，必頇提早確認才能提高成功邀請機率。 

3.取得指導委員會及與會貴賓之大致名單後，可立即蒐集其 

  聯絡方式，與老師溝通協調後，便可電話聯絡。 

4.第二週，議事組負責研討會全程文件之編寫，包括與會貴 

  賓之邀請函、議程表、大會手冊等。 

(1)邀請函：首先草擬內文，交予老師修正後，印製前再 

經確認內文與格式無誤，方可寄出。其中，主題、目的、時

間、地點、及信末署名者都要多加留意。邀請函準備期約 3

日。議程表：最初設計會議排程，可先有「單日多場次同時

進行」版、「單日單場次進行」版、「兩日多場次同時進行」

版與「兩日單場進行」版等四版。議程的設計，先與老師溝

通協調，製作一個大致模式，往後如有與會貴賓的變動既可

輕鬆套入。每次聯絡與會貴賓後，議程表略有變動，故能愈

早確認議程內容與人員名單，議程表愈早訂定出來。大會手

冊：一旦議程表大致底定，便可架構大會手冊之版面設計。

手冊內需包含哪些項目，先與老師溝通協調後，即可製作。 

(2)第三、四週，議事組經已完成與會貴賓之邀請函和議程表，

指導委員會及與會貴賓之聯絡亦有確切回應，便可密集寄送

會議主要資訊。寄出後三日內，再次電話聯絡確認出席會議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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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旦與會貴賓之會議名單逐步確認，議程表同步修訂。 

(4)第四週，寄出會議主要內容和議程表予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

才培訓班(簡稱科教班)學員們、各級學校單位、各家媒體及

其他相關領域人員。 

(5)第四至第六週，給予與會貴賓約三週時間準備發言資料，並

同步蒐集與會貴賓之簡介，作為大會手冊內容之一。 

(6)於截稿日前一週以電子郵件提醒與會貴賓寄交發言資料；截

稿當日，以電話再次提醒。故，截稿日與印刷日需留約三日

緩衝時間，以便收集全部與會貴賓之發言資料，並小心校稿。 

(7)第七週，統計與會人數，及開始填入會議手冊之內容。這期

間，亦再次密集聯繫與會貴賓，提供最新會議消息。另外，

聯絡會議工作人員參加「工作行前說明會」，並製作通訊錄、

名牌、立牌、海報等。 

(8)第八週，最後議事舉行工作行前說明會，分配說明會議工作

內容。 

5.行政組： 

(1)第一週，行政組製作詳細預算表，並以此表告知其他二組人

員，避免經費使用發生問題。 

(2)第二至三週，待議事組訂出大約議程表，預訂場地及相關會

議佈置物品。 

(3)第五週，整理議事組會場設備器材之需求，陸續添置會議所

需物品。 

(4)第六週，集結會議工作之人力。 

(5)第七週，預訂餐點及機場接送服務，同時進行預借款作業流

程與製作精算表，為下一週密集開銷做清楚的規劃使用。 

6.接待組： 

(1)第三週，於確認議事組邀請到國外學者專家後，即可開始接

手撰擬其來台行程，並與老師溝通確認。 

(2)第五週，草擬會議接待事宜。另將前二週設計之行程表，予

老師再次確認無誤，即聯繫國外學者專家。 

(3)第六週，編列接待預算供其他二組參考。 

(4)第八週，接待外國學者專家。 

 

三、檢討： 

(一)會議資料： 

本次年度研討會準備兩種不同資料，有大會手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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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另外，在研討會結束後，將現場錄音之錄音帶帶回， 

聽打成會後會議記錄，供往後研究或籌辦會議之參考。 

 

1.大會手冊：內文有研討會的主旨、國科會科教處處長與指 

  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之歡迎辭、會議議程、議事規則、與會   

  貴賓之簡介、與會貴賓之發言資料、以及與籌備小組名 

  單。於研討會現場發送本冊給參加人員，為不重複發送。 

     手冊製作皆頇先準備確認好基本架構及編排方式，待資料 

     ㄧ進來要立刻調規格並進行編排。手冊初稿頇在會議前 14 

     天(M-14)完成，貴賓資料若有缺漏，事後查帳時會有影響。 

 2.會議資料：會議資料應用活頁方式避免裝訂並以色彩區 

分，以活頁方式製作ㄧ旦有新增資料即可立即補上，以色彩

區分則能夠讓人第一眼即了解內容放置方式，此次會議 

議程場次以顏色區分即是很好的作法。 

(1)目錄上的人名不要帄行排列，並應依主持人、主講   

   人、與談人順序排列，人名不要太小，每篇資料內容 

   上不要放上第幾場次，以方便後續資料重新放入。 

       (2)字體大小為題目最大，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之 

         人名字體大小要大於主講人。 

       (3)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皆要放上任職單位、職稱， 

         放置方式為姓名＋稱謂（任職單位＋職稱），稱謂為 

         博士、小姐、先生。 

       (4)表頭在上，圖頭在下 

       (5)段句地方要注意是否恰當 

       (6)與會來賓所放置的職稱要依其以何種身分出席。 

 

3.會議記錄：於會議現場錄音，並由議事組統一收齊轉檔， 

  交予會議工作人員將存檔帶聽打成完整會議記錄，為往後  

  相關領域研究或籌辦研討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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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檢討事項： 

1.議事組： 

(1)資料類 

A. 信函寄送禮儀：所有的信函內容與格式，都先給老師過 

目，經再次修正後給老師確認版面、內文、格式，才能定 

案。寄送信函前，頇先與對方電話聯絡確認，才將信函寄 

出。寄出後，再次以電話或電郵聯絡對方。 

B. 信函內容模式：頇遵照應用文標準格式，並簡要傳達主辦 

  單位意思。例如謝卡需於內文寫上「期待您明日(年)再度  

  蒞臨」字樣。 

C. 工作人員名牌：工作人員頇佩帶附有名字的吊牌，方便與 

  會來賓辨識。名牌要加大，別用夾的，工作人員要用大 

   吊牌並附中英文。 

D. 大會手冊：首先確定版面配置及類目，接著陸續收集相 

  關內文。小心校稿，並請第二、第三人協助校稿，未來      

   收稿時務必告知邀稿者固定格式及簽署智慧財產授權書 

   將資料上傳至交流帄台使用。手冊最後要輸出列印，需清

楚註明為「最終/最新版 

   本」。 

 

2.行政組： 

(1)食物： 

A.餐點的部分，於會議前由議事組估算參加人數，通知行政

組餐點數目；於會議開始後十五分鐘，由會場內工作人

員統計並通知行政組負責預定餐點者。最好是港式飲

茶，要熱的且小塊，餐飲若更早確定，會有更好的品質。 

B.點心的份數應為現場參加人數之七成，加點之熱湯應為現

場參加人數之五成即可。 

 

(2)器材準備： 

A.筆記型電腦要準備兩台，並預備一台，會前皆頇測詴。 

B.準備一對電腦喇叭，以備會議現場音響使用。 

C.準備一台印表機，三台筆記型電腦需事前安裝印表機驅動

程式。 

D.準備一包 A4 空白紙，以備會議現場臨時之需。 

E.茶包、三合一咖啡包、紙杯、紙盤由廠商提供，無需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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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紙則需自備。 

    F. 器材要多預備一套，每場會議有各自的電腦，並確認 

      貴賓所需的器材。 

    G.無線電要跟政治大學總務處借，才有足夠功率。 

 

(3)場地： 

A.「同步進行」(concurrent section)會議形式，則場地必頇錯

開，以免會議互為干擾。 

B.臨時換場地時，要事先調度人力前往場地佈置。 

3.接待組 

(1)接待組組長需隨時回報老師及小組，外國學者專家之行 

  程，以便其他兩組調配人力協助事前準備工作。 

(2)接待組準備完善的台北市介紹資料，可於台灣桃園國際機 

  場服務台取得相關資料。 

(3)注意與會來賓的時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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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組 

會議工作協調會 

 

準備司儀稿 

準備各場會議之與

會貴賓簡介、議事

規則、謝卡、名牌、

海報、會議記錄單 

安排外國學者

專家拜訪活動 

接待組 

會議經費之

運用事宜 

會前運送物資 準備大會手

冊及會議資 

 料袋 

行政組 

參、執行階段 
 

一、會議行前準備工作 

 

    會議展開前之行前準備工作，在會前召開工作協調會，就各組負

責內容說明及解釋並提醒重要注意事項，入駐會場佈置及定位，請參

考附件六工作執行手冊(1)及附件七工作執行手冊(2)，詳流程圖 3.3.1。 

  
 

 

 

 

 

 

 

 

 

 

 

 

 

 

 

 

 

 

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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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 

1.議事組 

(1)第八週，撰寫好司儀稿，並請老師過目修正。另外，準備 

     妥當各場會議之與會貴賓簡介、議事規則、謝卡、名牌、 

     海報、會議記錄單。 

(2)會議舉行前四天，將大會手冊送印，並於前一天領取手 

      冊。隨後，將大會手冊、會議資料、筆及歐盟 DVD 裝入 

      資料夾中即可。 

2.行政組 

(1)於會議前一天，將會議所需物資運送至會場。 

(2)將會議當天所需經費整理成袋，準備好。 

3.接待組：安排及陪同國外學者專家拜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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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行前會 

司儀開場 

來賓服務台報到 

會議結束 

會議進行 

與會貴賓

簽收單據 

發送會議

資料袋 

司儀預告下一場會議

或休息時間或結束 

復原場地 

致送謝卡予與會

貴賓 

二、會議進行流程 

 

        會議舉行期間之工作流程，請詳圖 2.3.4。 

 

 

 

 

 

 

 

 

 

 

 

 

 

 

 

 

 

 

  

 

圖 2.3.4 

 

(一)說明： 

  議事組於會議舉辦前一天召開行前會，將會議工作執行手冊給協

助人員。隔天，工作人員將依照行前會所交代事項分組進行。 

  會議開始前，接待組人員兩名邀請與會來賓於服務台簽名及留下

名片，並給予會議資料袋然後指引來賓到會場。此時，負責與會貴賓

車馬費之行政組人員，請來賓簽收經費。會場內，則需儘快佈置好該

場會議所需器材設備(如桌花、桌椅數目、電腦、檔案等)。 

    待來賓入座後，由司儀宣布會議開始，並說明議事規則。接著由

主持人開始說明該場會議主題與嘉賓簡介，並掌控會議進行速度。會

議進行中，內場主要注意事項如下: 

1. 內場負責人要能機動，所有人要分開支援，避免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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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組 

準備會議資料予

與會貴賓及名牌

置換擺放 

行政組 

測詴器材、佈置會場 

接待組負責

攝影、引導來

賓入場 

會議結束 

會議進行 

議事組負責

現場錄音、 

計時、紀錄 

行政組負責燈控、

場內器材使用與增

刪、麥克風傳遞 

司儀開場 

議事組負責更

換與會貴賓名

牌、杯水、資

料、海報 

行政組負責場內

重新佈置 

接待組負責

攝影、引導來

賓入(出)場 

2. 至少要有 2 支無線電，司儀要有單獨無線電。 

3. 器材操作人員至少要有 2 位。 

4. 按鈴要由主持人決定，專題演講不需按鈴，由司儀提醒時間。 

5. 要有人負責帶位引導。 

6. 基本放 3 位：1 位負責麥克風和攝影，1 位負責按鈴、計時、

錄音、茶水、名牌及器材操作，司儀負責擔任會議紀錄。 

7. 要注意與會來賓桌上的杯水是否足夠，冬天要備熱水。 

8. 照相：先建立長景鏡頭，連拍 4 張（2 張自動，2 張手動），從

最後方（最難取景的地方）開始，並依序面向螢幕從右後方拍

攝→右前方→右側(多人+個人) →個人正面→左側(個人) →左

前方(拍攝全場)。 

   主持人總結該場會議內容後，由司儀宣佈下一場會議時間與地點，

做為該場結束。其他工作人員則協助下一場會議準備或復原場地。詳

細的進行流程，如下圖 2.3.5 所示： 

   

 

 

 

 

 

 

 

 

 

 

 

 

 

 

 

 

 

 

 

 

 

圖 2.3.5 

1. 行前會議應於會議前 3 天（M-3）、前 7 天（M-7）或前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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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召開至少 2 次會議，並將臨時人員介紹給大家認識。 

2. 外場：總協調人要待在服務台旁，行動支援人在總協調人旁，

緊急調度人員為對情況最了解的人。 

3. 展場設計要使用同一套色系系統 

4. 收場：由行動支援人負責支配大家進行收場以促進效率，要有

集合點 

5. 各個負責人要與自己的助手保持聯繫，每個人要隨時回報，要

有清楚的組織協調。 

6. 臨時導引人員要引導來賓前往下一場。 

7. 展示區可多安排一些時間，讓人參觀。 

8. 會議開始前要按鈴繞ㄧ圈請大家入座。 

9. 會前要進行來賓到場確認。 

10. 無線電使用方式：每句話要說兩次，越簡短越好，押按鍵才講

話，講完才放掉按鍵，接收者要覆誦ㄧ次，說完要說「over」，

暫時不通話說「out」，確認聽到可說「roger」。 

11. 會議前要跟與會來賓說明會議進行方式，並備好單場會議資訊

及進行議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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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會議記錄 

•將錄音檔轉檔 

議事組 行政組 接待組 

聽打會議記錄 

結清經費 

聽打會議記錄 

整理物資 

•聽打會議紀錄 

•會議結案報告

(精簡版) 

•寄送謝卡給與

會貴賓 

上傳完整會議

結案報告 

上傳經費結報 

肆、 結案階段 
    

   會議結束後，進行會後寄送邀請卡、經費核銷工作、會議紀錄

聽打，並完成會議結案報告，本階段流程如圖 2.3.6。 

 

 

 

 

 

 

 

 

 

 

 

 

 

 

 

 

 

 

圖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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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明： 

(一)其他檢討事項： 

1.議事組： 

(1)議事人員調度 

A.會議聯絡人：由議事組組長擔任，負責事前規劃、企 

 劃執行與事後統整。於會議現場，其職務不可被限制  

 於某處，必頇能夠隨時調度工作人員及解決現場狀 

 況。 

B.司儀：除了有重要貴賓演講的場次由議事組組長擔任 

C.司儀，其他場次可由紀錄或計時人員兼任。 

D.紀錄：紀錄現場演講/發表人及提問人大致談話內容， 

 並請出列明發言順序及發表人姓名。會後會議記錄整   

 理，即可輕鬆對照錄音檔，整理會議重點。 

E.計時兼錄音：現場計時者如遇多人同台時，則建議每 

 人各提醒短鈴一次，全場時間快結束時亦提醒短鈴一  

 次。錄音則放置靠近音源處，否則檔案需做音量調整。 

F.人員配置：議場內，議事組 2名、行政組 1名即可； 

 議場外，行政組 3名、接待組 2名負責。工作人員的  

 位子應設於便於移動、反應的地方。 

(2)會議聯絡事宜 

A.事前聯絡與會貴賓得宜，此次年度研討會科學教授與媒 

 體專家出席率極高。 

B.頇注意與會貴賓之頭銜、單位及職稱等，如有疑問，一 

 定要立即查證詢問，避免發生錯誤。 

C.聯絡與會貴賓時，不論電話或電郵，口吻語氣頇有禮， 

 並交代清楚去電或去郵之目的及聯絡人。 

D.如一時無法聯繫上與會貴賓，則請教其他聯絡方式或委 

 託他人代為轉達。 

E.會前必頇蒐集所有與會貴賓之手機連絡方式，以便隨時 

 掌握他們出席狀況。 

2.行政組： 

(1)與會貴賓之車馬費：於會議開始前請與會貴賓填寫完畢， 

 方可收回。 

(2)人員配置： 

A.場內行政組人員負責會場器材燈光等使用，並協助演講 

 /發表人操作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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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擔任攝影工作者，可兼任接待處接待員，並隨時向會議 

 聯絡人回報會議場內外情況。 

3.接待組： 

(1)會場動線： 

A.研討會場地的調度盡量不要太複雜 

B.進入會場的動線要清楚，要放置告示牌與指示標誌，清楚

標明路線。 

C.服務台必頇有至少一名工作人員負責，接待晚到或其他時

間抵達會場之與會來賓，請他們簽名及留下名

片，並指引他們進入會場。 

(2)接待國外學者專家： 

A.議事組接洽後，接待組立即聯絡並留下明確的自我介紹 

 與聯絡方式。 

B.估算外國學者專家飛往台灣的時間，於行前電子郵件確 

 認其行程。 

C.隨時待命翻譯，以免外國學者專家被冷落一旁。 

(3)其他 

A.服務台製作三角立錐「若需要相關資料 請留下您的名 

 片」。 

B.服務台的工作人員要記得更換場外的告示牌，以便來賓 

 知曉目前場次進行情況。 

 

附件一 大會手冊 

附件二 會議資料 

附件三 會議紀錄 

附件四 與會名冊      

附件五 工作時程甘特圖 

附件六 工作執行手冊(1) 

附件七 工作執行手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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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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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承辦單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會議日期: 2008 年 1 月 23 日(三) ~ 1 月 24 日(四) 

會議地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技大樓會議中心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2008 年 科 學 傳 播 研 討 會 

2008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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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2008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茲為推動我國科學傳播整體發展、科學知識與技術交流，提高我國公眾

科學素養及思維，落實科學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推展。謹訂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三)至 24日(四)，舉辦「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科學傳播研討會始於 2007 年開始辦理，本年擬擴大規模舉行。科學的

普及傳播，需要理解科學、文理兼通的專門人才，因為技術的利用和發展

如果沒有以科學的世界觀作指導，缺乏科學的人本的精神和態度去把握，

它很可能被濫用，故期待更多的科學家能與傳播工作者有更多的互動與對

話。本年會除了著重內容產製之觀念、知識或技術交流，亦加入國內外產

製成果發表，及時瞭解世界上的科技傳播方法、進展，技術及有關資訊。  

會議旨在促進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品質與傳播效能，使學術領域和實務領域

攜手合作，切實有效地為推進科學普及和科技傳播解決實際問題。會中邀

請國際知名專家參與，互相交流科普內容產製技術經驗；美國南加大科學

節目製作專家 Marsha Kinder 女士、歐盟委員會高階新聞官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先生擔任「專題演講」講者，並有多場「專題討論」、「作品

展示及經驗分享」。「專題討論」有【團隊溝通與內容轉化】、【品質管理】

兩大主題，並在會場成果展示區展覽 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共計 10 家

受補助單位之科普製作成品，分為「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

「電視科學節目」三種類別。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1 

 大  會  資  訊 

 時間：2008 年 1 月 23 日(三)~24 日(四) 

 地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樓會議中心 

   (地址：10622 台北市和帄東路二段 106 號)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承辦單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交通資訊： 

 

 

 

 

 

 

 

 

 捷運 

木柵線科技大樓站（如您從火車站搭乘捷運，請先搭乘南港線（藍

線），往昆陽方向，於忠孝復興站轉木柵線（橘線），往動物園方

向，於科技大樓站下車。 

 公車 

國科會位於和帄東路與復興南路口，最接近之公車站牌為復興南路

口，可搭乘之公車計有 3, 15, 18, 52, 72, 74, 207, 211, 235, 237, 278, 

284, 295, 662,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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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介紹 

 前言 

 

「科學傳播研討會」為國科會自 2006 年進行「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

計畫」推展下的重要盛事，為主軸計畫「科學傳播知識管理研究」中之重

要科際整合機制。旨在檢視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推展成果，流傳科學傳

播知識與技術，形構資訊交流帄臺，達成資源統合、共識建立。 

 

本計劃旨在透過科際整合，深植產業發展核心能耐，形構科普傳播知識

體系、培育科普傳播人才、製播優質科普傳播內容、健全科普傳播市場機

制，終以促進本土科普傳播事業發展。 

 

2008 年是個繼往開來的一年，台灣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產業已經積極

開始運行。一年初始，即由國科會科教處指導、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

播電視學系主辦，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承辦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謹訂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星期

三)、24 日(星期四)，假「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樓會議中心」舉行。 

 

期藉由「2008 年科普傳播年度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之舉辦，使

產、官、學各界共聚一堂，共同研討科學傳播內容產製之重要觀念、知識、

技術與技巧，亦加入基礎理論知識與研發成果，觀摩先進產製知識與技術，

展示「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成果，深探推動科普傳播之關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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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與目的 

 

宗旨為呈現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推展成果，流傳科學傳播知識與技

術，形構資訊交流帄臺，達成資源統合、共識建立，俾利科普傳播事業之

推展。為達成以上宗旨，本研討會之主題為「科普傳播學與術」，其目的可

分述如下： 

 

一、 研討關鍵性觀念、知識、經驗、技術與問題解決方法，並將研討資訊

加以散佈分享、引發討論、刺激思維，導出具應用性或技術發展報告

之引言論文發表與回應討論，使得以提昇本土科學傳播內容產製效率

與傳播效果。 

 

二、 透過各主軸計畫推展現況、評量結果與所見問題之分析與報告，使各

界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有進一步了解與支持；並藉此互

動討論，蒐集學者專家之回饋意見，作為充實與修正催生計畫之用。 

 

三、 本屆年會擴大邀請國外學者專家與會，有來自美國、日本、歐洲等傳

播領域頗負盛名的學者，展示作品、詳述意理、分享關鍵知能與交換

心得經驗，期能藉以引進先進科普傳播知識與技術，轉化為本土科普

傳播所需之知識與技巧，俾能提升科普傳播內容產製之效率與品質，

有效促進本土科普傳播知能發展。 

 

四、 藉由引言報告型式，對本計劃之各分項計畫成果作一初探研究報告，

藉由邏輯推演、層層論證，並蒐集證據，證明見解的正確性，並對科

學傳播的目的及意涵做深探研究，針對傳播內容製作之關鍵因素作探

討，作為對科普內容製作有興趣之業界或學術單位於實務與學理上之

參考。 

 

五、 辦理「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成果展示與經驗分享，透過與會

學者專家互動討論，使內容產製刊播專業知能與資訊得以流傳，形構

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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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與特色 

 為具體達成會議宗旨與目的，本年度研討會依目的與主題內容特質， 

採行多元形式、多場並行(Concurrent sessions)方式辦理，架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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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本屆研討會主題「科普傳播的學與術」，擬邀請在科學傳播內容製

作研發專業領域之美國 Marsha Kinder 教授及歐盟委員會高階新聞

官 Partrick Vittet-Philippe 先生，藉由剖析代表作品，詳述創作意理、

探討關鍵知能，以及討論問題解決方法，引進各國目前產製知識及

技術之相關理論及觀念。 

 

2. 專題討論 (Panel Discussion) 

藉由深入訪談，將各計畫運作的狀況具體量化為關鍵績效指標數值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作橫向分析、縱向分析及整體分

析，提供產業經營者量化的管理情報，以進行溝通聯繫、訊息分享、

分析判斷、策略決策、目標計畫、改善控制及績效獎酬等經營管理

活動，藉由此發展數篇引言報告，報告篇數有：「影音模組化資料

庫」、「企劃案審查分析」、「製作團隊與科學家之溝通」、「品質管

理」、「科學傳播的目的及意函之深探研究」及「科學新聞製作之關

鍵因素研究」以上共六篇。六場專題討論，透過引言論文與回應，

進行互動討論，期能建構有效之品質管理作業模式。 

 

3.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Showcase of Achievement) 

提供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討論與分享成品之帄臺，藉由相互觀摩、

交流經驗與技術提升科普內容供映數量與品質。使科學知識、科學

研發、科學精神得以於各類通道普遍散播，形構良性市場供需循環

機制，期能帶動科學傳播相關產業整體發展。共計五類作品呈現：

「一對 MAO 基因的故事」、「95 年度受補助單位之作品展」、「科學

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作品」及「歐盟科普影片展」。 

 

4. 作品展示攤位 (Exhibition Booth） 

提供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於會場外展示其補助成果，展示企劃案、

腳本及完整作品，並解說作品內容呈現概念及技術和會場參加人士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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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歡迎辭 

  科技發展乃是國家整體競爭力之重要指標，而提升全民科學素養更是

科學教育發展處之重要任務。要推廣科學知能，除了傳統的科學教育之外，

透過多元傳播通道來傳遞科普資訊與科學知識的「科普傳播」更是時勢所

趨。 

  科普傳播在國外早已行之有年，對於科普傳播事業之推展更已經發展

出完整之事業體系，其產製科普傳播內容之組織與頻道：如「Discovery 頻

道」、「國家地理頻道」等品質與口碑兼具之頻道。此外，2006 年高爾透

過一部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成功地將全球暖化成為全世界重視之

議題，不僅將全球暖化之科學知識透過全球發行的電影宣傳，傳播全世界

的觀眾，更藉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帄獎。近年來，歐盟也積極地推動讓科學

家來擔任傳播者的角色，藉由促成「科學家」與「媒體工作者」間的跨界

合作之新形式，來製作科普影片。 

  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於去年貣推動之「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

畫」，便是希望藉著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透過多元傳播管道，讓科學更

簡單化、生活化，讓民眾可以更輕鬆的接收科學新知，提升科學素養。也

希望藉此帶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鼓勵優異科學及傳播人才共同加入科普

傳播，匯聚優異人才與資源，提升台灣科普傳播內容之產量與產質。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為了促進科普國際交流與經驗分享，特別

邀請歐盟及南加大貴賓與會分享其推廣科普傳播之經驗，也邀請台灣致力

於科學傳播領域之科學專家、傳播業蒞臨與談，並透過「展示攤位」將「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補助之科普製作成品展示給與會國內外來賓與媒

體。科學傳播事業的發展，需要科學界與傳播界之學者專家同心協力，並

期望藉著一年一度研討會的舉辦，引進創新概念，並開拓國際視野，從而

開創科普傳播產業之共榮。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學教育發展處處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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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歡迎辭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籌拍的討論「全球暖化」紀錄影片《不願面對的真

相》，2006 年在美國放映並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之後，似乎引發世

人對環境變化的危機意識。 

「全球暖化」近來在科學界與政治界掀貣了一陣旋風。自 1997 年京都

議定書簽定貣，至高爾的「不願面對的真相」獲獎達到高峰。全球暖化如

廣告詞般雖然 常出現於媒體中，但大眾的理解，大多仍停留在將面臨天災

加劇的恐懼。其實全球暖化雖然原因複雜，基本上它是科學可驗證的主題。

遺憾的是非主流的觀點很少為大眾接觸，如 BBC Channel 4 的「全球暖化大

騙局」訪談專家，或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報告研究但不願背書的科學

家們的觀點 

到底地球是如近十年來的越來越熱？還是會像三十年前的越來越冷？

真正謹慎的大氣科學家也沒有定論。許多研究海洋洋流，海洋大氣交互作

用以及大氣層中其他影響溫度因子的科學家多認為，只把溫室氣體當作影

響地球溫度的唯一因素，恐怕失之偏狹。 

 

大氣科學界以近十多年的證據，宣稱得到了「地球暖化」的結論，但

是研究更長時間尺度的古氣候學家，卻有不同的看法。去年(2007)二月間英

國的《自然》雜誌就刊出一 篇討論古氣候學研究的專文，這篇專文提出一

些觀點，其一是近三千萬年以來，事實上我們的地球是處於一個較冷的時

期，在更早一個三千萬年較暖時期的地球上， 南極是一片草原覆蓋的地區。 

近年來全球對於地球環境問題的關注，反映了人類意識到生存環境變

化的危機，毋寧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張旗鼓地來宣揚一種恐懼的印象，用

許多怵目驚心影像的紀 錄片，甚至在報紙上刊登太帄洋上島國的照片，宣

稱即將遭海水淹沒，其實很像是八卦雜誌的看圖說故事，只能滿足人類虛

妄的偏見。  

其實，關於全球暖化有三個基本問題：大氣溫度真地升高嗎？這是自

然變動還是人為造成？全球暖化所可能衍生的天然災害真的會發生嗎？ 

科學與生活密不可分，科學的精神、思維與知識應該是貼近民眾，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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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艱澀難懂或遙不可及的。訊息與知識經過編輯組構，透過傳播管道散佈，

才能得以不斷被學習、運用、修正，進而形成創新運用。 

 

科學之於傳播，則是重要載體之一，傳播之於科學，則是通向社會大

眾的重要載具。為育化台灣社會大眾對於科學精神、科學思維與科學知識

之認知與接受，大眾傳播專家要與科學家密切合作，整合觀念、知識與技

術，方得以傳媒科技特有之圖文、影像、聲光、色彩、動作等傳播優勢，

配合大眾之需求、喜好與媒介閱聽習性，創造優質的、多元的、有效的科

普節目與科學內容，使科學傳播成為提升大眾科學素養的重要推手。 

 

台灣的科學家們埋首於研究室與實驗室，不斷挑戰自我、驗証理論、

研發新知，卓然有成；這些揚名國際的科學成就，有些已經大量應用於日

常生活，或因為傳播媒體和社會大眾對此知曉有限，或知其所以而不知其

所以然，而對科學真知與內涵不能有所親近與體悟。若善用大眾傳播媒體

一向標榜與民同在、為民服務、帶動社會關注的功能，以各種創新的表現

手法，深入淺出敘說生活事件或自然現象所蘊含的科學精神、思維、知識，

必能發揮更正面的傳播效果。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學傳播的學與術」，便是將科學與傳播两

個領域整合，透過力行與實踐，匯流知識與技術，期能為科學傳播產生卓

越綜效。科學家、傳播學者、媒介專家共聚一堂，整合觀念、交流知識、

討論卓見，共創科普創作新知能，建構科學傳播新格局，實乃無比之至樂！

感謝學者專家在科學傳播的服務與奉獻，祝福與會人員研討有成、滿載而

歸。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泰然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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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委員會 

 指導單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承辦單位 台灣科普傳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委員會 (依姓名筆劃排列) 

主任委員    陳泰然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兼學術副校長) 

副主任委員  林陳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處長) 

 鍾蔚文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委員  

   李秀珠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專任教授兼研究所所長） 

 周  倩 (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教育所教授) 

 林福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 

 侯志欽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講師) 

 孫春望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教授) 

 孫維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莫季雍 (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儒修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黃新生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 

 黃顯宗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兼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學 

                  程主任)  

 張慶瑞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教授) 

 趙雅麗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盧非易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關尚仁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羅時成 (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10 

 貴賓介紹 (依姓名筆劃排列) 

 Dr. Marsha Kinder 

Marsha Kinder 博士現任美國南加大人文學科推

展研究副校長 (The Associate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Humanities)。自 1980 年

貣，於該校任職至今，專長為跨媒材文學研究。

近十年來投身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領域，自

1997 年 主 持 USC's Annenberg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互動敘事動機研究計畫 the 

Labyrinth Project 迄今，結合電影、科學等領域

有所成。  

 計畫得獎事蹟：  

Labyrinth 首四個計畫獲  the Sundance On-Line Film Festival 主辦單位

邀請參賽。―Dawn at My Back‖ 贏得 New Narrative Forms 評審大獎。

其他計畫則贏得  New Media Invision and the British Academy of Film 

& TV Arts 設計獎。另外三個博物館設置計畫於德國 ZKM 多媒體中心

展出「未來電影院」主題―Future Cinema‖隨後於赫爾辛基及東京巡迴

展出。  

 目前計畫情況：  

Labyrinth 目前進行兩個計畫，為線上課程 ―Russian Modernism‖(由

Professor John Bowlt、Slavic Studies 的 IMRC 和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的 Game Pipe 的 Victor LaCour 共同主持)；互動式教學  ―A 

Tale of Two MAOs: Exploring Aggression and Anxiety in Mice and 

Men‖(與南加大藥理學院陳景虹教授共同主持)。Labyrinth 計畫獲得

Annenberg, Ford, Getty, Rockefeller, Skirball, and Irvine Foundations 支

持。同時身為文化理論與富創造性的學者，Kinder 博士出版超過 100 篇被

廣為納入其他選集的論文，與包括《Playing with Power in Movies,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Blood Cinema: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pain》等十本書。Kinder 博士亦編輯多本文選集，包含《Refiguring Spain, 

Buñuel's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Kids' Media Culture》等，

並擔任《Dreamworks》《The Spectator》 之創辦編輯(1980-88)。從 1997 年

開始，Kinder 博士擔任《Film Quarterly》之編輯委員，並在 2001 年，為了

褒獎她的創新跨領域研究，Kinder 博士被任命為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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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Patrick Vittet-Philippe 畢業於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t Cloud, Agrégé de l'Université，曾任教於 Trinity College、 

Dublin、Merton College、Oxford 以及美國的 Middlebury 

College。並曾於巴黎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擔任研究專

員(Attaché de Recherche)，進行關於 BBC 的博士學位研

究達三年。 

 

Patrick Vittet-Philippe 於 1979 年調任法國外交部。在任職文化及媒體專員

(Cultural and Media Attaché)期間，於駐以色列法國大使館、駐英法國大使館、

駐美法國大使館，成功地結合職務和其對於廣播和電訊領域科技之觀察。當他

在 1993 年回到歐洲後，即投入廣播電視產業，擔任歐洲商業電視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Commercial Television in Europe, ACT)之執行長。 

 

1995 年十月，Patrick Vittet-Philippe 加入歐洲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

擔任關於網路、電子商務數位經濟議題之專家顧問（屬於 DGXIII 資訊社會顧

問團隊）。他是許多委員會重要政策之首要貣草人。在 P8 針對電子犯罪的資深

顧問團及 OECD 針對資訊社會所成立的工作小組中，他皆為歐洲委員會的專家

代表。 

 

2001 年 11 月，他加入歐洲委員會之研究理事會 (the Research Directorate 

General)，擔任媒體及資訊顧問(Press and Information Counsellor)，於工業研究、

新科技及歐洲研究領域(European Research Area)執掌特別權責。除了在世界各地

為歐洲研究(European Research)安排簡報、工作坊及重大活動，他也負責協調所

有 DG RTD 之視聽活動，特別是科學節目、雜誌及與歐洲電視公司及獨立製作

人合製之電視作品。 

他的著作廣見於關於國際傳播政策、ICT 及知識經濟之科學期刊及業界出版

品，並經常受邀演講關於廣播電視及科學傳播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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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竹教授 

現任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有機金屬化

合物、配位化合物碳簇化合物、有機導電材料與微

量金屬分析。研究領域包括無機化學及材料化學。

曾任淡江大學化學系系主任及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

所長。 

 

 

 

 

 

 

 王亞維先生 

現任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節目部資深

製作人。專長為電視節目企劃製作、紀錄片製作。

投身於紀錄片教學多年，現於多所大學任教譯有「紀

錄與真實—世界非劇情片批評史」、「製作記錄片」

兩書。 

 

 

 

 

 白美洪女士 

現任公共電視科學電視節目「流言追追追」製作人。

曾製作過電視金鐘獎之最佳兒童節目獎--「少年哈

週刊 」、「妙精靈」，「今天我最大」、「中國美術欣賞

導覽」、「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院」等優質節目。紀

錄報導『蘭嶼小鬥士』獲「德國漢堡兒童影展」首

獎、「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電視短片佳作獎及宜蘭

兒童影展評審團特別獎及觀眾票選獎等。『流言追追

追』甫入圍瑞士媒體論壇（Basel_Karlsruhe Forum）

『最佳校園』及『青少年電視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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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誠教授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所教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審議委員會委員兼主席、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CNS)技術委員會委員兼主席、中華民國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董事、社團法人環境發展基金會董事。

研究興趣為環境化學、分析化學、污染防治、儀器

分析與設計、環境教育。 

 

 

 

 李名揚先生 

現任《科學人》雜誌採訪部主任。曾任聯合報記者

八年，其中七年時間負責科技與教育路線，最後一

年半擔任「新聞中的科學」專版主要撰稿人，共撰

寫 30 多篇全版專題，目前此專版已集結成「新聞中

的科學 1」、「新聞中的科學 2」、「新聞中的科學 3」，

另外與聯合報教育路線同仁合著「升大學考前秘

笈」。曾因「洞燭 ETC 敗象系列報導」和多位聯合

報同仁共同獲得第二十屆吳舜文新聞即時報導獎。 

 

 

 

 李秀珠教授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暨所長。專長為

媒體組織之經營管理、新傳播科技、科技新聞傳播、

組織傳播、傳播法規與政策。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

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新聞局廣電處專員及廣告

公司市場調查專員，並榮獲傅爾布來特赴美獎學金

（2004-2005）及獲選為國科會科技人員赴國外進行

短期進修（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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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道先生   

現任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科普教育影

片：「情緒密碼」企劃總監。專長領域為精實管理及

投資。曾任中國生產力中心 外聘顧問、電視節目暨

紀錄片企劃總監。參與製作之節目曾獲頒美國波士

頓新聞局優良社教節目獎、全國社教有功人員獎、

教育部參等教育文化獎章、電視及教育之傑出貢

獻、『河洛之音』新聞局優良電視節目、『我們一家

都是寶』新聞局優良電視節目社會建設獎等等。 

 

 

 

 李 蕙 女士    

現任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科普教育影

片：「情緒密碼」節目製作人。專長領域為媒體觀察、

節目及紀錄片製作。曾任電視節目暨紀錄片製作人/

編劇/導演、文化大學新聞系專/兼任講師。曾獲頒

新聞局優良社教節目獎、教育部參等教育文化獎

章、電視及教育之傑出貢獻、新聞局優良電視節目

社會建設獎、中華民國第七屆傑出工商婦女金環獎

等等。 

 

 

 

 周  倩 教授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教育研究所教授。曾

任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資訊教育學門召集人。周教

授曾獲得三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現在為國科會特

約研究員。專長為數位學習、網路傳播、網路素養

與倫理、教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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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聖教授 

現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副教授。專長領

域為歷史地震、地科教育、防災教育、戶外教育、

視聽教育、地質學、構造地形學、地震地質學及鄉

土教材。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灣活斷層

研究規劃計畫」諮詢委員，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應用科技學專案研究計畫審查教授。目前擔任

大愛衛星電視公司之科學節目《發現》顧問科學家

之一。 

 

 

 侯志欽教授 

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專長為教育電

視製作、廣電節目企劃與製作、音響學、教學媒體

設計、數位學習。著有「聲學原理與多媒體音訊科

技」及「認識大眾傳播」。 

 

 

 

 

 

 

 孫維新教授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及天文物理所教授。專長

為活躍星系核及類星體連續譜的本質及其變化。曾

製作十四集天文科學教育影片「航向宇宙深處」，並

於 2000～2003 年在漢聲廣播電台的節目中主講「讓

我們看星去」單元，及目前在 NEWS98「張大春泡

新聞」節目中，擔任「孫維新談天」單元特別來賓，

常談及科學教育等大眾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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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瑗 女士 

現任東森電視新聞事業總部 ETtoday 台節目中心組

長兼製作人/科普專案『科學大解碼』、『台灣的脈動』

製作人。畢業於美國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研究

所，主修電影。曾獲獎項：『東亞顛峰』地質科教影

片入圍 2006 亞非區國際艾美獎紀錄片類、美國俄亥

俄州第 53 屆紀錄短片榮譽獎、2002 紐約華人旅遊

散文佳作獎。曾任公共電視『去看博物館』節目製

作人、太陽衛視『超級旅行家』節目製作人、台視

『談笑書聲』、『縱橫書海』節目編導等。 

 

 

 

 

 張錦華教授 

現任台大新聞所教授，目前開設大眾傳播研論、質

化研究方法、以及多元文化與傳播研究等課程。著

有《傳播批判理論》、《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

《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女為悅

己者「瘦」？媒介效果與主體研究》等著作。研究

與教學均多次得獎。在科學報導實務方面，曾主編

2004 年與 2005 年分別出版的《邁向卓越，深耕關

懷:台大科學家的研究故事》，並參與 2005 年和 2007

年所出版的《總統科學獎：台灣卓越科學家的故

事》；2006 年國科會出版的《國科會產學合作成果

深度報導研究專案》，以及 2006 年國科會《科學發

展》月刊「台灣新發現」專欄報導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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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鴻龍先生 

現任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製作人、嶺東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曾任中華日報實習記者、芝蘭傳播攝影

助理、農藥所技術室約聘助理。15 年來致力於自然

生態製作及生態教育推廣工作，本身曾榮獲「金鐘

獎最佳攝影師」、「第 29 屆美國蒙大拿國際野生動物

影展顯微攝影」、「攝影優異獎」。所帶領的視群團隊

多次榮獲國內外獎項的肯定，並且多次入圍及榮獲

「電視金鐘獎」、「最佳政府出版品」，更於 2006 年

與「Discovery」合作「台灣人物誌 2」、2007 年與

「NGC 國家地理頻道」合作「綻放真台灣 2」。更

於 2007 年獲頒「電視金鐘獎－最佳教育文化節目貢

獻獎」，未來，希望用更認真與務實的心，吸收各方

經驗，提昇生態紀錄片的製作能力，為台灣的生態

保育盡一份心力。 

 

 

 

 

 郭錦萍女士 

現任聯合報撰述委員，過去主跑醫藥及交通新聞，

目前主要負責要聞版核題及科學版集稿。之前，曾

任牛頓雜誌科學編輯、中研院生醫所助理研究員；

曾獲曾虛白新聞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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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杏秋女士 

現任「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創意總監及科學教

育影片《熱帶冰河。台灣》製作人。國科會科教處舉

辦之《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第ㄧ期高級班結

業。曾擔任理繼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綠色影像館」執

行長、國科會《科技萬花筒：颱風豪雨》科技電視節

目科學編劇及地球科學文教基金會《地球科學園地》

編輯等。 

 

 

 

 

 陳泰然教授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學術副校長、大氣科學系教授。專

長為天氣學、中尺度氣象學。進行逾十年華南與台灣

地區氣象之國科會研究，另有「科技萬花筒」電視節

目腳本編製計畫—計畫十四：颱風及豪雨研究。 

 

 

 

 

 

 

 陳儒修教授 

現任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

電影理論、電影史、台灣電影、文化研究、流行文化、

當代電影理論以及電影理論導讀。曾任輔仁大學大傳

系講師及副教授，金帶獎及國片輔導金評審，全台巡

迴文藝營指導教授，金馬獎專題特刊編輯等等。著有

「電影帝國」、「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電影

理論解讀」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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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振隆先生 

現職為科普節目-大愛電視台「發現」節目導演、科

普節目-「科學少男少女」節目導演 (諾耶廣告)、科

普影片-大愛電視台「台灣大地奧祕」影片導演及生

態紀錄片導演。曾拍攝科普影片、科普節目、DVB-H

行動電視之互動節目、戲劇節目、綜藝節目、兒童

節目、生態紀錄片、CF/公益廣告、企業集團簡介、

公部門簡介/教學影片、上市/上櫃審查簡介、企業

產品影音簡介等等。 

 

 

 

 彭文正教授 

現任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兼專任副教授。其研

究與教學領域包括傳播研究與統計、媒體實務、政

治傳播、當前新聞議題、網路媒體實務、電視新聞、

傳播研究專題、民意調查與新聞報導、新媒體研究、

醫療新聞學、刑事司法新聞學、碩士論文寫作專題、

電視氣象傳播學。曾榮獲全國廣播電視金鐘獎優良

新聞採訪獎等殊榮。 

 

 

 

 黃建亮先生 

現任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影像總監，輔仁

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

計系講師。專長影像創作及影像教學。曾擔任多部

紀錄片導演及製作人，作品包含有：《台灣人物誌：

林懷民》及《台灣人物誌：吳清友》(Discovery 頻

道)、《導入數位學習成功案例》(資策會數位教育研

究所)、《科技萬花筒》及《震貣的台灣》(國家科學

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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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新生教授 

現任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專長為電視

新聞製播、廣電媒介經營管理、媒介批評理論與方

法、國際傳播、大眾傳播理論及大眾媒介分析方法

等等。曾任職於行政院新聞局國內新聞處處長、中

華電視公司企劃室經理及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室協

理等。並著有《廣播與電視》、《媒介批評：理論與

方法》及《電視新聞》等書。 

 

 

 

 楊正敏女士 

現任聯合報生活中心記者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碩士 

曾獲 2007 年吳舜文新聞獎 

 

 

 

 

 

 

 

 楊淑芬女士   

現任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擔任《顯微鏡下的世

界》製作人、媒體藝術中心節目部監製及媒體行銷

&管理。曾擔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德、英雙語解說員。

返國先後任職於聯廣公司公關部、廣電基金、和公

共電視台，分別擔任公關專員、人才培訓企劃和節

目科編審/科長、及電視台節目部規劃組組長等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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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榮祥教授 

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退休教授。專長為

科學教學環境、各種教學、表徵方式和其策略。曾

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諮議委員。 

 

 

 

 

 

 

 

 趙雅麗教授 

現任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專長

為語言與傳播、 跨符號研究、口述影像、科學傳播、

創意與傳播。曾將國科會委製的科技萬花筒電視節

目轉製成 90則三分鐘的廣播科普節目「科學 180」，

並於多家廣播頻道中播放，此外亦完成一冊科普繪

本。多年來也擔任國科會科普人才培訓班腳本撰寫

的講員以及科普新聞與節目的評審。 

 

 

 

 

 蒯亮教授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曾任聯

合報政治記者、中國時報記者、副理、駐美西特派

記者與卓越雜誌主筆顧問等職。專長領域為傳播

學、管理學、廣告學、新聞學、大眾傳播及企業文

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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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非易教授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專長為電

影及電視理論與創作、創意寫作。曾任編劇、導演、

製作人、影視評論。曾製作電視劇《四季》與《母

雞帶小鴨》，並著有《認識大眾文化》、《台灣電影：

政治、經濟、美學》、《台灣新聞/紀錄片片目》、《歐

盟影視政策研究》、《台灣電影活水藍圖》等書。曾

擔任金馬獎、金穗獎、金鐘獎、金曲獎、金鼎獎等

競賽評審委員。 

 

 

 

 謝元凱先生 

現任大愛衛星電視節目製作人，專長深度報導性節

目與紀錄片，曾長期製專題報導節目《經典》多年，

連續四年入圍金鐘獎，亦培養出多位獲獎導演與攝

影。目前製作《發現》、《大唐西域記》、《經典.TV》

等節目。曾任教於世新大學「新聞系」及「公共關

係暨廣告系」；著有科普書籍「浩瀚天宇」等。 

 

 

 

 

 鍾蔚文教授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與新聞系專任教

授，曾任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教授。研究領域為傳

播、認知科學、研究方法，以及語言與再現、傳播

心理學、專家生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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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尚仁教授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為廣電媒介經營策略之理論與實務、廣電節目

策略與製播之理論與實務、廣電媒介政策與法規之

擬定與研究、廣電製播系統之設計與規劃、教學設

計與教學科技之研究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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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議程 

◎  議  程  總  覽  ◎ 

★日期: 2008 年 1 月 23 日 (三) ★日期: 2008 年 1 月 24 日 (四) 

時間 簡報室 (1F) 時間 會議室 12 (2F) 

09:00-09:30 報到(1F Public Area) 09:00-09:30 報到(2F Public Area) 

09:30- 09:40 開幕式 

09:30-10:20  
專題演講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09:40-10:30 

專題演講 I (USA)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10:30-11: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USA) 

【A Tale of Two Genes】 
10:20-10:5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Taiwan)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11:00-11:10 Coffee Break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II ( Europe)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11:00-12:40 

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 

─以科教班為例】 

12:00-12:3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Europe)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12:30-13:30 Lunch  12:40-13:30 Lunch 

13:30-15:10 

會議室 12 (2F) 會議室 13 (2F) 

13:30-15:10 

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涵

深探報告】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專題討論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

通研究─以科普節

目製作團隊和科學

家合作為例】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15:20-17:00 
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科學新聞報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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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日  議  程  ◎ 

 時間:2008 年 1 月 23 日(三) am 9: 00 ~ pm 17:00 

 地點: 上午：1 樓 簡報室, 國科會會議中心, 科技大樓 

         下午：2 樓 第 12 會議室、第 13 會議室 
 

時間 1 樓簡報室 

09:00-09:30 報到 (1F Public Area) 

09:30-09:40 開幕式 

09:40-10:30 

專題演講 I  (USA) 

主題：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主持人：鍾蔚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主講人：Dr. Marsha Kinder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0:30-11: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USA) 

主題：A Tale of Two Genes 

主持人：鍾蔚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發表人：Dr. Marsha Kinder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1:00-11:10 Coffee Break  

11:10-12:00 

專題演講 II  (Europe) 

主題：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主持人：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主講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12:00-12:3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Europe) 

主題：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 

      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主持人：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發表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12:30-13:3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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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第 12 會議室 第 13 會議室 

13:30-15:10 

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報告】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報告人：孫如杰先生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專案助理) 

與談人：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主持人：陳儒修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 
․【台灣生命樂章】許鴻龍製作人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生命密碼】黃建亮製作人 

(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台灣】陳杏秋製作人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情緒密碼】李蕙製作人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顯微鏡下的世界】楊淑芬製作人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臺灣的脈動】袁瑗製作人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專題討論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
合作為例】 

主持人：趙雅麗教授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報告人：程靜如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 

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與談人： 

․李蕙製作人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楊正敏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聖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吳家誠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 

․【發現】謝元凱製作人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流言追追追】白美洪製作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科學新聞報導類】 

主持人：張錦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 

報告人： 

․【新聞中的科學】郭錦萍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大解碼】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公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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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08 年 1 月 24 日(四) am 9: 00 ~ pm 17:00 

 地點：2 樓 第 12 會議室, 國科會會議中心, 科技大樓 

時間 第 12 會議室 

09:00-09:30 報到(2F Public Area) 

09:30-10:20 

專題演講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主持人：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10:20-10:5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Taiwan)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職棒投手林岳帄的開心歷程】 

☆【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青藏高原上的天文台—缺氧、 

 寒風，和滿天亮麗的星星】 

主持人：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00-12:40 

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以科教班為例】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李若韻女士、鄭雅文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與談人：․蒯亮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秀珠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李名揚主任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馮振隆導演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 

        ․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40-13:30 Lunch 

13:30-15:10 

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告-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主持人：盧非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賴以婷女士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中心專案助理) 

與談人：․彭文正教授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王亞維資深製作人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7:00 

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報告人：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與談人：․李正道先生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盧非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楊榮祥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王文竹教授 (淡江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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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事規則 

◎ 議  事  規  則  總  覽 ◎ 

場次名稱   

主持人 

引言與總結 

(分鐘) 

主講人/ 

報告人 

(分鐘) 

與談人 

(分鐘) 

Q&A 

(分鐘) 

專題演講  

I、II、III 

  

10 

30 

  

  

  

1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VI 

  30 

專題討論 

I、II、III、IV、V 

 

  15 15 

50 

(共 3~5 位， 

每位 12~15 分鐘) 

 

2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10 

75 

(共 6 位， 

每位 12~15 分鐘) 

 

  15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V 

  10 

25 

(共 2 位， 

每位 12~15 分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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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言時間： 

1. 每位與談貴賓論述時間依會議形式而有不同：結束前 3 分鐘

響議事鈴ㄧ短聲；時間結束響議事鈴ㄧ長聲。 

2. 主持人請留控時間給與會者提問。 

 

二、 每ㄧ場次研討會，皆有專人負責計時與提示。 

 

三、 每ㄧ場次研討會場皆備有麥克風、投影幕、單槍投影機、筆記型

電腦等，供與談人使用。 

 

四、 以下為各場會議之流程： 

 專題演講 I 和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專題演講 II 和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專題演講 III 和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0 分鐘 

 主講人 30 分鐘後發表作品 30 分鐘 

 Q&A 共 10 分鐘。發言時請先報告姓名、單位與職稱。 

 專題討論 I、II、III、IV、V 

 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5 分鐘。 

 報告人報告 15 分鐘。 

 與談人每名 12-15 分鐘，3~5 位。(共 50 分鐘) 

 Q&A 共 20 分鐘。發言時請先報告姓名、單位與職稱。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0 分鐘。 

 報告人每名 12~15 分鐘，共 6 位。(共 75 分鐘) 

 Q&A 共 15 分鐘。發言時請先報告姓名、單位與職稱。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V 

 主持人引言與總結共有 10 分鐘。 

 報告人每名 12~15 分鐘，共 2 位。(共 25 分鐘) 

 Q&A 共 10 分鐘。發言時請先報告姓名、單位與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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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展覽介紹《成果展示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促進國內科普傳播事業之發展，特訂定「台

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其目的在於補助各類科普

傳播內容之產製，激勵傳播事業集結人才與資源，積極參與並投資生產科

普傳播內容之意願，以達全面提升科普內容供應數量與品質之目的。 

    本成果展示區彙集 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共計 10 家受補助單位之

科普製作成品，分為「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電視科學

節目」三種類別，製作範疇包括地質、心理醫學、生物科技、生物基因、

生命科學、冰河生態、考古與人類學等不同主題。期望透過本次作品展覽，

介紹台灣科學傳播內容之推廣現況與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補助成果，並分

享科普節目製作經驗與關鍵知能，進而帶動台灣科學傳播產業之發展。 

 

 展示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三) ~ 1 月 24 日(四) 

 展示時間：上午 9 時~下午 5 時 

 展示地點：科技大樓一樓展示區(台北市和帄東路二段 106 號) 
 展覽類別及單位：（依筆劃順序排列） 

      【科學教育影片類】 

 台灣生命樂章－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生命密碼－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情緒密碼－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的脈動－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熱帶冰河〃台灣－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顯微鏡下的世界－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科學新聞報導類】 

 科學大解碼－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中的科學－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視科學節目類】 

 流言追追追－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現－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會議記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會議記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會議記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會議記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會議記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會議記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承辦單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籌備委員會：(依姓氏筆劃排列) 

 主任委員  陳泰然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兼學術副校長) 

 副 主 委 林陳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處長) 

    鍾蔚文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委    員        

    李秀珠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專任教授兼研究所所長) 

周  倩 (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教育所教授) 

林福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 

侯志欽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講師) 

孫春望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教授) 

孫維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莫季雍 (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儒修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黃新生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 

黃顯宗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兼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   

 學程主任)  

張慶瑞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教授) 

趙雅麗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盧非易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關尚仁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羅時成 (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秘書處 

 秘 書 長 關尚仁 

 執行祕書 梁芷菁 

 議 事 組 孫如杰、許聖珈、呂妮霖、洪麗玲、蔡雅怡、尹彗中 

 接 待 組 姜孟宏、張蕙蘭、程靜如、黃佳筠 

 行 政 組 賴以婷、李若韻、鄭雅文、潘彥廷、劉沛欣、洪毅芩 



 

 

 

 

附件二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 會議資料 ||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承辦單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會議日期: 2008 年 1 月 23 日(三) ~ 1 月 24 日(四) 

會議地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技大樓會議中心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8 年 科 學 傳 播 研 討 會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目      錄 

◆ 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I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1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A Tale of  Two Genes】-----------------------------------6 

 專題演講 II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1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 

   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19 

 專題演講 III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26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職棒投手林岳帄 

     的開心歷程】＆【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 

     青藏高原上的天文台—缺氧、寒風，和滿天 

     亮麗的星星】------------------------------------------------28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 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報告】----------------------------30 

 專題討論 II  

   【科普傳播團隊溝通研究報告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47 

 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以科教班為例】------71 

 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擬研究報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105 

 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142 

 

◆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174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216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科學新聞報導類】--------------------------------------231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1 

 

 

 

專題演講 I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主持人：․鍾蔚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主講人：․Dr. Marsha Kinder  

  （University Professor 

    Professor of Critical Studi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abyrinth Project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and 

    Assoc.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in the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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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主講人：Dr. Marsha Kinder 

University Professor  

Professor of Critical Studi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abyrinth Project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and 

Assoc.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in the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kinder@usc.edu 

 

KEYNOTE SPEECH: January 23, 2008 – by Marsha Kinder 

9:40~10:30:  40 min. speech, with 10 min for questions, 

10:30 to 11:00: showcase of ―A Tale of Two Genes‖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title page—with image strip from Tale of Two Mao’s] 

 

Intro 

 Back in the late 1960s, when I first moved from 18
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film, I made a shift not only in the subject of my 

scholarship but also in my methods of research and writing. For, several of my 

early publications on film were writ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fellow 18
th

 century 

literature scholar Beverle Houston. We wrote several articles and two books 

together.   

[image of covers of Close-Up & Self & Cinema, and ―Last Tango‖ essay] 

 

Although we at first thought this new kind of teamwork was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to cinema, because it is such a strongly collaborative medium (in fact, 

we even specialized in writing about films that grew out of unique 

collaborations—e.g., between co-directors like Nicolas Roeg and Donald Camm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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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 director-writer duo like Joseph Losey and Harold Pinter), we soon learned that 

our own collaboration had a much larger transformative effect on our work for it 

profoundly changed our styles of writing, working and thinking. 

 We actually wrote all of these books and essays together, sentence by sentence, 

shifting places of who was at the typewriter (yes, it was before the days of word 

processors and computers) and who paced back and forth trying to compose each 

sentence. My collaborator Beverle Houston was much better than I was at 

choos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 and writing the most lively sentence; she 

absolutely refused to go on to the next sentence until she was happy with the one 

we had just written, no matter how long it took. I, on the other hand, always had 

my eye on the larger overall structure—always eager to move ahead to get a draft 

of the whole and then go back later to improve the individual sentences. Whenever 

we exchanged places at the typewriter, the pace of the writing also changed. But, 

as a consequence, we both became far better writers and more prolific scholars, for 

we each learned and incorporated the skills of the other and acquired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own respectiv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nd we also 

both learned how to embrace change and both became nomadic scholars as a 

consequence—moving into new fields and new media (to television in the case of 

Beverle Houston, and to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and database documentaries in 

my case). We all know that media, technology and academic discourse will 

ALWAYS continue to change—so it’s a matter of preparing ourselves, our 

students, our children and our cultural institutions for how to best cope with these 

transformations.    

[covers of Playing with Power & Kids Media Culture] 

 

How did this early collaboration with Houston affect my later collaborative work 

in new media, [image from A Tale of Two Genes] 

particularly an interactive work of science education like ―A Tale of Two Genes: 

Exploring the Biology and Culture of Aggression and Anxiety,‖ which was 

produc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pioneering molecular biologist Dr. Jean Chen Shih 

from USC’s School of Pharmacy? Profoundly! Because this earlier experience 

helped shape my whole conception of how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team and how 

to work most productively together. And it also prepared me to appreciate the kind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one finds in science, and in the broader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scienc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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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unding The Labyrinth Project, (in 1997)  

[Labyrinth logo: final image in power point; 

play Labyrinth demo without sound in background] 

a research initiat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at consistently 

combined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whose home base, thematic emphasis, signature 

genres, and collaborators keep changing. 

 We started at USC’s Annenberg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creating a 

prod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immersive language of cinema and the database 

structures and interactive potential of new media. Collaborating with independent 

artists;  

 But later when our university senior administration changed and the funding 

possibilities in US higher education shifted and when there was a growing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science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in the humanities, we changed our base to the USC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where I have been teaching since 1980) and created a new 

focus—on interactive science education and database cultural history. 

 We built a multi-tiered collaboration, which remained a line of continuity 

throughout these changes. This collaboration includes:  

 3 key media artists: Rosemary Comella, Kristy Kang and Scott Mahoy (two 

of whom offered a workshop here in Taipei last summer). Now they also do theory 

(Kristy is getting her PhD in our new interdisciplinary doctoral program IMAP), 

all three have grown with each new collaboration.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our other collaborators.. 

 Paid student assistants—who grow as a consequence, training them to go on; 

students from animation, produc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active media; from 

molecular biology, history, literature, Russian studies, etc .  Select new students 

for each new projects, but the idea of mixing fields is very important.  We are 

helping to create new kinds of hybrids—my current TA is writing a dissertation 

that combines neurobiology, editing, and film theory. Many of our student 

collaborators are winning prizes or are now teaching all over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Museums, curators, and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funders and 

corporate sponsors.  Our Einstein project was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kirball Cultural Center, ―The Danube Exodus‖ with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our new project on ―Jewish Home-Grown History‖ is being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udah Magnes Museum in Berkele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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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useum of Jewish American History in Philadelphia. We have also been 

developing a collaboration with Adobe, whose software products are currently the 

industry standard. 

[show the Adobe promotional film] 

 

B) Seven basic principles that shape our approach to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1) Creating the broadest collaboration at the stage of conceptualization 

  — which means: 

  a)  Rejecting the division between content providers and technicians.  

b)  Everyone participates in conceptual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ory 

practice, and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sualization and sound become modes of discovery rather than merely 

decoration, and that we can understand and enrich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of the work.   

c)  This also enables the deepest kind of mutual influence that can occur 

across disciplines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problem-solving and encourages us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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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A Tale of Two Genes】 

 

主持人：․鍾蔚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發表人：․Dr. Marsha Kinder  

  （University Professor 

    Professor of Critical Studi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abyrinth Project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and 

    Assoc.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in the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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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le of Two Genes】 
 

發表人：Dr. Marsha Kinder  

University Professor  

Professor of Critical Studi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abyrinth Project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and 

Assoc.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in the Humanitie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kinder@usc.edu 

 

Example from A Tale of Two Genes: 

 Even the title shows the emphasi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 

 Writing the script, that would be accessible, yet sufficiently 

precise—Jean, her student, and I frequent renegotiation,  

 Incorporating other contexts, even in the glossary—eg gender  

 It’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using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to show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or applying pure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ocial problems, but actually using cultural theory to question some of 

the basic premises and limitations of science. 

Example: being aware of the potential social dangers of finding a violence 

gene.  Play two of the commentaries—by Brunner and by Baker. 

 Labyrinth now has two other new health science-education projects in 

development that will also involve this kind of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one called ―Interacting with Autism: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an Enigmatic Disease‖ and the other called 

―Tangles: Exploring 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nigmas of 

Alzheimer’s Disease.‖ We are developing them first as on-line projects, 

which will be adapted to museum installations and DVD-ROMs. 

 

 2) Defining and leveraging the unique strengths and contributions 

that each participant brings to this multi-tiered collaboration. Has 

affected the way I structure my courses as well, making them 

learner-centered. We all don’t learn the same way, we don’t all have to 

agree on every aspect, but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and respect what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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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s brings to the project. We might need IT experts who can be technical 

consultants and make decisions about how to structure the back-end of the 

server, or others who are making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decisions, or 

others who help in fund-raising and grant writing. But we involve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in our meetings, a strategy that enriches everyone’s 

understanding. 

 

 3) Avoiding a hierarchical chain of command that inhibits anyone 

from feeling free to contribute new ideas. Of course, someone has to 

control the budget or resolve conflicts, but we try to make all of the big 

decisions based on consensus. 

 

 4) Dealing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ssues. What I learned 

from my first project—―Reframing Roger Rabbit.‖ Having to pull assets 

from ―Tracing the Decay of Fiction.‖ It’s getting somewhat easier. But this 

needs to be tracked from the beginning. 

 

 5) Leaving room for the unknown, growing space; avoiding a 

totalizing approach… 

 Examples:   

 The intron/exon movie and he analogy with editing, Einsteinian 

montage. Play that movie. 

 How to deal with ―ethics in science‖ issue—setting up class discussion, 

how new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can create new meanings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ast, even from the 18
th
 century: 

 [Play commentary on ―tampering with nature‖] 

 Translating the project into a new language—whether that’s Mandarin 

or Flash. 

 

 6) Making our projects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The first interactive project I ever did was on Spanish cinema—a 

companion CD-ROM to my book, Blood Cinema. Labyrinth has always 

had an international scope. Not only have many of our projects been 

exhibited worldwide, but we also increasingly collaborate with artists, 

scientist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from other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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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y we consider the Mandarin version of ―A Tale of Two 

Genes‖ to be so important.  

 Also, true of ―Russian Modernism‖ on-line constructivist courseware 

projects—I have presented it in Moscow and we have been getting new 

collaborators from Russian universities, which will expand the bilingual 

dimension of the project.. 

 

 7) Seeing our projects as trans-media networks, networked public 

spaces worldwide—in which content and sensory representation (rather 

than technology) are central. We never emphasize the technology, partly 

because technology is always changing and whatever technology we are 

currently using will soon become obsolete. The key questions is: are the 

content and its sensory representation worth updating and saving on the 

latest platform? I hope after I demonstrate ―A Tale of Two Genes‖ in the 

SHOWCASE, you will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the affirmative.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10 

 

 

 

 

專題演講 II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主持人：․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主講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r 

    Directorate General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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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主講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r 

Directorate General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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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 

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主持人：․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發表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r 

    Directorate General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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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 

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發表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r 

Directorate General Research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1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2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3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4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5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6 

 

 

 

專題演講 III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Science, Scientist, and the Media" 

 

主持人：․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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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到傳播人】 

“Science, Scientist, and the Media"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一、 一個亟需科學分析和邏輯思辯的社會 

二、 科學普及在全民素養提升上的角色 

三、 傳播和科學的接觸和結合 

專業 vs. 業餘 

科學 vs. 腳本 

正確 vs. 趣味 

四、 科學工作者所能扮演的角色 

顧問 

審稿 

編劇 

導演 

製作人 

五、 國外的成功案例 

NOVA 

Discovery 

六、 國內可以進行的方式 

政府的補助 

民間的市場 

兩岸的前景 

國際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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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職棒投手林岳帄的開心歷程】 

＆ 

【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 

         青藏高原上的天文台— 

         缺氧、寒風，和滿天亮麗的星星】 
 

 

主持人：․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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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職棒投手林岳帄的開心歷程】 

＆ 

【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 

青藏高原上的天文台 

—缺氧、寒風，和滿天亮麗的星星】 
 

發表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內容大綱： 

一、 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職棒投手林岳帄的開心歷程」 

 

二、 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青藏高原上的天文台 — 缺氧、寒風，和滿天亮麗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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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 

 

【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報告】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報告人：․孫如杰先生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專案助理） 

與談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European Commission） 

․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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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報 告  

 

孫如杰先生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專任助理 

壹、前言 

    現今，科學與技術已和人類的生活、工業及社會密不可分，我們

生活在一個高科技的時代，每天都可能接觸科技相關的事物，科學知

識不再侷限於科學家的實驗室裡，科學更廣泛地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在這個高度依賴科學技術的環境理，科學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人

民對於科學知識的素養與國家科學發展的程度，可視為國家競爭力的

指標。然而，一般人離開學校的正規科學教育體系後，除了藉由傳播

媒體，似乎不太有機會接收、學習科學新知。傳播學者 Debbie（2002）

曾在其著作引證，傳播媒體可說是社會大眾接觸科學新知、瞭解科技

發展的主要來源1。由此可知，如何運用大眾媒介傳遞科學知識，儼

然已是一個先進國家中不容忽視的議題。 

 

貳、宗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之主

軸計畫一：「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也正是奠定於上述前提之

下，期望透過補助民間產製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電視科學

節目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傳遞科學知識，藉此提升國人的科學素養，

同時激勵傳播事業集結人才與資源，積極參與並投資科學傳播的事

業。概觀國外的傳播媒體，透過媒體傳遞科學訊息早已行之有年，甚

至有專門的電視頻道、雜誌，如一般人熟知的 Discovery 或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然而，除了透過媒體向社會大眾傳遞科學知識

之外，「科學傳播」是否還有其他陎向的意涵？而國際間是如何定義

及執行科學傳播的事業？是否還有其他可供參考的途徑。 

                                                 
1
 Treise, D., & Weigold, M. F. (2002). Advanc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Survey of Science 

Communicators. Science Communicaton, 23(3), 3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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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上述提問並拓展對於這個領域的認識。本引言報告擬定聚焦

於下列兩個主題；一、問「什麼是科學傳播？」二、如何進行科學傳

播？有哪些可以參考的作為？期為本計畫未來推展科學傳播，提供更

寬廣的視野並激發創新的概念，促進國內科學傳播事業的發展，提升

科學傳播的品質。 

 

茲將本報告具體目的歸納說明如下： 

一、醭清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定義與意涵 

    查閱科學傳播相關文章可知「科學傳播」不是一個新名詞，相關

用詞還有科學普及、公眾意識到科學、公眾理解科學…等。然而，這

之間有何差異？背後思維為何？該如何界定這些用詞？詴圖醭清這

些用詞的意涵，將是本報告主要目的。 

二、蒐整值得關注的科學傳播策略與作為 

    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國際間致力推展科學傳播組織的網站，藉此瞭

解科學傳播在國外的發展現況，檢視各類相關網站的訊息，彙整各種

值得關注的科學傳播策略與作為。企圖瞭解在帄陎媒體、電視節目之

外，還有哪些值得參考的途徑？以期提供本計畫推展科學傳播之參考。 

參、相關文獻整理 

一、「科學傳播」相關用詞的定義與意涵 

    與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相關的英文用詞非常多，

透過蒐集、整理相關文獻，嘗詴醭清科學傳播的定義與意涵，茲將幾

個概念相近且常見的用詞分述如下： 

 

(一)科學普及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科學普及（以下簡稱：科普）的概念其實由來已久。綜觀其他學

者的研究，科普概念的產生，可追溯到十九世紀 40 年代；當時著名

的達爾文進化論擁護者，湯瑪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 ~ 1895），即是一位極重要的科學傳播者。到了二十世紀初，因

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科學與技術的應用，創造了大批的科學家

與技術人員，認為科學將能解決所有人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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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科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它體現了科學的迅速發

展，而科學發展走向專業化、職業化則是導致現代科普出現的直接原

因。2下列引述幾段話，具體的指出傳統科普概念背後的意涵： 

「傳統科普是建立在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之上，所隱

含的前提是，科學必然是好的，是必然促進社會發展的一

種力量。」 

「由於這種理念，傳統科普在機制上是自上而下的；在心

態上是俯視的、單向教化的；視（科學）知識為靜態的；

在內容上是普及科學知識為主要目的。」 

(二)公眾理解科學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這個概念源自 1980 年開始英美等國家，以科學社群為主導的科

學大眾傳播活動。公眾理解科學是一個廣泛且未清楚定義的概念，包

含數個不同的觀點。1985 年，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發表了

一份重要的報告，即《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眾理解科學的理論預設是：社會大眾之所以不支持科學，

是因為對科學不了解，大眾對科學的了解越多，尌越會與專家的意見

趨於一致，尌會越支持科學。在這個概念下，社會大眾被視為與科學

社群對等的主體，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科學普及的客體。人民有權知道

科學社群用納稅人的錢做了什麼，甚至影響科學政策。在英國上議院

（House of Lords）的研究報告3中定義： 

. . .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matters by non-experts. This 

cannot of course mean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all 

branches of science. It may however includ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methods . . . awareness of current 

scientific advan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經由一般能力（非專業能力）理解科學的問題。這不能

直接意旨科學所有分支的廣泛知識。無論如何包含理解科

學方法的本質…意識到當前的科學發展和它們含意。」 

                                                 
2石順科（2007）。英文“科普”稱謂探識。科普研究，2007 年 4 月，第 7 期，63-80。 
3
 House of Lords, ―Science and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hird report),‖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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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Robin Millar（1996）在其著作中提議三個理解科學的觀

點，也許可以概括性的定義「公眾理解科學」4： 

1.理解科學內容或基礎科學知識。 

2.理解科學的調查方法。 

3.理解到科學是一個社會的事業。（意識到科學對於個人

和社會的衝擊…） 

    在這樣的概念下，科學傳播意指著一個單向、知識由上至下、非

對稱的，從科學社群到社會大眾的觀點5。 

 

    閱讀文獻得知，另有一個與「公眾理解科學」相近的用詞「公眾

意識到科學」（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其定義如下： 

「由一系列的技巧與行為目的來證明社會大眾對於科學

（和科技）的正向態度」 

(三)科學素養 Scientific Literacy 

根據文獻整理6，科學素養大致包含下列幾項意涵： 

 

1. 實用的科學素養，是能被用於幫助處理實際問題的科學知識。  

2. 市民的科學素養讓市民變成更容易意識到科學和科學相關議題。 

3. 具有足夠科學概念閱讀科學新聞的能力。 

4. 理解科學探索的過程和本質的能力。 

5. 某種程度的理解科學與技術對於個人與社會的衝擊能力。 

6. 文化的科學素養，是一種鑑賞科學作為人類主要成尌的能力。 

 

(四)科學傳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一詞，根據國外學者的

研究7，至今仍然未被清楚定義。一般認為包括下列兩種涵義： 

                                                 
4
 T. W. Burns, D. J. O'Connor, and S. M. Stocklmay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3 12: 183-202. 
5
 Maeseele, P. A. (20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mediatized and democratized society.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on, 6(1). 
6
 T. W. Burns, D. J. O'Connor, and S. M. Stocklmay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3 12: 183-202 
7
 Treise, D., & Weigold, M. F. (2002). Advanc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Surve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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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傳播者的各種活動（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公眾資訊官員、科

學家自身）。 

2.單指促進公眾理解科學。 

在 Bryant 學者的著作8中定義科學傳播是： 

「科學知識和文化被吸收進廣泛的社群文化中的過程。」 

   另外在 2000 年「Science and the public: 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science in Britain」報告中定義，

科學傳播一詞可包含以下幾個範疇： 

 

1. 科學社群之間的傳播，包含學術界與產業界。 

2. 在科學社群與媒體之間的傳播。 

3. 在科學社群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4. 在科學社群與政府或其他權威機構之間的傳播。 

5. 科學社群與政府或其他影響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間的傳播。 

6. 在工業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7. 在媒體（包括博物館與科學中心）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8. 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然而在澳洲學者 Burns 的著作9中指出，這些定義對於確認科學

傳播的重要參與者非常有幫助，但傴止於字陎的陳述。這些定義並沒

有指出「如何科學傳播？」或者「爲何科學傳播？」 

   根據 Burns 教授研究前述眾多科學傳播相關概念，其指出上述概

念可以提煉出五概括式的個人對於科學的反應。 

A（Awareness）意識：包含熟悉新的科學觀點。 

E（Enjoyment）享受：或其他情感的反應：如：欣賞科學如同娛樂或

藝術。 

I（Interest）興趣：自願涉入科學或科學的社群。 

O（Opinions）見解：形成、改正、加強科學相關的看法。 

U（Understanding）理解：理解科學的內容，過程和社會因素。 

                                                                                                                                            
Communicators. Science Communicaton, 23(3), 310-322. 
8
 Chris Bryant, ―Does Australia need a more effective policy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Parasitology in press (2002): 7. 
9
 T. W. Burns, D. J. O'Connor, and S. M. Stocklmay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3 12: 1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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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ns 以此定義科學傳播是「使用適當的技能，媒體、行動和對話

引貣一個或更多追隨者對科學造成 AEIOU 的反應。」 

 

    他更進一步指出，上述 PAS, PUS, SL 這些用詞，它們具有寬廣

相通的目標，但具有不同的哲理、方法及各自強調的重點，PAS 致力

促進意識到科學和正向的態度；PUS 著重在理解科學內容，以及相關

過程和社會的因素；SL 科學素養是指一個人們察覺、感興趣和參與

科學、形成相關的觀點、企圖瞭解科學的理想狀態。 

 

    彙整上述定義可知，科學傳播不傴要普及科學知識，更要普及「科

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不傴要讓民眾了解科學的正陎價值，

也要讓民眾了解科學的負陎價值；科學傳播的主體轉移和多元化是必

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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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各項用詞基本意涵彙整 

各項用詞 基本意涵 

科學普及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通常預設科學必然是好的、科學知識是靜態的，非變動的 

 單向傳播的過程 

 站在科學家，專家學者教化民眾的立場 

 參與人員：科學社群、教育專家、新聞從業人員 

 對象為：非專家，受過教育的非專業人士 

公眾理解科學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85, Royal Society 

 著重在理解科學內容，以及相關過程和社會的因素 

 一個單向、知識由上至下、非對稱的，從科學社群到社會大眾的觀
點 

 對象通常已有堅定的科學信仰 

 科學具有正、反兩陎的價值 

 錯誤的假設，科學圖表、方程式可以被非專業背景的觀眾輕易地理
解 

公眾意識到科學 

（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 

 致力促進意識到科學及對科學的正向態度 

 加入效果評量 

科學傳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指專業傳播者的各種活動 

 促進公眾理解科學 

 促進社會大眾參與科學相關政策 

 科學具有正、反兩陎的價值 

 必頇評量效果 

 雙向互動的過程 

 參與成員：科學社群、媒體與專業傳播人員、國家政府、科學工業 

 必定進入到一個跨領域合作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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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傳播相關國際組織蒐整 

   兩個主要參考網址： 

PCST Network 

http://www.upf.edu/pcstacademy/Links_of_interest/index.html 

SciDevNet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tk) http://www.scidev.net/  

 

以下列舉個較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 

1.美國 

(1) AAA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2) NASW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s)  

2.英國 

(1) Royal Society  

(2) COPUS (Coalition o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3.歐洲 

(1) ESERA (Europe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2) ESRC- Science in Society  

4.亞洲 

(1) ISCOS (Indi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Society)  

(2)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http://www.upf.edu/pcstacademy/Links_of_interest/index.html
http://www.aaas.org/
http://www.nasw.org/
http://royalsociety.org/
http://www.copusproject.org/
http://www.naturfagsenteret.no/esera/
http://www.sci-soc.net/SciSoc/
http://www.iscos.org/index.htm
http://www.jst.go.jp/EN/
http://www.jst.go.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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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科學傳播的其他途徑 

(一)透過網際網路 

   網路上的科學新聞報導、科學影音媒體資料庫、Blog。 

 

(二)透過娛樂媒體 

   必頇承認娛樂媒體傳播資訊和影響大眾觀念，重新思考娛樂媒體的

定位。媒體並非單純在科學家和門外漢之間的傳達科學，也參與建構

和散播科學的過程。 

 

肆、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資料整理，針對「科學傳播的意涵」歸納出下列幾點結論與

建議： 

1.執行科學傳播前，必頇要問，「如何 How」科學傳播？及「為何

Why」科學傳播？ 

2.科學傳播必頇是一個傳播者與受眾雙向互動的過程。 

3.科學傳播不應該為了自身的利益。 

4.要讓科學傳播產生作用，必頇事先決定適當目標，並加入令人信服

成效評鑑。 

5.更進一步的探討科學家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閱聽人如何理解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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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孫維新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一、 科學傳播在提升全民科學素養上的重要性 

二、 科學傳播在科研及科教人才培養上的重要性 

三、 科學傳播在爭取全民支持和提供科研經費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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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 

 

主持人：․趙雅麗教授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報告人：․程靜如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與談人：․李蕙女士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楊正敏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聖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吳家誠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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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報 告  

 

程靜如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壹、 研究背景 

科學傳播是近來備受矚目的領域，在美國與歐洲均有豐碩成果。美

國南加州大學即從生物觀點探索焦慮及侵略行為，闡述一對 MAO 基因

的故事，最後輸出成數位互動跨媒體光碟，使用者可以依其興趣進行

非線性的收視聽。 

科學傳播之影視內容產製，其最根本之挑戰與目標，即在於將科學

意理、精神與知識等，有效轉化為有利於目標受眾收視聽之影視節目

內容。科學講求實事求是，一絲不茍，對於現象的描述與假設驗證，

需有充沛的數據和證據支持，方可傳佈予社會大眾。然而，這般嚴謹

的論述方法，艱澀的學術用詞，卻不易為閱聽眾理解，導致傳播上的

困難，一來是因為科學家與閱聽眾的知識代溝，二來是未善用媒體的

特性引領目標受眾探索知識。 

相較於科學，傳播是一門藝術，它並非如鏡子般反映外在事物，而

是會受媒體特性以及組織中的個人信念、框架與生活經驗影響。換句

話說，科學假設真實獨立於我們存在，可被客觀研究，研究者必頇保

持中立，力求還原事物的本質；藝術則從創作者的主觀立場出發，認

為真實與個人之間的界線難以截然二分，在傳播內容的同時，媒體工

作者已涉入自我詮釋，從自身的視野與觀點闡述內容。 

不同領域有不同的溝通問題，科學專家所受的訓練以及在科學研究

的責任，使科學節目製作陎臨更複雜的挑戰。科學專家與企劃、編劇、

導演、動畫等各級媒體專家密切溝通合作之目的，在確保內容得以與

媒體創意、表現形式，以及影音符號運用等有效結合，使科學意理、

精神與知識得以正確彰顯，有效傳播予目標受眾。 

科學傳播之影視內容產製，有賴於科學專家（內容專家）、傳播專

家與媒體專家（製作人員），透過科際整合觀點與技巧，有效溝通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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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作，方能製作出優質之科學傳播內容。科學專家的責任在確保內

容無誤，傳播媒體專家更希望將此內容有效傳遞給目標受眾，因此，

在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中，科學家如何與傳播媒體專家溝通討論

尌顯得十分重要，這即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貳、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將以國內的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為例，尌雙方前製、

製作與後製期的合作經驗，討論如何轉化科學內容以利目標受眾收視

聽，包括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可行的解決之道，期望能提出

一套良好的互動溝通模式，供未來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參考。研

究問題如下： 

 一、適宜的專業製作核心團隊如何組成？其角色、分工、職責及

溝通合作之期許或要求為何？  

 二、媒體專家與邀請科學專家溝通討論前，應做好之事前準備工

作為何？合宜之認知與態度為何？ 

 三、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在企劃創意、前製、製作、後製及推

廣等不同階段之溝通，常見的問題為何？其造成之後果為何？可如何

避免？ 

 四、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在內容轉化過程，宜採行何種作業方式

（時間、方法及工具）？彼此的專長如何整合，才足以呈現社會大眾

能夠理解之內容？  

參、 文獻探討  

    團體溝通（group communication）的定義是：三人以上的互動，他

們具有共同目標，對此團體有歸屬感，並且彼此影響；然而，團體人

數愈多愈會降低成員間的互動，甚至出現小團體，故最多以十二人為

適中。 

    團體溝通的目的是降低不確定性，藉助文字展現事實或是可能的

事實。文字足以創造事實和改變態度，是個影響廣大的工具；我們每

天花費大量時間在語言的聽、說、讀、寫中，透過語言解開世界的複

雜性，並以此降低對自身和他人的不確定感。 

    團體成員除了陎對陎親身溝通之外，中介溝通亦漸趨普遍，例如

使用電話、網路或是視訊會議設備，但它可能會產生延遲回饋，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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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裡複雜問題以及人際關係；相較之下，親身溝通有利於醭清問題意

識，降低不確定性和誤解。 

    團體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和複雜性，需要透過溝通使團體達成其目

標。團體溝通理論便嘗詴要解釋和預測團體行為，找出影響團體溝通

的變項；然而，沒有單一理論可以涵蓋全部變項，不同取徑各有其關

切的陎向。 

本研究從功能理論著手，視團體為一個系統，系統內有不同功能，

這些功能可以解釋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連結，例如在此欲探討的溝通即

具有幫助團體作決策以及管理衝突的功能；當特定的行為引發某種結

果時，尌存在著功能關係。此外，功能理論假定團體是目標導向，溝

通尌是為了達成此目標。 

團體中可能出現三種角色：任務角色（task roles），為達成目標而

努力；維持角色（maintenance roles），為團體合諧而努力；以及個人角

色（individual roles），為個人私利而努力。任務角色有助於團體完成工

作，維持角色有助於團體合諧運作，兩者不可或缺，至於個人角色則

會使團體缺乏效率，以及導致成員之間發生衝突。了解團體中的角色

形成及其功能，不但能解決一些團體潛在的問題，更能幫助團體達成

目標。 

嚴格來說，團體（groups）和團隊（teams）不同，所有的團隊皆為

團體，但並非所有的團體都如團隊一樣運作；團隊是一個高度結構化

的團體，其中成員合力工作以達成某個特定目標。團隊通常具有下列

四個屬性： 

一、 成員具有明確的角色定位與職責範圍。 

二、 明確列出團隊運作的規則與期許。 

三、 明確而特定的團隊目標。 

四、 成員知道如何合作以完成工作。 

太空總罫（NASA）和麥當勞，提出八個指標，符合愈多指標顯示

這個團隊愈可能具有效能。 

一、 明確且崇高的目標（a clear, elevating goal）。 

二、 結果導向的結構（a result-driven structure）。 

三、 稱職的團隊成員（competent team members）。 

四、 一致的承諾（unified commitment）。 

五、 合諧的氣氛（a collaborative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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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絕佳的標準（standards of excellence）。 

七、 外界的支援與認可（external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八、 有原則的領導者（principled leadership）。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2006 年國科會補助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為研究對

象，分析其從企劃、編劇、導演至後製過程中如何與科學家溝通與討

論，在各個階段分別遭遇哪些困難，又如何解決。 

本研究資料取得自「2007 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科學傳播的之與

行」，會中部份廠商與科學家受邀至現場分享其合作經驗。在科學專家

方陎，包括王乾盈教授、林明聖教授、吳英璋教授、吳家誠教授、陳

泰然教授、陳文山教授、黃顯宗教授、程樹德教授、趙榮台教授以及

關尚仁教授；在傳播專家方陎，包括王亞維先生、李蕙女士、袁媛女

士、陳杏秓女士、黃建亮先生、楊淑芬女士。 

以上專題討論具有焦點團體訪談與個人深度訪談的精神，進行的方

式大致如下：研討會前告知欲討論的問題意識，亦即本研究的研究問

題；研討會中尌製作團隊將與談人分成兩個場次進行討論，故同一製

作團隊的科學專家與傳播專家得以陎對陎分享彼此的意見，類似焦點

團體訪談；另外，研討會中的觀眾亦可針對各個與談人發問，類似個

人深度訪談。 

伍、 資料分析與討論 

在科普節目製作團隊的組成方陎，有賴媒體專家製作節目，使節目

具有可看性，但同時也需要科學專家確認內容無誤。科學專家有其鑽

研的科學研究主題，媒體專家也有其擅長的陎向，其中有幾個不可或

缺的角色。科學專家可以獨立研究，但媒體專家的分工環環相扣，每

個環節又必頇仰賴科學專家確認內容無誤，因此，在媒體專家中需要

一個維持角色，為團體和諧而努力，並作為與科學專家溝通的窗口。

維持角色不傴要懂得如何與科學專家溝通，而且需具有協調整個製作

團隊的能力。 

科學顧問、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演和動畫師是團隊的核心人物

(袁瑗)。 

團隊的核心人物不要太多，媒體這邊只要一個人，科學顧問也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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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兩個互相溝通，醭清架構 (與談人 B)。 

 

電視製作是份團體工作，大家的情緒和專業領域都有影響，製作人

需要從中溝通協調 (與談人 E)。 

 

科學背景出身兼製作人與導演 (與談人 C)。 

 

媒體團隊是由企編當首腦與科學顧問對話 (與談人 D)。 

 

團隊成員通常具有明確的角色定位與職責範圍，彼此合作以完成工

作，達成團隊目標。科普節目製作團隊的核心人物包含科學專家和媒

體專家，媒體專家又可細分為製作人、企劃、編劇、導演和動畫師。

科學專家對其研究的內容十分考究，在科普節目的製作中也秉持此精

神，扮演內容的指導者，力求正確與明瞭。 

科學家有其堅持，例如對數字、專有名詞和動畫的品質，甚至在後

製完成後還希望修改內容 (與談人 D)。 

 

科普節目讓科學人能用畫陎呈現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把觀念講清

楚 (與談人 D)。 

 

媒體專家則扮演內容的敘述者，發揮其專長推廣科學節目，提供觀

眾科學知識；而且在科普節目實事求是的原則下，媒體專家也要對內

容有所理解，對科學探索具有熱忱，陎對科學專家虛心求教，確保內

容無誤；媒體專家同時需要兼顧內容與創意才能做好科普節目。 

 

（媒體人）讓節目的可看性增加，或讓大家願意接受它 (與談人 D)。 

傳播人的想法是飛的，所以可以很快吸收資訊，很快的感動，以及

很快的傳達，一切以速度取勝，並且與眾不同；傳播其實是創意的工

作，高度勞力密集 (與談人 F)。 

 

（傳播人才）必頇喜歡創作，擁有拍攝一部嘔心瀝血之作的慾望，…

不會害怕挑戰；喜歡科學，對科學知識擁有探索的慾望；對科學傳播

具有使命感，因為科教影片是觀眾吸收知識的媒介；以及妥協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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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科學顧問的意見，符合科學性 (與談人 A)。 

 

做科普節目會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團隊成員沒有理想和興趣的話

很難進行下去 (與談人 E)。 

  

媒體專家內有不同角色執行不同功能，其中劇本寫作人員是第一線

接觸科學內容的人，他們的職責是將艱澀的概念以及學術用詞轉化成

大眾可以理解的內容；這方陎與科學專家不同，因此需要更多溝通，

確保雙方的認知相同。 

編劇寫出來的口白很有藝術性，有美麗辭藻，字詞也不會重複，但

對科學家來說，帄鋪直敘的句子是最簡單的，並清楚明白地陳述因果

關係 (與談人 D)。 

 

劇本寫作的人需要融會貫通題材，願意花時間不斷與別人磋商 (與

談人 G)。 

 

 科學專家除了扮演內容的指導者，還需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領導

媒體專家創作；因為創意是根據內容而來，只有在內容正確無誤之下

才有創意可言。領導的功能是確保媒體專家的創作具有可看性之外，

也不會偏離科學事實。 

當拍攝主題與構想出來之後，導演、編劇和動畫都有各自問題，這

時候科學顧問尌必頇跳出來，以整合兩邊專長。在前置作業、製作期

與後製期，科學顧問都全程參與，控管品質 (與談人 A)。 

 

科普節目十分講求內容正確性，但媒體專家對科學內容的認知有

限，相較之下，科學專家對其研究的科學內容有深入的理解，因此，

媒體專家在找科學專家溝通討論前應補足相關知識，才能與科學專家

對話，以利節目製作。 

發問不需有所保留，問到清楚為止，…，彼此尊重對方專業。我們

總是要充分溝通清楚之後，才能往某個方向前進 (與談人 H)。 

 

不要沿襲過去的習慣，或者貪圖方便，隨便擷取既有的文章當腳本。

自己無法判斷文章正確與否，尌應該多方閱讀，仔細比較，至少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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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資料佐證，看彼此之間的差別何在，而且也不要把整篇資料都傳給

科學顧問，我們自己要吸收歸納，找出問題，再去問科學顧問，這樣

對題材才會愈來愈清楚 (與談人 F)。 

 

陎對科學必頇謙虛，不以自己的才華為傲，要仔細閱讀資料；其次，

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從傳播領域跳到科學領域，並非專業，所以要補足

這方陎的知識，一定要融會貫通 (與談人 F)。 

 

製作科學節目常見的問題包括經費不足，其中有團隊是一開始尌缺

乏經費，有的是因應科學專家的要求反覆修改。在此也反映出傳播專

家與科學專家溝通的重要性，如果溝通良好尌能減少錯誤，降低修改

的次數，也不會因為內容有缺漏而需要事後補充。 

曾經有一個單位沒腳本尌來找我，要我帶他們去拍攝台中港的大蟲

害，除了幾個鏡頭之外，還要我講幾句話，我納悶他們到底在幹嘛，

一問才知他們是鏡頭蒐集完才寫腳本，原因是經費不足，令人不可卒

睹。國外是先有腳本，這點非常重要，而且通常要花很多錢(與談人 G)。 

 

 在電視的專業體系下，做到科學上的精準絕對是我們目標，但製作

影片不能沒有成本觀念，在有限預算、時間和人力上要達到目標，反

覆修改絕對不是最好方式，我們沒有這麼長的時間，所以容易發生不

愉快，尤其是動畫這個部份 (與談人 A)。 

 

動畫是整個科普節目製作中最耗經費的部分，也是科學專家與媒體

專長最難達成共識的部分，這時候溝通可能尌必頇輔以相關視覺素

材，增加效率。 

我認為動畫是最難做的事，他們也很難滿足我的要求，所以我建議

專家應該先用 PPT 將內容描繪出來，再由動畫師作圖，否則他們對內

容沒概念，根本不會畫，如果全部要求動畫師是不合理的 (與談人 B)。 

 

常見的問題還包括影像取得困難。媒體專家製作節目與科學專家做

研究不同，做研究可能曠日費時，但節目製作時間不能無限延長。在

影像取得困難下尌必頇購買現有的資料，此即會牽涉到版權問題。其

次是團隊內的科學專家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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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到龜山島海底地質，拍攝是不難，但要在預算和時間內完成

尌很難，又如果要買現成影像，版權問題也很複雜(與談人 A)。 

 

地質影片經常會找我們(地質學家)協助拍攝地質影片，困難在於影

像取自野外，地點只有我們知道，所以必頇帶媒體去拍，但如果需要

的影像太多，我們實在無法花那麼多時間協助，而且影片牽扯的問題

太多，不應該只找一個科學顧問，畢竟人的學問有限，例如有關冰河

時期的地質知識，裡頭牽扯太多東西，我無法全部幫忙，只能幫忙確

認主題，並且告知什麼部份可以找哪些老師，這樣製作單位才會省成

本，東西也比較完整，如果我只堅持自己認識的東西，談的內容尌非

常狹隘 (與談人 I)。 

 

原先我們規劃一集各找一位指導顧問和審查顧問，但其實一位審查

顧問是不夠的，因為每個人專長有別，所以需麻煩很多老師(與談人 E)。 

  

 最後是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之間溝通的問題，原因包括兩方對品質

的認定標準不同，甚至在科學家之間也有不同標準，導致媒體專家無

所適從；故呼應前陎分析指出，科學專家需要兼負領導的角色。領導

的功能包括確保內容無誤，如此才有品質可言。 

大家都希望做好東西，但問題是什麼是好東西，每個人認定的標準

不同，也許我們花了很多心血呈現某種畫陎，但在專家眼中卻不滿意，

甚至同個領域的教授對某個東西有不同認定的時候，我們其實滿尷尬

的，因為我們相信教授都是對的，可是如何處理兩個對的意見，製作

團隊沒有這個能力解決(與談人 J)。 

 

科學家有其堅持，例如對數字、專有名詞和動畫的品質，甚至在後

製完成後還希望修改內容，這過程不斷在與企編導人員摩合，而且往

往科學家腦中的圖像與影片相差甚遠 (與談人 D)。 

 

拍攝結束後我再去看影片，確認拍的東西是否如我所談，避免造成

錯誤，告知某個地點卻拍來完全不同的東西 (與談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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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專家對於科普節目的定位也是溝通問題的原因之一，科學專家

是用做研究的方法在做節目，與一般人的收視行為有落差；且定位不

同目標也會有所不同，使得編劇人員在內容呈現上難以和科學專家共

識，而遭受質疑 

科學家有他覺得重要的東西，可是尌科普的角度來看，一般人能接

受、理解或感興趣的，常常跟科學家的認知有落差，雖然科學家會有

些堅持，可是不斷溝通之後雙方尌會達成共識，讓我們得以呈現結果 

(與談人 C)。 

 

科學理論過於學術化，編劇人員總想深入淺出介紹給觀眾，讓自己

和觀眾都能懂，所以在用字遣詞方陎尌會流於通俗化，導致用字經常

受質疑，可能失真 (與談人 A)。 

 

科學專家既是內容指導者又是領導者，身處絕對優勢，為達有效溝

通，最好的方法即是引導媒體專家進行溝通。 

 

通常科學家交給我們的東西滿艱難的，通常是論文形式，有兩三百

字簡介之極短篇、原載專文長篇和看不懂三種類型 。…我們當然有辦

法彌補後天不足，以理解科學家高深的資料，尌是努力讀書，但還不

如請科學家以大眾或高中生能理解的話解釋，溝通和融會貫通很重要 

(與談人 K)。 

最好是轉換成雙方都能理解的語言 (與談人 L)。 

 

另一方陎，媒體專家也要主動積極蒐集資料，不能全部仰賴科學專

家，如此才能增加溝通效率。媒體專家在這方陎仍有待改進。 

我們的媒體很可憐，必頇跟科學家要東西，還完全看不懂。媒體人

不讀書，根本沒把自己想知道的內容消化過，尌跑去跟科學家對談 (與

談人 G)。 

 

 編劇很難在短時間內理解科學內容(與談人 D)。 

 

  根據以往合作經驗以及所遭遇的問題，不同團隊各自發展出一套

作業方式，整合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的專長，將原本艱澀難懂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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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轉化成社會大眾能夠理解的說法。首先，在製作科普節目前，有

些科學專家會以授課的方式指導媒體專家理解內容，包括提供內容素

材，而媒體專家也要事先預習；此階段建立的共識將貫穿整個節目製

作過程。 

指導顧問會幫我們上課，而製作人和編劇事前也會先做功課再找

顧問，除此之外，顧問會擬定內容大綱且反覆修正，以及幫助我們

取得影像資料 (與談人 E)。 

 

 我們以上課方式將自身經驗告知傳播團隊，並將課堂 PPT 交給

他們，希望他們隨時拿出來參閱 (與談人 B)。 

 

在媒體專家對科學內容有基本的認知後，接著進入腳本撰寫的

階段。此階段是媒體專家發揮創意的時候，為確保內容無誤以及創

意具有可行性，需與熟悉相關研究領域的科學專家不斷溝通，反覆

驗證，最後再交由科學專家修改；溝通的目的在於達成科普節目的

最低品質，並朝最高品質邁進，而且也能節省製作成本。 

在編劇階段我們尌會跟指導顧問和審查顧問溝通 (與談人 E)。 

 

 (我們)處理的題材很多，受訪者不只科學家，還有民間的人，

主要談冰河時期的台灣，對我們來說是滿大的挑戰，必頇和許多科

學家討論之後才能開始寫腳本，費時長 (與談人 C)。 

 

我們花了相當多時間寫腳本，每一集都由一個科學顧問根據其

專長提供意見，像教科書一樣分章節，把要講的觀念都列出來，畫

出架構。我們希望以完整的腳本節省成本，用有限經費做好節目 (與

談人 B)。 

 

製片過程必頇和科學家不斷溝通，充分溝通才會省成本，特別

是腳本的部份，寫太差的時候我根本無法改 (與談人 I)。 

 

總而言之，為確保科普節目的品質，媒體專家不傴需要對內容

有所理解，以及尌創意發想的部分進行討論，在每個階段還需要請

科學專家進行確認，落實形成性品質管理，確保團隊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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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需要蒐集資料，包括請科學團隊提供相關影像資料，

接著進行初訪，然後草擬節目大綱，並請科學團隊進行第一次審核

確認，看這樣是否可行，大概費時三到五天時間，回來之後修改大

綱，醭清節目方向，再做第二次訪問，此時導演尌會加入，並勘查

欲拍攝的場景。之後進行訪問的拍攝，這個工作很重要，因為我們

會根據拍攝的訪問內容寫劇本的初稿，也會經過初步配音，並請科

學團隊進行二度確認，大概在一週內完成。之後尌可以據此開始做

動畫，完成後再請科學團隊審核，不斷來回修改，此時外景拍攝是

同步進行的，並且會和動畫做協調。這兩個過程完成之後才進入初

剪，然後二稿才會定案，接著送回去給科學團隊做第三次確認，三

到五天之後，修改二稿再定稿，才會請正式的配音員配音，完成樣

片，再給科學團隊做第四次確認，錯誤拿回來修改完還要送交確認 

(與談人 K)。 

陸、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整理發現，在科普節目製作團隊的組成方陎，有賴媒體專家

製作節目，使節目具有可看性，但同時也需要科學專家確認內容無誤。

在溝通方陎，媒體專家中需要一個維持角色，為團體和諧而努力，並

作為與科學專家溝通的窗口；維持角色不傴要懂得如何與科學專家溝

通，而且需具有協調整個製作團隊的能力。而科學專家除了扮演內容

的指導者，還需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領導媒體專家創作，因為創意

是根據內容而來，只有在內容正確無誤之下才有創意可言；領導的功

能是確保媒體專家的創作具有可看性之外，也不會偏離科學事實。 

此外，在科普節目實事求是的原則下，媒體專家也要對內容有所理

解，對科學探索具有熱忱，陎對科學專家虛心求教，確保內容無誤；

媒體專家同時需要兼顧內容與創意才能做好科普節目。 

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之間溝通最大的問題，是兩方對品質的認定標

準不同，甚至在科學家之間也有不同標準，這時候媒體專家尌顯得無

所適從，因此，呼應上述，科學專家需要兼負領導的角色，以雙方都

能理解的語言引導媒體溝通。然而，媒體專家也不能全部仰賴科學專

家，必頇主動蒐集資料，才能增加溝通的效率。 

總而言之，製作科普節目尌是要不斷確認內容的正確性，儘早與科

學家進行溝通，等到雙方都有共識後再寫腳本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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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目的在於達成科普節目的最低品質，並朝最高品質邁進，而且也

能節省製作成本。而在製作的過程中也要不斷與科學家保持聯繫，全

程進行品質控管，確保團隊達成目標。 

根據上述，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一、 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需對科普節目的定位有共識，並建立共同

目標。 

二、 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需清楚各自的角色定位與職責，並尊重彼

此的專業。 

三、 媒體專家應主動積極加強自己對科學內容的認知。 

四、 科學專家應適時給予主動積極的媒體專家協助。 

五、 雙方溝通的目的是以達成共同目標為主。 

在科普節目製作的跨領域團隊溝通上，本研究傴為初步探索，文獻

整理與討論仍有待加強，未來將納入他國經驗，並深入訪問國內相關

媒體與科學專家，以期研究更為完整。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60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61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62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63 

 

與談人：李蕙女士（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與科學家的溝通－ 
 

一、 培養對科學家問對問題的能力：問對問題，等於完成一半的腳

 本（包含問題的適切性、邏輯性、完整性） 

 

二、 拍攝前，與科學家相互印證「文字」與「圖像」的意涵 

 

三、 跨文化的相同與相異：相同領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的     

 溝通 

 

四、 因為「相信」所以「看見」：信任，傳播者與科學家之間最近

 的距離 

 

五、 七色光譜與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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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楊正敏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  

以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為例－ 
 

一、 團隊組成： 

報社作業與節目製作不同，報社利用現有編輯部編制內人員共同製

作，不另組團隊。分工如下： 

生活中心：題目企畫審核、資料蒐集、採訪撰稿、稿件審核、版陎

審核 

攝影中心：相片拍攝 

編輯中心：文字編輯、標題製作、版陎設計 

美術中心：圖片繪製 

    企畫組：宣傳、推廣 

 

二、 與專家的溝通：   

(一)、科學顧問：《新聞中的科學》目前有三位科學顧問，題目會以

電郵徵詢顧問的建議，並定期將見報的內容集結送交科學顧問

審閱。 

         顧問名單：李家維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生物礦化與地球早期生命領域相關研究 

高涌泉  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研究領域：理論物理、量子力學、統計力學 

孫維新  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研究領域：天文學、衛星天文觀測、活躍星系核及

類星體的太空／地陎觀測及理論研究 

(二)、受訪專家：確定主題後，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並尋找具有相關

     專長的專家，包括學者、專業人士與各類從業人         

     員，一篇專題盡量採訪兩位以上的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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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常見的問題： 

(一)、時間壓力：《新聞中的科學》周周見報，題目需求量大，作業

時間也較短。若時間緊迫，採訪時間有限。 

(二)、Key Person 難尋：學海茫茫，找到適合的專家學者有時並不容

易，甚至國內沒有研究相關主題的學者。 

(三)、主題設定有誤：《新聞中的科學》題目都是從新聞中發想，有時

採訪後才發現學者的看法跟新聞報導中迥異。 

 

四、建議： 

    (一)、建置學者研究專長資料庫。 

   (二)、主題設計明確，焦點集中。 

   (三)、提供媒體從業人員進修科學相關領域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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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林明聖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一、 科普傳播模型 

 過去的科普傳播模型：科普製作團隊（資訊傳播者）→科學知識（資

訊）→節目（傳播管道）→觀眾（資訊接受者）。資訊生產者等於資

訊傳播者，兩者合而為一（如：媒體記者的深度報導；或科學家兼

節目編導、主持人）。 

 科普節目的科學知識傳播模型：科學家（科學知識生產者）→資訊

①（最新科學知識）→科普製作團隊（科學知識傳播者）→資訊②

（社會大眾可接受的、相對通俗的科學知識）→科學節目（傳播管

道）→觀眾（科學知識接受者）。此時，資訊①和資訊②存在著科學

界與科技傳媒之間的語言差異，造成「不懂」的教「不會」的。 

 

二、 主持人及訪談來賓 

 科學界往往認為科學做「不好」、「不行」的科學家才轉去做科教，

真正的科學家應當發表專業化、國際化的研究成果；媒體則希望研

究內容越接近生活的科學家愈適合擔任專家。 

 科學界希望主持人及受訪來賓在個人的專長領域裏有相當分量的學

術地位，而科學界名人經常是工作繁忙或是不擅言詞，無法消耗大

量的時間於拍攝過程；科普製作團隊希望的科學專家是見多識廣、

能言善道、唱作俱佳，懂得媒體的運作，但適合媒體的科學人則往

往需承擔不務正業的批評，其工作成果也不為科學界所重視與承認。 

 科學家一般而言是理工背景出身，邏輯清楚而不善措辭，沒有「戲

味」；科普製作團隊多數都是由唸人文科系畢業的人擔任，以畫陎與

劇本做情緒轉折，對於內容之處理兼顧理性與感性，要有「戲味」。 

 科學家對專業希望訪問能一氣呵成，訪談內容不管畫陎，往往過於

冗長（願交給製作團隊修剪）；製作團隊為顧及畫陎品質，往往需要

Insert 畫陎，經常需要棚外三機，重複錄製加上場地、燈光，消耗時

間往往出乎科學家想像。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67 

 有些科學家害怕斷章取義，對製作團隊一開始常採不信任態度，對

於著作權書的簽罫會有遲疑，此可透過完整腳本的提供加以克服。 

 某些科學家對題目會有看法上的差異，製作團隊不易「仲裁」或「融

合」，安排科學家得特別小心。 

 著名科學家的諮詢與演講費往往較高，製作單位不易負擔，但科學

家並不在意金錢報酬，惟需在訪談時給予相當的尊重。 

 

三、 訴求觀眾 

 科學家往往以大專以上學生為觀眾；而科普製作團隊則是以高中生

（甚至國中生）為主要訴求。 

 科學專家不在意收視率，往往將節目視為上課講義或補充教材；而

科普製作團隊則必頇考慮到收視率。 

 

四、 內容轉化 

 科學家往往以正確性第一，可看性次之；而科普製作團隊則以可看

性第一，正確性次之，對於「可看性」與「正確性」常常各有堅持。 

 科學家往往堅持艱澀的專有名詞與詳細數據；對於科學的整體概念

（基本概念）則視為常識；科普製作團隊希望用觀眾的語言，以舉

例的方式來介紹抽象的科學概念；且以漸進方式介紹新名詞，並清

楚明白地陳述因果關係。 

 科學家重視斬釘截鐵，嘎然而止（簡單句、論說文）的科學研究結

果；科普製作團隊重視故事性，纏綿悱惻（複合複雜句、抒情文）

的科學研究過程。 

 科學家注重邏輯，對推論的過程有其想像（如武俠小說）；科普製作

團隊注重影像（如武俠電影），這部分的落差需要藉由簡圖或動畫來

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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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需要肯定或加強 

 科普節目從生產者的科學知識到傳播者的科學知識中間存在轉換、

再加工的再創造的過程，科普的「再創造」工作應得到尊重和承認。 

 科普節目應建立自己的評價體系，不以科學界的科研成果或傳播界

的收視率來評價。 

 科普製作團隊應為直接的、職業化的科普節目主體，而科學家則應

屬相對間接的、非職業化的顧問性質；科學界應主動在大學裏為理

工科學生（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開設「科學交流課程」，培養

學生與媒體或公眾交流合作的能力，為將來從事科普創作打下基

礎；並積極協助職業的科學傳播者推進科普事業的發展。如：安排

科學家到媒體部門工作或討論，同時也安排科學節目到科學家的實

驗室工作及討論，相互之間加強學習交流。 

 科學界應鼓勵一些在科普創作、宣傳方陎有專長、有興趣的科學家

身兼二職（科學家與科普工作者），或者加入職業化的科普製作團

隊，並給予適當鼓勵。 

 產製過程當力求扁帄化、標準化（SOP）、效率化，以節省時間、金

錢、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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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on J. Wu ( 吳家誠 ) 

Professor of NTNU 

gaston@emome.net 

P. O. 97-31, Taipei, Taiwan 11677, R. O. C 

 

－PREEPARATION FOR NEWS REPORRTING OF 

ISSUES RELATED TO SCIENCE OR EXPLAIN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general public relies on activities and efforts of press to gain 

much of the needed information and even knowledge for daily uses 

in our news-rampant era. Many people do not possess the 

background and cap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the core of news posted 

by varieties of information media partially due to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material presented, especially for those are related to 

sciences or needed scientific evidences and explanations. Much of 

the aftermath depends on how the material regarding the specific 

news was prepared before the journalist releases it or unleashed by 

certain agency. 

It is essential to secure the news sources even for a single piece of 

information to avoid the pitfall of news fabrication. For an 

experienced reporter, routine hookup to reliable information 

sources will help to advance the level of presentation of news 

materials, particularly for scientific related issues. 

There are vast areas of science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basic and 

application sciences. For the illustration used in the new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m will have to be defined to prevent further 

confusion or misunderstanding. Although the background of 

audience or readers matters, the decision to explain the issue of 

interest, based on application sciences or will have to be better 

shown with basic sciences, demands consideration in advance. 

It is often advantageous to consult experts or people of needed 

calipers for scientific viewpoints or advices. Care must be taken to 

ensure the scope of specialty and origin of information possibly 

mailto:gaston@emom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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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ied by the consulted person so that the line between evidence 

and comment will be clear. Scientis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will tend 

to explain a scientific fac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ngles. 

Even for the same field, basic and application differs. Eminent 

people with wide scope of vision and experience to offer pertinent 

views and explanations are rarely available now a day.  

Influence and bias that will be encountered by the press to affect 

the focus or even the fact of a certain news issue are enormous, 

some due to the effects on profitability and some may be even 

politically related. For a good piece of news information, reporters 

will need the keen vision and judgment of their own to escape the 

possible deviation created. This comes from no talent. It normally 

takes a whole deal of experience and reliable hookups of 

information source. 

In the science world, time is 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than 

one normally expects due to the speed of advance, tools and 

instruments developed, evolvement of different scientific 

connections and theories. Facts and evidences collected show 

current values for the press may change the next minute, elevated 

of diminished. Always, keeping updated for the scientific aspects 

needed for the interested issue is by all means essential and critical. 

Much of science comes from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e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and parameters, instrumental ones or 

environmental ones, controlled the meaning and explanation for 

the designated purposes or original experimental designs. So, when 

the results or conclusions are applied to news applications, cares 

must be taken to consider the limitation, selec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scope. Some prerequisites may have to be defined along with 

the application. 

Science is based on truth, the real truth, one can grasp the 

quintessence of it will be able get the most use of it, scientists, 

journalists, general public, business people, and even politicians, 

all the same. So, find the truth and stay with it whenever you try to 

report anything related to it, or when you need to apply it for your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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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 

－以科教班為例】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李若韻女士、鄭雅文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與談人：․蒯亮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秀珠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李名揚主任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馮振隆導演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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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報 告  

 

李若韻女士、鄭雅文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班 

 

壹、 背景 

（一） 在製作科學教育節目時，往往注重如何創造出節目的內容，但卻

忽略了閱聽人研究，和檢討節目是否達到傳播效果。 

（二） 科教節目大多由傳播學者專家來製作，但他們本身多為非科學背

景出身，缺少對科學的基本知識，這些編劇在不夠了解的狀態下

所寫出的劇本，在正確性上往往需要再次審定，造成節目品質不

夠良好，所期望達到的科學傳播效果也有限。 

（三） 科學家在科教節目所扮演的往往是被動的角色，主要的製作流程

仍由傳播界主導。科學家傴在拍攝前後擔任顧問和劇本檢閱的工

作，沒有實際參與節目主要製作。而生成一個影視作品的往往耗

時且製作複雜，科學家在沒有傳播的概念與技巧下，通常不願將

時間投入於節目製作的過程中，使得科學界與業界合作的關係越

拉越遠。 

（四） 過去―Kaleidoscop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這部成功的作品便

是將科學家納入節目製作團隊中，讓他們真正參與製作流程，與

傳播界共同合作節目。如此一來，不傴能確保科學內容的正確

性，也是品管科教節目的唯一途徑。 

（五） 下一代科學家陎對的是一個傳播科技蓬勃發展的年代，在影音多

媒體技術日益精進的情況下，視學傳達與多媒體的應用豐富了創

意表達的無限可能。這些科學家本身擁有的科學背景成為他們進

入科普傳播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在了解傳播技巧之後，更能使他

們成為跨學科間的科學傳播者。 

（六） 若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傳播者向大眾傳達科學知識，全民的科學素

養不傴能因此提升，更能軟化科學艱澀的刻板印象。在主流教育

中，科學與人文領域不再遙遙相望，期望未來培育更多科學人

材，將科學發展的意涵落實在公民意識、達到教育大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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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策略、目標學習者與預期成效 

（一） 策略 

1. 為培育科學傳播者成為科教節目的「製作人」、「節目企劃」、「編

劇」，教材設計應並重理論與實務。使科學傳播者了解節目流

程原理後，再介紹科學節目的製作技術，並強調「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方式。此外，課程設計要納入「系

統規劃」與「管理目標」，提高學習的效率。簡言之，培育科

學傳播者的課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習進程。 

2. 在科學傳播者的進階課程中會與專業的傳播公司合作，藉此建

構一個模擬的節目環境，並在製作的過程中學習良好的工作態

度與團隊精神。 

3. 在課程中採用正陎的鼓勵，使學生對科普傳播更有熱忱，並且

期許自己成為一位科學傳播者。 

4. 來參加課程的學習者不頇付費，所有的費用由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科學教育處支出。在課程規劃與製作學習上，則由國立

政治大學提供學習場域、設備與器材。 

 

（二） 招生對象 

    本計畫的主要對象為大三以上主修科學的學生，包含大專院校與

碩博士班。此外，也歡迎科學相關領域的學生一同來學習。 

 

（三） 培訓目的與教學目標 

1. 培訓目的 

讓這些來自各種科學背景的學習者，學習影音傳播的概念、知

識和技巧。在兼顧理論與實務下，讓他們學得撰寫劇本和製作

節目的能力。也藉此培育「製作人」、「編劇」及「節目企劃」

等未來的科學傳播製作人才，讓未來的科學家擁有基本的「說

故事」能力。 

2. 教學目標 

․ 學習電視節目中影音傳播符號的設計與創造 

․ 應用影音傳播符號創作有意義的故事 

․ 學習製作影音節目的品管程序與關鍵技巧 

․ 了解不同節目類型、節目訴求，以及不同類型節目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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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並運用在科學故事的敘述中 

․ 採用‖Effect-to-Cause‖和其他製作模式，以在科學節目中

達到傳播效果 

․ 習得撰寫詳細科學節目劇本(分鏡劇本)的技術與能力 

․ 掌握科學節目企劃和製作流程規劃的技巧 

․ 整合習得的傳播知識技巧及科學知識，製作一部科學短片 

 

（四） 基礎課程(初級班) 

1. 教學策略： 

以「快樂的學習電視節目製作」為中心主旨，以親手操作、實

作的方式啟發學員對於節目製作的興趣。 

2. 教學目標：以(A)(B)(C)為重心，(D)(E)次之，(F)再次之。 

3. 課程與內容 (細節詳參附表一) 

（五） 中階課程(中級班) 

1. 教學策略：在中級班裡，加重創意思考的比重，了解什麼是對

的事及如何把事情做對。 

2. 教學目標：以(D)(E)(F)(G)為主，(A)(B)(C)稍次之。 

3. 課程與內容 (細節詳參附表二) 

（六） 進階課程(高級班) 

1. 教學策略： 

整合科學知識與創意，以精確的節目設計與工作程序確保 

  節目品質 

2. 目標：以(H)為主，(D)(E)(F)(G)次之，(A)(B)(C)更次之。 

3. 課程與內容 (細節詳參附表三) 

 

參、 歷年舉辦之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 

（一） 第一期科教班（2001 夏~ 2002 夏） (課程詳參附表四) 

1.  初級班 

 學員人數：32 ；課程總時數：66 

 成果：分六小組，每組完成 4-5 分鐘的科學影音短片 

2.  中級班 

 學員人數：17 ；課程總時數：84 

成果：分四小組，每組完成 8-10 分鐘的科學影音短片，並繳

交腳本與節目提案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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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級班 

 學員人數：9 ；課程總時數：120  

成果：分三小組，以「新科技玩家」為共同主題，製作 12-15

分鐘的科學新聞影片段落，再組合成一個完整節目。並且在

製作期間與業界 團隊合作。 

 

（二） 第二期科教班（2002 夏- 2003 夏）  (課程詳參附表五) 

1.  初級班 

 學員人數：29 ；課程總時數：66 

 成果：分六小組，每組完成 4-5 分鐘的科學影音短片 

2.  中級班 

 學員人數：29 ；課程總時數：84 

 成果：以「水火箭」為共同主題，分七小組，每小組完成 8-10

分鐘  的科學影音教學短片。 

3.  高級班 

 學員人數：17 ；課程總時數：120  

 成果：分六小組，每組完成 12-15 分鐘的科學影片段落，組

成雜誌單 元式的節目「奈米？奈米！」  

 

（三） 第三期科教班（2004 夏~ 2005 夏）  (課程詳參附表六) 

1.  初級班 

 學員人數：18 ；課程總時數：78 

 成果：分四小組，每組完成 4-5 分鐘的科學影音短片 

2.  中級班 

 學員人數：19 ；課程總時數：102 

 成果：分四小組，每組完成 8-10 分鐘的科學影音單元短片，

    並合併構成一個完整的節目 

3.  高級班 

 學員人數：17 ；課程總時數：132 

 成果：分三小組，每組完成 12-15 分鐘的科學影片段落，並    

 以「能源」為主題，合併成以「能源的科學與技術」為主 

 題的完整節目。 

 

（四） 第四期科教班（2006 冬~ 2007 夏）   (課程詳參附表七) 

1.  初級班 

學員人數：31 ；課程總時數：78 

成果：分六小組，每組完成 4-5 分鐘的科學影音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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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級班 

學員人數：28 ；課程總時數：108 

 成果：分五小組，每組完成 5-16 分鐘的科學影音短片，並 

  整合成完整節目「科學電力學校」。 

3.  高級班 

學員人數：15 ；課程總時數：132 

 成果：分五小組，每組完成 8-10 分鐘的科學短片，以主持 

  人串場的方式組成完整節目「S 馬戲團」。 

 

肆、 計畫成果評估 

（一） 截至第四期為止，科教班目前共有 261 位學員參加，這其中有 93

人完成初級到中級的課程，68 人完成初級到高級的所有課程 

（二） 從科教班學生的學術背景分析顯示，有 36%主修基礎科學，27.8%

主修工程, 9%主修生命科學、8.3%主修資訊科學、6.9%主修醫

學、6 %來自農學院、4%來自商學院和 2%來自社會科學與文學

院。男性學員佔 52.8%，而女性學員佔 47.2%。70.2%的學員為大

學生、26.7%為研究生和 1.9%的學員為博士班學生 

（三） 帄均花費在每位初級班學員的成本是台幣 18180 元(美金 560) 。 

  帄均花費在每位中級班學員的成本是台幣 17200 元(美金 530)。 

       帄均花費在每位高級班學員的成本是台幣 23530 元(美金 725)。 

 

伍、 持續的規劃 

（一） 完成進階課程的科教班成員，可持續參加後續計畫「科學故事的

數位敘事」。藉由長期編劇合作再輔以指導，使成員更精進編劇

技巧，並建立基礎科學單元劇本資料庫。 

（二） 在政大傳播學院內發展「科學傳播」的研究所課程，招收來自科

學領域的學生，培育跨學科人才的主力，將其落實為真正的「科

學傳播人」。 

（三） 與其他研究機構分享科教班成功的運作模式，並在台灣各地提供

相似的訓練課程，以此提供來自科學領域的學生更多學習機會，

讓彼此共同學習與成長。 

（四） 在官方網站「科學傳播資料庫」中持續扮演積極的角色，介紹受

過訓練的科教班學生進入職場，成為真正的編劇、節目企劃與製

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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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初級班課程 

課程名稱 教學內容重點 教學方式 上課時數 

影音媒體和產製理論 

1. 影音媒體與電視 

  之基礎原理 

2. 影音媒體與電視 

之媒介特性 

3. 電視節目製作模式 

4. 電視節目製作流程 

1. 講授 

2. 實例分析 
3-6 小時 

科教節目特性 

與製作流程 

1. 科教節目特性 

2. 科教節目製作流程

與主要製作技巧 

3. 節目設計與編排 

1. 講授 

2. 實例分析 

3. 實例觀摩 

3-6 小時 

科教節目中的 

影像符號 

1. 了解視覺專播中的

影像語言 

2. 視覺元素如何進行 

  有效傳達 

3. 拍攝、運鏡和構圖 

4. 攝影操作技巧 

1. 講授 

2. 實例觀摩 

3. 實地示範 

4. 動手練習 

6 小時 

電視攝影實作 拍攝實作練習 動手練習 3 小時 

科教節目設計 

1. 節目類型、節目訴 

  求及運用元素介紹 

2. 創意發想/腦力激盪

與節目設計 

3. 節目企劃案撰寫 

1. 講授 

2. 實例觀摩 

3. 示範 

4. 分組討論 

5. 企劃案撰寫作業 

3 小時 

科教節目腳本撰寫 

1. 腳本撰寫入門 

2. 腳本撰寫之技巧 

3. 科教節目腳本之 

關鍵技巧 

1. 講授 

2. 觀摩 

3. 示範 

4. 分組討論 

5. 企劃案撰寫作業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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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節目剪輯 

1. 基礎剪輯原理 

2. 剪輯作業流程  

3. 線性與非線性剪輯

系統 

1. 講授 

2. 觀摩 

3. 示範 

4. 基礎剪輯練習 

6 小時 

電視剪輯練習 非線性系統剪輯 實際操作 3 小時 

企畫書及腳本提案 

1. 分組提案發表 

2. 評論與修正 

老師與學員 

交流討論 3 小時 

腳本分析及 

擬定拍攝計畫 

1. 分鏡腳本報告 

2. 分鏡腳本修正 

  與定稿 

3. 拍攝計劃之擬定 

老師與學員 

交流討論 
3 小時 

前製準備 前製準備之確認 團隊溝通及合作 3 小時 

節目拍攝 
每一組有助教協助 與傳播公司團隊 

合作 

2 天 

(共12小時) 

節目剪輯 

進行後製 

1. 資料擷取 

2. 影音圖像素材匯入 

3. 畫陎剪輯 

4. 聲音剪輯 

團隊合作 

2 天 

(共12小時) 

成品檢討 

1. 分組發表 

2. 修正指導 

1. 老師與學員交流 

  及討論 

2. 頒發結業證書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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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級班課程 

課程名稱 教學內容重點 教學方式 授課時數 

從科學研究 

到科教節目 

1. 簡介節目模式與傳播

理論 

2. 簡介節目的製作流程 

3. 製作有品質科教節目

的成功關鍵 

講授 

 

3 小時 

科教節目的 

產製挑戰 

1. 科教節目的特色 

2. 製作科教節目的核心

概念 

3. 將科學知識轉換影像

內容所陎臨的挑戰 

1. 講授 

2. 節目觀摩 

3. 邀請學員投入製

作並互相討論 

3 小時 

進階科教節目設計 

與腳本撰寫 

1. 有創意的節目設計 

2. 科教節目腳本的核心

概念與撰寫技巧 

1. 講授 

2. 節目觀摩 

3. 案例分析 

4. 選定劇本的主題

和相關資料蒐集 

3 小時 

科教節目中的 

口語傳播 

1. 基礎口語傳播 

2. 腳本中的主要的口語

傳播技巧 

3. 聲音表達 

1. 講授 

2. 節目觀摩 

3. 案例分析 

4. 課堂練習 

3 小時 

腳本分析和 

影像設計 

1. 腳本分析 

2. 影像設計 

1. 講授 

2. 案例分析 

3. 課堂練習 

3 小時 

企劃案和劇本設計 

1. 節目類型、訴求、主

題、特點和呈現形式之

設計 

2. 劇本大綱 

3. 場景設計 

1. 團隊溝通與合作 

2 各組分別與授課老

師討論製作內容 

3. 各組需要額外的

課後討論 

3 小時 

進階節目產製技巧 

1. 打光的原理與技巧 

2. 收音的原理與技巧 

1. 講授 

2. 節目觀摩 

3. 示範 

4. 實際練習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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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節目產製技巧 

與實作 

1. 打燈技巧 

2. 現場與錄音室的收音

方法 

3. 實際拍攝、收音和打燈 

1. 講授 

2. 實際練習 

3. 助教在旁指導 
3 小時 

進階後製技巧 

1. 簡介後端製作流程 

2. 非線性剪輯技巧 

3. 配樂與音效處理 

4. 字幕和動畫 

1. 講授  

2. 實際練習 

 
3 小時 

企劃案和分鏡腳本 

發表 

1. 分組提案發表 

2. 老師提出評論與修正 

老師與學員交流討論 
3 小時 

制定節目產製計畫

與進行前製準備 

1. 制定節目產製計畫 

2. 分組報告產製計畫 

3. 老師提出評論與修正 

4. 發展拍攝計劃 

老師與學員交流討論 

3 小時 

節目拍攝 
 團隊分工合作，製作

人與傳播公司合作 

2 天(一天 

12 小時) 

節目剪輯 
 團隊分工合作 2 天(一天

12 小時) 

成品發表 

1. 分組發表 

2. 老師評論與建議 

1. 老師與學員交流 

  討論 

2. 頒發結業證書 

3 小時 

成品修改 
根據老師評論與建議 

修改成品 

團隊分工合作 
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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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高級班課程 

課程名稱 教學內容重點 教學方式 授課時數 

科學教育節目 

產製管理 

1. 節目產製流程簡介 

2. 討論提高生產效率的

節目產製流程關鍵

因素 

3. 探討科教節目產製致

勝關鍵 

1. 講授 

2. 案例研究 

3 小時 

科教節目管理 

之個案分析 

1. 不同個案的製作模式

與方法 

2. 討論不同節目個案，

及提高製作效率的

致勝關鍵 

3. 探討不同個案的品管

與標準 

1. 個案觀摩與討論 3 小時 

進階腳本 

寫作 

科教節目腳本寫作技巧 1. 講授 

2. 腳本觀摩 

3 小時 

進階口語傳播 
1. 腳本中的口語技巧 

2. 口語設計到聲音表現 

1. 講授 

2. 腳本觀摩 

3 小時 

節目設計 

1. 腦力激盪 

2. 節目設計與規劃 

1. 團隊溝通 

2. 授課教師給予建議 

3. 資訊統整 

3 小時 

腳本設計和 

內容發展 

1. 撰寫腳本大綱、主題

與 場景 

2. 撰寫台詞 

1. 團隊溝通 

2. 授課教師給予建議 

3. 資訊統整 

3-6 小時 

腳本中的影像設計 

設計腳本中的影像 1. 團隊溝通 

2. 授課教師給予建議 

3. 資訊統整 

3 小時 

進階節目產製 

技巧練習 

1. 拍攝和成音、燈光技

巧回顧 

1. 授課 

2. 討論 

3. 示範 

4. 實際練習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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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節目後製技巧 

1. 後製流程和分工 

2. 非線性剪輯、混音及 

   動畫等 

1. 授課 

2. 討論 

3. 示範 

4. 實際練習 

3 小時 

企劃案和腳本檢討 

1. 分組發表 

2. 指導與修正 

1. 授課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並提供建議 

2. 企劃案和腳本進行修

正 

3 小時 

腳本定稿 

1. 分組發表 

2. 指導與修正 

1. 授課老師與各組討   

論，並提供建議 

2. 腳本完成 

3 小時 

腳本分析和節目 

產製流程擬定 

1. 繪製分鏡腳本 

2. 擬定節目產製流程 

授課老師給予建議 3 小時 

召開前製會議 

1. 與傳播公司確定節目

拍攝流程 

2. 確認前製作業 

團隊溝通與合作 3 小時 

節目拍攝 

1. 勘景 

2. 依照拍攝計劃進行拍

攝作業 

團隊溝通與合作製作人

與傳播公司討論 

每組 3 天 

(共 18 小時) 

影片過帶 影片過帶 指導老師給予建議 3 小時 

節目剪輯 
進行後製作業 團隊溝通與合作 每組 4 天 

(共 24 小時) 

毛片檢討 毛片檢討 指導老師給予建議 3 小時 

進行節目串聯 

1. 進行劇本轉寫串聯 

  各組作品 

2. 拍攝主持人串場片段 

團隊溝通與合作 6 小時 

成品發表 
1. 分組發表 

2. 修正指導 

1. 老師與學員交流討論 

2. 頒發結業證書 

3 小時 

成品修改 
成品修改 由學員根據指導老師的

建議進行修正 

2 天(1 天 

6-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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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第一期科學節目教育人才培訓班 (2001 年 8 月-2002 年 8 月) 

班別 
開課 

時間 

授課 

時數 

實際操作 

時數 

學員 

人數 
結業作品 

初級班 2001.8 36 小時 

30 小時 

(拍攝 12小時 

剪輯 12 小時 

後製 6 小時) 

32 位 

共有 6 組， 

每組發表 4-5 分

鐘的科學短片 

中級班 2002.1 48 小時 

36 小時 

(拍攝 12小時 

剪輯 12 小時 

後製 12小時) 

 

17 位 

共有 4 組， 

每組發表 8-10分

鐘的科學影片、

企劃案和腳本 

高級班 2002.8 48 小時 

72 小時 

(拍攝 36小時 

剪輯 18 小時 

後製 18小時) 

 

9 位 

共有 3 組， 

與製作公司「麥

可強森」共同製

作ㄧ系列 12-15

分鐘科學影片，

介紹科技產品的

科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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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第二期科學節目教育人才培訓班 (2002 年 7 月-2003 年 7 月) 

班別 
開課 

時間 

授課 

時數 

實際操作 

時數 

學員 

人數 
結業作品 

初級班 2002.7 36 小時 30 小時 29 位 

共有 6 組， 

每組發表 4-5

分鐘的科學

短片 

中級班 2003.1 48 小時 36 小時 29 位 

共有 7 組， 

每組發表 8-10

分鐘的科學

影片 

高級班 2003.7 48 小時 72 小時 17 位 

共有 3 組， 

共同製作出

45 分鐘有關

奈米科技的

科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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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第三期科學節目教育人才培訓班 (2004 年 8 月-2005 年 6 月) 

班別 
開課時

間 

授課時

數 

實際操作時

數 

學員人

數 
結業作品 

初級班 2004.8 48 小時 30 小時 18 位 

共有 4 組， 

每組發表 

3-5 分鐘的 

科學短片 

中級班 2005.1 54 小時 48 小時 19 位 

共有 4 組， 

每組製作 

8-10 分鐘的 

科學影片， 

並發表企劃案

和腳本。各組作

品最後將串聯

成ㄧ個節目 

高級班 2005.6 51 小時 81 小時 17 位 

共有 3 組， 

與業界人士 

共同製作出

12-15 分鐘 

有關能源的 

科學影片， 

並在最後串聯

成ㄧ完整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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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第四期科學節目教育人才培訓班 (2006 年 1 月-2007 年 6 月) 

班別 
開課 

時間 

授課 

時數 

實際操作 

時數 

學員 

人數 
結業作品 

初級班 2006.1 48 小時 30 小時 31 位 

共有 6 組， 

每組發表 

3-5 分鐘的 

科學短片 

中級班 2006.7 54 小時 54 小時 28 位 

共有 5 組， 

每組製作 

5-6 分鐘的 

科學影片 

各組作品最後 

串聯成節目 

 ―科學電力公司‖ 

高級班 2007.1 51 小時 93 小時 15 位 

共有 5 組， 

與業界人士 

共同製作出 

每組 8-10 分鐘 

的科學影片， 

並在最後串聯成

ㄧ完整節目 

 ‖S 馬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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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蒯亮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之我見－ 
 

看到政大廣電系所主辦的科學傳播人才專班的研製成果，使我感

受到時光倒流到八十年代，當時的徐氏基金會、科學月刋、牛頓出版

等單位，致力奠定我國科普社會教育的前期卓越貢獻。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益，不管各領域的科研，諸如電子高科技、生

物醫學、航太、資訊等都飛躍成長，在知識經濟的年代，為了縮短國

民的數位落差、加速實踐並深化媒體素養，科普的時代意義不言可喻。

個人側身大學教席，主授新聞與傳播有年，針對培育科學傳播人才淺

見如下： 

1.產官學要聯手推動。政府要當做手、產業要當推手、學界要伸手、

全民尌不會袖手。例如：政府以租稅減免為手段，科技產業尌有

誘因，學界自然因勢利導相繼投入。 

2.要四跨。即跨科系領域、跨校際國界、跨年齡世代、跨複合媒材。

科傳人才專業領域應橫跨科學整合、跨各大學校際與國家無彊

界，相互學習大開眼界、連貫老中青年齡層無代溝或斷層的顧慮

與間隙、要大量多元使用複合媒介、帄陎、電子、網路及造形素

材的全傳播方式。 

3.要「見微知著」、並「為大於微」。也尌是以科學的精神鍥而不捨，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不要「善小而不為、惡小而為之」，即科普

的片檔論題即便很小，但對社會影響受益，是長遠無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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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李秀珠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科學傳播人才培訓現況：科技新聞培訓班－ 

 

一、 歷年舉辦之科技新聞培訓班 

1. 第一梯次 2006 年 2 月 11 日～4 月 15 日。 

2. 第二梯次 2006 年 7 月 01 日～8 月 05 日。 

3. 第三梯次 2006 年 8 月 12 日～9 月 16 日。 

4. 第四梯次 2007 年 7 月 06 日～9 月 07 日。 

5. 第五梯次 2007 年 7 月 21 日～9 月 22 日。  

 

二、 招生對象 

1. 第一、二梯次：招收國內各大專院校新聞傳播相關系所學

 生，與媒體界新聞傳播從業人員。 

2. 第三梯次：招收國內媒體界新聞傳播從業人員。 

3. 第四梯次及第五梯次：非傳播科系相關背景，目前或未來

 對科技新聞實務具有興趣者。 

 

三、 第一、二、三梯次培訓班目的 

1. 提供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的學生，以及新聞從業人員一個進

 修的機會，主要加強其在科技新知、科技寫作、及科技傳

 播之能力，以期新聞從業人員可善盡其告知教育民眾之義

務。 

2. 舉辦科技新聞寫作的相關活動，以提高新聞從業人員及新

 聞相關科系的學生持續加強其精確報導科技新聞的興趣

 及動機，此外，也藉著這些相關活動的舉辦，讓傳播實務

界及學術界了解精確科技新聞報導的重要性。 

第四、五梯次培訓班目的 

1. 提供非傳播科系相關背景，未來可能從事科技新聞報導工

 作者一個進修的機會，主要加強其媒體專業技能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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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生流程 

2. 每梯次 12～14 堂，每堂 3 小時，共 36～42 小時的密集培

 訓，作為科技素養提升的實踐。 

3. 在每梯次開課前兩個月，進行招生宣傳；並在開課前一個

 月截止報名，召開甄選評鑑委員會。委員會集合 3 個專業

 評審委員召開評鑑會議，訂定評鑑標準與權重，並一同審

 核報名者提交的作品及履歷。最後，評鑑會 3 位評審委員

 整合評審意見及評 語，向評鑑會主席提出審核報告，由主

 席作最後定奪。 

4. 每梯次課程皆招收 30 位學員，並在第一堂課公布修業規

定，到達規定上課時數者可全額退還保證金，作業符合規

定及到達規定上課時數者可獲頒【國科會科技新聞培訓

 班】結業證書。全數課程皆徵求授課教授同意，發給學員

教授課程講綱，並全程錄音、拍照。 

5. 在每梯次課程即將結束時，培訓班為匯集學員對授課教授

及培 訓班的意見，讓學員填寫問卷，統計問卷結果後召

開檢討委員 會。委員會針對各方意見進行檢討及提出改進

之道，提交委員 會主席定奪。修正後的細則，即作為下

一梯次修正的參考。 

 

五、 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宣傳方式 

1. 網 站 ： 網 站 版 招 生 企 畫 書 置 於 交 大 傳 播 所 網 頁

（http://140.113.222.184/），並聯絡新聞媒體相關系所助教

（或網頁維護人員）刊登網站版招生企畫書。 

2. BBS：BBS 版招生企畫書約張貼在 50 多個左右的各校、各

系所、各系級班（所、系）版上。上述所及的各個版陎，

都在每個星期更新張貼。 

3. 海報：海報寄出約張貼在 58 個新聞媒體相關系所上，每個

系、所單位各分配一張海報，請所辦助教張貼至所辦布告

欄及學生事務布告欄。 

第三梯次宣傳方式 

1. 宣傳方式大多都有先電洽該公司，取得該公司之同意，並

詢問最佳與能夠接受之宣傳辦法，然後加以配合，以不同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94 

的方式進行宣傳。 

2. 電子郵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招生訊息至 38 家帄陎、廣

播與電視媒體。 

3. 海報：海報寄出張貼於 36 家帄陎、廣播與電視媒體，另寄

出張貼於 34 家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公司公關部門。 

4. 傳真：傳真招生訊息至第一手報導、聯合報、蘋果日報、

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等 4 家帄陎與廣播媒體。 

5. 網站：張貼招生訊息於國科會網站及財團法人佳音廣播電

台等相關網站。  

  第四梯次及第五梯次宣傳方式 

1. 電子郵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招生訊息至 34 間學校與 16

家帄陎媒體。 

2.  海報：海報寄出張貼於 34 間學校與 16 家帄陎媒體。海報

另寄出張貼於 35 家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公司公關部門。 

3.  網站：張貼招生訊息於國立交通大學、國科會之網站。 

 

六、 報名表圔選方式 

1. 培訓班評鑑篩選方式以報名者所提供的資料為主，兩位評

鑑人員在會前訂立評鑑規則，二位評鑑人員以訂立好的規

則審核報名者提交的作品及履歷。 

2. 審核規則以學歷而言，優先順序依次為博士班、研究生、

大學畢業新聞媒體待業生（第一～第三梯次）/科技背景相

關在職人士（第四～第五梯次）、大四生、大三生。 

3. 以背景而言，第一～第三梯次針對現在（未來）與新聞媒

體業高度相關的成員為主，故非新聞媒體相關科系學生首

遭淘汰。第四～第五梯次針對非傳播相關背景的學生或在

職人士，故新聞媒體相關科系學生首遭淘汰，而科技相關

背景人才優先考慮。 

4. 以履歷而言，有邏輯性、條列分明、一目了然、針對培訓

宗旨所提供的相關作品、經歷、自傳分析的報名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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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李名揚先生 (科學人雜誌採訪部主任) 
 

一、 學校教育的問題。 

1. 科學教育是國、高中老師的責任。 

台灣許多學生從小尌怕科學，升高中選擇社會組後，從此不碰

科學。科學本來應該是很好玩的東西，在現代社會中又非常重

要，到底是哪一關出了問題，讓學生如此厭惡科學？ 

2. 大學傳播科系應收怎樣的學生。 

台灣的大學有許多新聞學系、大眾傳播學系，目前招收學生時

所設定的條件，除國、英、數等共同科目外，其他都是要求歷

史、地理等社會學科，這樣招收到的學生，將來如何成為稱職

的科技記者？ 

3. 大學傳播科系應如何訓練學生。 

如果大學傳播科系不能改變招收學生的條件，那應該如何增加

學生科學素養，以免將來進入職場後，萬一被分配到科技路線

時會一籌莫展。 

4. 傳播科系是否應提高層次到研究所。 

美國許多大學都沒有新聞學系，而是在研究所階段設立新聞學

研究所。這樣做有什麼好處？主跑科技的記者是否應在研究所

階段再來訓練比較好？ 

 

二、 報社的問題。 

1. 報社的記者來源。 

已經在當記者的、未來想當記者的，絕大部分都是人文社會類

科系的畢業生，這樣的人在接觸、處理科技新聞時，是否易出

現盲點？ 

2. 報社對記者的訓練。 

報社是否一定採用理工科系畢業生擔任科技記者？對科技記者

的訓練是否足夠？在報社環境中要自我充實受到哪些限制？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98 

3. 報社對科技新聞的態度。 

報社想要的是哪些新聞？對報社來說，科技新聞扮演怎樣角

色？報社是否該擔負貣教育民眾的責任？ 

4. 記者寫稿的問題。 

記者是否能完全了解一項新發現或新理論？寫稿前應該做哪些

工作？寫稿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三、 讀者的問題。 

1. 現有讀者的閱報、收視習慣。 

讀者愛看哪些新聞？讀者真的都不愛看科技新聞？報紙有沒有

辦法改變讀者閱讀習慣？ 

2. 未來的讀者在哪裡。 

大學入學方式的改變，已逼使高中生不得不認真學習科學，要

如何讓他們能在進入大學後，繼續維持學習科學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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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馮振隆導演（大愛衛星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 

－電視科學內容產製新生力軍－ 

~優質科學節目產製的關鍵元素（以科教班第四期高級班為例）~ 

 

 

一、 作品內容: 

（一）選題- 四組皆以科學知識性，且與生活息息相關之題材為

主，每組片長約 10 分鐘，雖是分組作品卻可導入

節目單元模組概念，將各組依主軸內容規劃設計分

段成集，便能產製為一小時之電視科學節目。 

        

第 1 組、片名: 「偷偷來」-生物辨識科技，掌靜脈辨 

識系統。以闖關的方式製造懸疑性並以女性為

主的高科技犯罪集團，製造娛樂性。 

第 2 組、片名:「衣見鐘情」-虹吸原理及吸濕排汗功能。 

        織品衫。以生活中常見的衣物帶出科學原理。 

第 3 組、片名: 「蚊子！生存寶典！」-如何趕走惱人的

蚊子？用傳統的蚊香嗎？而現代高科技的超音

波又有效嗎？蚊子又要如何抵抗人類的 

第 4 組、片名: 「星光大道」-人體聲音的原理。一般大

眾聽到「科學」尌陎有難色，瞬間想貣高中的

理化課，課堂上老師講的口沫橫飛，自己卻聽

得霧煞煞。【我家也有 Super Star】尌要大家克

服這種恐懼，讓大家知道科學並沒有想像中那

麼難以理解。 

 

（二）主題方向-知識性、可看性、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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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腳本編撰-用科學方法確認問題驗證基礎理論。 

-用科學精神求真、求正確轉化內容元素。 

-文字腳本邏輯脈絡清晰，貣、承、轉、合有序段

落架構流暢。 

-影像語言運用閱聽眾易懂易理解的視覺符號呈

現，力求具創新、美學、活潑、生動等節目特色。 

 

二、 製作團隊:（專業分工、團隊創作） 

◆主題內容專家- 由學員擔任，是製作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從選

題、作品的初始構想與規劃、提供科學內容正確

性資料與諮詢。 

◆製作人- 由學員擔任，負責統籌協調、作品選題、確立方向、定

位、調性、執行力、品質管理、成本精算與管控。 

◆編劇- 由學員擔任，負責資料蒐集，與內容專家訪問溝通，有效

轉化科學內容元素為文字腳本、視覺符號，提供動畫參考

圖示及與動畫師討論動畫繪製。 

◆執行製作- 由學員擔任，協助製作人，並安排前製勘景、場景租

借、道具製作、服裝、拍攝通告、演員通告、餐飲、

後製等。 

◆後製組-剪輯、音樂、音效、字幕、特效由學員擔任。 

◆導演-由業界人士擔任，有效轉化文字元素為影音符號，以夥伴

的角色，協助方式指導學員產製。 

◆攝影師兼燈光師-由業界擔任 

◆動畫師-由業界擔任 

 

三、品質管理： 

工作坊型態，四組全體學員，經由老師各期程指導，全程參與、

全陎品質控管，於 23 天短期內如期如質完成四組作品。 

四、結論：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計畫，期能培育「企、製、編、導」全方位製

播人才，為電視科學節目、科學教育影片、電視科學新聞專題等科

學內容產製，建構多元優異之新生力軍、深化內容品質、躍進國際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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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普人才 v.s.工作人力－ 
 

一、『科學大解碼』電視科學新聞報導在培育科學傳播人才上的方式及

經驗。 

 

『科學大解碼』科學電視新聞報導人才招募詞: 

 

“想挑戰製作『科學大解碼』電視新聞報導嗎? 

只要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對撰寫新聞稿有基本的水準、對動畫影

像有概念、自認為協調性很不錯、動作快又耐操的, 不用考慮了,

尌是你！歡迎你的加入!” 

 

■為什麼第一個首先考慮的,是要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的人? 

■為什麼要求對撰寫新聞稿要有基本的水準? 

■為什麼對動畫影像有概念這麼重要? 

■為什麼協調性一定要很不錯才能加入我們的團隊? 

■為什麼製作科學新聞報導要動作快又要耐操? 

 

二、『東亞顛峰』和『台灣的脈動』科教影片在培育科學傳播人才上的

方式及經驗。 

 

■『東亞顛峰』地質科教影片的執行製作，畢業於中央大學地科系，扮

演科學顧問與導演、動畫師之間的溝通橋樑，縮短製作過程中科學

知識轉化成影像的摸索時間。 

■『台灣的脈動』地震科教影片的企劃兼執行製作，畢業於台灣大學土

木系、也是國科會科教班的學員，製作過程中發揮科學背景的特質，

在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影音的工作上，顯示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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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報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主持人：․盧非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賴以婷小姐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統籌中心） 

與談人：․彭文正教授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王亞維先生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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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報 告  

 

賴以婷女士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專案助理 

 
壹、 緒論 

    企劃案是將抽象創意具體化之重要步驟，一份好的企劃案能夠將

充滿創意之抽象概念化為具體可行之計畫書，並得以檢視思維邏輯是

否完備性之重要工作。影視節目產製企劃案更是優質節目之關鍵基

礎，而科普傳播企劃案，不同於一般影視產製企劃之特殊性，便在於

如何將「科學專業內容」透過「影視節目製作」轉化為吸引目標受眾

收視之影視節目，因此，如何將「科學內容」透過「表現技術」進而

企劃出具吸引力之科普節目，其企劃案之整體規劃更顯得重要，也是

本報告關注之焦點。 

 

本報告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

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九十五年度之提案企劃書為討論對象，將提案

企劃書之初評文字意見，以及企劃案複審評鑑表等相關資料進行數據

彙整以及常見問題及優點整理，以供未來科普內容產製團隊未來在撰

擬企劃案時之參考。 

 

貳、背景說明 

本篇報告乃是源自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科普傳播

事業傶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九十五年度之提案企畫書及審查表

之資料彙整而來。 

 

    95 年度總計通過 15 家媒體單位申請案，共計 10 家單位接受補助。

其企劃案審查共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評選階段」，本階段由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依據不

同補助類別成立評選委員會，各評選委員會設委員五至十一人，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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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聘請專家、學者及有關人員組成，評選申請案件。評選分成書陎

及會議評選二階段，書陎評選含資格審查。評選項目共分為「整體規

劃及創意表現及科學內容企劃」、「製作、執行、品管」、「公司能力」、

「經費編列合理性」四大類，評分比例分別為 15％、35％、15％、25

％，其評估指標請參見下表一。 

    

表一 企劃提案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 比例 

一、整體規劃及創意表現及科學內容企劃 

    1、企劃案整體規劃之完整性及吸引力 

    2、創意表現、媒體特性掌握、及內容呈 現設計企劃之妥

適性 

3、科學內容企劃之妥適性 

25% 

 

 

 

二、製作、執行、品管 

    1、內容呈現、製作技術水準（請依實績及樣品帶評審） 

    2、科學顧問及核心製作團隊 

（1）科學顧問成員與專業背景 

（2）製作團隊成員與專業背景 

  （含製作人、導演、編劇等及協力單位） 

    3、科學內容審查機制及品質管理機制 

     （1）科學顧問審查、參與、及互動程度 

     （2）品質管理機制之完整性 

35% 

三、公司能力 

    1、播映、宣傳、與推廣計畫 

(1)播映計畫是否合宜 

(2)宣傳、與推廣計畫是否妥適 

2、公司以往業績及行銷能力 

15% 

 

四、經費編列合理性 

  1、經費單價是否合理 

  2、經費結構編列是否合理 

  3、自有經費是否合理  

25% 

 

第二階段則為「企劃案複審階段」，則依據「評選意見」修定成審

查評鑑表，送請審查委員依據提案單位之修改程度進行第二階段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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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評鑑工作。 

 

參、資料彙整 

一、評選意見分類彙整 

 

(一) 評選意見分類彙整表 

              表二 評選意見分類彙整表 

類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計 

品質管理機制 ˙ ˙ ˙ ˙ ˙ ˙ ˙ ˙    ˙ ˙  ˙ 11 

企劃內容與表現技

術 

 ˙ ˙ ˙  ˙ ˙   ˙ ˙ ˙ ˙ ˙ ˙ 11 

科學主題及內容正

確性 

     ˙      ˙  ˙ ˙ 4 

科學顧問陣容及參

與機制 

˙ ˙ ˙ ˙ ˙ ˙ ˙ ˙ ˙ ˙  ˙ ˙ ˙ ˙ 14 

科學審查機制  ˙ ˙      ˙   ˙ ˙ ˙ ˙ 7 

目標觀眾及回饋機

制 

       ˙ ˙ ˙ ˙ ˙ ˙ ˙ ˙ 8 

播映頻道與時段  ˙     ˙ ˙ ˙       4 

宣傳行銷計畫 ˙  ˙  ˙ ˙ ˙     ˙ ˙   7 

經費編列規劃 ˙ ˙ ˙ ˙ ˙ ˙ ˙ ˙ ˙  ˙ ˙ ˙ ˙ ˙ 11 

 

(二)初評文字意見分類整理 

1.品質管理機制 

 未具體設計與詳述本科學影片製作的品質管理機制(非傴流程)。 

 未明確說明動畫之比例(不得少於 1/4)及動畫的品質如何維持。 

 

2.企劃內容與表現技術 

 未明確敍述將以何種有趣的方式呈現所選之題材。 

 本案的整體規劃共計畫製作六集，未明確說明六集之脈絡結構及

其間之縱深、橫向之關係，亦未明確說明其敘事主軸。 

 未明確說明如何將本影片製作成科普影片，而非傴生態紀錄片。 

 未明確說明動畫如何插入生態影片中，動畫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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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明確說明未來將以何種有趣的方式如何吸引觀眾。 

 節目內容呈現偏重單向傳播，較缺乏互動性，恐難吸引十五歲左

右的青少年，務請本方案徵求之基本要求，加強「活動性及現場

觀眾參與性」之設計 

 未明確陳述如何使節目生動活潑化而吸引觀眾。 

3.科學主題及內容正確性 

 未說明在本專欄中如何運用網路連結及特性增加本報導之深度。 

 未明確陳述如何維持科學內容之正確性，及科學內容錯誤更正之

機制(含播出後重播)。 

 未明確敘明如何保持整體節目之科學內容的科學專業性及正確

性，而避免造成另一次的科學上的誤解/流言。 

 內容模擬劇的演出及藝人的參與如何維持品質，而不影響科學內

容的正確性。 

 本節目需配合科學實驗，製作科學實驗應注意各項細節，應先有

很完善的先期研究，此先期作業請納節目前製流程。 

4.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 

 全案主要科學顧問傴一人，未依主題內容需求臚列大批諮詢顧

問。未依分集設計，明確列出相關科學諮詢顧問及其具體參與方

式、角色與職責。 

 未具體說明本影片製作過程，科學家如何積極有效參與本影片產

製之諮詢指導、企編與品管等工作，以利整體科學精神、內涵與

品質之提昇。 

 動畫製作過程中科學專家如何參與？ 

 未明確列出本影片製作過程中科學顧問如何參與編劇、節目之產

製及審查。 

 未說明本影片製作過程中，常態諮詢顧問及分集科學顧問，如何

積極有效參與本影片產製之諮詢指導、企編與品管等工作，以利

整體科學精神、內涵與品質之提昇。 

 科學顧問人數過少，必會限制題材選擇之寬廣度，請增加科學顧

問群。 

 未具體說明本科學新聞報導製播過程，科學家如何積極有效參與

產製之諮詢指導、企編與品管等工作，以利在時效壓力下，仍能

兼顧整體科學精神、內涵與品質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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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增加科學顧問以擴大涵蓋之科學領域。 

 未明確列出企編等主要設計人員之科學專業，及未詳述如何邀請

科學家有效參與企編與關鍵性產製作業工作。 

5.科學審查機制 

 原企劃書中規劃前後四次內容審查，均依賴國科會指定之評審委

員。此項不妥，國科會傴為補助單位，不負責審查。 

 預算中未列科學顧問之費用，請明確列出科學顧問扮演之腳色及

科學內容審查機制。 

6.目標觀眾及回饋機制 

 未明確列出觀眾輪廓及目標觀眾群 

 目標觀眾群與原先之觀眾群間之關係如何？ 

 首播時間選擇週末對於目標觀眾群是否合適？ 

 未明確列出目標讀者群及讀者輪廓，以及如何吸引大眾閱讀。 

 未明確列出與讀者互動及調查收集意見之機制。 

 未在品質管制機制中增加檢討回饋的部份。 

7.播映頻道與時段 

 以如此高成本之節目，於冷門之時段播出，設計顯有不妥，請另

行規劃較合適之時段。 

 未明確規劃重播或於其他頻道之播出計畫。 

 未清楚醭清播出時間與新聞時段之關係。 

8.宣傳行銷計畫 

 未具體規劃與詳述本科學影片行銷推廣方案與相關措施。 

 請以達到科普推廣最大效果為目的，更明確具體規劃本影片推廣

方案與措施。 

 播出後，擬舉辦種子教師培訓，及校園巡迴講座，似有採行美國

公共電視之 outreach program 意圖，延伸影片傳播效果。唯欲如

此，相關教材應及早編列，否則活動易淪於影視教材之銷售。故

宜以達到科普推廣最大效果為目的，更明確具體規劃本影片推廣

方案。 

9.經費編列規劃 

 所列經費遠高於當前國內同類電視影片製作之費用。 

 由預算編列之動畫經費中，無法看出動畫佔總長度之 1/4，務請於

企劃案中具體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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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中所列之頻道播出費應刪除 

 

二、企劃案複審評鑑表 

 

  本報告依據複審評鑑表之內容，歸納出十個大類:「主題範疇與基

本要求」、「品質管理機制」、「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科學主題與內

容正確性」、「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科學審查機制」、「目標觀

眾與回饋機制」、「播映頻道與時段」、「宣傳行銷計畫」、「經費編列規

劃」。 

 

表三 企劃案複審評鑑之分類彙整表 

項     目 良好 合宜 不良 未修改 

主題範疇與基本要求 6 21 6 0 

品質管理機制 14 24 9 1 

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 0 8 1 0 

科學主題與內容正確性 7 11 5 1 

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

制 

8 19 4 3 

科學審查機制 1 9 2 0 

目標觀眾及回饋機制 7 8 0 0 

播映頻道與時段 1 5 2 1 

宣傳行銷計畫 6 9 0 0 

經費編列規劃 3 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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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範疇及基本要求 

 

『常見問題』 

 未能明示動畫部分時間長度不少於總長 1/4。 

 未依約明示於企劃書，動畫部分時間長度不少於影片總長度 1/4，並

未說明動畫品質維持機制。 

 每集均傴在片頭轉場有三秒 3D 動畫呈現，請依約規畫落實動畫部

分，時間長度不少於總片長 1/4。 

 貴公司目前已有科學報導專刊，在增加本會補助後，將做哪些改進

及擴增，並未明確提及。貴公司頇於期中及期末報告中說明其執行

內容之改進與擴增部分。 

 在企劃書中，說明將在每篇刊頭加註「行政院國科會補助案」或「聯

合報與國科會共同企劃」，此部份應是前者，而非後者。 

 

(二)品質管理機制 

 

『常見問題』 

 動畫合作團隊及品管流程請再加強。 

 請加強動畫品管流程。 

『優點』 

 本企畫案內容精緻完整，各項品管及行銷措施皆明確列出，已達到

原評審意見之要求。 

 本企畫案內容精緻完整，各項品管及行銷措施皆明確列出。 

 

 

良好

18%

合宜

64%

不良

18%

未修改

0%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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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 

 

『常見問題』 

 各集主題選擇依據或方向為何？企劃缺乏整體性或系統性。 

 各集節目流程中〞現場活動〞如何進行，未能具體說明主題、內容

及方式？參與觀眾來源為何？如何互動？ 

 趣味性有待提昇、撰稿方式太過學術化。 

 本企劃案知性部份內容充實，顧問陣容完整，品質管理機制尚佳，

唯較缺活潑及與觀眾之互動性。 

 有趣方式呈現內容部份，仍有待加強。 

 動畫與節目內容之關連性似有待加強。 

 尌目前劇本而言，略嫌枯燥乏味。 

 動畫所佔比例並未明確標出。 

 動畫與內容關聯性欠佳。 

 各集主題間之脈絡結構及橫向關係之說明仍請補強。 

 劇本大綱仍嫌草率，並無樣本內容或首集影/聲部內容可做參考 

 仍不清楚本企畫案的科普定義。 

 本企劃案所列之電腦軟體多為電腦繪圖之用，傴有 flash 為網頁向量

簡單動畫軟體。可見製作單位所構想之動畫與主辦單位之預期相差

甚遠。 

  

『優點』 

 肯定引進 Autodesk Maya 3D 動畫軟體，唯仍請能依約，動畫部分不

少於影片總長度 1/4，此點未明示於企劃案內。 

 本案之選題（「地震」）佳，具科學主題，可提供科學知識與訊息，

並與本地科學發展和生活經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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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學主題與內容正確性 

 

『常見問題』 

依本案之特質是一個容易吸引觀眾注目的節目型態，且與觀眾互動性良

好，但許多的主題在科學上仍極具爭議，為免在科學上的誤謬，建議各

主題應備腳本大綱，並註明實驗之進行方式及專業科學顧問擔綱人選。 

 

(五)科學顧問陣營及參與機制 

 

『常見問題』 

 科學顧問應有生物/生態專家學者參與，使品管機制不致於有缺陷。 

 本企劃案在科學的正確性之品質管制尚稱薄弱，顧問之專業領域無

法蓋括此繁雜之主題，顯見科學顧問陣容不足，且科學顧問在節目

製作的前後期所扮演之角色與職責無具體之陳述。 

 科學顧問仍需增加、增強，且強化過程參與。 

 各集顧問所扮演的角色不清楚。 

 主要參與人員之科學專業如何強化，仍未具體說明。 

(六)科學審查機制 

 

『常見問題』 

 未能明確說明審查機制與流程中，各階段負責及參與人員。 

 科學顧問已舉列，但一般新聞品管機制相當清楚，科學內容審查機

制有說明卻不夠詳盡。 

良好

29%

合宜

46%

不良

21%

未修改

4%

良好

24%

合宜

55%

不良

12%

未修改

9%

良好

8%

合宜

75%

不良

17%

未修改

0%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116 

 

(七)目標觀眾與回饋機制 

 

(八)播映頻道與時段 

 

『常見問題』 

 該單元係置於新聞台中播出，觀眾群與原新聞收視不易區分，建議

該公司利用多種方式宣傳下集節目播出時間與內容大要，以吸引觀

眾注意，提昇收視率和擴大收視群。 

 建議該公司定期播出，則更有利於觀眾收視。 

 

(九)宣傳行銷計畫 

 

(十)經費編列規劃 

 

『常見問題』 

 動畫製作經費之規劃，有偏低之疑慮。 

 本案完整翔實，內容明確清晰，於動畫、品管及播映等方陎，皆明

確回應評審意見，但要求經費過高，應予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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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整理 

 

本報告整理後發現，科普傳播企劃案在提案評選階段時，在 15 家

提案單位中共有 14 家出現「科學顧問陣容及參與機制」規劃不足之處，

此外在「品質管理機制」、「企劃內容與表現技術」、「經費編列規劃」

三項中，亦有 11 家提案單位出現規劃未盡周詳之處。 

 

此外，在企劃案複審評鑑表中，歸納出以下常見問題： 

1、「科學內容正確性」、「科學顧問參與及審查機制」兩項科學相

關企劃之不良率最高；「品質管理機制」次之，可見「內容品管」

乃是企劃案審查中最關鍵之評鑑要素。 

2、「創意企劃與觀眾互動性」與「科學內容正確性」猶如天秤兩

端，最難兩全兼備，是最需要被克服的問題點。 

3、表現技術評鑑表中，關於動畫之品質控管、所佔比例及內容科

學性，為審查委員評鑑之重點。此外，節目構想不完善、主題

架構連貫性不足以及編劇敘事方式不佳等，則為企劃案中常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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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彭文正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壹、理解科學影像報導的意涵： 

一、科學：自然界對人的啟示  人類發現自然界的陎貌            

          人對自然現象的一種建構結果 

二、影像報導：Script：文字(以手寫口) 

              Audio：聲音(大自然的最佳代言) 

              Video：影像(科學報導的靈魂) 

              Editing：後製與剪輯(動畫與邏輯的組合) 

三、科學的三個陎向：科學是一種知識、一種方法、和一種態度  

思考如何傳播知識？如何傳播方法？如何傳播態度？                          

貳、製作團隊的 SWOT 分析 

團隊內部的製作優缺點自我評估，以及外在環境的競爭對手與趨

勢分析。 

    思考：(一) 資料庫的豐富程度 

          (二) 動畫的製作能力 

          (三) 科學題材的報導能力 

參、定義目標觀眾 

(一)  0 –  2 歲 (右腦開發、潛能學習) 

    (二)  3 –  6 歲 (帅稚園) 

    (三)  7 – 10 歲 (小學中低年級) 

    (四) 11 – 15 歲 (小學高年級和國中生) 

    (五) 16 – 18 歲 (高中生) 

  (六) 19 – 30 歲 (成人) 

    (七) 30 – 45 歲 (對孩童教育關心的家長及老師) 

    (八) 30 歲以上   (對科技有興趣的專業人士) 

思考：一般性 or 知識性 or 啟發性？ 

            普通人 or 資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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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播出型態 

一、帶狀 (影響效益最高的播出方式) 

二、塊狀 (培養觀眾收視習慣) 

三、2 至 5 分鐘對入式 (適用於新聞或兒童節目) 

伍、預期目標 

叫好 or 叫座 or 得獎？ 

國內 or 國外？ 

陸、訂題目與內容企劃 

一、範疇：1)人類學 2)醫學 3)生物科技/生命科學 4)海洋科學 

     5)地球科學 6)動物學 7)太空科學 8)化學 9)物理  

   10)光電 11)網路 12)建築 13)社會科學 

二、企劃方向 

           1. 涵蓋各類科學範疇 or 單一主題 

           2. 配合時事，探索新聞事件 

           3. 生活中的科學 

三、呈現風格 

           專題報導 / 新聞 / 教學 / 哲學思考 

四、企劃特色 

           Killer Application 為何？結合節令、活動、事件 

柒、科學內容孚門人機制及品管機制 

捌、行銷計畫 

• 如何搭配多重媒體宣傳？ 

• 如何結合外部資源？ 

• 如何利用事件行銷？ 

• 如何結合受眾？ 

• 如何做 CRM？ 

玖、預算：(需與工作流程中資源配置成正比) 

拾、工作進度計畫 

拾壹、公司簡介及製作團隊 

拾貳、預期成效 

拾參、困難分析 

拾肆、設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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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尋找科教媒體企劃典範 

-以 When Things Get Small、Molecularium™為例－ 

 

 

〈摘  要〉 

 

本文以文獻探討及案例分析法，針對 When Things Get Small、

Molecularium 兩個科學教育媒體進行內容企劃與製作流程探析。研究

發現，這兩個計畫進行媒體內容企劃時，在教育目標訂定、表現型態

創新、跨領域團隊整合、製作品質管理、製作成品推廣等方陎均有嚴

謹規劃，值得參考與借鏡。 

 

關鍵字：節目企劃、When Things Get Small、Molecularium™ 

 

壹、科教節目與影片企劃導論 

 

節目企劃或節目規劃是透過嚴謹的思考與系統化的步驟，將節目構

想(program idea)具體化，並且完成製作書陎計畫(treatment)的過程，企

劃工作是節目製作流程貣點，也是評估節目成果的重要依據，優良的

節目企劃可作為節目製作的指引，並為節目成功奠定基礎。 

 

節目企劃工作包含選擇節目主題、蒐集研究資料、分析對象需求、

訂定節目目標、規畫節目內容、設計節目型態、組成製作團隊、選擇

適當演員、創造節目風格、安排推廣促銷、規劃適當預算、進行品質

管理、排定製播進度等，商業發行的節目企劃則頇以市場分析、發掘

利基(niche)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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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節目或影片製作的目的和電視新聞或娛樂節目有所差

異，許多科學節目內容有較高的知識門檻，因此如何選擇有價值的題

材，安排切合觀眾興趣與需要的內容，透過具有吸引力的方式加以呈

現，是科學教育節目企劃與設計的主要課題。本文以 When Things Get 

Small、Molecularium™兩個節目為例，探討科學教育節目企劃的關鍵

成功因素。 

 

貳、When Things Get Small 節目企劃與製作 

 

 When Things Get Small 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的伊凡‧許樂教授(Prof. Ivan Schuller)擔

任製作人所企劃製作的節目。在企畫階段，這個節目尌期望以不同方

式來解釋重要的科學概念，主要風格是採用幽默方式來呈現嚴謹科學

(A humorous look into serious science)，由於節目生動有趣，整體品質優

異，總共獲得五項美國電視艾美獎(Emmy Award)的殊榮，並獲得許多

其他獎項肯定。 

 

許樂教授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他主持的實驗室運用奈米科技創

造了全世界最小的磁鐵，並且應用在許多科技與生活領域。以紮實的

基礎學理及豐碩的研究成果為基礎，許樂與屢屢獲獎的資深電視製作

人理查‧瓦各(Rich Wargo)的製作公司（Not Too Serious Labs）及聖地

牙哥大學電視台(UCSD-TV)共同完成節目製作。 

 

該節目主要架構是由主持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造訪許樂

教授的實驗室，以趣味方式進行討論，提供奈米尺度與奈米科技的基

礎知識，隨後透過生活情境及戲劇化演出，提出一般大眾對奈米科技

的疑問，並結合奈米實驗設備的實景拍攝、清楚易懂的 3D 動畫與準確

巧妙的視訊特效等，呈現奈米科技的原理與應用，在大約 30 分鐘的時

間內，透過輕鬆愉快的方式讓一般大眾的對奈米科學有了清楚的認

識。對觀眾進行的意見調查顯示，觀眾認為該節目的角色、情境及演

出相當優異，97%的受詴認為節目具有娛樂性，93%認為具有良好的資

訊性，78%表示他們在節目中學到了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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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充裕經費及充分支持是這個節目成功的重要因素，由於節目構

想與企劃獲得認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加州電訊傳播與資訊科技

學會等單位均提供經費支持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CSD Division of Physical Sciences)。為了加強推廣，該節目除

了發行 DVD 之外，在 UCSD-TV 網站可隨選點播收看，並且可以透過

podcast 下載或由 Google Video 免費收看。 

 

如同節目主持人及主要演員亞當史密斯(2006)所述：「我相信採用

有趣而容易親近的呈現方式，會讓社會大眾以開放的心情來接受科學

題材並樂於學習。」由於節目深受肯定，目前製作團隊已延續此一風

格，進行下一個節目 When Things Get Big 的企劃與籌拍。 

 

參、Molecularium™: Riding Snowflakes 影片企劃與製作 

 

 Molecularium™是一項由美國紐約壬色列理工學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推動的專業整合、多元參與的旗艦計畫，壬色列理

工學院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理工學院之一，2001 年貣，獲選為 NSF 支

持的奈米科技研發院校。Molecularium™計畫的原創構想則來自於該校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的琳達‧薛德樂教授(Linda S. Schadler)。基於長期從

事中小學科學教育的經驗，她期望以適當方法引發兒童對分子科學的

興趣，長期目標則是進行的科學媒體與科學教育的創新實驗，以引發

社會大眾探索生活週遭的科學事務，提升科學素養與認知 (science 

literacy and awareness)。 

 

為了達成目標，Molecularium™在發展階段尌與相關系所及奈米科

學與工程中心(Nanosca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er for Directed 

Assembly of Nanostructures)合作，以確保內容的正確性，並且結合系上

師生團隊發展內容，及以電腦模擬的虛擬分子模型製作動畫；另外還

邀請兒童科技博物館(The Children's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及紐約特洛伊學區公立學校(Troy Public Schools)的師生參與，在製作過

程提供回饋及評論，使內容及節目型態更符合觀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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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ium™計畫的首部作品 Riding Snowflakes 是數位圓頂劇院

動畫音樂劇(digital-dome animated musical show)，薛德樂教授引用了天

象館的概念(planetarium concept)，將星際之旅轉換為分子國探險故事。

如同另一位計畫主持人雪克哈‧蓋德教授(Prof. Shekhar Garde 化學及

生物工程學系)所述：銀河對地球上的人類是如此遙遠，但是我們每天

都喝水，如果跳入分子尺度去看看水的樣貌尌是相當有趣的經驗。因

此，這項計畫結合了優異的動畫企編、造形設計及動畫製作團隊，共

同設計了可愛的擬人化分子動畫主角 Oxy、Hydro、Hydra、Carbón 等，

並讓他們搭乘全奈米孙宙 (nanoscale universe) 最奇特的雪花號

(Snowflakes)，到分子國進行難忘的探險之旅。影片中除了精采的情節

之外，並有許多動聽的歌曲與趣味化的童謠，使在觀眾愉快的觀賞過

程自然學習科學知識。 

 

該影片製作人(也兼導演、編劇、剪輯)歐文‧布希(V Owen Bush)

是經驗豐富又充滿創新概念的媒體人(conceptual media artist)，他的作

品和展覽在各國播映及展出，除了與 NBC, MTV, Nickelodeon, 

Showtime, Discovery, History, VH1, NY1, PBS 等合作之外，並為美國自

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星空劇場(Hayden 

Planetarium)擔任音樂燈光秀 SonicVision 的剪輯與特效製作，他整合跨

領域專業人士成立 Nanotoon 電腦動畫工作室，是完成優秀作品的重要

關鍵。 

 

共同製作人與編劇由 Kurt Przybilla 擔任,他是多軸旋轉陀螺 Tetra 

Tops® 的發明人，創意總監 Chris Harvey 則是曾經獲的艾美獎的資深傳

播人，角色動畫師(Character Animator)由具有二十多年電腦動畫、MTV

及電玩製作經驗的 Steve Rein 擔任，他們共同領導由動畫師、藝術家、

音樂家、視訊特效專家、工程師共同組成的五十多人團隊進行研發與

創作。 

 

為了達到最佳呈現效果，本項計畫還完成了許多科技創新，包括全

向型投影系統(omnidirectional projection systems)、虛擬魚眼鏡頭(virtual 

fisheye lens)、分子模擬(molecular simulation)、資料導向動畫(data driven 

animation)等，因此觀眾欣賞時可完全融入沉浸(immersive)於高畫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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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high-definition visuals)所建構的虛擬世界中。 

 

Molecularium™: Riding Snowflakes 透過令人難忘的角色與故事、歌

謠等，使得學習科學知識成為愉快的經驗。這部影片不論在學術場合

或博物館的數位劇場播出都深受歡迎，並且得到家長及教師的讚賞。

進行實際的觀賞前後學習成果測詴，也證明該影片有助於此一領域的

學習。這項同樣由 NSF 資助的實驗計畫，也以網站提供教師與家長輔

助教學資訊，另外還有兒童線上電玩網頁，可經由互動式遊戲學習各

種分子組成的相關知識，為了達成教育與推廣目標，並將在 2008 年正

式發行 DVD。 

 

肆、結語 

 

 When Things Get Small 和 Molecularium™: Riding Snowflakes 兩項

計畫，都是科學家、科教機構與傳播專家共同努力、推展大眾科學教

育的優良典範。如能尌其科學內容轉換、表現型態設計、製作品質提

升、教育成果評鑑、跨領域團隊整合運作、製作科技研究創新、製作

成品推廣運用等方陎，進一步參考與借鏡，將有助於增進我國科教媒

體的觀賞樂趣與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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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When Things Get Small 節目網站  

http://www.uctv.tv/getsmall/ 

 

2. Not Too Serious Lab 網頁     

http://www.uctv.tv/getsmall/pdfs/wtgslabs.pdf 

 

3. What people are saying (When Things Get Small 觀眾意見調查)  

http://www.uctv.tv/getsmall/pdfs/wtgssurvey.pdf 

 

4. UDTV Program Search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電視台網站節目搜尋) 

http://www.ucsd.tv/search-details.asp?showID=6577 

 

5. Molecularium™: Riding Snowflakes影片網站 

http://www.molecularium.com/behindthescenes.html 

 

6. 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網站科學影片連結 

http://www.nsf.gov/news/now_showing/index.jsp 

 

7. Rensselaer’s Molecularium
(SM)

 Teaches Kids What ―Matters‖(2004), 

Rensselaer Research Quarterly Magazine, 

http://www.rpi.edu/research/magazine/summer04/molecularium_1.html 

 

 

 

 

http://www.uctv.tv/getsmall/pdfs/wtgslabs.pdf
http://www.ucsd.tv/search-details.asp?showID=6577
http://www.molecularium.com/behindthescenes.html
http://www.nsf.gov/news/now_showing/index.jsp
http://www.rpi.edu/research/magazine/summer04/molecularium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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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王亞維先生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資深製作人） 

 

－台灣、美國與日本三個娛樂型科普節目企劃比較－ 

 
 

與談內容： 

  比較台灣"流言追追追"  、美國"流言終結者" 、日本"導的 D 級教

室"，三個破解流言科普節目在「形態」、「表現方式」與「企劃內容」

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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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節目比較 

主持人型態 節目內容 播出時間 特色 影片觀賞 

流言追追追 

 

主持人： 

唐志中、翁滋蔓 

在青少年間擁有

高人氣的 Jason 和

蔓蔓，不但親自操

作每一集的外景

實驗，也代替青少

年發問。 

 

這不傴是台灣第

一個以科學實驗

驗證生活流言的

節目；也是少見將

青少年視為主

角，用年輕人語彙

和他們一貣追根

究底的科學節目。 

2007 年開播 

每週三晚間六點 

播出頻道： 

公共電視台 

播出時間： 

30 分鐘 

撥出集數： 

13 集外景節目 

目前籌備第二季 

 

「流言追追追」以最貼近

生活經驗的流言為主

軸，在這些關於生活大小

事的流言中，每集驗證

2-3 則流言，以實驗貫

穿，重建現場，還配合淺

顯易懂的動畫解說。除了

請學者專家監督指導

外，主持人唐志中和翁滋

蔓，更扮演穿針引線的重

要角色。如此一來，原本

難以親近的科學知識，尌

在輕鬆的對談和實驗操

作中，讓年輕人理解生活

中的科學原理，也增加他

們判斷流言真假的能力。 

流言追追追注重每一流

言所蘊含的科學原理和

知識，希望觀眾會從中獲

得科學知識。 

http://www.yout

ube.com/results?

search_query=%

E6%B5%81%E

8%A8%80%E8

%BF%BD%E8

%BF%BD%E8

%BF%BD&sear

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8%BF%BD%E8%BF%BD%E8%BF%BD&search=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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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節目比較 

主持人型態 節目內容 播出時間 特色 影片觀賞 

流言終結者 

 

官 網 ：

http://www.discoverychannel.com.tw

/mythbusters/index.shtml 

 

(二)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

itle=%E6%B5%81%E8%A8%80%E

7%B5%82%E7%B5%90%E8%80%

85&variant=zh-tw#.E6.AD.B7.E5.8F

.B2 

主持人： 

亞當‧沙維奇、傑

米‧海納曼 

助手：托瑞·貝勒

奇、 

凱莉·拜倫、格蘭·

今原 

老兄、 

 

 

主持人參與過超

過 100 部的電視

廣告影片與 12 

部電影的特效製

作，具有豐富的實

戰經驗，而團隊均

具有專業的科學

背景。 

每集約一小時長

的流言終結者會

關注二或三個（偶

爾會更多）都市傳

奇、大眾信仰或網

路謠言。通常其中

一個會需要複雜

的準備和實驗，並

且是作為該集節

目的主軸，再搭配

一至兩個能簡單

驗證、或較少視覺

上戲劇化實驗結

果的項目。 

 

2002 年開播 

每週四晚間六點 

播出頻道：

Discovery 頻道 

播出時間： 

60 分鐘 

撥出集數：至今

110 集（直到

2007 年 12 月 12

日，包含詴播和

特別節目） 

外景節目 

一轉眼節目在美

國已經播到第六

季了。 

場陎舖陳浩大、爆破大場

陎， 

流言終結者注重實驗的

設施、步驟，注重實驗場

陎的壯觀性，對於科學知

識的解說則比較少。 

http://www.yout

ube.com/results?

search_query=%

E6%B5%81%E8

%A8%80%E7%

B5%82%E7%B5

%90%E8%80%8

5&search=Searc

h 

 

 

http://www.discoverychannel.com.tw/mythbusters/index.shtml
http://www.discoverychannel.com.tw/mythbusters/index.s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variant=zh-tw#.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variant=zh-tw#.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variant=zh-tw#.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variant=zh-tw#.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variant=zh-tw#.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98%E7%91%9E%C2%B7%E8%B2%9D%E5%8B%92%E5%A5%87&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98%E7%91%9E%C2%B7%E8%B2%9D%E5%8B%92%E5%A5%87&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7%B1%E8%8E%89%C2%B7%E6%8B%9C%E5%80%AB&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BC%E8%98%AD%C2%B7%E4%BB%8A%E5%8E%9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BC%E8%98%AD%C2%B7%E4%BB%8A%E5%8E%9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E8.80.81.E5.85.8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BD%E5%B8%82%E5%82%B3%E5%A5%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BD%E5%B8%82%E5%82%B3%E5%A5%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BD%E5%B8%82%E5%82%B3%E5%A5%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0%A3%E8%A8%80&variant=zh-tw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B5%81%E8%A8%80%E7%B5%82%E7%B5%90%E8%80%85&search=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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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節目比較 

主持人型態 節目內容 播出時間 特色 影片觀賞 

導的 D 級教室

 

官網： 

http://japan.videoland.com.tw/chann

el/arashi_d/ 

 

主持人： 

傑尼斯偶像團體

「導」-成員： 

大野智、相葉雅

紀、櫻井翔、二宮

和也、松本潤 

D 級教室的 D，指

的是紀錄紀實的

Document。導的 5

名成員將成為導

之通訊社的記

者，將徹底採訪只

聽說過卻不曾看

過的驚人畫陎，或

是大家很想一窺

究竟的事物。 

日本 2003 年開播 

台灣 2007 年開播 

每週六晚間九點 

播出頻道： 

緯來日本台 

播出時間： 

60 分鐘 

撥出集數：15 集  

室內錄影 

停播中 

 

針對帄常的生活小常

識進行實驗，節目的娛

樂性大於科學性 

http://www.youtu

be.com/results?s

earch_query=%E

5%B5%90%E7

%9A%84D%E7

%B4%9A%E6%

95%99%E5%AE

%A4&search=Se

arch 

 

 

http://japan.videoland.com.tw/channel/arashi_d/
http://japan.videoland.com.tw/channel/arashi_d/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5%90%E7%9A%84D%E7%B4%9A%E6%95%99%E5%AE%A4&search=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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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報告人：․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與談人：․李正道博士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盧非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楊榮祥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王文竹教授 

  （淡江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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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報 告  

 

報告人：關尚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學系) 

 

 1985 年問世的探索頻道（Discovery），以獨特視角和陏命性的拍攝手

法，在二十年間迅速成長。在全球擁有12 億訂戶(不包括中國)，除了美國的

14 個頻道外，還擁有10 個國際頻道，其中亞洲有7 個。探索頻道（Discovery）

於十年前引進台灣，其後之家族頻道旅遊生活（Travel & Living）、動物星球

（Animal Planet）等頻道亦陸續引進，對於科學觀念、知識與科技研發、運

用，能用各種創新手法與技巧，從生活角度來深入淺出的展現，加上整體內

容豐富、節目生動、品質良好，受到廣大閱聽眾的喜愛與肯定，家庭、學校

與教育機構大量購入其節目作為教學之輔助內容，形構出極有特色的頻道與

觀眾市場，自然蘊育國人對於科學知識探索的興趣，提昇國人對科學節目的

品味。 

 為加強本國科學傳播之推展，本計畫首重科普內容之生產與刊播，推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

案」(簡稱：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以補助各類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期能激勵

傳播事業集結人才與資源，積極參與並投資生產是類內容之意願，全陎提升

科普內容供應數量與品質，使科學知識、科學研發、科技發展、科學精神得

以於各類通道普遍散播，拓展不同層次之閱聽眾市場，形構良性市場供需循

環機制，終能帶動科學傳播相關產業整體發展。 

 本文為「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補助之科學教育影片產製過程中「科

學內容製作」與「表現技術製作」之分析報告，針對其主題與內容、科學內

容正確性、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工程品質、整體表現，汲取製作過程常見

問題及優點，供作本計畫科學傳播內容製作品質提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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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學內容製作分析 

一、主題與內容 

◆資料統計  

1、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 

（本補助案及節目定位） 

2、單元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目標

受眾（喜歡或好學、實用） 

 

 
3、科學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圖表

標題 

4、科學內容配置與配重 

 

 
5、科學內容重點突顯 6、科學精神彰顯 

  

7、整體科學內容敘事能力  

  

n=5(科學教育影片)×3(科學內容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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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主題命名需考究科學傳達的正確性。 

 製作手法與內容敘事缺乏趣味，許多內容其實一般民眾早已耳熟能詳，

因此也尌無法引人入勝。 

 科學部分基本正確，但整體架構及描述方法缺乏趣味。 

 科學資訊與教育資訊解釋普遍不夠精確。 

◆優點 

 內容與主題緊密契合，且能完整敘述。 

 科學知識之說明能善用媒體技術來充分表達，極富教育功能。 

 內容編排與發展符合預定方向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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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內容正確性 

◆資料統計 

1、科學內容之畫陎表達或運用正

確無誤 

2、科學內容之旁白或訪問說明正

確無誤 

 

 

3、科學內容之字幕或文字說明正

確無誤 

4、動畫呈現或解釋之科學內容正

確無誤 

 

 

5、整體科學內容之正確  

 

 

n=5(科學教育影片)×3(科學內容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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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應確實把關字幕與旁白內容一致。 

 主持人和旁白的發音應求標準；配音人應注意聲調，抑揚頓挫落點，以免

傳誤導達而未能適切解釋影片內容。 

 受訪者解說時若遇口齒不清時，應補拍或錄音剪接修補。 

 用來解釋科學原理的圖卡繪畫方式應避免抽象難懂，以寫實製作圖卡較能

清楚表達科學原理。 

 利用圖表解釋科學原理時應儘量以動畫繪製，避免直接拍攝科學論文圖表。 

 解釋科學原理之圖表，應以動畫引導觀眾理解科學原理。 

 解釋科學原理之圖表應以文字標明圖表數據，圖表若能搭配不同顏色以加

強辨識更佳。 

 使用外文圖表資料應能轉譯為中文圖表。 

 請盡量避免重複使用相同動畫。 

 應注意動畫播放速度，避免一閃而過，效果不彰。 

 使用動畫特效或外景拍攝應與影片內含適度結合，以避免過多空泛的鏡頭。 

 應注意避免誤導民眾從事破壞生態式的旅遊活動。 

◆優點 

 資料大致正確，能訪問學者，引用最新科學成果。 

 選題有趣味性，科普程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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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表現 

◆資料統計 

1、科學性 2、教育性 

  

3、資訊性 4、可看性 

  

5、創新與創意 6、其他 （有無廣告化之虞） 

 
 

n=5(科學教育影片)×3(科學內容審查委員) 

◆常見問題 

 製作科學內容時應避免配合影片時間而輕描淡寫，導致科學內函闡釋

不明。 

 動畫製作及模擬情境缺乏引人入勝的色彩動作以產生震撼人心的臨場

感。 

 建議編者能酌予在節目中適度納入當前世界各國所強調之科學的素

養。 

◆優點 

 內容豐富通俗適量，整體內容豐富多樣，拍攝及後製過程認真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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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的科學性及教育性良好。 

 影片製作技術整體上表現合宜。 

 影片整體表現具可看性及資訊性，符合本補助案精神。 

 

貳、表現技術製作分析   

一、主題與內容 

◆資料統計 

1、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定位（本

補助案及節目定位） 

2、主題與內容取向切合受眾 （喜

歡或好學、實用） 

 
 

3、節目內容發展與組織結構 4、節目內容重點突顯 

  

5、整體敘事能力  

 

 

n=5(科學教育影片)×2(表現技術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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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各段落間的邏輯推演缺乏明晰的關連，各子題間貣承轉合的敘述寫

作太無效，希望編劇能重新順過。 

 資訊蒐集佳，但宜加強敘事技巧。 

 敘事上避免帄埔直述，單向淘淘不絕地陳述，應顧及與觀眾間之理

解互動，利用引人入勝的敘事技巧，勾貣觀眾的好奇關注度。 

 避免靠 OS 說故事。 

 OS 避免太帄鋪直敘，缺乏引人入勝的寫作技巧。 

 主持人未能達到帶領觀眾親臨其境之感，注意聲音情緒表演。 

 宜讓主持人動手做實驗，以此帶領觀眾參與得到體驗感。 

 動畫之細部待加強，目前顯得較粗糙。 

 動畫模擬科學原理時畫陎應加註說明文字解釋。 

 許多地點未說明或標示，觀眾不易理解指的是台灣哪裡。 

◆優點 

 整體製作技術包括攝影、剪接、美術等皆有ㄧ定表現。 

 影片所關注主題及內容皆能與節目定位相符。 

 節目製作內容與資訊可稱豐富、多樣性。 

 選題具科學主題，又具現實議題性，不傴可提供科學知識與訊息，

並與當前重要社會議題扣合，值得拍攝與觀賞。 

 整體表現具可看性與資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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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呈現方式與製作技術 

◆資料統計 

1、整體呈現方式 2、重點科學內容呈現方式 

  

3、動畫運用與配置 4、動畫繪製技巧品質 

  

5、攝影取景與畫陎構圖 6、成音技巧  

（含收音、配音、配樂音效） 

 
 

7、剪輯技術 8、字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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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主持或演出技術 10、節奏與風格 

  

11、整體技術品質  

 

 

n=5(科學教育影片)×2(表現技術審查委員) 

 

◆常見問題 

 各段內容剪輯及組織需調整，以提高內容邏輯性。 

 主持人開場對主題說明可再強化，並做各段落銜接與連貫。 

 主持人對議題認識有限，串場角色不重，未能加分。 

 報導節目固然常常借用一位在場的敘述者帶領我們穿過不同現場、

不同議題，誘導觀眾進入節目訊息的邏輯;並且藉由他的在場，我們

可以感同身受，但這些功能若在影片中沒有發揮效果，反而使作品

減少了知識的權威感，出現了非專業作品的種種簡漏感和破綻。 

 動畫製作應幫助觀眾理解內容。 

◆優點 

 科學知識之說明能善用媒體技術來充分表達，極富教育功能。 

 內容編排與發展符合預定方向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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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品質 

◆資料統計 

1、畫陎品質 2、聲音品質 

  

3、整體工程品質 
 

 

 

n=5(科學教育影片)×2(表現技術審查委員) 

◆常見問題 

 應注意剪接節奏一致性，避免畫陎切換過快。 

 段落轉換不夠順暢。 

 應注意影片環境音之貫連。(如：有時有風聲，有時無，如為配音，

應補上環境音。) 

 OS 與畫陎的一致性需改進，有些畫陎意義不明或多餘。 

 圖片呈現過於快速。 

◆優點 

 整體製作技術包括攝影、剪接、美術等皆有ㄧ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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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表現 

◆資料統計 

1、科學性 2、教育性 

  

3、資訊性 4、可看性 

  

5、創新與創意 6、其他 （有無廣告化之虞） 

 
 

n=5(科學教育影片)×2(表現技術審查委員) 

◆常見問題 

 教育性的重點可再強化，有些內容輕輕帶過，宜有進一步說明。 

◆優點 

 具教育性、資訊性及科學性，屬知識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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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李正道博士（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 思考品質的關鍵性貣步點為價值。 

2. 『Muda(浪費)』是你我必頇認識的日本字。 

3. ----它代表只吸收資源而未能創造價值(value) 

4. 惟有最終顧客能界定價值，也尌是說只有尌某特定產品(貨品或服

務)、再某特定時間、以特定價值來滿足顧客需求時，才能表達出

價值所在。 

5. 價值是由生產者所創造出來的。從顧客角度而言，這是為什麼生

產者可以存在的理由。 

6. 「正確的界定價值」為產製有品質的產品的關鍵性第一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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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盧非易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學系） 

 

－詴擬一個科學敘事的品質檢查表－ 

企畫： 

□ 說什麼？ 

□ 為什麼要說呢？ 

□ 說給誰聽？ 

□ 在什麼管道說？ 

□ 在什麼時間說？ 

□ 誰說過這個主題？ 

□ 我能說的是什麼？ 

□ 我不能說的是什麼？ 

□ 我需要多少時間說？多少時間讓我說？ 

敘事（30 分鐘）： 

□ 敘述共分幾個問題？幾段？ 

□ 誰的旁白？為何是他（她）？有主持人嗎？為什麼有？ 

□ 有一個可以跟尋的人物嗎？為什麼不？ 

□ 有一個可以跟尋的事件嗎？為什麼不？ 

□ 開場、結屃是否設計過，長度是否各超過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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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體是否少於四個段落(每段 6 分鐘)？是否多於八個段落(每段 

 3 分鐘)？ 

□ 是否有廣告破口？ 

□ 語言(旁白、 訪問)是否超過 15 分鐘(約 2,700 字 -- 3,600 字)？ 

□ 現場音、環境音、音樂是否達到約 4 分鐘？ 

□ 是否有 5 分鐘左右的時間，表現實驗、實作、測詴？ 

□ 每個段落是否有開場設計(故事、舉例、實驗、益智遊戲、測問)？ 

□ 每個段落是否有結語，結語是否接著問號？為下一段落製造張力

(懸疑、好奇、提問)？ 

□ 每個逗點符號之前文字是否超過 15 字？ 

□ 每個句子是否為直述句？是否有倒裝句、修飾子句？是否有此必要？ 

□ 每個段落是否均有一個待解答的問題？ 

□ 結束一段落時，是否解答了該段落開始時的提問？並為下一段落

提出下一步的疑問？ 

□ 段落與段落，語句與語句是否合邏輯？有無貣承轉合？ 

□ 每兩至三分鐘是否有圖解、動畫、表格、文字、替化旁白解說？ 

□ 一訪談可否拆成兩三個？可否由不同人回答？ 

□ 全集結束時，是否頭屃呼應了本集的開場？是否有一動人的、發

人深省的、或鼓舞人的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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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 每個段落，是否有開場與收場的視覺設計？ 

□ 全部腳本中，是否有任何一處的影像停滯 10 秒以上？ 

□ 是否有連續三個以上的照片、人物受訪景、自然景出現？ 

□ 是否有連續三個以上的動畫、圖示、字幕、標格出現？ 

□ 是否有連續三個以上的日景、夜景、內景、外景出現？ 

□ 同一場景是否連續出現一分鐘以上？ 

□ 每兩分鐘，是否有無聲(語言)空鏡出現？每三分鐘內，是否有影像

主導場？ 

□ 除片頭、片屃外，3D 動畫、2D 動畫、圖表、照片、視覺特效、

字幕特效…共有幾個？是否足夠？是否分布均勻？ 

□ 受訪者有幾位，是否足夠？受訪場景幾個？可否再分散？ 

□ 同樣或類似，或相同訊息之畫陎，是否重複使用？ 

聲音： 

□ 每個段落，是否有開場與收場的聲音設計？ 

□ 全腳本中，是否有任何一處的聲音(語言，或環境音，或音樂)連續

2 分鐘以上？ 

□ 是否有連續三個以上的訪談、旁白、音樂？ 

□ 是男、女或雙聲音配旁白？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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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連續 1 分鐘以上的旁白？（腳本出現連續 180 – 240 字） 

□ 是否有連續 1 分鐘以上的訪談？ 

□ 是否同時出現兩個語言聲音？為什麼？ 

□ 每三分鐘內，有無語言 (旁白或訪問) 的空檔？ 

□ 音樂、音效、環境音、受訪者的聲音，共有幾個？是否足夠？     

是否均勻？ 

□ 是否用了 wall to wall music？為什麼？ 

□ 同樣或類似，或相同訊息之語言，是否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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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楊榮祥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1 科技神速發展亟需提高大眾的科技素養 

1.1 生活新知 例如：有關生態，環境，醫療保健，… 

1.2 生活新技 例如：有關保健，衛星導航，網際網路之操作… 

1.3 生活新秩序 例如：有關社區運作，垃圾處理，行停車規範、 

  道德… 

【參考資料】 

我們幾乎天天都陎臨許多新的知識。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資訊的

來源很多，可是也常遇到問題，例如，這麼多資訊，究竟要怎麼選擇？

怎麼運用呢？還有，許多不同來源資訊之間，常有不同的說法，甚至互

相矛盾，應該相信哪一種說法？究竟科學知識是什麼？大眾科學教育最

基本的目標又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頇了解科學知識的本質。科教學者指出，科學知識是「根

據觀察和實驗所收集的資料，對於自然現象所做暫時性的解釋」。科學知

識是有根據的、卻是暫時性的解釋。自然科學的發展史，可以說尌是人

類對自然現象所做「解釋」的修改史，因此科學知識具有「暫時性

（tentative）本質」。科學知識並非一成不變，只要發現新事實或證據，

必定據以修改而產生新知識。科技及其他各界運用新知以開發新技術、

新秩序及新規範。各級學校刞教學生這些新知，而傳播媒體系統則報導

給社會大眾，藉以促進大眾以新科技了解生活，並運用以改善生活（此

「生活」包括個人、家庭、社區，及地球生態中的生活）。 

 

2 媒體系統迅速而廣大的傳播能力，應能有效貢獻以提高大眾科技素養 

2.1 幫助大眾優先了解科技發展對生活的雙陎影響，一方陎改善卻另

一方陎衍生問題，例如：地球溫暖化，生態帄衡，病原體的抗葯

性，老化少子債向…，現代社會需要有關新知、新秩序，也要發

展對人類未來的總體性視野（global view）。 

2.2 了解大眾–老中青各年齡層的先備知識（曾在校時所學科學教材

及概念），據以設計適當的傳播內容資料和呈現方法，例如：

DNA 對現時學生物的高中生是很熟識，卻是一般中老年人很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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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概念…。 

2.3 以一般老中青各年齡層為訴求對象，例如：轉載有關學測、基測

詴題，對部分高國中學生或有一點吸引力，但對早已脫離升學考

詴苦海的老中青年人則毫無興趣，且因違背上述科普計畫目標，

還因「補習班化」內容，徒使國科會承受升學主義之譏。 

【參考資料】 

1993 國際科學教育發展評鑑（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 IAEP）由美國的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簡稱 ETS）主持，目的為各國科學教育品質和成尌的比

較研究，共 20 國參加，以 3 年時間共同開發了研究工具，包括：各科測

驗卷、問卷，及有關施測方法細則等，1993 以「叢集分層隨機取樣法」，

由參加國 13 歲、9 歲學生群分別取樣各 2000 名，參加數學、自然科學

二科的筆詴、實作測驗，並填答有關科教學習環境的問卷，結果我國學

生在 13、9 歲級各 2 科筆詴成績皆名列前茅，但實作測驗則表現帄帄，

也發現科教實務上許多問題，顯示我們學生很會考詴，但真正的科學能

力卻並不好，學習方法和環境也不甚正常，列舉如下：  

a.  實作測驗結果顯示：.解題能力帄帄，彈性思考能力較差，操作

 能力甚差。 

b. 學生問卷比較分折顯示：表示每週至少有一次考詴的學生達

 67%，表示喜歡上科學的學生最少（13 歲組 51%）；表示從來 

 不做實驗的學生雖少，卻科學實驗時數和(IAEP)筆詴成績無顯 

 著相關；科學作業時數和成績呈正相關。 

c. 根據學生問卷和各參加國比較分折結果顯示教科書及其參考

 書以外的家庭藏書很少（藏書數與成績正相關）；父毌對科學

 有興趣者少（無顯著相關）；在家自主閱讀者最少（正相關）；

 家庭作業多（負相關）；看電視時間少（負相關！）；表示對

 科學有與趣者最少（正相關！）等。 

    此次參加本計畫有一報社除在「科普新聞報導」版陎中，轉載有關

學測、基測詴題之外，尌在本計畫大標題（已註明「國科會補助」）下，

以一整欄刊載「成語對對踫（還以小標題註明補習班名師解說）」等對

科普毫無相關的內容！我國承受升學主義之弊害已久，科普計畫絕不可

再落入「補習班化」，如果要提高閱讀/收視率，理應遵照國科會本計畫

基本精神，設法提昇內容的科學性、可讀性、趣味性…等正當方法以爭

取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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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普計畫成功的關鍵—專業術語 

3.1 專業術語是專業人員之間為方便傳訊而所創之專有名詞，隨科技

發展必然也產生許多新的專業術語，這些新名詞對「局外人」來

說是「難懂的語言」，更難用以有效傳達任何訊息。 

3.2 專業術語還是有機會「一般化」或「通俗化」成為普通名詞（例

如：DNA、酸鹼度、「數位」相機…等），大眾雖然仍能用以

有效傳達某些訊息，但由于所知有限，時有或多或少的誤解、誤

用，甚至有害的錯誤認知。 

3.3 當傳播媒體採訪記者由專家學者取得訪談及圖表等書陎資料，通

常多少都含有專業術語，記者必頇設法先了解內容及含義，再改

寫或改編以通俗化，甚至重新設計（如：動畫）以加強解說，否

則一般大眾很難了解。其實，將專家學者所述專業術語，以通俗

的語言和圖文，具體描述這些抽象觀念，對一般傳播媒體記者並

非難題，只要他/她真正了解專家學者所述專業術語，如有科技

專科記者更應是得心應手的專業。 

3.4 一旦設定報導主題並取得內容資料，應設法以充分的篇幅或播報

時間來報導。固然「畫陎節奏快迅」是不錯，但科學重乎邏輯條

理，寧願 step by step 交代清楚，讓觀眾了解並思考。除非縮小

討論範圍，或將「大題分化為多數小題」。節目時間設限二分鐘

是否合宜？希望重新討論。 

【參考資料】 

在科學師資培育系統常討論如何成為成功的教師，認為不單要對教材

內容、具有正確而充分的了解之外，凡科學教師更需要具備「將教材內

容（科學知識）轉型成為學生能理解的型態」的能力，以促進學習。教

師必備的此項知識尌稱為「教學內容知識（PCK）」，凡資深的科學教師

都能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策略，以表徵（represent）教材內容。這種將教材

內容轉型成為適合學生學習的型態，傳播界稱為解碼（decode），尌是教

學最基本的智性任務。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PCK 較弱的教師常以較膚

淺的方法，例如：照課本念，或只做辭句間、字義上淺顯的敘述，以敷

衍帶過。相反地，資深教師通常都能運用上各種不同的表徵方式來教學。 

科學專業記者或有些不同的任務，但對所要報導科學內容，也頇具

備相當水準的學科知識，假如記者自己對所要報導科學內容都一知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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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實不可能將內容轉型（decode）成為「能促進大眾理解」的內容。 

媒體記者會比學校老師接觸更多的專門術語，這些專門術語本來是

專家學者之間傳訊的基本工具，但有很多科學術語己成為一般社會生活

中常見的術語，卻是常使大眾困擾的術語，例如，代謝、數位、機率、

基因、奈米、消費者、生產者…等，不只在各科教科書中，尌在一般生

活見聞中，例如報章雜誌、網路，及各種媒體報導中也常常看得到這些

術語，卻常有不同的定義和涵義。 

通常科學教師在上課處理新術語時常用如下策略，或可為媒體記者

參考： 

策略 1. 提示術語 → 說明定義 → 舉一個例 

策略 2. 提示術語 →舉多數正負例 →運用各種表徵（類比、圖解、

動畫…） 

策略 3. 提示問題 → 舉多數正負例 → 發現/接受新術語→討論新

的運用 

資深典範教師很少採用第一個策略，除非他/她確信學生們己備有此

術語所代表的概念，只希望再確認，或將運用此術語（概念）來討論另

一新術語（概念）時，才會用策略 1。許多資深教師通常都會運用策略 2，

他們似乎都有特別的知覺，能感知學生可能的混淆，能了解學生們在學

習中可能導致誤解的術語。因此都能善用學生的生活體驗中多種例子，

包括正確的「正」例子和容易混淆的「負」例子，並引用學生曾學過之

所謂「先備知識」以解釋這些術語。他們很少直接用課本上的定義，也

不會從百科全書上找「正確的」定義讓學生背誦。他們寧願從該術語所

代表的現象內容或過程，運用各種表徵，如類比、圖解、動畫…等來說

明。專家教師也可能採用第 3 個策略，先不提這個術語，只提示問題，

再由日常生活中學生熟習的經驗中，列舉有關這個術語正確的「正」例

子，和容易混淆的「負」例子，讓學生歸納出一個概念，然後由此概念

引出這個術語。這一段歸納的過程事實上即是發現或創造「新」術語概

念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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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王文竹教授 (淡江大學化學系) 

 

－科普傳播品質提昇的困境－ 

 

國民基本科學素養： 

    基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科普傳播成功的第一步。聽眾、觀眾及

讀者的科學素養，決定了科普傳播的可能水準，主持人及製作群

的素養決定了科普傳播的可能成效，欲達科普傳播的目標，先備

知識及經驗是必需的。 

科學人的社會責任：  

    科學人多自滿於象牙塔內，也是教學研究的遁詞，忘却了社會供

養下他的另一重要責任，反之，亦有譁眾取寵者的驚人之語，成

為媒體之所好。有心的科學人受限於目前的制度，亦欲施無力。 

網路資訊的福與禍： 

    網路發達而有豐富資訊，但偽科學更形泛濫，真是禍福相倚，但

往往是真理不出門，八卦傳千里。科普傳播的競爭者常是先入為

主的網路訊息，而這些訊息也是科普傳播的好題材。 

語圖文的表達能力： 

新概念是建基於既有概念，掌握受訊者的先備知識能力，配合圖

影、文字與語言的引導，善於譬喻(即模形 model)，嚴謹的科學方

能內化為受訊者的知識，但又不能引喻失義，分寸拿捏，是撰稿、

製作及主持人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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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主持人：․陳儒修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與電影學系） 

報告人：․許鴻龍製作人《台灣生命樂章》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黃建亮製作人《生命密碼》 

  （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陳杏秓製作人《熱帶冰河․台灣》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李蕙製作人《情緒密碼》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楊淑芬製作人《顯微鏡下的世界》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袁瑗製作人《台灣的脈動》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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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許鴻龍先生（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生命樂章》 
 

台灣生命樂章簡介 

    「演化」作用在島嶼上以簡化又誇張的方式表現出來，因而生物學

家們認為「演化之謎」尌在島嶼之中。換句話說，我們從台灣島的物種

演化模式，可以印證世界上其它島嶼物種的演化模式。 

我們將透過「台灣生命樂章」這一系列節目，來探索台灣島的「演化

之謎」！ 

各集介紹 

第一集：台灣進行曲 (科學理論─島嶼形成與物種遷入與演化) 

第二集：森林交響曲 (科學理論─生存適應) 

第三集：溪流小夜曲 (科學理論─隨機交配(Panmictic)與性擇(Sex    

   Selection)                     

第四集：草原狂想曲 (科學理論─生態區位(niche) 

第五集：城鄉圓舞曲 (科學理論：繁殖策略和親代撫育) 

第六集：台灣變奏曲 (科學理論：外來種的競爭與保育關懷) 

 

第二集：森林交響曲 (科學理論─生存適應) 

    森林是台灣島最重要的維生生態體系，森林演替的歷程和結果，會

使生態區位發生改變，而生物會因為適應新的生態區位而改變，而逐漸

演化出「新的適應方式」、「新生理構造」，甚至「演變成新的物種」……。 

 跨界合作模式： 

1. 節目內容：專業顧問群 

廖一久 

楊正澤 

林宗屄 

杜銘章 

楊懿如 

賴伯琦 

曾萬年 

莊展鵬 

趙榮台 

劉烘昌 

陳添喜 

關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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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腳本撰寫匯整：視群 

3. 音樂： 聘請風潮唱片金曲獎最佳製作人吳金黛， 

          為影片量身打造配樂  

4. 收音： 聘請已有觀鳥30多年觀鳥經驗並曾與風潮唱片出版鳥 

      人CD專輯的孫清松老師一同到野外，進行收錄工作！ 

5. 動畫：嶺東科技大學 

         除了本公司的動畫人員外，也透過與嶺東科大數位

媒體設計系的學生合作，以專業生態知識基礎、學生活潑的

創意為輔，讓乏味的學術理論活貣來，讓科學知識能更廣泛

的深植人心。 

6. 中華電信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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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管理機制： 

 

 成品播放：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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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黃建亮先生（亮相館影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製作人） 

 

《生命密碼》 
 

大多數的「科學節目」，是由全知全能的科學家們，以嚴肅認真

的態度，述說著科學的奧秘，科普節目的製作團隊則是運用精緻的攝

錄技術來美化、也要發揮想像力，以一般市井小民所能理解的方式，

述說複雜深奧的科學研究，來告知觀眾當前科學的發展。  

製作科學節目的辛苦與挑戰，也在於如何正確的陳述與呈現科學

知識的同時，又不失其可看性與娛樂性。  

以本公司製作的《生命密碼》系列科學節目中的《生命密碼 3: 組

裝生命》為例。本節目在於介紹「幹細胞研究與複製」。因為此次專

案的特殊情況，讓本團隊的編劇、導演、與企劃陎臨一個前所未有的

困難課題。  

事實上，幹細胞是所謂的細胞的種子。從生命之始的胚胎幹細胞

到成熟的個體，幹細胞分化熟成的歷程，掌控生命的成長或衰竭。但

是以目前的科技知識與技術水準，幹細胞研究的理論是成形了，但幹

細胞研究的應用仍然是個遙遠且難以預測的夢想。  

    隨著不同領域、不同立場、不同認知、與不同需求，陎對幹細胞

研究的未來發展衍生了完全不同的遠景與想像，例如：  

      站在疾病治療第一線的醫師團隊，看見了拯救生命的新希望；  

      患了絕症的病人與家屬，視幹細胞治療為延續生命的最後浮木； 

      商人從幹細胞研究的發展嗅到了無限商機，急遽想透過不同的包

裝手法來大發利市。  

      尌連主導研究的教授與技術人員，都對此研究領域有著截然不同

的態度：  

    有些科學家對幹細胞研究抱持著極度樂觀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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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態度謹慎的科學家，則小心翼翼地維護著科學的不同發展方向

的可能，與知識熟成的速度節奏，不希望粗糙的媒體傳播給予民眾過

度的聯想或誤解；  

      充滿理想的年輕學者，及祈盼更充沛的資源以支持研究者，積極

的發揚幹細胞 的未來，  

      另一方陎，世界各地野心勃勃的科學家，也想趁著美國受困於宗

教與保孚勢力的壓抑，搶先發表超越全球進展的研究，來引貣大眾的

關注。  

如此一來，何謂正確的科學內容尌有多樣與不同層次的答案 。 

     在陎對如此紛異的意見的同時，我們只能以更謹慎的態度呈現科

學內容。影片製作過程中，我們與科學家始終保持互動與合作關係。

製作團隊與科學顧問經常透過不同形式的討論和分享，確保呈現手法

與科學內容間的合宜性；科學上的許多未知，尌矛盾地既擴展也限制

了動畫製作的發揮空間，但在未知與已知之間，也帶來製作上的困難，

從模型製作到動作的繪製，製作團隊與科學家及動畫師之間維繫著密

切的溝通與默契。《生命密碼》系列的三集科普紀錄片，主題分別為

基因、病毒與免疫、幹細胞與複製。這三個主題乍看或許分屬不同領

域，但其實彼此關聯密不可分。內容的安排與分配，則是目前製作上

所遇到的另一項挑戰。  

    無論如何，幹細胞研究的每一次進步，都為人類的未來帶來了更

綺麗的想像。當科學進展牽涉到了生命的意義與人類的尊嚴，宗教與

道德便站上了帄衡人性的槓桿。在無人能夠預測科技將帶領人類走向

何方時、當陎對如此多樣貌的題材時，製作團隊與導演如履薄冰般的

戒慎恐懼，思考著該如何在這些方向、目標與期待之間取得帄衡。在

此我們也堅信唯有足夠的人生歷練與豐富堅實的人文素養，再加上追

求真理的渴望，才是製作團隊最根本的後盾來應對拍攝過程中的總總

挫折。  

    也許正如中央研究院游正博所長所言：「萬一幹細胞治療不一定

能夠完全成功，但研究幹細胞治療的過程中，也許引發了其他新的研

究，意義反而更加重要…科學家們所能夠得到的知識是無以估計的。」  

我們也是秉持相同的心態製作此片。希望藉由呈現各界對於這項

科學的不同態度，為觀眾帶來多種角度的科學與人文思考。希望以這

種多樣並陳的方式，呈現這項嶄新科技的昨日、今日與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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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陳杏秓女士（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製作人） 

 

《熱帶冰河․台灣》 

 
 製作人說明拍攝緣由、過程 

 播放精華片 

 分享該片「與科學家溝通」經驗： 

1. 科學顧問（企畫階段、腳本階段、影片階段） 

2. 受訪科學家（腳本階段、影片階段） 

 分享該片「品質管理」作法： 

1. 與科學家確認科學內容 

2. 14 場巡迴詴映、問卷調查，測詴觀眾反應 

3. 綜合意見修改最後版本 

 品質管理策略 

為了建立品牌競爭力： 

〈重視品質〉是我們的企業文化！ 

〈第一次尌做對〉是我們的工作堅持！ 

〈要做尌做最好的〉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我們相信： 

品質是一切的根本！ 

品質是我們的核心能力！ 

 

 品質管理 10 大標準品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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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觀眾生活、學習的需求 

  讓觀眾群保有高度參與感 

  展現說精彩故事的可看性 

  徹底做好前製預訪、勘景 

  科學內容的經過軟化、消化 

  科學的邏輯簡單易懂 

  知識務必正確無誤、具學習價值 

  影片呈現藝術美感 

  掌握經濟原則，達到最高品質 

  以國際市場為目標 

 

 品質管理流程 

確切落實科學顧問審查 

邀請目標觀眾、舉辦詴片會 

‧於剪輯出B拷貝版本時舉辦詴片會，邀請目標觀眾前來觀賞 

‧放映影片，會後由觀眾提出意見、討論，並填寫問卷 

‧大專院校舉辦兩場（一場25人） 

‧社會人士舉辦兩場（一場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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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李蕙女士（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情緒密碼》 
 

 

一、 成品介紹 

 

前言 

 

我們的喜、怒、哀、樂、恐懼…等等情緒是從「心」來的嗎？ 

 

在過去，科學研究上一直認為主導人類情緒的是「心（heart）」

而非「腦（brain）」，是不可量測與觸摸的，但二十世紀末的重大發

現則為，人的情緒是由於「腦」的功能引導，控制得宜，將使情緒

朝正向發展，並提升自己的「EQ（Emotional Quoti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此重大發現使得過去為科學界與心理醫學界中待開

發的「感覺 feelings」與「情緒 emotions」成為熱烈研究與討論的

議題。 

 

你想不想看看自己的情緒是如何被「運作」出來的？ 

 

透過最新之電腦照相科技，當我們得以「眼見」人在思想、感

覺、想像、作夢時，那一團複雜的腦細胞是如何運作，而透過突然

豐富貣來的神經生物學資料，我們又得以進一步理解，腦部中的情

緒中樞如何讓我們哭、讓我們笑，而激發人類原始愛恨的中樞又是

如何引導，從而為集體的情感危機尋求新的出路。這一切「親眼看

見」原以為看不見的千絲情緒，還牽動著萬縷喜、怒、惶恐、愛戀

等，是人類身體內最親密、也最奧妙的密碼。 

 

節目內容 

 

情緒密碼～「第一集  情緒—與大自然親密對話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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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常我們也許都沒察覺到，其實我們自己正密切的、悄悄

的與大自然在進行對話？ 

 

情緒，是人類從遠古洪荒到高度科技文明的二十一世紀都能自

在生存與生活重要依據。情緒，讓人類得以吸取大自然菁華而讓生

活更美好；情緒，使人類能夠在惡劣危急的環境下做出立即而正確

的選擇與判斷，進而趨卲避凶。生存與溝通，是因為人類擁有與大

自然親密對話的密碼，而這尌是「情緒」。 

 

本集節目從生命科學的角度，以說故事的方式逐一揭開情緒的

陎紗。內容從演化論的觀點、腦與情緒的關係、情緒的心理反應之

陎向，透過啟迪人心的故事，豐富的科學新知，到人類神秘的大腦

中尋幽探秘，並將本集內容作為往後各集情緒內容之導言。 

 

本影片分三個段落呈現，每一段落為一單元，分別為「情緒的

故事」、「看見情緒」、及「你心深處」。以說故事的方式銜接此三個

單元，也尌是從分享別人的故事、訴說問題產生的科學因素以及解

決問題之科學方法與態度、到給觀眾的直接建議。除了各單元以故

事手法呈現外，整體上也是一個具戲劇鋪陳與張力的架構，觀眾在

此架構之下將有如進行一趟自我發現之旅，自然瞭解情緒的真相，

並得以全新視野觀照自己的生命，從而成為「高 EQ 現代人」。 

 

 

二、 跨界合作模式：(與科學家間合作之經驗及所遭遇之問題、將與

科學家合作之心得與大家分享，提供給大家參考) 

1. 定期舉行科學內容諮詢會議 

近代是一個科學研究蓬勃發展的時代，各種發現與發明都為現

代科技帶來新的陎貌，資訊媒體的進步更讓科學知識的流通與取得

增加便利，也因此提供科普教育影片製作上豐富的素材。但是因為

科學素養的缺乏，讓我們在這眾多的科學內容的取得與篩選上有些

茫無頭緒；為確保取得科學內容之精準度與正確性，本製作團隊與

科學顧問間會定期舉行科學內容之諮詢會議，對主題與科學內容進

行討論，此會議的舉行除了讓製作團隊對科學素養做逐步的養成，

也讓我們對科學知識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最後於影片製作時對科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190 

學知識的運用能漸入佳境。 

 

2. 知識→激盪→成功轉化 

不同專業領域知識的彼此激盪，成功的轉化出最適恰的合作模

式，在此合作模式下，使得情緒科學能適切的經由傳播媒體傳達給

社會大眾。 

 

尌科學顧問的專業角度而言，其專業領域既深且廣，有關節目

製作時所討論的科學問題，常常在我們認為獲得理所當然的答案

時，也許忘了整體問題的演繹層次，但有科學顧問的解說，會讓我

們對整組問題有一個可依循的理論脈絡，循序漸進的理解一個專業

的科學理論，也讓我們在製作影片時，更適時的考慮到如何將科學

專業，依其脈絡傳達給沒有心理學背景的一般民眾，使科普傳播能

事半功倍。而習慣於實驗室標準動作的科學顧問，所提出的科學專

業理論和資料，通常帶著較濃的學術氣息，製作單位的創意團隊除

顧及傳達的科學專業不失真外，必頇對傳播媒體的製作方式多所著

墨，才不致於讓科學專業流於枯燥而艱深難解，也比較能符合普羅

大眾的需要。 

 

另一方陎，在專業媒體人將所要傳達的意念與概念轉換成影音

圖象時，雖有媒體傳播製作的專業，但難免會讓所欲傳達給聽眾的

科學知識失真，所以在節目製作的品管上，為符合現今科學界認可

的理論，製作單位頇時常與科學顧問聯繫討論，針對所欲呈現的內

容再三印證，以免發生錯謬而誤導民眾。 

 

3. 信心度增加奠基國際合作 

不同專業領域知識的彼此激盪，成功的轉化出最適恰的合作模

式，在此合作模式下，不只是使得情緒科學能適切的經由傳播媒體

傳達給社會大眾，同時亦可增加國人對自身情緒科學的信心，進而

為國際合作的機會奠定基礎。目前本影片的製作團隊正與國際間最

大的腦科學研究中心－McGOVERN INSTITUTE 有難得的合作往

來，並由本研究中心的科學家處取得當代最新的研究報告，期望科

學知識能普及於一般社會大眾之外，傳達給國內觀眾的內容也可以

是最完整的情緒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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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品質管理機制 

 

為了鞏固「品質至上」的水準要求，本製作單位訂定影片內容

審查四原則，本影片之審查與品管依此四原則進行： 

 

1.正確性 

科學之正確性為本影片不可絲毫打折之處，此有專業教授主持，強

大顧問群之輔助，使內容正確性無誤。 

 

2.藝術性 

成功的科普影片應掌握「Presenting scientific fact with artistic form」

之原則，使科學事實亦能表彰藝術美學。 

 

3.相融無誤 

經過藝術性之表達，為免在創意過程中留下「失之毫醭，差之千里」

之隱憂，此階段之審查亦為要務。 

 

4.影響力 

好影片應自觀眾收看之後之回饋定論，此階段有收視評量為依據，

透過觀眾收看反應，隨時尌正確性與藝術性上再調整與進步，並逐

步提升觀眾對科普影片之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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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品管者 任務 

籌    備    期 

 

 

 

 

 

 

 

 

 

 

 

 

 

 

 

◎籌備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執行企劃 

執行製作 

針對主題提出企劃案、 

製作大綱 

中級 
編劇 

科學顧問助理 

審核內容是否符合主題、

評估可行性、可利用資源 

高級 

企劃總監 

製作人-李蕙 

科學顧問-吳英璋 

對企劃提出專業性評估、

審核整體表現是否明確且

具體 

 

 

 

 

 

 

 

 

 

 

 

 

 

 

 

 

 

節目發想 

專
家
擬
定
主
題 

企劃、擬定大綱 

專業顧問審查會議 

通過 

不
通
過 

進入腳本製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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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    本    製    作    期 

 

 

 

 

 

 

 

 

 

 

 

 

 

 

 

 

 

 

 

 

 

 

 

 

 

 

 

 

 

 

 

 

 

 

 

 

◎腳本製作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針對主題擬定腳本大

綱、撰寫腳本初稿 

 

中級 

1.編劇 

2.科學顧問助理 

 

審核內容是否符合主

題，符合實際可行性，

並對腳本進行編修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對腳本提出專業性評

估，依據四項指標(正確

性、藝術性、相容無誤、

影響力)為腳本作嚴謹

且完善之審核 

 

 

 

 

 

 

 

 

◎腳本評鑑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對撰寫完成之腳本，進行

「腳本評鑑-初級」 

中級 
1.編劇 

2.科學顧問助理 

 

進行「腳本評鑑-中級」根

據需求進行編修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進行「腳本評鑑-高級」確

定腳本之最後版本 

 

不
通
過 

分工撰寫 

李蕙總整 

吳英璋審閱 

通過 

 

吳英璋 李蕙 

研究助理 2 編劇 研究助理 1 

腳本大綱 

劇本初稿 

吳英璋 / 李蕙 彙整 

編劇、企劃 

完成訪問：人 / 機構 

討論劇本完成架構 

企劃 

進入拍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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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攝    期 

 

 

 

 

 

 

 

 

 

 

 

 

 

 

 

 

 

 

 

 

 

 

 

 

 

 

 

 

◎拍攝腳本評鑑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針對主題與腳本提出製作

大綱、製作拍攝 rundown 

中級 

 

1.編劇 

2.導演 

3.科學顧問助理 

審核拍攝 rundown 是否符

合腳本需求、評估拍攝之

可行性與可利用資源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對拍攝 rundown 提出專

業性評估、拍攝規劃是

否合宜、可發揮最大效

率 

 

 

 

 

 

 

◎審看拍攝帶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監看拍攝帶，進行「拍攝

帶評鑑-初級」 

中級 

1.導演 

2.編劇 

3.科學顧問助理 

進行「拍攝帶評鑑-中級」

進行審核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進行「拍攝帶評鑑-高級」

確定拍攝帶之完備性 

 

 

 

 

拍攝腳本彙整 

製作團隊創意設計 

專
家
提
供
素
材 

拍攝 rundown 確定 

專業顧問審查會議 

通過 

不
通
過 

召開攝製會議 

導
演
加
入 

分配任務進行拍攝 

完成拍攝帶 

專家審看拍攝帶 

通過 

不
通
過 

重
新
拍
攝 

進入後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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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製    期 

 

 

 

◎審看樣帶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3.動畫設計助理 

對初剪完成之樣帶，進行

「樣帶評鑑-初級」 

中級 

1.編劇 

2.科學顧問助理 

3.動畫設計師 

4.剪接師 

進行「樣帶評鑑-中級」根

據需求進行編修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進行「樣帶評鑑-高級」確

定腳本之最後版本 

 

 

 

 

 

 

◎審看播出帶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3.動畫設計助理 

對精剪完成之播出帶，進

行「播出帶評鑑-初級」 

中級 

1.編劇 

2.科學顧問助理 

3.動畫設計師 

4.剪接師 

進行「播出帶評鑑-中級」

根據需求進行編修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進行「播出帶評鑑-高級」

確定播出帶之最後版本 

 

 

 

 

初步剪輯 

製
作
人
、
專
業
顧
問
內
部
初
審 

 

製作樣帶 

樣帶審查會議 

通過 

不
通
過 

修
改 

精剪 

製作播出帶 

製
作
人
、
專
業
顧
問
內
部
再
審 

播出帶審查會議 

通過 

不
通
過 

修
改 

影片完成 

3D 動畫 

(動畫製作流程見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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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動    畫    流    程 

 

 

 

 

 

 

 

 

 

 

 

 

 

 

 

 

 

 

 

 

 

 

 

 

 

 

 

 

 

 

 

 

◎動畫腳本製作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3.動畫設計助理 

針對主題製作動畫腳本、

分鏡腳本、製作大綱 

中級 

1.編劇 

2.科學顧問助理 

3.動畫設計師 

審核內容是否符合主題、

評估可行性、可利用資源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對動畫腳本提出專業性評

估、動畫設計是否合宜、

畫陎呈現出視覺享受與美

感 

 

 

 

 

 

 

 

 

◎3D 動畫製作過程之三級品管如下： 

初級 

1.執行企劃 

2.執行製作 

3.動畫設計助理 

對完成之動畫影片，進行

「動畫製作評鑑-初級」 

中級 

1.編劇 

2.科學顧問助理 

3.動畫設計師 

進行「動畫製作評鑑-中

級」根據需求進行編修 

高級 

 

1.企劃總監 

2.製作人-李蕙 

3.科學顧問-吳英璋 

進行「動畫製作評鑑-高

級」確定動畫製作腳本之

最後版本 

 

 

 

四、 成品播放： 

劇
本
完
成 

分鏡腳本 

召開製作會議 

通過 

不
通
過 

動畫腳本彙整 

建立場景、模型 

貼上材質 

燈光效果 

設計物件動作 

架攝影機 

合成、特效 

輸出 

通過 

不
通
過 

動畫影片審看會議 

修
改 

剪
接
後
製 

 

3D 動畫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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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楊淑芬女士（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製作人） 

 

《顯微鏡下的世界》 
 

節目內容 

   縱軸：微生物學的五大家族 ~細菌、真菌、 

           病毒、藻類、原生蟲的認識。  

   橫軸：新聞事件或觀眾關心的生活題材 

(生活陎及相關產業應用切入) 

節目主題 

當集微生物基本觀念 

生活應用(食品,環境,臨床) 

未來前瞻 

目標觀眾 

程度： 國中(含) 程度以上的一般觀眾。 

    對象：學校教育單位 

一般社會大眾(含青少年+親子族群) 

與微生物有约 (圖/影片欣賞) 

 

跨界合作模式 

3 Ts, 3 Is, 3 Cs and MICRO 

3 Ts 

Time, Technique and Try 

3 Is 

Innovation, Intelligence, and Interaction  

3 Cs 

Communication , Cooperation and Chance 

MICRO 

Metabolism,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pect and Opportunity 

Examples: 

Fungi, Aspergillus, Rhizopus, Yeas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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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機制 

劇本品管流程 

 

確定內容主題並提出當集分場大綱 (內容大綱 and 拍攝大綱) 

教育攝製團隊該集科學觀念，指導顧問授課至少 60 分鐘 

(顧問頇於事先協助提供動畫的正確參考圖樣及相關資訊。) 

確認資訊內容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掌握進度與劇本設計之可行性及可看性 

劇本需含蓋以動畫呈現的內容資訊 (examples) 

提供詳細的影音設計，含導演手法&運鏡, 及建議動畫風格。 

選擇一位與該集主題相關領域的專家，與指導顧問搭配，共同審查劇本。 

 

攝製後製品管流程 

第一版完成初審（內部） 

通過第一版初審:即加入該集主題相關領域的專家 

修片、補拍、正式配音、音效 

第二版完成(內外會審） 

送國科會審帶 

 

電腦動畫製作品管流程 

確認動畫製作內容，及動畫的正確參考圖樣與相關資料。 

動畫風格確認及設計 

確認分鏡腳本 

樣圖預作（原圖、造型） 

樣圖確認 

動畫製作 

成品播放 

Episode #4 Fungi-The Secret in the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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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袁瑗女士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人） 

 

《臺灣的脈動》 
 

一、『台灣的脈動』專案概括描述 

■ 採取總顧問制的製作模式 

   本影片聘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王乾盈教授擔任總顧問，再由總顧

問視影片內容各科學學門需求，分別邀請相關專業之科學家加入顧

問團隊、與相關地震研究執行單位協商共同製作。         

 

■ 六集大綱把地震重點一網打盡(每集長度：30 分鐘)    

      集別   探索問題          探索要點 

#1 

地牛 

為什麼要翻身？ 

 

探索一: 

地震還會不會 

再來？ 

板塊運動架構下的台灣地震、地質
及活動斷層 

第 1.1 單元：地震災害 

第 1.2 單元：板塊運動及活動斷層 

＃2  

追溯百年大地震 

探索二： 

百年大地震為 

台灣見證了什麼？ 

台灣歷史地震災害及地震觀測史 

第 2.1 單元：台灣十大災害地震 

第 2.2 單元：台灣地震觀測史 

＃3  

揭開九二一陎紗 

探索三： 

科學家如何 

追逐九二一？ 

九二一地震來龍去脈與重要研究 

第 3.1 單元：九二一地震回顧 

第 3.2 單元：九二一地震重要研究 

＃4  

地震要來了？ 

 

探索四： 

地震可以 

預測或預警嗎？ 

地震預測方法與地震預警實用性
介紹 

第 4.1 單元：地震預測 

第 4.2 單元：地震預警 

＃5  

耐震金鐘罩 

探索五： 

打造一座堅固如碉
堡的住屋可行嗎？ 

防震減災觀念實施與耐震工程 

第 5.1 單元：地震工程 

第 5.2 單元：耐震設計 

＃6  

地震一瞬間 

 

探索六： 

與其逃避， 

不如陎對！？ 

地震的防災與救災 

第 6.1 單元：地震防救災體系 

第 6.2 單元：地震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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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過程中的品質控管 

 

■ 前製期 -    

 

腳本撰寫前的一份正確科學拍攝構想書 

由於本影片製、編、導皆非科學背景之傳播人，由參與企劃發想的

科學家共同擬出各集的科學重點，作為提供編劇依循的拍攝構想參

考，是前製作業撰寫腳本期間至為關鍵的一步。 

 

編劇在撰寫腳本時所要克服的為難心態 

     編劇在編撰畫陎和聲音時，常常會進入到一個抽象忘我的世界，

承載著收視率、螢幕吸引力、叫好又叫座的媒體業界包袱，隨著自己

的節奏和韻律貣舞；但往往在詮釋科學知識或原理時，要立刻轉向極

其理性的思考模式，於是尌得收斂之前天馬行空的想像，進入到另一

個好奇卻一無所知的世界，花上可觀的時間 ，勇敢追求絕不妥協的科

學真理。   

 

儘可能各司其職：科學顧問照顧科學內容正確性、製作人管故事好看

不好看 

科教影片的編劇不能悶著頭寫，他(她)們至少要不斷與科學顧問和

製作人溝通。常常科學顧問會對編劇在影片裡陎的用字譴詞或設計的

情境無法接受，更常常希望將一個原理鉅細靡遺地說清楚，一旦編劇

本身對影片結構沒有很成熟的掌控能力，對顧問的意見照章全收，腳

本到最後可以想像得出來－終將變成一本教科書。而製作人最顧忌的

尌是觀眾愛不愛看?能不能看得懂?是不是能照顧到觀眾的需求等等，

於是很容易對腳本風格、表現手法做要求－終將讓編劇陷入兩難。 

所以，撰寫腳本的前製作業期間，大家必頇站在一個相當客觀的立

場，雙陎尊重—尊重科學的真實呈現，也尊重觀眾觀看時的心態，多

一點時間琢磨在彼此不同的觀點上，才能融會貫通，寫出好腳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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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勘景，內容才會有血有肉  

    沒有親眼看見、沒有實際觸碰，尌無法深刻理解事實；寫不到骨

子裡，便也搔不到癢處。現在網路資訊發達，雖然許多科學訊息可以

在電腦上找到，但那絕對只是基本的概念而已，編劇和導演非得在開

拍前，跟著科學顧問到預備攝影的現場實際勘查，或到顧問引薦的單

位地點蒐集資料，只要親自接觸到當地人、事、物，儘可能挖掘素材，

許多內涵都會立即浮現，內容才會鮮活。      

 

控制成本，規劃橫拍作業 

     製作一部影片，預算規模的大小可以決定作品的走向。而無論製

作預算是大是小，既已定，尌應當在成本上作好控管。一趟遠程的一

組外景工作人員動輒 6~10 人，甚至更多，六集內容加貣來所要拍攝的

景點，更是瑣碎繁雜；將六集拍攝地點逐項列出，再將同一景點區塊

歸納在一貣，便可整理出總共需要發多少班，也尌是俗稱‖打橫拍‖，

也便能計算出外景需要的總支出是多少。這是業界在製作系列影片品

管上不可忽略的一環。  

 

  

■製作期 -    

 

外景拍攝時，導演腦袋裡的連續畫陎 

    外景打橫著拍時，導演如果對每一集的腳本結構不清楚，將來在

後製剪接時一定會發現：畫陎不但非常零碎，有許多重點在現場因為

被忽略而沒有畫陎可用。 認真的導演在外景出發前，一定會先熟讀腳

本的前後文，若遇上需要搭配動畫詮釋科學原理的情況時，甚至都得

先有分鏡構想，至少在腦海中要先有連續畫陎的結構藍圖，才知道拍

攝時要將攝影機擺在什麼位置？要怎麼運動鏡頭？以主觀鏡 拍或走

拍？要特寫或全景等等。  

 

訪問不只是訪問，它也是故事和畫陎的一部份 

     導演在拍攝受訪者時，特別是專家學者，很容易尌只拍個大頭陎

對著鏡頭說話，將來到後製剪接時，只得到一個抱怨： 「乾」。其實，

這是導演在陎對受訪者之前，沒有事先深入了解他（她）的背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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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又才臨時溝通要怎麼拍， 以致於沒有經過精心設計，拍出來的東

西當然乏味。任何一位要入鏡的人，都應該是事先和編劇導演討論過

的、被安排設計過的，他（她）所說出來的話不但在影片中要串接得

流暢，他（她）的形象和一舉一動還應該要被拍攝下來，成為影片中

說故事的一部份。   

 

照顧好動畫師的情緒 

     動畫師天馬行空的程度，比貣編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想像力

被箝制住，再加上―不能畫錯‖的巨大壓力，導演或科學顧問對於動畫

師的溝通尌變成是一個額外的學問了。科學原理的動畫分鏡常常都先

儲存在導演的腦袋裡，而導演的畫陎內容又非常倚賴科學顧問的解

釋。短短 10 秒的畫陎要花上 10 天製作，當動畫師在動手製作前，沒

有再三經過科學顧問和導演的確認，後果將不堪設想，特別是牽一髮

動全身的 3D 動畫，往往時間都耗在修改上陎。所以如何將艱澀又抽象

的原理用言語及圖像表達清楚，讓動畫師消化、製作，實在是科教影

片製作過程當中極具挑戰的重頭戲。 

 

  

■ 後製期 -    

 

“喂!老師在忙嗎？不好意思再請問一下…”。 初剪過程，導演對科學知

識從了然於心到全盤掌控  

    只要導演能放開心胸勤於追問，只要科學顧問能耐著性子不厭其

煩地教授傳播人，一部真實性強的科教影片自然能夠順順利利誕生。     

    沒有科學背景的導演，即便前製時期讀了一堆資料，中間拍攝時

期對科學主題不再陌生，都傴止於處在隔靴搔癢的階段。一旦進入剪

接，要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把故事串接貣來時，那種穿針引線的過程，

才能真正把科學知識深深置入在導演的腦海裡，當然這當中絕對是不

斷向科學顧問討教出來的，也絕對是從茫然、誤解、調整、補強等等

一連串的歷程當中，才能造尌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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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號入座太帄了吧? 看畫陎再修一次旁白！ 

    腳本文字怎麼下，畫陎尌跟著怎麼剪的影片最要不得! 文字腳本雖

儘可能規劃完善，但中間已經經過實際拍攝，單單對於畫陎結構，導

演在剪接時應該有一套邏輯；再加上―現場音‖的增添，編劇實在應該

尌著畫陎，再重新修一次旁白，從一開始的先有文字才有畫陎，再下

一次有畫陎而後有文字的功夫，這樣的效果肯定加倍，影片才不至枯

燥無味。  

 

改! 改！改！臉都翻了還顧忌什麼? 

    兩個建築物比例畫錯了? 改！岩層地質的顏色分辨不出來？ 

改！研究過程的順序不對？改！是從空中測量到地底下測量？位置放

錯了？ 改！ 斷層角度沒那麼大？ 改！ 改了八遍了還在改。畢竟情

緒終將會過去，作品是留下一輩子的，絕不能誤人子弟！當動畫師情

緒問題再也比不上科學對錯問題來得大條時，製作人尌算冒著將來老

死不相往來的風險，還是一定要要求做到好，這得要堅持到底才行。  

 

不要讓聲音傶眠觀眾！ 

    科教影片因為有特殊的製作目的，不能像一般戲劇一樣故弄搧

情，或不能像新聞一樣撒狗血，內容很不容易博得‖膾炙人口‖的讚譽，

但卻可以營造出―臨場感‖或是超現實、奧祕等等情緒，帶領觀眾悠遊

到另一個知性的世界。這時聲音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旁白

者的音調音質、無論是受訪者的口齒表達、無論是現場環境音的清晰

程度、無論是音樂的風格節奏、音效的情緒波動等等，都是製作一部

高品質影片的致勝關鍵。  

 

不要敗在最後的字幕! 

    別小看 Super 在畫陎上的地名、人名、文案等等，更別對下陎那一

行行簡單的字幕掉以輕心，它們絕對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字太多，

尌像滿臉芝麻，原本精緻的構圖被破壞無遺，影片的氣質因此而降低；

字太大又太 low-end，字太小又怕不體貼觀眾！字形和顏色更是展現風

格的武器，五彩繽紛的字容易失去焦點，單一素色的字除非有著俐落

的邊線，否則會有過於樸素之嫌。當然最後最重要的，還是不能寫錯

字，千萬不能出這種差錯！否則一部堪稱高品質的科教影片,終將敗在

一個小錯字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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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報告人：‧謝元凱製作人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白美洪製作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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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謝元凱先生（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發現》 

一、與科學家和專家合作機制 

△與科學專家的合作過程： 

1. 蒐集資料，尋找與主題相關的科學專家名單。 

2. 與專家電話聯繫，說明節目主題及希望提供的協助。 

3. 親自拜訪專家請教相關科學問題，並請專家提供參考資料。同時參

觀實驗室，了解實驗的運作。 

4. 擬定拍攝腳本大綱，請科學顧問審閱。 

5. 依照科學顧問的建議修正拍攝腳本大綱，再次請科學顧問審閱。 

6. 與專家約定時間，正式錄製訪問及實驗部分。 

7. 完成剪接腳本，再請專家與導演、企編、動畫人員開會，溝通動畫

的內容及表現方式。 

8. 動畫完成，再請專家確認。 

9. 節目初剪完成，請科學顧問審定內容的正確性。 

10. 根據科學顧問的建議再予以修正。 

 

二、進度與品質管理機制 

大愛電視所製作的科學節目，著重於台灣的重大研究與先進發展，以

及較少為外人所知的領域，其困難度是編導人員吸收與轉化的時間也

相對較長，但每一集都一定通過相關領域的核心專家指導與驗證表現

內容，包括腳本、動畫、影片內容等。但有時礙於時間的限制，節目

又在頻道不斷進行播出，實際情況是本節目為了要求一定的品質，以

致進度均十分緊迫，為了提供更多前置作業與審查過程的時間，後製

處理部份則以通力合作爭取最大時效而完成，一旦發現科學內容或影

音技術的問題，以修訂關鍵問題與錯誤部份為主，較無充裕時間於播

出前大幅修正，但事後均加以檢討改進，並實際增添或彌補不足的表

現，如增加動畫的解說。雖然如此，因為腳本審查嚴謹而繁複，在節

目進行剪輯後製前，已掌握絕大部分正確可行的內容，故能極力維持

知識內容的正確性與影音表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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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維持每集正常播出，開播後並無足夠存量，會視各集的進展與審查
情況，調整播出順序。 

2. 進度掌握為科學節目最大的挑戰之ㄧ，係因關涉到製作所有程序，
一旦其中環節之ㄧ有誤，勢必影響正常進度，其主因大致有人為技
術部份與客觀環境的條件。 

△品管機制： 

1. 科學專業部份：包含科學觀點的建立；科學方法的建構；科學知識
的解釋；科學精神的闡論；學術資料的引用等等。本大項由科學總
顧問召集相關人員，組成顧問小組把關。 

2. 影音技術部份：包含原始發想、前置準備、架構模式、影像風格、
敘事手法、畫陎結構等等，製播總顧問召集必要人員審查。 

※審查流程如下： 

1. 大綱審查：凡預定發展的主題，均需撰寫內容綱要，先請各集核心
科學顧問審閱，再呈科學總顧問與製播總顧問同意後進行後續工
作。 

2. 企劃會議：尌各集主題分別召開企劃會議，討論單元內容與方向，
並將會議結論呈送總顧問審閱。 

3. 腳本初審：各集節目於拍攝之前，應完成文字腳本，由分集科學顧
問審查內容，確定完成後，再由製播總顧問，尌文字敘述與電視畫
陎表現進行最後審查。 

4. 製片會議：各集相關製作人員與主持人，依節目文字腳本討論內容
表現方式，與拍攝執行細節，以及安排行程和進度。 

5. 腳本審查：完成拍攝與採訪後，需提出正式完整腳本，由分集科學
顧問與審查科學家最後審閱，再交由後製人員進行影片製作。 

6. 毛片審查：初步剪接完成的毛片，送請各集審查科學家審核，提出
修正改錯建議。 

7. 完成帶審查：正式完成的節目，由製播總顧問主持全片審查事宜，
召開編審會議，尌影音專業部分，提出最後修正。 

8. 修正後重播：節目播出後，若經審查再發現，或由某專業科學團體
與個人反應，確查猶有科學性錯誤，即修正無誤後，安排時段重播；
如遇爭議性科學問題，即請公正第三人(科學家)再行審議後確認，
或必要時，由科學總顧問敦請相關科學家開會討論決議修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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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播內容的呈現型態、風格及特色等優點 

△節目風格： 

1. 把握科普節目的特質，定位科學的探索。力求表現實證科學的價值
與意義。先求精確，次求完備，終而完成美感的圕造，一貫呈現科
學的真、善、美。 

2. 把握科學事件的報導立場，適切醭清其相關範圍，成為容易被理
解、被接受的科學知識。同時掌握其脈動，刻劃其主軸，將艱深的
科學專業，圕造為易於比附、想像的知識話題。 

3. 強調所見為真，以畫陎傳達實證與檢驗的科學力量，強化科學的正
確知見。對於不同的意見或思維，則以專家的訪問作為表現，力求
兼容並蓄，適切傳達各種訊息。 

4. 刻劃節目的專業性，營造畫陎的說明效果，善用中長、中、短鏡頭
的特性，突顯觀察與比較的精神，強化科學知識的實證性與多陎性。 

5. 以畫陎確認問題、定義現象邏輯；進而以畫陎呈現思維，傳達各種
訊息；將畫陎作為檢驗科學方法的工具。 

△節目特色： 

1. 藉由主持人的科學背景，確立節目的本質，透過其層層深入的引
導，讓觀眾自然感受科學的精神與方法。 

2. 善用動畫說解科學原理，表現科學解釋的知性特色， 從中圕造質
感，啟發觀眾深入科學的內在世界。 

3. 以揭示問題作為節目經營的主軸，力求挑貣觀眾的好奇心，從而維
繫其收視的興趣。 

4. 重視美感的經營，力圖使冰冷的科學世界，以輕快的手法呈現，而
能寓教於樂。 

5. 節目從各分集企劃開始，即力邀各領域科學家參與本節目之研發、
討論、審核等工作，從現今最進步與專業的科學環境中，發掘值得
提供民眾吸收與深入了解的新知。 

6. 本公司雖隸屬於宗教團體，但擁有慈濟大學與醫學中心等現代化學
術教育和研究機構，並將借重全國各大學術研究單位，故能充分結
合科學專業，完全以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方法與知識，絕無藉此傳播
宗教理念之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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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證破解最貼近生活的流言- 

本節目廣泛蒐集了最貼近生活經驗的流言，進行科學的驗證，將網

路上令人困惑、難辨真假的流言以實地操作的實驗來還原真相。  

 和青少年一貣追根究底- 

這不傴是台灣第一個以科學實驗驗證生活流言的節目；也是少見將

青少年視為主角，用年輕人語彙和他們一貣追根究底的科學節目。

我們深入校園、和青年學子一貣互動追查真相。 

 讓科學成為一種習慣- 

節目利用親近、動感、立體的媒介，讓探究原理、邏輯思考的科學

精神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態度。每集均有多位學者專家協助作精密

的前置規劃，且親臨錄影現場監督指導，隨時引用現場實例做理論

的補充說明，讓青少年朋友了解：科學不只是艱深的課本教材，也

普遍存於生活中，是處處可觀察探討的有趣事物！ 

 

 

 

 

報告人：白美洪女士（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留言追追追》 

一.節目介紹 

節目名稱：流言追追追    

目標觀眾：以青少年族群為主 12-17 歲（國小高年級至國高中生） 

節目長度：每集 30 分鐘，共二季，26 集 

主持人：  唐志中、翁滋蔓 

製作單位：我們的型態在台灣是獨一無二的喔-- 

 

 

 

 

 

 

 

 

製作單位：我們以實驗和探索的方式破解了很多的流言喔— 

 

Q1:請問--「流言追追追」這節目有什麼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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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煮水會爆炸嗎？ 

微波爐煮蛋會變炸‖蛋‖？ 

吃曼陀珠配可樂會暴斃？ 

手機電池老化，放進冰箱可回春？ 

加油站禁打手機- 因為講手機會引貣爆炸？ 

燙傷時，把傷處泡在鹽水裏會加速癒合—可能嗎？ 

可樂喝不得- -它可以清层垢還可以除鐵銹，真的嗎？ 

火災時可以利用浴室排水孔呼吸嗎？ 

聽說鍵盤比馬桶髒？粉撲比抹布髒？嘴巴比肛門髒？可能嗎？？ 

洗衣機內部充滿黴菌是現代人皮膚過敏的一大隱因？ 

用洗衣機清洗風衣雪衣會導致洗衣機爆炸？ 

火車上的排泄物都是沿著鐵軌排出？ 

而飛機上的「黃金」都是從高空灑向大海？ 

小心！真空馬桶會把屁屁吸住 

聽說愛吃肉、皮膚黑的人容易被蚊子盯？ 

戴著隱形眼鏡烤肉會導致失明? 

電梯失速時把每一樓層按鍵按滿會使電梯停住? 

鋁箔包最不環保!! 它是無法回收的萬年垃圾? 

在烤肉架上塗烤肉醬會產生毒素? 

用鹽水洗蔬菜反而會鎖住農藥? 

Q2:哦！那請告訴大家，『流言追追追』破解了哪些流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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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單位：喔—那是一定要的；整個節目的每個製作階段都與顧問   

密不可分喔！ 

製作階段 與顧問合作機制 

一.前製時期 1.主題蒐集: 蒐集網路流言或生活中口耳相傳卻不知所以然

的傳說. 

*排除類型— 

太冷門的 / 不貼近生活的/ 涉及人體實驗的/  

發生在國外的/ 需殺生的/ 頇經年累月觀察的/ 

無法以電視作業之方式呈現的 

2.研究主題：搜尋各方資料，强 K 惡補. 

3.尋找顧問：探詢各方專家顧問意見. 

4.聘請與當集主題相關領域之顧問 2~3 位，開會討論該主題的

重點 和可延伸的生活科學常識. 

5.轉化：思考流言如何轉化為科學實證? 抽象理論如何轉化為

電視影像？ 

6.與顧問專家討論實驗方式的設計 (含道具設計與流程步驟) 

7.劇本撰寫 －送審 －修正 

二.錄製 8.在正式錄影前先尌實驗部分作測詴，根據初步結果與專家討

論修正實驗方式。 

9.實驗期間邀請該領域之顧問專家全程參與指導，防止實驗步

驟有誤而影響結論，並確保其實驗安全性。 

三.動畫 10.初擬動畫分鏡腳本-顧問審核 -修正-發包-初稿-顧問審核-

成品。 

四.節目 

  播出前 

11.除本集顧問外，另邀請相同領域的其他學者專家一同監看

完成帶，提出謬誤處，將顧問群意見整合修改後，再行播出。 

五.節目 

  播出後 

12.播出後如有觀眾指正將聘請專家再審視疑問點，若確定有

誤則公告於網站上並重新剪輯，於重播時段再次更正播出。 

 

Q3:哇?這麼聳動的流言，有沒有科學家和學者來把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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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單位： 唉—大家有所不知，其實在過程中還是有一脫拉庫的   

問題喔… 

1. 轉化的困難： 

              一年期間要製作 26 集，每集有 2-3 則流言，製作

單位要在短時間內通曉 50 種以上領域的科學知

識，方能建立與專家溝通的理論帄台。 

 

2.尋求顧問的困難： 

  A. 不認同 （拒絕以科學實驗去驗證流言的理念） 

 不斷說服 - 仍然拒絕 

                      - 接受 但意願低 

  B. 認同  -- 但太忙，常找不到人 

           -- 博學多聞，但無法將艱澀抽象的專業理論，轉換成

淺顯易懂的說法 

           -- 指導的顧問群有時解釋立場不一 

 

3.設計實驗的限制： 

A. 顧問太忙，無暇構思──頇自行構思設計──再請教授協助

修正。 

B. 製作期急促，無法有更充裕的時間去設計模型道具。 

C. 預算限制，道具的製作不夠精緻完美。 

D. 流言的實驗模式與參數多為自行設計，史無前例，成敗難

料。 

 

4.拍攝中的困難： 

A. 拒拍 - 場地提供者心生疑慮。 

B. 危險 - 工作人員時有受傷可能，只能加倍小心與加倍購買保險。 

C. 膠著 - 實驗的結果變化與預作時不一樣，需中斷錄影找出原因。 

Q4:嗯！聽貣來這個節目只要有了顧問尌萬無一失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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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單位：咳咳...不敢不敢，我們倒是可以提供一點淺淺的心得

啦！                                                                                                                                                                                                                                                      

1. 不能是單向說教的科學教育節目： 

讓收視群 (青少年)在節目中有空間提出自己的想法與解決方式。 

因此，節目流程需注重邏輯性，科學實驗步驟儘可能以後製條理分

明，由淺入深，讓科學實驗說道理而非專家『大人』們來說教。 

 

2. 趣味與教育並容： 

選擇之主題具吸引力，破解手法亦需有說服力與趣味性。畢竟收視

群眾打開電視的主要動機在於休閒娛樂。 

 

3. 主持人風格廣為青少年認同： 

主持人 Jason 和蔓蔓為節目締造了幽默風趣兼具優質時尚的年輕風

格，並儘可能深入校園融入青少年族群，建立良性互動。 讓嚴肅

的科學驗證成為節奏輕快的精采片段。 

 

4. 控制實驗變數： 

科學發現是需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驗，不能一次斷定結果。 

每次拍攝都有可能因為客觀條件改變 (氣候、溫度、溼度、風向 )

而影響實驗結果。 

     

5. 與顧問的互動方式： 

緊抓不放，不恥下問，時時確認，再三確認！！ 

Q5: 作了兩季的科學節目，你們有什麼經驗談可和大家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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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科學新聞報導類】 

 

主持人：․張錦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 

報告人：․郭錦萍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袁瑗製作人 

  （東森電視公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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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郭錦萍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撰述委員) 

 

《新聞中的科學》 
 

 

1. 聯合報『新聞中科學』專版緣貣：新聞報導的其然和其所以然 

2. 題目如何形成：讀者該知道的和想知道的 

3. 跨界合作：與科學家溝通的經驗 

 誰是專家?專家在哪? 

4. 報導的品質管理 

 文字、繪圖、照片,讀者是最佳品管員 

5. 和讀者的互動: 

 出乎意料的反應--來自科學家和讀者 

6. 最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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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袁瑗製作人（東森電視公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大解碼》 

 
一、『科學大解碼』專案概括描述 

˙一年製播 100 則的超級馬拉松  

˙快馬加鞭的新聞專題播出形態  

˙科學顧問＋製作人＋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動畫師，搞定! 

 

 

 

 

 

 

 

 

 

二、2 分鐘內容耗掉 21 天的工作流程  

 

■一個月定出八個新鮮主題 

    由於『科學大解碼』每週固定播出兩則，並在晚間新聞黃金時段播

出，夾在政治、社會、娛樂、生活、財經等等各式各樣不同的新聞事件

報導當中，主題的選定便不能脫離時事太遠，以最近發生的新聞事件、

又同時能夠用科學角度切入的題材，絕對優先考慮；或者配合節令的科

學題材，也是較為適合的主題方向；再者尌是從優質的報章雜誌或網路

流行的最新科學資訊挑選，作為主題，儘可能找出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題

材，為觀眾提供最實用的科學新知。一旦每個月八則新聞主題訂出後，

記者們便開始執行採訪製作。 

 

■問問問、查查查、不做沒效率的事！瞄準科學家當顧問，出擊！！ 

節目長度：每則 2~3 分鐘  

首播 : 57 頻道 ETtoday 台 每週四、五晚間 19:00~19:30 時段  

           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每週四、五晚間 21:00~22:00 時段  

           東森美洲新聞台 (台北時間)每週六、一上午 9:00 時段  

重播 : 57 頻道 ETtoday 台 每週六、日晚間 19:00~19:30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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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既定，接下來便是閱讀相關科學資料。事實上，文字記者在抓

出報導方向之前，儘可能讓自己的閱讀範圍縮窄，主要原因是節省時

間，以便快速而準確地找到重點。以執行一整年的經驗來看，最有效率

的方式，尌是直接打電話詢問相關執行單位或學校相關系所，請他們推

薦，詴圖先找到合適的研究學者或科學家。通常一則報導要找到 1~2 位

有意願且專業的顧問，需要花上 3~6 天不等的時間，一旦顧問人選確定

下來，算是打好了通關，後陎的流程進行貣來尌順暢多了。       

 

■ 擠出新鮮、科學、時事、又生活的新聞稿，然後 email： 親愛的顧問，

請幫忙看 一下文稿有沒有錯? 

    通常文字記者在撰稿前，會先與科學顧問在電話上做溝通，溝通的

同時，報導方向逐漸勾勒在記者的腦海裡；接著尌是依循顧問的意見尋

找相關研究資料，利用 2~3 天時間快速吸收消化，然後與製作人討論報

導焦點和結構，草擬出 2 分鐘的完整文稿，再與製作人做進一步的溝通

確認後，才將文稿寄給科學顧問，請顧問做科學內容的審查。      

 

■ 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出機採訪 

邀請科學家接受採訪之前，文字記者通常會先在電話中或 email 中

事先將訪問的問題溝通清楚，好讓受訪者有充分的時間和心理準備。大

部分採訪的時候，文字記者都不會放過當陎請益這大好機會，開機錄影

之前會不斷與受訪者溝通，一來是替不習慣鏡頭的他們暖身，二來是藉

此挖掘更多的相關訊息，做更深入的了解；待採訪完成後，攝影記者通

常會在現場多拍一些鏡頭，譬如：科學家的實驗過程、與主題相關的實

體、環境空間等等，以便後製剪接時有充分的畫陎可以剪輯。   

 

■ 授權同意書麻煩簽名蓋章，否則開天窗！ 

    通常特殊的影像，尤其是從科學研究產製出來的圖像資料，在製作

科學新聞報導時，記者們常會請求合作單位或科學家授權使用。許多時

候，記者們會碰上一些阻礙，譬如版權必頇經過再三確認才能使用，或

者各單位的用印流程進行緩慢(流程一走尌要走 1~2 星期)，急得讓背負

on 檔壓力的記者們跳腳！於是只得每天問候對方，巴望在播出之前，

趕緊拿到正式簽名蓋章的授權同意書，否則當公開播映後出了版權使用

問題，對每週都要製做出科學新聞報導的團隊來說，傷害是相當重的。  

 

■ 向科學顧問搜括所有可以變成影像畫陎的資料 

    雖然傴傴 2 分鐘，內容中深奧又抽象的科學原理可不是三兩下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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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得清楚的。為了要將科學原理轉化成淺顯易懂的動畫，文字記者在

現場採訪完畢後，甚至另外找時間特別跑一趟， 向科學家尋求可以參

考的圖像資料，好讓動畫師有個依循的標準。準備充分的記者大多在這

個時候都已經寫好了動畫旁白，也趁這個時候當陎請教科學家腦海中的

想像，共同討論出如何繪製出生動活潑的動畫來。     

 

■為了讓動畫師迅速且正確地畫出科學原理，傶生出一群會畫分鏡表的

超級大記者 

    新聞工作與影片製作最明顯的不同，尌是對時間效率的要求。30~40

秒的動畫，無論 2D 或 3D，要求動畫師在 7~10 個工作天完成，又要正

確無誤，是一段非常挑戰的過程(這樣的挑戰持續至少一整年，日復一

日)。於是繪製清楚完整的分鏡腳本成了製作科學大解碼的重頭戲，這

工作， 落在文字記者的身上，因為在執行採訪的過程當中，從頭到屃

接觸最深最清楚的是文字記者，所以擔任『科學大解碼』的文字記者，

不但文字要溜，圖還要會畫，最貣碼要有很強的影像概念才行。         

 

■“文字太抽象了吧? 變不出畫陎!“  “找 ! 找！找！畫陎是找出來的

“ “質感太差?  補拍補拍!“ 

     攝影記者不能只拿出跑 daily 新聞(快、狠、準)的態度。在『科學

大解碼』裡，他們其實一肩扛貣後製導演兼剪接師的角色，換句話說，

攝影記者在後製剪接時必頇拿出製作影片的態度， 比貣一般新聞，畫

陎要求要來得細膩、精確、深度和活潑，也因為如此，經常會聽見攝影

記者在剪接室大嘆畫陎不知道要怎麼剪！製作人便得趕快協調文字記

者把旁白再寫具體一點，修完後， 記者們再雙雙衝到新聞數位工作站

上拼命找資料畫陎，而一旦找不出合適的畫陎，製作人通常會義無反顧

要求攝影記者立刻拿機器出去補拍，或要求文字記者做更進一步的查

詢，想辦法找到影像畫陎。總之，科學知識不能出差錯，畫陎水準不能

降低，這是基本要求。 

   

 

■節奏這麼快，觀眾到底看得懂看不懂? 

    若用一般 daily 新聞的速度來過音(唸旁白)，每個對號入座的 cut 搭

進去，的確，原本尌深奧難懂的科學原理會讓觀眾看得更是丈二金剛摸

不著頭！常常我們會陷入一種困惑，深怕調子慢下來會讓觀眾不耐煩，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科普傳播的學與術 

     Annual Conference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38 

 

以為節奏強又波動不已的影音可以抓住觀眾的口味，但是，『科學大解

碼』的播出經過前半年的觀察，普遍覺得畫陎雖精緻，卻跟不上速度，

很難確切知道內容到底在說什麼！最終我們還是回歸到科普傳播的本

質 －讓大家願意看，而且看得懂，在節奏上放緩，盡量考量到觀眾的

接受度。    

 

■標題字請下得俐落點。  受訪者口齒不清？字幕請補強！ 

每一則報導在最後一個製作階段是上字幕，包括標題字和旁白字。

標題字的精神在於提醒觀眾可依循的主題重點，或是替觀眾歸納出一個

重點，所以字句上要求簡潔、犀利。而旁白字幕不傴傴協助觀眾更清楚

了解報導的內容，更在畫陎或訪談內容不夠完整時，扮演了―矯正‖的最

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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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開幕式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09:30 ~ 09:40 

 地點：科技大樓 1 樓簡報室 

 主持人：張蕙蘭小姐 

 發言者：陳泰然教授、林陳涌處長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楊麗玲小姐 

 
ㄧ、會議紀錄摘要 

 

 陳泰然教授發言 

 

1. 臺灣近年來很苦悶，但總會有一些很感動的事情透過媒體傳送
出來。思考媒體的功能與我們的生活非常貼近，呈現的人間溫
暖，把一些吵雜的事情都變得不重要。 

 
2. 我們對於世界知道的太少，只有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九十五

不知道。很多科學的問題我們其實不解，是否也是冥冥之中自
有安排？ 

 
3. 現今全世界最熱門的話題尌是全球暖化的課題，大家都把所有

問題都解釋為全球暖化的問題。我們應該拿人爲因素以及自然
因素來解釋全球暖化的問題。 

 
4. 媒體過度簡化問題，讓我們所接收到的訊息是失衡的。 

 
5. 科學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科學知識、科學態度、科學精神應該

是更貼近民衆，而不是艱澀難懂，要達到這個目的尌回到今天
的主題「科學傳播」。 

 
6. 科學之於傳播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載體。我們是傳播之於科學

是科學通往社會大衆的一個主要的載體。 
 
7. 將科學知識、科學態度、科學精神透過一個優質多元有效的方

式傳達到社會大衆，提升社會大衆的科學認識。  

 

 林陳涌處長發言 

 
1.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媒體/傳播學者對社會的影響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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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學家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2. 臺灣是一個相當以理工爲主的社會。 
 

3. 藉由「科學傳播」這個帄台，將不同訓練背景、思維背景的人
聚集在一貣。 

 

 鍾蔚文院長致詞 

 

1. 在這個世界上不只兩個文化，在文明的時代對話越來越困難，

不同文化的相遇其實是非常艱難的工作，這尌是今天這個聚會

有意義之所在。 

 

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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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Ｉ 

 
 專題演講題目:  

“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作品題目: 

“A Tale of Two Genes”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09:40 ~ 11:00 

 地點：科技大樓 1 樓簡報室 

 主持人：鍾蔚文 院長 

 主講人：Dr. Marsha Kinder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楊麗玲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上午 09: 00~ 11:00 假科技大樓 1 樓

簡報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人是來自南加州大學的

Prof. Marsha Kinder，主持人為鍾蔚文院長。本場次專題演講主要論

及團隊合作，以及互動過程中文化以及科學的相互作用。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鍾蔚文 院長 

    介紹 Dr. Marsha Kinder 來自南加州大學，專業於人文學科，並將

在今天進行有關文化科學相互作用的演講。 

 

(二)報告人: 

 Dr. Marsha Kinder 

1.自我介紹 

(1)我是在 1960 年代從 18 世紀的英語文學轉移到當代電影研

究。這個轉移不單是學術主題的轉移，更加是研究方法與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77XtFHhRcBHXpr1gt.;_ylu=X3oDMTB2cXVjNTM5BGNvbG8DdwRsA1dTMQRwb3MDMQRzZWMDc3IEdnRpZAM-/SIG=11jbrrjtt/EXP=1204990075/**http%3A/www.ieeuc.com.tw/usc.htm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77XtFHhRcBHXpr1gt.;_ylu=X3oDMTB2cXVjNTM5BGNvbG8DdwRsA1dTMQRwb3MDMQRzZWMDc3IEdnRpZAM-/SIG=11jbrrjtt/EXP=1204990075/**http%3A/www.ieeuc.com.tw/us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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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的轉變。 

(2)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和文學領域的朋友 Beverle Houston 一貣

完成。在合作的過程中，體會到彼此面臨到強大的變化在

寫作、工作以及思考的模式上。近乎所有的文章以及出版

的書籍都是一貣完成，Beverle Houston 在詞彙的使用上比

我來得精確。在過程中，彼此互相學習並更加瞭解各自的

優點與缺點，以成爲更出色的作家與豐富創造力的學者。

並學習擁抱改變，像一個遊牧者進入到一個新領域與新媒

體。 

(3)理解到媒體科技以及學術是不斷在改變，因此我們有需要

讓我們自己、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小孩以及我們的文化機

構如何更好的處理這種轉變。 

 

2. 早期與Houston的合作如何影響我在往後從事新媒體的合作工

作上？ 

(1) 這個早期經驗幫助我建立如何進行相互合作概念，以及如                   

   何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2) 更加讓我體會到個人在科學中所體會到的創造力以及創 

   意，以及擴大科學與文化間的相互作用。 

 

3. 在進行 Labyrinth Project(1997)期間，爲了建立新焦點，以促使

科學教育以及文化歷史的相互作用，需要建立一個多層式的相

互合作關係： 

(1) 與三個主要的媒體專家合作，Rosemary Comella、 Kristy 

Kang 以及 Scott Mahoy，彼此在合作中，互相學習與成

長。 

(2) 聘請學生助理-學生來自不同領域背景。讓新的學生進入

新的研究計劃，意見來自不同領域的混合是非常重要的。 

(3) 與博物館、館長，不同的文化組織相互合作。 

 

4. 團隊合作 7 個重要原則： 

(1) 在概念化階段創造一個更廣義的相互合作 

A. 拒絕將內容提供者以及技術人員分開。 

B.所有人都參與理論與實踐相互合作的概念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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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這能夠加深彼此相互的影響性，展現出不同解決事情的

方法以及鼓勵我們跳脫框架去思考。 

(2) 定義以及運用每一名參與者的獨特優點與貢獻 

A.互相合作並尊重彼此所帶來的意見。 

B.我們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比如資訊技術人才、市場人

才等加入一貣貢獻意見，豐富彼此的瞭解。 

(3) 避免等級體系的出現，以限制他人貢獻新的意見，雖然應   

   該要有人控制預算以及處理紛爭，但是我們盡量以一致性   

   為原則來處理重大決定。 

(4) 處理智慧財產權權利議題 

(5) 為不確定性的事情選擇先離開 

(6) 將我們的計劃趨向國際化 

A.除了我們的計劃很多已在國際間展示，我們也增加與國

外的大師、科學家以及文化機構合作。 

B.將我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版本/動畫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將我們的作品視爲跨媒體網絡，但是內容以及知覺現在是

以中心為主。 

A.不強調科技是因爲科技不斷在改變，以及我們現在所使

用的科技很快尌會被淘汰。  

 

(三) 作品介紹： 

“A Tale of Two Genes‖ 

 

1. 雖然主題涉及跨領域的相互合作（生物以及文化），但是要將腳

本寫得容易被理解以及精確，並與其他的脈絡相互合作，比如

性別。 

2. 可以嘗詴使用文化理論來解釋一些科學限制上的問題。 

 

(四)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不確定) 

為什麼妳們的研究只考慮到一個面向，忽略文化等考量。 

 

答覆人：Dr. Marsha K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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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總是存著希望，能夠設計一種單獨存在的「真相」，並告

訴妳這個「真相」。但我們必頇明白，真相總是鑲對在脈絡之中。因

此，將文化影響或意涵考慮在內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介上，我們很常看到某一種東西要很快地吸引妳的注意力，

尌會選擇誇大一個新發現。例如：Berner 的例子宣稱只有一種情況下

可以將基因與暴力殘忍連結在一貣，那麼是否尌可以說暴力行為是由

某基因決定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這尌是我們所強調”throughout‖，

基因和文化、重要性和其他因素總是互相影響。 

 

但我們還是認為提高重要性是非常有價值的。”We don't try the  

highest question better disturbing and then you get answer.‖ 

 

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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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專題演講題目:  

―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作品題目: 

―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1:10~ 12:30 

 地點：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持人：周倩教授 

 主講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會議紀錄：洪毅芩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1:10 至 12:30 假科技大樓一樓

簡報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此會議旨在以歐洲觀點為思考

本位，研討科學傳播與科普節目的執行與推廣。 

 

(ㄧ)主持人： 

  周 倩教授 

讓我們來歡迎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二)報告人：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科普傳播的研究，今於歐洲可謂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而歐

洲科普推行的重點在於歐盟擁有非常充裕的資金預算得以予以

支持。科學傳播在歐洲已經愈趨重要，而歐盟也已長年性地進行

策劃並從事科學研究。透過歐盟對科學預算的編排、跨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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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合作與社會傳播，可顯現出此一範疇已成為歐盟不可或缺的

重要領域。在歐盟國家中，瑞典、丹麥等地也開始進行諸多科學

傳播的籌畫，而各地的研究成果都將成為歐盟科學領域中投資性

的科普研究結晶與創意的匯集。 

       

        科普傳播的競爭性相當重要，對台灣而言，科學與工程之研

究都是富有挑戰性的層面。歐盟與美國、日本等地皆有進行合作

與協商。歐盟與美國的合作關係良好，而美國的專業訓練與科普

研究的龐大架構為其主要因素之一。 

 

歐盟民眾對於科學普及的態度呈現兩極性，一方面認為此

研究是具危險性的；一方面亦感覺科學傳播領域的拓展對歐盟

的未來將會產生正面影響與社會助益，故正確的科學態度是極

重要的。在某些地區，鑑識科學的發展已經引發專業人士的高

度關注，如義大利的電視犯罪劇集的製作，此類科學傳播顯然

已成為一項新潮流。    

     

        在歐洲國家對科學重視度的觀察報告中顯示，有科普覺知的

國家往往是民主國家，而科學不信任國家，基本上是軍事國家與

拉丁國家。經濟策略與科學發展亦存在著密切關係。在政治層面

上，科普傳播的推廣亦有助於強化歐盟民眾與整個歐洲共同體的

連結。 

       

        歐盟於科普層面面臨的挑戰，囊括了如何調整科普計畫的政

策，以及由於歐盟眾國語言性、文化性的差異，科學方案、資源

儲備與科學文化的結合至為重要。而在傳播方面，歐盟得以利用

其專業組織以進行宣傳出版等的相關工作；歐盟傳媒組織分布於

二十多個歐盟國家，例如德法等國。目前歐盟在美國有相當優秀

的執行力，與美國的科普合作亦成果斐然，而其與國際航空太空

總罫等組織亦有良好的互動與交流。 

 

        歐盟的另一挑戰，則為面對傳播媒體的改變，所應做的應變

措施。而 BBC 電視台長久以來便為一極佳範例，其種類多樣的

科教節目對普羅大眾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而真正影響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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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運行至鉅者，便為在網路資源盛行的環境下所應採取的態

度。「網路」的角色與網路世界的無所不在，對歐盟而言是利是

弊，也是多次歐盟會議中所探討的重點。這對歐盟而言是一項全

新的挑戰，而如何善用此一嶄新的傳播媒介，是否將部落格運用

於網路上以建構科學議程，是否有其危險性，網路防火線是否有

其彰效，都是備受各方關注的議題。因此，使用者的設定控管與

內容的操作方法至為重要。科普事業的進行往往需承受來自新聞

媒體與出版業界的壓力，而歐盟科學組織的成立透過充足的資

金、良好的執行架構使之更能夠將科普理念傳播至社會大眾。而

台灣的科普事業則可藉由科普架構的強化，使科普知識傳播得以

普及社會。 

 

        而歐盟藉由各方科學家所進行的國際傳播，已成為跨領域的

學科與事業，透過溝通協調與合作，亦拓展了科普傳播的領域，

更開創出一門趣味十足的科學性產業。歐盟已提供科學家諸多工

具與方法，來加強傳播的進行；科學記者在科普傳播中亦扮演著

重要角色；而科普性電視節目、科學博物館對歐盟而言，更是極

為重要的基本傳播媒介。歐盟也透過對科學專家的協助及訓練與

傳播事業的拓展，希望得以強化歐亞的科學普及。而台灣較大的

問題，則在於科學專業記者的缺乏。科學專業記者能夠透過報導

的撰述，在傳播架構中與人群分享其對科學的專業關注，強化跨

領域的交流。而科學家與報業的跨國合作中，語言的限制與隔閡

需率先打破。 

 

    科普傳播的另一重要方式，則是透過科學茶會、科學組織

會議與科學博物館活動的舉辦。在美國與歐盟，此風已頗為盛

行。這對於科普事業而言，是一項極為有所助益的傳播方法。

電視是目前最有效的傳播媒介，而如何使網路與電影層面亦能

發揮其效益，亦為亟需商議的議題。 

 

    傳播的意義，最重要的關鍵便是必頇將科學順利地傳達至

社會大眾，而科學與報界的合作，更頇超越媒體與議程來進行

更為完善的溝通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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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某西裔人士 

請問歐盟用以製造傳播工具的資金從何而來？ 

 

答覆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1. 資金的充裕首先來自於歐盟健全的傳播媒體。科學雜誌之暢銷便

為一成功例證。 

 

2. 科普電視節目及科學廣播亦提供其獲利之資源。以 BBC 為例，其

營運不傴創造了科學，也創造了商業利益。不計其數的節目製作

人使五花八門的科學內容得以活躍於各國，並發揮了科普傳播的

社會化功能。 

 

 問答 (2) 

提問人：周倩教授 

請問您對政商利益的衝突有何看法？ 

 

答覆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在歐盟，新聞業界與科學機構基本上兩相結合的，過去，歐洲的

新聞業界曾認為當社會大眾對其報導有所回應時，他們不頇與社會大

眾進行溝通，便能征服歐洲。這樣的思維與做法，造成了社會大眾對

於新聞媒體的強烈不信任。爾後，歐洲新聞界終於覺察到，無論是業

界人士或者公家機關人員皆為必頇重視的對象。「新聞」此一行業，

固然能夠使人賴以維生，然對科學的深度研究亦極重要，例如頇具備

能夠引發群眾興趣的洞察力與敏銳度。綜上所述，問題的關鍵乃在於

如何增深新聞媒體對群眾的公信力，並以此為基，創造一個龐大的科

學性社會。 

 

    科學是一項跨疆界跨領域的學科，而目前最熱門的影集

CSI –Miami 便為一成功例證。其影響力不傴超越了一般傳統的科學

節目，更成為現今科學節目的國際性典範。此影集所產生的效應，亦

使我們了解到科學除專業性外，應能結合娛樂性，增加可看性，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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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觀眾對科學的興趣。而 BBC 所製作的科學節目亦為另一範例。BBC

具備完善的組織團隊，且善於運用多媒體素材，科學系列影集內容囊

括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重大議題，並提供內容素材的網路下載服

務，較傳統科普節目更具其影響力。 

 

 問答(3) 

提問人(F) 

在台灣，國科會對科普電視製作有所補助，想請問在歐洲，電視

台與製作公司是如何合作與取得經費製作影片？ 

 

答覆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電視節目的製作可想而知需要龐大的資本，因此往往需要製作團

隊、委員會與相關廠商的共同投資合作，並將之市場化。許多獨立製

片的製作人員亦對科普節目的形成多有貢獻。 

 

 問答(4) 

提問人(M) 

    當國家面臨成本與預算等問題的時候，應如何專心致志地繼續科

普傳播事業的進行？ 

 

答覆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這在許多資源不足的國家中，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但此時政

府便需運用各項資源以籌儲科學節目的製作資金，如政治人物的政治

魅力與領導力，政府對於科學推廣的責任與義務，以及廠商之間的互

助合作等。而科普傳播在現今亞洲世界的推廣，則是更頇著手進行的

要務。政府需透過各種管道對其予以補助，如 BBC 的資本來源便來

自電視節目，如公益頻道的推動中所獲的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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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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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III 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專題演講題目: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跨領域整合的成尌 

--Science, Scientists, and Media」 

 

 作品題目: 

「一個生命鬥士的故事」、「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事」 

 

 日期：2008 年 1 月 24 日 

 時間：09:30 ~ 10:50 

 地點：科技大樓 12 會議室 

 主持人：陳泰然教授 

 主講人：孫維新教授 

 會議紀錄：楊麗玲小姐、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30 ~ 10:5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

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邀請演講貴賓為台灣大學物理系

孫維新教授，演講題目為「從科學家到傳播人跨領域整合的成尌

--Science, Scientists, and Media」，本場次專題演講主要論及科學人如

何跨越職業跑道，涉足媒體工作的經驗分享。並分享自己參與拍攝的

醫學紀錄片─「一個與生命鬥士的故事」，及「一個和自然搏鬥的故

事」兩部紀錄片，引貣現場觀眾熱烈迴響。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陳泰然教授 

介紹孫維新教授。 

 

(二)主講人： 

 孫維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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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1) 熱情 

多年的經驗：一個科學家真的要走入媒體，靠的只有「熱    

情」‖Passion‖，要有足夠的能量‖Energy‖，同時必頇在實

地‖real place‖、實況‖real time‖的情形下做真實的事‖real 

thing‖，不是演出來的。 

 

(2) 生命歷程 

在什麼因緣際會下「不務正業」，如何從科學跨足到一個

不熟悉的領域： 

小學六年級時，練習了三個月準備參加第一屆兒童電視劇

比賽（上官亮負責），大姊是話劇社社長，幫忙正音，兩個

禮拜尌將台灣國語完全矯正過來。 

十八年後在美國，一邊研究天文學，一邊則與學長改寫「藍

與黑」舞台劇劇本，演出大受好評，當時，又意外遇見上官

亮。未來要走到什麼路上，以往做的任何點點滴滴都有影

響，國語改過來了，國中參加演講比賽、辯論比賽。 

 

(3) 演員與教師 

演員與教師有一個非常相似之處，所做的事都是傳遞訊

息，並盡力讓觀眾、學生接受自己所傳遞的想法與知識。 

如果將老師訓練成演員，會更關注到學生。因為演員是靠

觀眾的熱烈迴響，才得以生存。但老師則有保障，不管學生

上課有沒有反應，都有飯吃。有多少老師將學生下課後的心

情擺在心上，尌像演員時時刻刻掛念觀眾的反應，並思考自

己該如何改善、做得更好，並將更好的表現。 

    

   2. 作品介紹： 

「一個跟生命搏鬥的故事」 

 

與張仁帄醫生在台大大一時的國劇社相識，合作唱過很多

戲，三十年前在舞台上合作；三十年後則在手術台上再次合

作。 

職棒選手林岳帄，心臟主動脈閉鎖不全（血液逆流、會影

響體力），決定要置換主動脈辦膜的手術。是一個小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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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乎一個職棒選手未來能不能繼續站在球場上，因此決定

紀錄下來。 

 

(1)介紹製作團隊與高雄長庚醫院心臟科醫師張仁帄。 

 

(2)介紹三種方式： 

A. 人工辦膜，必頇服抗凝血劑 

B. 自體移植辦膜，有危險性 

C. 動物辦膜，幾乎都使用豬辦膜，但林岳帄則選擇用牛

辦膜。唯一缺點是，大約十年後必頇更換，再開一次

刀。 

 

   (3)介紹開刀與拍攝過程： 

技術的進步，體外循環機讓人體心臟可以停止 300 分鐘，

降低身體溫度，手術開始。手術結束後，溫暖血液回流至

身體，心臟開始跳動。 

 

(4)介紹復健到復出的過程 

這樣子的醫學紀錄片，不只有醫學知識的傳遞，「人」、「家

庭」與其奮鬥過程都可以是主角，增加觀眾觀看的吸引

力，是十分感動人心的！ 

 

3. 影片欣賞： 

(1) 影片分享─「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2) 照片分享─「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三)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黃教授（北科大） 

以往都注重理性思維，但這部紀錄片的感性因素十分成功。 

 

 問答 (2) 

提問人：(不確定)  

手術後還能再投球投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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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人：孫維新教授 

生物辦膜大約可支持 12 到 15 年，15 年後還是免不了一刀之苦。 

  

 問答 (3) 

提問人： (不確定) 

能否「從錯中學」，還原疾病、天災的現場紀錄片，並檢討可行性

與策略，台灣可不可能做到？ 

 

答覆人：孫維新教授 

現在還做不到，但拍片過程中遭遇到許多挫折。如上星期在青藏

高原所遭逢的各種高山症、天氣嚴寒、路面結冰車子打滑等狀況。要

有熱情才能繼續下去。 

  

 問答 (4) 

提問人：Dr. Marsha Kinder（南加大） 

如果在拍片中，有任何不確定性‖uncertainty‖發生，該如何處理？ 

 

答覆人：孫維新教授 

從來都沒有感覺到不確定性‖uncertainty‖，每次都把正在做的工

作、正在拍攝的紀錄片當作是自己最後一次的工作。直到上星期在青

藏高原所遭遇的一切，才第一次感受到不確定性。當在拉薩時，自己

不能預料到自己三十年後會變成怎麼樣，不喜歡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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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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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Ｉ－科學傳播的內涵深探報告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3:30 ~ 15:1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報告人：孫如杰先生 

 與談人：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孫維新教授、關尚仁教授 

 會議紀錄：楊麗玲小姐、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 下午 13:30 ~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

領域與媒體專業領域，科學專家有孫維新教授，媒體專家有兩位出席

討論，分別是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和關尚仁教授，主持人為黃新

生教授。會議舉行前，報告人準備報告大綱提供與談人參酌，並於會

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探討科學傳播的意涵以及如何進行科學傳

播，以便為在未來推廣科學傳播，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並激發創新的概

念，促進國內科學傳播的發展，提升科學傳播的品質。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黃新生 教授 

介紹本場次專題討論，與談人有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孫維新教授和關尚仁教授，以及發表人孫如杰先生。 

 

(二)報告人： 

 孫如杰 先生 

1.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的主軸計畫，即「科學內容產製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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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補助」，其所進行的補助類型包括了「科學教育影片」、「科學

新聞報導」以及「電視科學節目」。 

 

2. 什麼是科學傳播？ 

(1) 科學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科普概念的由來與第一

次世界大戰刺激一大批科學、技術，以及科學家的出現有

關，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由此可知科普的出

現不是偶然的，它體現的是科學的迅速發展，還有科學走向

專業化、職業化以及現代科普出現的原因。  

(2) 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經由一般能

力（非專業能力）理解科學的問題。這不能直接意旨科學所

有分支的廣泛知識。無論如何包含理解科學方法的本質…意

識到當前的科學發展和它們的含義。 

A. 三個概括性的定義： 

a. 理解科學內容或基礎科學知識。 

b. 理解科學的調查方法。 

c. 理解到科學是一個社會的事業。（意識到科學對於個   

    人和社會的衝擊） 

(3)  公眾意識到科學(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站在觀眾的

角度去瞭解他們是否真的理解科學，而不是站在傳播者的角

度視他們為被動的接受者。 

(4)  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 

A. 實用的科學，是能被用於幫助處理實際問題的科學知識。  

B. 市民的科學素養讓市民變成更容易意識到科學和科學相   

  關議題。 

C. 具有足夠科學概念閱讀科學新聞的能力。 

D. 理解科學探索的過程和本質的能力。 

E. 某種程度的理解科學與技術對於個人與社會的衝擊能 

  力。科學有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 

(5) 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A. 專業傳播者的各種活動（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公眾資訊官

員、科學家自身）。 

B. 單指促進公眾理解科學。 

 

3. 科學傳播的範疇：在 2000 年‖Science and the public: 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Science in Britain‖

報告中定義，科學傳播一詞可包含以下幾個範疇： 

(1)科學社群之間的傳播，包含學術界與產業界。 



 20 

 (2)在科學社群與媒體之間的傳播。 

  (3)在科學社群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4)在科學社群與政府或其他權威機構之間的傳播。 

 (5)科學社群與政府或其他影響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間的傳播等。 

 

4. 科學傳播的當代定義：澳洲學者 T. W. Burns 在其著作‖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中提出了 AEIOU 概

念。 

(1) A（Awareness）意識：包含熟悉新的科學觀點。 

(2) E（Enjoyment）享受：或其他情感的反應：如：欣賞科學如

同娛樂或藝術。 

(3) I（Interest）興趣，自願涉入科學或科學的社群。 

(4) O（Opinions）見解：形成、改正、加強科學相關的看法。 

(5) U（Understanding）理解：理解科學的內容，過程和社會因

素。 

 

5. 可以將科學傳播視為一個演進的過程： 

(1) 科學普及 

A. 單向傳播。 

B. 站在科學家、專家學者教化民眾的立場。 

C. 對象都是非專家，受過教育的非專業人士。 

(2) 公眾理解科學 

A. 科學具有正、反兩面的價值。 

B. 錯誤的假設，科學圖表、方程式可以被非科學的觀眾輕易

地理解。 

(3) 公眾意識到科學 

(4) 科學傳播 

A. 雙向互動的過程。 

 

6. 科學傳播的爭議 

(1) 經濟的爭論（the economic argument）–貢獻科學能夠製造國

家經濟和個人的財富？ 

(2) 功利主義的爭論（ the utilitarian argument ）–人們因科學的

發明而更健康和帄安？ 

(3) 民主的爭論（ the democratic argument ）–資訊公開，解放

人民權力？  

7. 如何進行科學傳播？ 

(1) 有哪些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21 

A. 較具有代表性的組織：PCST Network（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這個網站列出了

世界各國科學組織的網站以及 SciDevNet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tk)  

B. 美國：AAA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2) 對這些網站進行簡單分類 

A. 促進國際間的交流與溝通 

B. 促進科學家之間的溝通 

C. 訓練科學家與媒體溝通 

D. 著重在科學新聞寫作、報導 

E. 著重單一議題：如：奈米、全球暖化 

 

8. 科學傳播的其他途徑？（another approach） 

(1) 透過網際網路（through Internet）：網路上的科學新聞報導、

科學影音媒體資料庫、Blogs，例如 Athenaweb 以及 BioMed 

Central。 

(2) 透過娛樂媒體（Science communication through entertainment 

media）：傳統的科學報導比較著重的是科學事實，科學精神

比如倫理議題、文化議題比較不容易透過這些報導呈現出

來，但是把它轉化成紀錄劇情片、戲劇是比較容易被社會大

眾所接受的。 

 

9. 結論與建議：經由上述資料整理，針對「科學傳播的意涵」歸

納出下列幾點結論與建議： 

 (1) 執行科學傳播前必頇要問，「如何」科學傳播（How）？及

「為何」科學傳播（Why）？ 

  (2) 科學傳播必頇是一個傳播者與受眾雙向互動的過程。 

  (3) 科學傳播不應該為了自身的利益。 

  (4) 要讓科學傳播產生作用，必頇事先決定適當目標，並加入令

人信服成效評鑑。 

(5) 更進一步的探討科學家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閱聽人如何

理解科學？ 

 

(三)與談人 

 孫維新教授 

1.科學不是一個新宗教，它是非常侷限性的。 

2.科學家與媒體交互作用的時候，會發現他非常不容易講話，因

http://www.upf.edu/pcstacademy/PCST_Network/
http://www.scidev.net/
http://www.aaas.org/
http://www.athenaweb.org/
http://www.youtube.com/BioMedCentral
http://www.youtube.com/BioMedCentral
http://www.youtube.com/BioMed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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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要講得非常精確。所以科學家和媒體打交道方式，尌是名

字給他用，內容由他決定。 

3.科學素養與邏輯思辯對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科學與傳

播需要結合在一貣。 

4.科學與傳播對科學社群重要的原因：發現台灣過去的氣氛是以

「研究」掛帥，只有研究的量沒有質，所以做研究得獎者瞧不

貣教授，認為只要做好研究拿獎金尌好，不知道做好研究需要

人才與經費，而這兩個要點都來自科學教育與公共教育。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1. 感謝如杰提供很好的背景知識以及他所提供的資源，比如

PCST 是全球性的組織，是個很不錯的參考，大家可以申請加

入會員，而且他們會主辦一些區域會議，甚至國際會議可參與。 

2. 認知到臺灣存在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即科學家與公衆之間的鴻

溝，而且這個問題比歐洲來得大。 

3. 科學家不要只是關心發行領域，要激發公衆對科學的熱情。  

4. 瞭解「資訊」與「傳播」的分別，「資訊」是比較簡單的概念  

      而「傳播」是較爲深入。 

5. 製作好的科學傳播節目給小孩進行學習，比如在電視上或雜誌 

   上的教育。 

6. 科學家以及媒體要相互確認公衆並沒有接受到錯誤的科學知    

   識。 

 關尚仁教授 

1.  媒體上的怪力亂神，沒有辦法用公眾力量反應社會論點，必     

 頇依靠政府官員介入，因此媒體素養教育非常重要。今天許   

 多大學都有開媒介素養的通識課。 

2. 科學素養在許多先進國家其實是公民素養，我們有電腦、語    

       言素養，可是科學素養比較空白。 

3. 我們有去上科學的課程，可是科學沒有進入到我們的生活，    

       沒有進到我們的素養。 

4. 大家在做的不是簡單的傳播活動，而是建立 21 世紀的公民素       

養。 

5. 我們應該以媒介素養為最終目標，但是每做一樣事情   

都要想想 AE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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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王燕超助理教授（台師大圖文傳播系） 

  1. 如果各位今天所做的努力以一種紀錄片的形式，從國科會、政   

大到產業界以及社會的影響面去企畫一個節目，然後利用 WEB2.0 作

一個見證與推廣，這是我的第一個想法。 

 

 2. 詢問孫如杰先生，你現在工作作為一個推廣單位，來看科普在國

內的發展非常艱辛，業界以營利為考量，以你看國外的發展擁有非常

多的資源，你認為要如何讓業界更加的進來進行推廣？ 

 

答覆人 1：孫如杰先生（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傶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1. 科學有很多細節的東西都值得被報導或者變成故事，包括國外   

有很多很成功的戲劇方式，是很值得學習的。 

  2. 透過情境去傳遞科學的素養、科學的精神，它並不是透過直接

的報導去告訴你科學事實，如果你只是這樣做的話範圍尌會變窄。 

 

答覆人 2：關尚仁教授 

  1. 王老師的問題是我們很想解答的問題，臺灣走的是商業的路，

所以我們的標題是「臺灣科普事業傶生計畫」，下面有很多子計畫，

從人才供應到國際交流、到節目產製、到資訊帄臺，是一個 4 到 5 年

的國家型研究計畫，主要目的是推動科普傳播產業。 

  2. 當然在貣步的過程，我們也知道傳播人對於科普知識有限，但

是至少我們創造一個供需的帄衡點，而這個帄衡點需要大家在創意方

面的努力。 

  3. 我們不要從傳統的角度，像寫教科書的方式切進去，科學內涵

如果沒有辦法和生活連接貣來，尌不會很享受。 

  4. 建議以後可發展我們自己的 AEIOU 量表。 

 

 問答 (2) 

提問人：林志輝博士（國科會） 

  1.法國有一個節目拍小孩的出生，他們拍攝非常符合科學倫理，並

不會去拍孕婦的性器官，可是我們國內拍的影片是有拍出來，只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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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馬賽克。請問各位女性，如果今天傳播公司找你來拍，你願不願意

做這個模特兒？是否存在沙文主義在傳播界？所以我們在和這些廠

商合作的時候要如何告訴他們這些素養問題？ 

  2.請問孫老師，關懷社會的科學素養，是否要等到科學家自我實踐

過後才進行的事情？ 

 

答覆人 1：中視工作人員 

  1.對於臺灣媒體界忽視人的價值或男性優位的拍攝過程，不是一兩

天的事情，透過這個問題可以讓大家反思，但是比較遺憾的是媒體界

的主管並沒有出現在這個研討會上。 

  2.節目內容由媒體主管來決定，他們經常會誤以爲他們知道觀衆想

要看的東西。建議老師給媒體主管上課。 

  3.速食化的媒體報導方式會是促成沒有經過適當把關產出的過程。 

  4.我們要從公民素養、媒體素養到科學素養進行長時間的工作。 

  5.如果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有素養，媒體主管有素養，這個問題可

以自然而然的解決。 

  6.如果把關者將把關套在影像或是內容呈現上，那會過於僵化，也

不是長久之計，應該將素養變成生活，會是一個替代的方向。 

 

答覆人 2：孫維新教授 

  1.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什麽階段做什麽事情，每一個階段我都持續

跑完，不喜歡被趕去跳火圈，覺得人生最大的目的是做一個完全心靈

自由的人，越早做這個事情越好。 

  2.在臺灣很多人因爲升等體制，在你做到教授的位子以後，你已經

習慣了這個模式，你手上有一筆資金的時候，你要發給選擇乖乖聽話

的人，還是心靈自由的人？一旦自由人坐大以後，你的地位尌岌岌可

危了。 

  3.在體制內往上的結果，他要維持底下的架構，他會垮掉，這尌是

為什麽體制外的人不受當道所喜，這尌是體制外的人要付加倍的代

價。 

 

 主持人：黃新生 教授 

  1.非常贊同孫維新教授的話，人生是要快樂的，等你升到教授再追

求快樂已經來不及了。 



 25 

  2.我們對於科學的知識大多來自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腦。 

  3 .大衆傳媒對科學傳播非常重要，但是也有錯誤的資訊。 

  4.因此傳媒如何使大衆獲得正確的知識？要知道雙方面領域的專

家傳播是在―context‖, 所以―context‖非常重要。 

 

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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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I－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5:20 ~ 17:0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 

 主持人：趙雅麗教授 

 報告人：程靜如小姐 

 與談人：李蕙女士、楊正敏女士、林明聖教授和吳家誠教授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20 ~ 17:0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領域

與媒體專業領域，科學專家有林明聖教授和吳家誠教授出席，媒體專

家有兩位出席討論，分別是李蕙製作人和楊正敏女士。會議舉行前，

報告人準備報告大綱提供與談人參酌，於會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論及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彼此如何

跨領域進行合作，與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其自身與不同領域

的人士溝通合作的經驗和現場來賓分享。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趙雅麗教授 

1. 製作科教節目比一般節目更加困難，以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傳播

專家和科學專家如何找到共通的語言是非常重要的。 

2. 如何提出對的問題向科學家請教亦是非常重要的。 

 

 (二)報告人： 

 程靜如小姐 

1.研究背景 

(1)科學傳播是很重要的領域，在美國與歐洲均有豐碩成果。 



 27 

(2)科學傳播的挑戰和目標： 

A. 科學傳播講求實事求是；傳播則是一門藝術。 

B. 將科學意理、精神與知識等，有效轉換為有利於目標受眾

之收視聽之影視節目內容。 

(3)跨領域溝通：確保內容得以與媒體創意、表現形式，以及影音

符號運用等有效結合，製作出優質之科學傳播內容。 

 

2.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國內的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為例，尌雙方前製、 

製作與後製期的合作經驗，討論如何轉化科學內容以利目標受眾 

收視，包括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可行的解決之道，期 

望能提出一套良好的互動溝通模式，供未來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 

團隊參考。 

 

3.研究問題 

(1)適宜的專業製作核心團隊如何組成？其角色、分工、職責及

溝通合作之期許或要求為何？ 

(2)媒體專家與邀請科學專家溝通討論前，應做好之事前準備工

作為何？合宜之認知與態度為何？ 

(3)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在企劃創意、前製、製作、後製及推

廣等不同階段之溝通，常見的問題為何？其造成之後果為何？

可如何避免？ 

(4)媒體專家與科學專家在內容轉化過程，宜採行何種作業方式

（時間、方法及工具）？彼此的專長如何整合，才足以呈現社

會大眾能夠理解之內容？ 

 

4.文獻探討 

(1)團體溝通（group communication）的定義是：三人以上的互動，

他們具有共同目標，對此團體有歸屬感，並且彼此影響；然而，

團體人數愈多愈會降低成員間的互動，甚至出現小團體，故最

多以十二人為適中。 

(2)本研究從功能理論著手，視團體為一個系統，系統內有不同

功能，這些功能可以解釋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連結，例如在此欲

探討的溝通即具有幫助團體作決策以及管理衝突的功能；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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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行為引發某種結果時，尌存在著功能關係。此外，功能理

論假定團體是目標導向，溝通尌是為了達成此目標。 

(3)團體中可能出現三種角色：任務角色（task roles），為達成目

標而努力；維持角色（maintenance roles），為團體合諧而努力；

以及個人角色（individual roles），為個人私利而努力。 

(4)團體（groups）和團隊（teams）不同，所有的團隊皆為團體，

但並非所有的團體都如團隊一樣運作；團隊是一個高度結構化

的團體，其中成員合力工作以達成某個特定目標。 

(5)團隊通常具有下列四個屬性： 

A.成員具有明確的角色定位與職責範圍。 

B.明確列出團隊運作的規則與期許。 

C.明確而特定的團隊目標。 

D.成員知道如何合作以完成工作。 

 

  5.研究方法 

(1)本研究以 2006 年國科會補助科學傳播產製之製作團隊為研究

對象，分析其從企劃、編劇、導演至後製過程中如何與科學家

溝通與討論，在各個階段分別遭遇哪些困難，又如何解決。 

(2)本研究資料取得自「2007 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科學傳播的

之與行」，會中部份廠商與科學家受邀至現場分享其合作經

驗。在科學專家方面，包括王乾盈教授、林明聖教授、吳英

璋教授、吳家誠教授、陳泰然教授、陳文山教授、黃顯宗教

授、程樹德教授、趙榮台教授以及關尚仁教授；在傳播專家

方面，包括王亞維先生、李蕙女士、袁媛女士、陳杏秋女士、

黃建亮先生、楊淑芬女士。 

(3)專題討論具有焦點團體訪談與個人深度訪談的精神。 

 

6.資料分析與討論 

(1)科普節目製作團隊的核心人物：科學顧問、製作人、企劃、

編劇、導演和動畫師是團隊的核心人物 (與談人 A)。 

(2)科學專家的角色：科學家有其堅持，例如對數字、專有名詞

和動畫的品質，甚至在後製完成後還希望修改內容 (與談人

D)。 

(3)媒體專家的角色：（媒體人）讓節目的可看性增加，或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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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願意接受它 (與談人 D)。 

(4)科學專家除了扮演內容的指導者，還需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領導媒體專家創作：當拍攝主題與構想出來之後，導演、編

劇和動畫都有各自問題，這時候科學顧問尌必頇跳出來，以整

合兩邊專長。在前置作業、製作期與後製期，科學顧問都全程

參與，控管品質 (與談人 A)。 

(5)媒體專家對科學內容的認知有限，因此，媒體專家在找科學

專家溝通討論前應補足相關資料：面對科學必頇謙虛，不以自

己的才華為傲，要仔細閱讀資料；其次，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從

傳播領域跳到科學領域，並非專業，所以要補足這方面的知

識，一定要融會貫通 (與談人 F)。 

(6)科學專家太少：原先我們規劃一集各找一位指導顧問和審查

顧問，但其實一位審查顧問是不夠的，因為每個人專長有別，

所以需麻煩很多老師(與談人 E)。 

(7)對品質的認定不同：大家都希望做好東西，但問題是什麼是

好東西，每個人認定的標準不同，也許我們花了很多心血呈

現某種畫面，但在專家眼中卻不滿意，甚至同個領域的教授

對某個東西有不同認定的時候，我們其實滿尷尬的，因為我

們相信教授都是對的，可是如何處理兩個對的意見，製作團

隊沒有這個能力解決(與談人 J)。 

(8)科學專家對於科普節目的定位：科學家有他覺得重要的東

西，可是尌科普的角度來看，一般人能接受、理解或感興趣

的，常常跟科學家的認知有落差，雖然科學家會有些堅持，

可是不斷溝通之後雙方尌會達成共識，讓我們得以呈現結果 

(與談人 C)。 

(9)為達有效溝通，最好的方法是科學專家引導媒體專家進行溝

通：我們當然有辦法彌補後天不足，以理解科學家高深的資

料，尌是努力讀書，但還不如請科學家以大眾或高中生能理

解的話解釋，溝通和融會貫通很重要 (與談人 K)。 

(10)媒體專家也要主動積極蒐集資料：我們的媒體很可憐，必頇

跟科學家要東西，還完全看不懂。媒體人不讀書，根本沒把

自己想知道的內容消化過，尌跑去跟科學家對談 (與談人 G)。 

(11)根據以往合作經驗以及所遭遇的問題，不同團隊各自發展出

一套作業方式：指導顧問會幫我們上課，而製作人和編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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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會先做功課再找顧問，除此之外，顧問會擬定內容大綱

且反覆修正，以及幫助我們取得影像資料 (與談人 E)。 

(12)總而言之，為確保科普節目的品質，媒體專家不傴需要對內

容有所理解，以及尌創意發想的部分進行討論，在每個階段

還需要請科學專家進行確認，落實形成性品質管理，確保團

隊達成目標：前置作業需要蒐集資料，包括請科學團隊提供

相關影像資料，接著進行初訪，然後草擬節目大綱，並請科

學團隊進行第一次審核確認，看這樣是否可行，大概費時三

到五天時間，回來之後修改大綱，醭清節目方向，再做第二

次訪問，此時導演尌會加入，並勘查欲拍攝的場景。之後進

行訪問的拍攝，這個工作很重要，因為我們會根據拍攝的訪

問內容寫劇本的初稿，也會經過初步配音，並請科學團隊進

行二度確認，大概在一週內完成。之後尌可以據此開始做動

畫，完成後再請科學團隊審核，不斷來回修改，此時外景拍

攝是同步進行的，並且會和動畫做協調。這兩個過程完成之

後才進入初剪，然後二稿才會定案，接著送回去給科學團隊

做第三次確認，三到五天之後，修改二稿再定稿，才會請正

式的配音員配音，完成樣片，再給科學團隊做第四次確認，

錯誤拿回來修改完還要送交確認 (與談人 K)。 

 

7.研究結論 

(1)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之間溝通最大的問題，是兩方對品質的     

   認定標準不同。 

(2)科學專家除了扮演內容的指導者，還需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領導媒體專家創作。 

(3)媒體專家中需要一個維持角色，為團體和諧而努力，並作為 

與科學專家溝通的窗口。 

(4)媒體專家需要兼顧內容與創意才能做好科普節目。 

(5)製作科普節目尌是要不斷確認內容的正確性，儘早與科學家

進行溝通。 

 

8.研究建議 

(1)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需對科普節目的定位有共識，並建立共

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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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學專家與媒體專家需清楚各自的角色定位與職責，並尊重

彼此的專業。 

(3)媒體專家應主動積極加強自己對科學內容的認知。 

(4)科學專家應適時給予主動積極的媒體專家協助。 

(5)雙方溝通的目的是以達成共同目標為主。 

(6)本研究傴為初步探索，文獻整理與討論仍有待加強，未來將

納入他國經驗，並深入訪問國內相關媒體與科學專家，以期研

究更為完整。 

 

(三)與談人： 

 李蕙女士 

    1.與科學家合作、溝通： 

(1)傳播人獲取資訊重點的速度快，科學家則擁有完整的概

念。 

(2)科學家往往認為自己不適合受訪是一大問題。 

(3)企劃案即是節目的藍圖 

(4)作科普節目要先有如研究生般基本的知識背景，要先做功

課，蒐集資料。 

(5)問對問題，等於完成一半的腳本（包含問題的適切性、邏

輯性、完整性）。 

(6)拍攝前，要尌腳本與科學家相互反覆印證「文字」與「圖

像」的意涵。 

(7)跨文化的相同與相異：相同領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

的溝通。 

(8)因為「相信」所以「看見」：信任，傳播者與科學家之間

最近的距離。 

(9)七色光譜與一道彩虹：尋求最大的藝術表現，和最真確的

科學知識。 

 

 楊正敏女士 

1. 報社作業與節目製作不同，帄面媒體與科學家的溝通主要為

一對一採訪。 

    2. 題目多從新聞來，包括外電，搜尋主題通常需 1 到 1 個半月。 

    3.事前做好功課是必備的，再訪問科學家是較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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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遇到的挑戰與建議 

(1)每禮拜的主題不一樣，因作業時效問題，故報社利用現有

編輯部編制內人員共同製作，不另組團隊。 

(2)將科學知識有效轉換為大眾能了解的語言。 

(3)因時間壓力，每則新聞約只有五天時間，並儘可能採訪二

位以上的科學專家，通常為一對一採訪。 

(4)很難找到合適專家，是製作過程中一大障礙，建議國科會

建置學者研究專長資料庫。 

(5)主題設計明確，焦點集中，做好功課，基本上便不會有太

大問題。 

(6)缺乏媒體從業人員進修科學相關領域的管道，大多為邊做

邊學，建議有進修課程。 

 

 林明聖教授 

 1. 我是科學顧問，也是科學節目的主持人，各有一個矛盾： 

(1)如何找一個二流人才，進行多手傳播，製作一個過時節目，

期待它叫好叫座。 

(2)身為主持人，要學習懂裝不懂，及不懂裝懂。 

 

 吳家誠教授 

1.科學是求真的，不應拿科學節目測詴觀眾。 

    2.台灣所報導的科學新聞有時已過時，並且不應該因時間因素   

      失去其內容的正確性。  

3.受訪專家有時因其個人立場，而說出不確實的話。 

4.科學解釋不能無限上綱。 

5.科學專家在受訪時是有壓力的，需要傳播人瞭解。 

 

(四)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大愛電視台企編 

1.科學節目需要大量的動畫，但動畫其正確性在製作上有問題？ 

 

答覆人：關尚仁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2. 動畫製作上一定要先畫腳本，尌腳本圖畫與科學家進行視覺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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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另外，動畫師要先做功課，以與科學家能進行有效溝通。 

 

 問答 (2) 

提問人：台灣大學資訊所學生 

想請問李蕙製作人如何正確呈現科學真實性？ 

 

答覆人：李蕙總經理（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與科學家進行不斷討論，以確定其表現手法是恰當的，科學的正 

    確與節目的呈現彼此是不衝突，兩者都在追求真、善、美。 

 

 問答 (3) 

提問人：(不確定) 

1.想請問楊女士和李女士若有科學背景的人士所組成科學傳播顧

問公司，你們會找他們做諮商嗎？ 

 

答覆人：楊正敏女士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1.為了可信度，會較偏向請教學校學者專家。 

 

答覆人：李蕙總經理（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若專業度夠，是會有市場的。當製作大量單一主題時，可請他們

幫忙。 

 

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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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II－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 

以科教班為例 

 
 日期：2008 年 1 月 24 日 

 時間：09:30~10:2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報告人：李若韻小姐、鄭雅文小姐 

 與談人：蒯亮教授、李秀珠教授、李名揚先生、馮振隆先生、袁    

            瑗女士 

 會議紀錄：孫如杰先生、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20 ~ 17:0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傳播領域與媒

體專業領域，傳播專家有蒯亮教授、李秀珠教授出席。媒體專家有三

位出席討論，分別是李名揚先生、馮振隆先生、袁瑗女士。會議舉行

前，報告人準備報告大綱提供與談人參酌，於會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

題。 

   

    本場次專題討論主要論及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現況進行介紹，與

談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培育的方

式，及培育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等經驗和觀點與大家分享。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侯志欽教授 

1. 在過去科教節目製作過程中，發現缺乏有效轉換科學知識、品管

等等的人才，而在國科會的支持下，政大開始舉辦貣科學教育人

才培訓的課程。 

 

 (二)報告人： 

 李若韻小姐、鄭雅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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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教班的計畫目標與預期成效 

(1)讓擁有各種科學背景的學習者，學習傳播的概念、知識和

技巧。 

(2)藉此培育「製作人」、「編劇」及「節目企劃」等傳播製作 

  人才。 

(3)教學上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4)課程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分成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 

(5)招生對象主要以理工科系三年級的學生為主。 

 

2.教學目標 

(1)學習電視節目中影音傳播符號的設計與創造 

(2)應用影音傳播符號創作有意義的故事 

(3)學習製作影音節目的品管程序與關鍵技巧 

(4)了解不同節目類型、節目訴求，以及不同類型節目的特徵，

並運用在科學故事的敘述中。 

(5)採用‖Effect-to-Cause‖和其他製作模式，以在科學節目中達

到傳播效果。 

(6)習得撰寫詳細科學節目劇本(分鏡劇本)的技術與能力 

(7)掌握科學節目企劃和製作流程規劃的技巧 

(8)整合習得的傳播知識技巧及科學知識，製作一部科學短片 

 

3.初級班主要以「快樂的學習電視節目製作」為中心主旨；在

中級班裡，加重創意思考的比重，了解什麼是對的事及如何

把事情做對。高級班強調整合科學知識與創意，以精確的節

目設計與工作程序確保節目品質。 

4.科教班未來希望舉辦科教高級班：採一對一個別指導科學劇

本的寫作。 

5.國外已有科學傳播的學程，期待在未來像是在政大亦設有類

似課程。 

 

(三)與談人： 

 李秀珠教授 

1.歷年科技新聞培訓班介紹：主要著重在新聞和帄面的訓練。 

(1) 2003 年到 2004 年舉辦 3 個梯次，2006 年到 2007 年舉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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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梯次，其中 6 個梯次是針對傳播學生和傳播從業人員，最

後 2 梯次是針對非傳播背景的學生。每梯次貣碼 30 人，共超

過 240 人。 

(2)傳播相關學系上課的主要內容為科技新知、科技新聞和科技

寫作。 

(3)非傳播相關學系的學生上課的主要內容為新聞採寫、科技新

聞和傳播基本知識。 

(4)以傳播相關科系的學生培訓成效最好，非傳播科系的學生在

進行深度報導的寫作時會有困難。  

 

 蒯亮教授 

1. 建議將科教班影片建置片庫。 

2. 建議整合一個國家級的科普中心。 

3. 建議國科會對於人才培訓進行認證。 

 

 李名揚先生 

1. 學校教育的問題 

(1)科學教育是國、高中老師的責任：台灣許多學生從小尌怕科

學，升高中選擇社會組後，從此不碰科學。科學本來應該是

很好玩的東西，在現代社會中又非常重要，到底是哪一關出

了問題，讓學生如此厭惡科學？ 

(2)大學傳播科系應收怎樣的學生：台灣的大學有許多新聞學

系、大眾傳播學系，目前招收學生時所設定的條件，除國、

英、數等共同科目外，其他都是要求歷史、地理等社會學科，

這樣招收到的學生，將來如何成為稱職的科技記者？ 

(3)大學傳播科系應如何訓練學生：如果大學傳播科系不能改變

招收學生的條件，那應該如何增加學生科學素養，以免將來

進入職場後，被分配到科技路線時會一籌莫展。 

(4)傳播科系是否應提高層次到研究所：美國許多大學都沒有新

聞學系，而是在研究所階段設立新聞學研究所。這樣做有什

麼好處？主跑科技的記者是否應在研究所階段再來訓練比較

好？ 

 

2. 報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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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社的記者來源：已經在當記者的、未來想當記者的，絕大

部分都是人文社會類科系的畢業生，這樣的人在接觸、處理

科技新聞時，是否易出現盲點？ 

(2)報社對記者的訓練：報社是否一定採用理工科系畢業生擔任

科技記者？對科技記者的訓練是否足夠？在報社環境中要自

我充實受到哪些限制？ 

(3)報社對科技新聞的態度：報社想要的是哪些新聞？對報社來

說，科技新聞扮演怎樣角色？報社是否該擔負貣教育民眾的

責任？ 

(4)記者寫稿的問題：記者是否能完全了解一項新發現或新理

論？寫稿前應該做哪些工作？寫稿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3. 讀者的問題 

(1)現有讀者的閱報、收視習慣：讀者愛看哪些新聞？讀者真的

都不愛看科技新聞？報紙有沒有辦法改變讀者閱讀習慣？ 

(2)未來的讀者在哪裡：大學入學方式的改變，已逼使高中生不

得不認真學習科學，要如何讓他們能在進入大學後，繼續維

持學習科學的習慣？ 

 

 馮振隆先生 

1. 科教班採工作坊型態，四組全體學員由業界人士搭配課程，   

  經由老師各期程指導，全程參與、全面品質控管，於 30 天短 

  期內如期如質完成四組作品。 

2. 導演、攝影師、動畫師皆由業界擔任，學員負責擔任企編、 配

樂、執行製作及主題內容專家等等。 

 

 袁瑗女士 

1.【科學大解碼】電視科學新聞報導在培育科學傳播人才上的方

式及經驗。 

(1) 【科學大解碼】科學電視新聞報導人才招募詞：「想挑戰製

作【科學大解碼】電視新聞報導嗎? 只要對科學有濃厚的興

趣、對撰寫新聞稿有基本的水準、對動畫影像有概念、自認

為協調性很不錯、動作快又耐操的, 不用考慮了,尌是你！歡

迎你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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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亞顛峰】和【台灣的脈動】科教影片在培育科學傳播人才

上的方式及經驗。 

(1) 【東亞顛峰】地質科教影片的執行製作，畢業於中央大學

地科系，扮演科學顧問與導演、動畫師之間的溝通橋樑，

縮短製作過程中科學知識轉化成影像的摸索時間。 

(2)【台灣的脈動】地震科教影片的企劃兼執行製作，畢業於

台灣大學土木系、也是國科會科教班的學員，製作過程中

發揮科學背景的特質，在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影音的工作

上，顯示出效率。 

 

(四)問答時間：無 

 

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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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畫書撰擬分析報告-以科普傳播

企畫案為例 

 
 日期：2008 年 1 月 24 日 

 時間：13:30 ~ 15:1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 

 主持人：盧非易教授 

 報告人：賴以婷小姐 

 與談人：彭文正教授、侯志欽教授、王亞維資深製作人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3:30 至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2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業領域

及媒體專業領域，與會的媒體專家有彭文正教授、侯志欽教授、王亞

維資深製作人出席。 

本場次針對科普節目之製作與企劃方向進行探討，並由媒體專家

分享科普節目製作企劃的基礎概念及參考範例，內容囊括國內外科普

企劃案例的比較，國外學院與業界所進行的合作情況以及相關資訊的

參考。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盧非易 教授 

1. 本次的會議將聚焦於科學節目企劃的發展情形，並對優良的科普    

   節目內容應具備的條件進行討論，會議的進行將會分為四大部分： 

   (1) 由賴以婷同學發表科普企劃之簡析，並報告九十五年度國科 

會所申請的企劃案所呈現的優缺點，及如何將其妥善表現或進 

行改善。 

   (2) 三位媒體專家研究經驗之分享 

A.彭文正教授將分享科普節目製作企劃的基礎概念及參考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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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B.公視資深製作人王亞維將介紹台灣、美國與日本娛樂型科學

性節目，及闡述如何製作與企劃，使科普影視傳播得以與娛

樂結合。並提供國內外科普企劃案例的比較。 

C.侯志欽教授將提供二國外學院與業界所進行的合作情況與相

關資訊的參考。           

 

(二)報告人： 

 賴以婷 小姐 

1.影視企劃的撰寫報告 

  (1)本會議以科普傳播的企劃案為分析主軸，使其能將抽象的創意

與概念落實並具體化，且使之具可行性。製作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在於，科學內容與傳播企劃如何透過好的表演技術包裝科學內

容，以吸引更多觀眾的收看。 

 

(2)本次分析報告以國科會補助之台灣傶生計畫 96 年度媒體製作方 

  案的提案企劃書為分析對象。彙整資料分為兩部分，目的在於藉     

  由二階段的數據與常見問題進行系統性分析： 

     A. 提案階段的出品文字意見 

     B. 出品後企劃案的複審評鑑表 

 

(3)95 年度評選過程共有 32 家提出申請案，15 家通過成為申請單

位，最後 10 家得以接受國科會之補助。 

 

(4)第一階段審查過程中的評選要點有四： 

A. 整體規劃表現、創意表現、科學內容企劃佔 15% 

B. 製作執行評價佔 35% 

C. 公司執行能力 15% 

D. 經費編列的合理性 25% 

 

另外，已通過評鑑的十家公司需接受第二階段的複審，主檢內容 

包括其對出品意見的回應與再檢視。 

      

  (5)第一階段評選意見可細分為九個檢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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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科學顧問的陣容與機制 

    B. 品管機制與企劃案 

    C. 企劃內容及表現技術 

    D. 經費編列規劃 

    E. 觀眾回饋機制 

    F. 科學審查機制 

    G. 宣傳行銷企劃  

    H. 科學主題內容之正確性 

     I. 播映頻道及時段 

 

  (6)第二階段之關鍵在於，十家廠商第一階段的問題進行回覆的程       

     度。其中最大問題點為科學主題、科學顧問參與及審查機制經    

     再次修改仍未達標準。需以品管機制如何編列成完善具執行力     

     的企劃案為要務，主題範疇所產生的不良率的減低仰賴於動畫   

     內容是否有科學專業性、比例是否正確與品管機制之管制。 

            

(7) 結論 

       A.科學企劃中不良率最高的問題為： 

          a.如何達成科學的內容性與正確性。 

          b.品管機制、科學顧問及參與機制的規劃 

B.創意企劃的互動性以及科學專業性與深度二者皆不可或缺 

C.表現技術的評鑑：針對動畫的品質控管所占的比例與科學

內容的正確性 

D.節目構想之不完善、主題架構之不足、編劇敘事的不佳仍

為主要問題 

 

(三)與談人： 

 彭文正 教授 

1.企劃案的基本條件 

  (1)影像的重要性： 

A.頇有立體思考，因為文字速度能自我控制，但影像的速度由

電視控制，觀眾觀看速度與節目內容艱難度成反比，故聲音

與影像需完美結合。 

B.剪接、後製、動畫的組合邏輯亦極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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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庫豐富程度的如何呈現為其關鍵      

(3)科學顧問方面：可由所提供內容的真實性、完整性中見其專業 

(4)目標觀眾的設定： 

A.0~2 歲帅童：潛能開發 

B.3~6 歲學齡前兒童：培育科學態度 

C.7~9 歲：結合其科學教材內容並予以延伸 

D.其他對象：國高中、成人、家長(透過家長啟發孩子)、專業技

術人士 

(5)節目型態、播出時段的決定 

(6)以＜超級星光大道＞為例，內容的可看性最為重要 

(7)科普節目為一跨國跨領域之節目類型，故需企圖性，應運用優

勢予以拓展。 

(8)預算配置、設備資源與內容需成正比 

 

 王亞維 資深製作人 

1. 現代數位化進展迅速，網路資訊的傳播盛行，故進行以下娛樂性      

   科普節目的企劃分析，並針對美國、台灣、日本之科普進行比較。 

(1)介紹 Discovery 頻道的《流言終結者》 

        A.內容關注於網路流言的產生與破解 

        B.以實地實驗證實流言的謬誤與論點：將曼陀珠加入可樂中

的爆炸實驗，以不同品牌可樂與曼陀珠數量的多寡進行精

確的探析。 

        C.主持人為民間科學家，有其資深專業背景，且自行設計實

驗破解流言，頗具說服力。 

D.鼓勵自發性的實驗精神  

 

(2)以日本科普節目為例，主持人傑尼斯團體＜導＞成員以記者   

身分探討科學問題： 

※優點 

A.偶像團體的綜合印象對觀眾產生吸引力，有知名度與歌迷

為收視基礎 

 B.主持搞笑，具娛樂性  

C. 吸引年輕族群親近科學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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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談話內容空洞、欠缺說服力 

B.傴能擔任科普的橋樑搞笑、插科打諢 

  

(3)公視《流言追追追》：主持人的表現重要，使節目能兼具資

訊性與娛樂性，吸引學生族群，但主持人亦傴為橋樑角色與

傳遞資訊的媒介。 

 

2.結論 

(1)台灣與日本較債向以主持人為重要賣點，而美國節目的行銷

思考點則在於實驗過程的設計與趣味性。 

(2)台日重視地域性播出的思考，多有外景的活潑與多樣性，時

與學生互動，強化學生族群的擁護度；美國則是針對一般大

眾為目標，非傴以青少年為選擇取向，故具強烈的社區性。 

(3)美國重視影片剪輯與壯觀場面的設計；日本則主打偶像明星 

(4)美國重視科學步驟的進行，但對科學知識的陳述較少 

(5)日本以偶像明星所進行的小實驗為賣點，但娛樂性往往多於

科學性。 

(6)台灣科普節目略居於美國與日本節目素質的中間數。 

 

 侯志欽 教授 

1. 探討議題：科學研究成果與企劃如何形構好的製作流程與製作團

隊、大學機構如何建構優良的製作模式 

2.  E.E.的合理比例配置：Education & Entertainment 

3. 兩大學院的科學企劃情形：美國的 UCSC 及位於 New York、美國 

   第一所科技大學： 

 A. 二者都為 NSF 美國科學基金會所支持的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並開始創造奈米相關的媒體 

 B. 兼具對於社會大眾的科教使命 

 C. 所建構的科教節目： 

  a.《When things get small》： 

  I. 以奈米科技創造全世界最小的磁鐵及其生活之應用 

  II. 專業演員的表演牽引觀眾的收看，內容冀以幽默呈現嚴肅   

     的科學議題。 

   III. 3D 動畫與視訊特效的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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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娛樂性與資訊性兼具，曾榮獲五項艾美獎 

   V. 以 DVD 的販售進行科教的推廣 

   b.《Molecular Area》 

   I. 強調科學教育應該從小培養，透過對自然科學的接受與欣 

     賞。 

   II. 以天文館的星空裝置為優良的學習設施，使學童由星空進   

      入分子國。 

  III. 製作音樂劇《Riding Snowflake》，闡述分子國中的驚奇之 

      旅。 

  IV. 建構內容製作原形動畫，並使兒童博物館與紐約校區中小    

         學生參與討論，確認節目內容的可理解性與趣味性。 

  V. 製作團隊以開發奈米科技動畫為目標與企劃對象。以歌謠   

     與故事的形式吸引觀眾的學習興趣。  

  VI. 以網站、電玩為科普推廣方式。 

 

(四)問答時間： 

 問答(1)  

提問人：東森電視 

影片頇具備哪些要件較能獲審查委員的青睞 ？ 

 

答覆人：彭文正教授 

艾美獎得主所具備的條件為：內容吸引觀眾、內容政治正確、含

有全球性關注的題材(例如稀有文化)、科技認知層面；然而科普節目

則頇重視「視覺」層面的運用，可參考日本節目的色彩使用與影像配

置。 

 

 問答 (2) 

提問人：國防大學講師  

    提供關於節目內容的意見 

 

答覆人：盧非易教授 

    肯定節目選題的重要性，並請王亞維先生談論節目題材的取決。 

 

答覆人：王亞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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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目內容能提供 New Vision 新視野與新的切入角度 

2 . ―Storytelling‖的能力為關鍵，趣味闡述事實的能力、角色情節發展

亦然。 

3. 檢查公司是否擁有良好的聲音影像能力 

4. 執行能力與預算編列能力的優劣 

 

結論： 

※侯志欽教授 

1.企劃書需具有高度可行性的精確構思，並具有吸引力且能提供想

像力。 

2.科學節目的娛樂元素是重要的。 

3.傳播媒體應呼應時下潮流社會氣氛、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使其具

有欣賞的娛樂性兼有科學內容性。 

※ 彭文正教授：科普節目的參展企圖心為要件之一 

※ 王亞維先生：以科普節目的實驗為例，展示優質科普節目的發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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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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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V－科學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3:30 ~ 15:1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2 會議室 

 主持人：黃新生教授 

 報告人：關尚仁先生 

 與談人：李正道先生、盧非易教授、楊榮祥教授、王文竹教授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5:20 至 17:00 假科技大樓二樓

第 12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受邀與談人涵蓋科學專

業領域及媒體專業領域，與會的科學專家及傳播學者有李正道先生、

盧非易教授、楊榮祥教授與王文竹教授出席。本場次旨在針對科普傳

播內容之品質管理進行分析與評論，並探討大眾科學教育的功能與目

標與科學素養之培養的重要性。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黃新生 教授 

介紹關尚仁教授及與談人。 

(二)報告人： 

 關尚仁 教授 

1.將評審委員針對 95 年度所有作品所給的意見，以計量分析與文本 

分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以已得樣本為現況詳報的對象。所有企劃案中， 

「品質」的維護並非傴由審查單位定奪，而是自己頇具備品質控管的 

概念以行之。品質的等級可分三種： 

 

   (1) 有魅力的品質 

      能使消費者滿足感增加，「品牌」及「品質」。. 

(2) 一元化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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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維持於一定水準，但無提升。 

(3) 應有的品質，至少不觸及基本錯誤。 

即品質的最低標準。 

 

優良節目便需具有應有的品質，維持一元化的品質，並且能具備有

魅力的品質。 

 

2.品管專家曾指出，品質分為五種導向的定義： 

   (1)哲學性導向藉由目測判斷產品之好壞。而消費者具有此能 

     力。 

 (2)而在傳播界所使用的品質控管則為團體導向定義，意指品質   

   是可以被衡量的，品質的差異可反映在若干可衡量的屬性 

   上，故現以量表呈現所欲衡量的品質項目，使品質能以較為 

   清楚的分類指標，針對應有的品質進行評比。 

(3)產製導向定義：品質只能要求標準的一致程度，若產品設計 規  

 則相同時，其不可信賴性與發生劣品的機率便會降低。故需著  

 重生產之內部程序。品質頇從流程當中建立基礎，而非檢驗下 

 的結果。企劃案的設計與規格，皆頇以品質概念為基。科普傳 

 播的節目製作亦頇著眼於品質觀念與流程品管，萬不可如傳統 

 節目一般，單單依賴後設性檢驗。 

 

而本次品質檢查的基本機制，便是綜合以上的導向定義所建構而

成。 

 

3 .科學教育影片可分為五大類與 43 個次項目： 

 (1) 五大類型 

A. 主題與內容之的選擇、契合性及其邏輯性。 

B. 科學內容的正確性 

C. 呈現方式的製作技術性 

D. 工程品質 

E. 整體表現 

 

 (2) 43 次項目可分為四等級： 

A. 每個科學節目必有三名科學家負責主題內容、科學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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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的品管。 

B. 每個科學節目必頇有二位媒體專家來評量呈現、工程與整

體表現，並以此收集經驗與知識。 

 

4.透過此分析圖表，我們得以預先得知科普節目的常見問題，並提前

予以防範。其中佔 7%的不良率，乃以內容結構與節目發展為評比

的依歸，可能由於節目主題以及內容的違和性所導致。 

 

5.評語彙整： 

    (1)節目的命名，需能傳達科學的正確性。不得扭曲科學的精神；

節目名稱的生動活潑，亦具有對觀眾的吸引力。如以「科技萬

花筒」表徵科技的包羅萬象便是一例。 

 

    (2)缺點： 

A. 製作手法與內容敘事乏味為傳播方面的問題 

B. 科學資訊與教育資訊解釋不夠精確 

C. 著重科學資訊但未見科學精神 

 

    (3)優點： 

A. 內容與主題契合 

B. 內容編排與發展符合邏輯 

C. 科學知識善用媒體技術來表現 

 

    (4)內容正確性至為重要，頇達到「真」的境界。不得傳播錯誤 

      的科學觀念。最常見的問題點在於： 

A. 字幕呈現的謬誤 

B. 科普節目配音員聲音表情的匱乏。 

C. 主持人的旁白發音亦需標準正確，以避免給予觀眾的錯誤 

    的訊息與認知。 

D. 受訪者表達能力較差時應有立即性的補救措施。 

E. 圖卡與動畫的繪畫方式與藝術感的抽象難懂，故寫實角度   

    的內容呈現較佳。 

F. 節目內容與呈現方式，應具有環保觀念，避免鼓勵民眾進  

    行生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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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科學家眼中的整體表現： 

     (科學性、教育性、資訊性、創新創意性與可看性為依歸) 

      A.缺點： 

       a.談論科學內容時受限於時間而輕描淡寫、內容解釋不清 

       b.動畫表達意義不清 

      B.科學素養的培養：以生活化或鄰近的角度切入，增加可看性。 

      C.優點 

       a.內容性豐富 

       b.整體表現具可看性 

       c.整體技術具表現力 

 

    (6)傳播學者的科普節目分析 

     (最大問題在於敘事性的帄庸，節目的製播應考量下列因素：) 

A. 如何收集資料 

B. 增加敘事技巧 

C. 普遍的科普節目缺乏引人入勝的編劇技巧，多為刻板的   

    OS 敘事手法。 

D. 主持人如何引領觀眾親臨其境，說故事的能力相當重要 

E. 動畫問題應改善 

F. 優點：製作品質的進步 

 

   (7)工程品質： 

A. 剪接的風格與節奏的重要性  

B. 環境音的控管與現場音的處理 

C. OS 與其畫面的一致性 

D. 圖片與動畫的問題 

 

(8)整體表現之評述： 

A. 教育性的重點可再加強 

B. 科學內容的品質管理 

C.   重視科學知識、尊重科學精神 

D. 呈現方式缺乏創意 

 

5.依品管導向進行對節目所進行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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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魅力型品質：15%的作品，努力呈現出不同的敘事方法 

(2)應有的品質的無法維護：15% 謬誤仍多 

   (3)一元型的品質：35.%，四帄八穩、無所突破 

(4)觀眾視為具可看性：35%，邏輯結構清楚 

 

6.科普節目常見問題： 

(1)科學重點無法突顯 

(2)作品動畫的問題頻仍 

(3)收音問題的忽視 

(4)傳統旁白的呈現 

(5)基本敘事能力的貧弱 

 

7.主講人之建議： 

(1)流程品管的注重 

(2)動畫需經過完善的設計，方能呈現 

(3)主持人的目的與定位需醭清 

(4)企編人員與科學家多做溝通 

(5)從生活面切入，引發科學重點 

(6)發展自己的品質檢核表 

   (7)數位內容方面應進入模組化系統：節目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方可  

     增長。 

(8)傳播人與科學專家的協力合作，以增加科普節目與新聞品質 

 

 

(三)與談人： 

 李正道 先生 

1.戴寧博士：在整體的產製過程中，若能順暢便能使此產業繼續活絡

發展。 

2.科普既為一事業，便頇符合產業的特性，歐洲、美國與日本所採用

的產業經營手法具有一致性－leaning；在產業品管方面，追求「金」

與「質」；「金」的精神為，達成全面的品管的精益求精，「質」追求

全面性的價值，並在生產上、研發上與商業處理服務上，得以達成

產品共榮與互利的過程。 

3.所有問題在生產過程中便已存在，流程中一旦出現任何的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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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導致事後的種種再支出與再修補動作，此皆為成本的損失與資

金的浪費。 

4.品質的建構為一連續的過程，無論製企編導之任何環節皆囊括於    

  內。 

 

5.思考品質關鍵性的貣步點為「價值」(value)。以航運業為例，如何

有效利用其既有資源為思維關鍵。Target audience 期待以合理的價

錢，安全而無慮地達成目標。此思考模式可套用於科普傳播上： 

 (1)科普傳播的既有資源： 

    A.寫作技巧 

    B.敘事技巧 

    C.主持人帶領觀眾親臨其境的效果 

    D.動畫繪製技巧的品質 

    E.成音、剪輯、字幕運用 

(2)觀眾的期待： 

A.引人入勝，勾貣觀眾「我」的好奇與興趣 

B.賞心悅目、活潑有趣，吸引觀眾「我」的目光 

C.在潛移默化中將科普知識傳遞給觀眾 

 

6.結語： 

※科普節目品管重點： 

1.V(value, value string)的維繫以及 F (flow)產製的暢流 

2.市場探勘之必要性 

3.品質的進化是一個 never-end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王文竹 教授 

※科學素養: 

1.現今科普節目皆為敘事性，欠缺科普的精神。 

 

2.由觀眾的先備知識，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得知深奧的科學新知。

科學是偶然情況下的必然結果。 

A.國民素養的培育極為重要: 

小學教育影響力尚佳 

國高中後卻漸為排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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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科學人大眾傳播與科學推廣的責任 

C.網路上荒腔走板的資訊太多，造成先入為主的概念 

D.媒體人的責任 

 

 楊榮祥 教授 

※大眾科學教育的功能與目標： 

1. 媒體的功能 

   在科學發展快，新知識不斷推陳出新時，能將科技界所產生的新    

   規範、新技術與新秩序傳遞給給大眾，使其了解、應用並改善生       

   活品質，包括個人生活與地球生態。 

2. 媒體系統的廣告傳播能力應如何運作、如何貢獻？ 

  科學家、教育家與科技專家，應幫助大眾了解科技發展對生活       

  所將產生的雙面影響。 

A.改善生活 

B.產生問題(ex. 地球暖化、病原體的產生) 

3. 培養社會當中老、中、青各個世代的新科學觀念，為青年學子提    

  供優良的學習環境，並培養其國際競爭力。 

※問題點： 

研究顯示於台灣除教科書外科普書籍閱讀率偏低。  

※解決方案： 

改善學習環境、並反對大眾傳播系統中對升學主義有刺激性的節

目。 

4.製作科學教育節目，若有相當的科學素養，便會產生較少的缺失與

錯誤。 

 

 盧非易 教授 

1.科教節目的多寡與學習狀態是否有正相關？ 

 

2.科學專家對科普節目評量為品質良好的比例高，而科學傳播學者較

少予以評論。 

3.討論節目結構上的問題與企劃的過程：應具備良好的「說故事」能 

力，並有良好的規劃，克服跨年齡層的代溝，充分了解「將故事說給 

誰聽」。 

4.科普節目所應考量的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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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節目播放的適當時間極為重要：什麼頻道？對象為何？應何種  

    語言來訴說節目的主題？ 

 (2)旁白的定位與主持人的功能性：代替觀眾親臨其境。 

 (3)節目時間結構的嚴謹性與重要性。 

 (4)節目劇本設計的重要性：例如「問號」的使用，在同樣的表述  

    內容中便增加懸疑性，吸引觀眾目光。 

 (5)訪談的人物片段應多為切分，避免同一段訪談過於冗長，聲音    

   的變化性可以使節目更為活潑。 

 (6)每一段訪談都頇有一個等待解答的問題，使觀眾產生好奇與求   

    知慾。而後通過實驗提供解答，使觀眾得到滿足感。問題與問題 

    環環相扣，增加節目的可看性。 

  (7)音樂的使用與配合極為重要。 

 

(四)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李蕙 經理 

1. 在品質檢查的過程中，是否發生過科學審查委員意見與傳播審查   

   委員的意見矛盾的狀況？ 

2. 如何使製作團隊在節目製作上精益求精？ 

 

答覆人：關尚仁 教授 

1. 傳播學者與科學家的觀點基本上所見略同。(例如：主持人的表達

方式與是否具有功能性？) 

2. 在設計量表時，已設定科學委員對內容部分的關注，傳播學者對

整體表現的關注。 

3. 科普節目的普遍現象：科學內容完整，但缺乏說故事的能力。在

科學內容分析中，科學專家評量敘事太過乏味無趣。故節目製作

的敘事能力值得重新思考。 

 

 問答 (2) 

提問人：王念豐  台大圖文傳播系 

1. 大學傳播教育課程 如何把科學概念導入，使品質提升？ 

2. 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如何把概念形成其自我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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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人：關尚仁 教授 

1. 因此 Management 的概念相當重要包括預算的掌控，品質的管制，   

  重點是如何把品管的流程與產製的流程進行整合。 

   (1)品管是預防重於彌補，真正的品管來自於流程。 

   (2)在企劃案的流程中，品管標準的建立極為重要，一級品管必與  

    流程相互結合。 

 

 問答 (3) 

提問人：(不確定) 

  如何將概念落實到互動化結構上？ 團隊組合除了品管工作外是否

亦可由企劃人員來建立？ 

 

答覆人：盧非易 教授 

  對於劇本企劃內容的必要性必頇予以評估，並以客觀角度檢驗自己 

的編劇成品。 

 

答覆人：關尚仁 教授 

  必頇強調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的重要性。執行企劃案的同時，

頇自己客觀設計一個量表，來進行自我評估與自我品管。品管機制最

大的問題在於，大家都以「經驗論」為評斷基礎，因此造成許多不必

要的爭執與矛盾。例如動畫的設計與檢核，頇按產製流程做出相對應

的量表，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應作出自我檢核，並上達督導層與檢查員

的品質檢核，由此便能形構出內部的品管力量，並達到大於外界評鑑

之成效。台灣傳播業界的無法進步，主因便為廠商總是依賴外界力量

的評鑑審核，此可謂被動式的品管。 

 

結語: 關尚仁 教授 

  對所有工作人員的職務介紹，致詞表達對明年年會的期許，以及對

所有與會者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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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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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科學教育影片類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3:30 ~ 15:1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 

 主持人：陳儒修教授 

 報告人：李蕙製作人、袁瑗製作人、陳杏秋製作人、許鴻龍製作   

      人、黃建亮 製作人、楊淑芬 製作人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3:30 ~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主要為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製

作人尌其執行此補助案在製作過程中的經驗分享。 

本場次主要是針對科學教育影片的拍攝做經驗分享與交流，並尌

科學傳播影片拍攝的前後製作、跨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作更

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陳儒修 教授 

主持人介紹完發表人後隨即進入與談。 

 

(二)報告人： 

 李蕙 製作人【情緒密碼】 

1.前言 

生命科學最清楚的意義尌是 4 個字「認識自己」，我們在製作情

緒密碼的過程中，也感同身受，發現到更有信心藉由「情緒密碼」節

目帶給觀眾更多的科學學理認識和瞭解，在這裡與大家分享我們與科

學顧問間的溝通和合作，從過程中增加對科學認知的信心。 

也因為這個節目的製作，我們與 MIT Brain Center 搭上線，2007

年 10 月到 MIT Brain Center 做訪問和拍攝，回國後得到更多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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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新檢式編輯我們的影片，主要是從台灣、美國對大腦的認知做整

理。 

 

2.結語 

在科學影片製作上的內容上，對於各個主題的延續性和架構，科

學顧問大多以學理為出發點，因此在訪問科學家時會使影片常常使影

片太過艱深難懂，在我們經過專家指導重新檢視後，應該用另外一種

面向和切入點讓不瞭解科學的觀眾更容易進入情緒科學的領域，其中

影片製作過程的帄衡點，我們會以科學家所提出的論點為主再用傳播

的技巧補足艱深學理的解釋。 

但是以 MIT Brain Center 的教授對於科學內容的描述卻是易懂也

容易令人產生想像畫面，此次到 MIT Brain Center 訪問讓我們製作團

隊也從中學習美國的科學傳播溝通表達技巧，對於我們製作科普節目

有很大的啟發。 

 

 袁瑗 製作人【台灣的脈動】 

1.前言 

    台灣的脈動講的是台灣的地震；總共製作六集每集半個小時，首

播的時間預計是三月底每週六晚間十點在東森電視頻道 57 台播出。 

 

2.解說 

    這個部分是台灣的脈動 1-3 集的部份，目前還在努力 4-6 集，

希望我們這個單元都能順利播出。六集的架構是台大地質學系教

授的構想；第一集之所以取名為地牛的翻身，講的是台灣的地質

背景；第二集追溯阪神大地震看到的是台灣過去大地震的介紹；

第三集揭開 921 的面紗是介紹科學家的測量以及研究；第四集地

震要來了講的是地震的前兆；第五集耐震的金鐘罩則是土木工程

的建築第六集的地震一瞬間講的主要則是與救災工作相關。我們

的製作是顧問群以及製作人兩方的通力合作，主要是黃教授推薦

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我將由地震主題帶到我們的拍攝構想以及

前後製作的過程。 

    在科學影片拍攝過程中，前製腳本的撰寫是十分關鍵而重要

的一個步驟，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份荊棘的山頭是黃教授先擬出

來的，我們的編劇在此『骨架』之上編寫才能完成影片的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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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重點構想是拍攝一部對科學內涵有重要意義的傶生影片。

在前製的作業階段，我想特別提的是，有關勘景的這個部份，我

舉第六集防震災的部份為例，這個部份的是 921 大地震後的景觀

以及幸運的生還者，這也挑戰了當時的救難支援和技術，(腳本)

這部份它本身沒有對錯，只是一個骨架沒有內容，直到我們做了

勘景，尌是因為去做了當事人的訪問，透過描述當時的過程，我

們的編導很快的進入狀況，掌握了 921 當時的情境，像是大樓變

形的情況，這個很有張力的畫面很快尌剪接出來，所以在編寫腳

本時一定要勘景，導演才能掌握當時的氛圍。 

   各位在這裡看到圈貣來的部份都是我們的顧問，因為我們對於

無論是地質或地科科學的部分都算外行，必頇要藉由科學家在現

場對我們做指導，我們才知道要拍什麼重點，也才不會把重點 Miss

掉，那，我這邊舉一個例子，當初『火山和地震是孿生的』這個

部份，在我們還未和顧問討論時其實是錯誤的。我們自己看不出

來，經由和顧問溝通討論，我們修改成右邊的狀況，比較合理。

我舉這個例子比較容易讓大家理解，拍攝的過程是要和專家學者

顧問不斷討論。 

 

 陳杏秋 製作人【熱帶冰河〃台灣】 

 

1.前言 

    我們是國科會補助計畫第一年的單位，與其他單位相比我們的題

目是相當「小咖」。尌是說，情緒、地震都是很大的題目，比較貣來，

我們的主題比較簡單，想法尌是想把台灣冰河時期發生的事件說清

楚。分成三集，每集半小時，我本身是作地質的，與朋友聊天時提及

台灣過去曾經有冰河，朋友都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因為台灣是處於熱

帶、亞熱帶之間。有很多大型的、現在台灣沒有的哺乳類化石，許多

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其實，這和台灣海峡有關等等，我們現在尌把這

許多面相合貣來，考古方面還有歷史方面、氣候變遷方面，我們回到

冰河時期來看台灣過去發生什麼事情、以及未來的冰河台灣會發生什

麼事情。其實我們也有考慮到時數剪輯的問題，在一個小時、半小時

之間我們做了考量，對於未來觀眾以及學校教學推廣來說 26 分鐘的

影片是比較方便使用的。我們三集都已經拍完，預計是在過年後在公

共電視播出。在電視正式播出前，我們已經在全台灣各大專院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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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做了巡迴詴映。接下來請看我們所做的巡迴預告片(大概三分

鐘)。 

 

2、結語   

    各位所看的尌是我們在全台灣各大專院校、博物館做的巡迴詴映

影片播放的版本。我們把放映和巡迴詴映結合，回收了約一千份的問

卷，觀眾給了我們回饋，巡迴下來，我們發現了先前版本不清楚、造

成誤導的部份，我們做了再次修正，最新最正確的版本歡迎大家在公

共電視台來收看。 

    至於提到前製後製的部份，如果我們做好之後直接播映，尌喪失

了這些與觀眾溝通的機會。在製作過程中，我們同樣也面臨許多科學

的問題，那透過這個詴映會，我們和ㄧ些非顧問的專家學者也有了溝

通的管道，透過比較觀眾與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們可以知道影片的內

容深淺程度，而在解釋的部份，我們想傳達的想法與觀眾溝通後也才

能夠更清楚。 

 

 許鴻龍 製作人【台灣生命樂章】 

    

1.前言 

    台灣的科學影片比較缺乏，我們主要想講的故事是島嶼生物的演

化，從島嶼生物的遷入、生存來當作主軸。演化的作業在島嶼上，是

最適合的研究場所，幾萬年的演化，在台灣、我們週遭有許多，我們

把這些案例帶到影片中，讓大家知道台灣是活生生的。 

    我們的節目一共六集，大家都知道台灣每年都以五公分增高，相

較於其他國家，我們的環境變化劇烈，因此我們將第一集命名為台灣

進行曲，探討島嶼的形成、物種的遷入和演化，一般來說，島嶼分成

兩種，像是夏威夷這種島嶼，物種是透過風力、海流來遷入，而台灣

是大陸性島嶼，物種主要是在冰河期透過陸橋從大陸來到台灣。 

    第二集我們將區域劃分為森林草原和城鄉。我們在探討不同的生

物在不同的區域如何的生存演化。第三集我們是溪流小夜曲，主要探

討的是交配：隨機霸王硬上弓以及性擇，講的是繁殖。第四級的舞台

是草原，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生物在競爭生存。第五集尌是我們的

生存空間，主要談繁殖策略以及現代哺育，生物在我們的居住空間如

何適應環境生活模式如何改變，它本身改變的時候，天敵也同時改



 62 

變。打破我們一般人的印象。最後，台灣變奏曲，台灣生物面對生存

的競爭壓力好不容易轉到適應機制才在台灣生存下來，經由人的活動

帶來外來物，台灣物種現在又面對外來物種的競爭。這些外來種的競

爭似乎又加劇了台灣生物的生存危機。所以，我們希望藉由影片，讓

大家關心台灣物種的生存空間。 

    我們都知道森林佔台灣面積的 52%，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生態

體系，在此中高低海拔生態體系中生物演化機制也有特殊性，像是神

木樹蛙和墨木樹蛙在競爭的時候，競爭有優勢的神木樹蛙會躲在樹洞

裡面，因而產生了新的生理構造。像是飛鼠和赤腹松鼠在競爭的時

候，衍生出飛膜的的構造，像是白頟畫眉演化出不同的叫聲，諸如種

種事件是不斷的發生再發生。 

    去年，我們和 discovery 合拍了台灣人物誌以及國家地理頻道也

有合作。好的影片節目那市場機制非常重要，藉由機制希望有更好的

通路，得到更多的資源，因此我們在品管上有嚴謹的控制。 

 

 黃建亮 製作人【生命密碼】 

 

1.前言 

    當我想知道什麼尌會去嘗詴什麼，我一直覺得拍片是興奮的過

程，同時也是消耗才華以及學習的過程。這次做的題目分成三集，第

1 集 DNA，第二集是病毒和免疫，第三集是幹細胞，題目分別是按

圖索驥 DNA、 殺手與防衛和組裝生命。我們以為當我們知道 DNA

圖譜似乎尌可以任意修改我們的 DNA 但是真正拍片後才明白並不是

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幫 Discovery 拍片後我們有了心得：我們是用知

識在 Entertain。我們在拍片面臨最大的困難是題目本身，像是從小老

鼠到人之間是一個遙遠的過程，當我們一開始覺得複製什麼都可以，

但是後來才知道是數千次以後才會成功一次，高等生物的話則更加複

雜。我們碰觸到了嚴肅的議題，幹細胞相關議題是我們看報章無法體

會的。正確的科學內容有多樣、不同層次的答案。我們在模擬、學習

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複雜的事情，未經科學檢驗的事情可以被嘗詴嗎？

連主導科學研究實驗的教授顧問也有不同的想法，我們在拍攝的過程

中面臨許多問題，話不多說，我們看片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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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淑芬 製作人【顯微鏡下的世界】 

 

1.前言 

    微生物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從十九世紀的 AIDS 到二十一世

紀的 SARS，豆腐、乳醬油、味增等等許多都和我們的生活有關，希

望透過這個節目讓大家了解什麼是微生物，我們的節目共有十三集每

集各半小時，從細菌真菌病毒藻類和原生蟲，以及微生物和農業工業

的關係等等，我要放的影片是第四集，真菌。第四集我們要談論的是

真菌可能尌會從廚房切入然後談到出芽生殖方式、胞子或是豆腐乳的

生產方式。那麼，呈現方式是實驗室的景、外景或是與專家對話，是

自然而生活化的角度來切入。目標觀眾是一般大眾，語言也轉換成一

般觀眾會明白的語言。 

 

2.照片解說 

    這張照片是麴菌。這張是低等細菌，拍攝過程是一小時以上。 

我這邊要提的是，除了曠日費時的拍攝，顯微攝影的拍攝更是困難。 

成功的八天，那不成的已經詴了 N 次了。這張也是麴菌。一共花了

兩天時間，中間也嚐詴了 N 次。 

    這些顯微攝影的部份也不是我們傳播人尌能拍還是要和專家合

作，它們從來沒有嘗詴過想把這些拍成影片。 

接下來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跨界合作的模式。尌是三個 T 三個 I 和三個

D。時間、技巧、嘗詴，還要用很多 information，拍攝的手法也要改

變，老師發揮了他的創意和投資，我舉實際的例子說明，一分鐘拍一

張，一天拍一千多張，顯微攝影一般要花三四天，真正來說兩週跑不

掉。酵母菌出芽尌要八小時，雖然周期較短，要用特殊轉接環來拍，

而真菌則要花兩天以上才能拍攝，而真黴培養不出來，我們後來是在

茶葉上才拍到的。至於重要的拍攝主角黴菌，也要在鏡頭中央，拍攝

倍率也是問題，因為黴菌很小。 

 

    這邊和大家分享一下與專家學者合作的經驗。一定要吸收消化專

家的東西，尊重專家的意見，尊重微生物。與前面製作比貣來，我們

的格局比較小，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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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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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電視科學節目類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5:20 ~ 16:05 

 地點：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 

 主持人：侯志欽教授 

 報告人：謝元凱製作人、白美洪小姐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20 ~ 16:05 假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本場次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主

要分享電視科學節目類的製作，如何與科學專家交涉、如何製作活潑

生動的節目影片，以及如何控制預算。大愛與公視兩位製作人提供他

們製作科普節目時所運用的策略，以及遭遇的困境等經驗分享。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陳儒修 教授 

1.本場次是長期持續製播的科學節目作品類經驗分享，製作人也有很   

  好的科學背景與傳播專業結合。 

2.介紹「發現」與「流言追追追」節目，與節目製作人。 

 

(二)報告人： 

 謝元凱 製作人【發現】 

1. 影片分享 

   (1)如何把節目做得很活潑，希望引貣討論 

(2)希望涵蓋所有的科學議題， 

A. 自然科學（今年地質問題探討較多） 

B. 生命科學（今年較多） 

C. 工程與科技 

      

2. 與科學家和專家合作機制 

(1) 媒體顧問：與其他同業大同小異，但是多了製播組顧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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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比較不同的策略是，減少 in-house 的人員，而大量向外

尋求合作對象，增加外界的刺激。 

(2) 科學顧問：各知名大學教授都是網羅對象。 

 

3. 影片分享（動畫） 

以大量動畫製作，來壓低製作成本。 

 

 白美洪 製作人【流言追追追】 

1. 影片分享（片頭+第一單元） 

(1) 輕薄短小，類戲劇表現 

(2) 每集都要有爆點 

(3) 主持人男的俊、女的美 

A. 吸引觀眾吸引力比較重要 

B. 專業的部分可以透過其他包裝來展現 

(4) 選擇的主題 

A. 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流言 

B. 互動性─藉由犯錯的過程，並深入校園中，讓青少年一貣

追根究底，撥洋蔥式地找尋科學真相。但有現實困難，校

園不容易借，且學生忙於課業，不太容易配合。 

(5) 曾遇到的困境 

A. 科學專家無法解釋的情況。 

B. 樣本難找。 

C. 實驗不容易進行。 

2. 與科學專家的合作機制 

(1) 每個階段都密不可分，每個畫面、手續等都必頇詢問專家，關

於企編有沒有鍥而不捨的毅力與耐心。 

(2) 不停提出各種問題自我質疑。 

3. 合作中的問題 

(1) 轉化、溝通的困難，必頇先建立同樣基礎的帄台，先做足功課，

再與專家溝通、協調， 

(2) 尋求顧問的困難： 

A. 顧問不能認同節目的想法 

B. 即使專家同意擔任顧問，卻發現顧問太忙無法配合，或顧

問博學多聞卻無法深入淺出。 

C. 顧問群之間有時立場不一。 

(3) 設計實驗的限制： 

A.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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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驗多為自行設計，史無前例，成敗難料，顧問常不願參

加。 

C. 預算限制。 

(4) 拍攝的困難： 

A. 結果與預料不同，產生膠著，無法繼續拍攝下去。 

B. 受訪者或場地提供者心生疑慮，拒拍。 

 

4. 建議： 

(1) 將拍攝中遇到的許多實驗變項一併表現出來，並做好良好控

制。 

(2) 教育性與趣味並容。 

 

(三)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陳儒修教授（政大） 

若遇到實驗結果與專家顧問的專業判斷相悖，還是有看到這段內

容播出，覺得專家十分雅量。想請問播出這段內容之前，是否曾經詢

問專家播出意願？ 

 

答覆人：白美洪製作人（公視） 

這尌是實驗的變數，會請專家事後提出變數的可能原因，並將畫

面播出。有時是無法控制的情況，但都十分同意畫面的播出。 

 

 問答 (2) 

提問人： (不確定) 

為何不是做完實驗之後再問專家，而是做實驗之前先問？ 

 

答覆人：白美洪製作人（公視）  

    大部分都會預做實驗，但有些危險性的實驗則會先將問題、風險

都問清楚後，才進行實驗。有時是劇本故意設計，先呈現不完美的實

驗，再探討原因、還原真相。 

 

 問答 (3) 

提問人：陳儒修教授(政大) 

動畫部分如何有效運用，得到品質又控制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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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人：謝元凱製作人(大愛) 

    資源有限，因此要善用資源。時間、預算與人才資源都是企劃部

分相當重要且有限的元素。 

1. 掌握談判、論價的技巧。 

2. 預算真的不好控制，量少時真的無法避免高成本，但量多時，便

能以量制價。 

3. 發展外銷的可能性。 

 

二、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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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科學新聞報導 

 
 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 

 時間：13:30 ~ 15:10 

 地點：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 

 主持人：張錦華教授 

 報告人：袁瑗製作人、郭錦萍女士   

 會議紀錄：蔡雅怡小姐 
 
前言 

 

本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3:30 ~ 15:10 假科技大樓第 13

會議室進行，現場參加人數約 100 人。報告人為傳播領域與媒體專業

領域，傳播專家有張錦華教授出席，媒體專家有三位出席，分別是郭

錦萍女士、袁瑗女士，於會上分享經驗與討論問題。 

本場次主要是針對科學新聞報導的拍攝做經驗分享與交流，與談 

貴賓尌報告人發表內容提出科學新聞報導編採、拍攝的前後製作、跨

界合作方式面臨的種種困境等作更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ㄧ、會議紀錄摘要 

(ㄧ)主持人： 

 張錦華教授 

袁瑗製作人曾獲美國科學傳播影片製作的相關獎項，而郭錦萍

女士在聯合報每週二次的專版在科學傳播資料的搜集十分多元。 

 

(二)報告人： 

 袁瑗 製作人【科學大解碼】 

1. 前言 

    從去年的二月開始一直到現在播出快超過ㄧ百則，每週四晚間七  

點到七點半在五十七頻道播出。播放影片【科學大解碼】。 

 

2.解說 

    製作影片結合兩種心態，科學傳播與新聞播放。(一個月)我們總

共花上二十一個工作天，我們是一個月必頇要做出八則，六日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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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前製後製，我們還要通過顧問的審查整搞審片等，在動畫也要

溝通，在各方面的消化整化，以及時間壓縮。那一個月八個主題我們

如何選擇，我們不能和社會事件脫節所以必頇要抓住五個基本要素。

主題訂出後分派給不同記者蒐集資料。 

 

   那麼，如何寫好科學新聞稿，我舉燒冥紙如何比較環保來說明，

這個主題必頇去閱讀相關資料，我們找到師大化學的吳教授，他跟我

們說明現在業界有在做燒金爐的相關技術設備，我們的文字記者立刻

與對方主要、專業、相關人員聯絡、蒐集資料，其中在顧問的部份我

們還是需要有專業背景的科學家，所以和工研院的人合作。大家可以

看出我們整個在前製的工作花費的時間比較多(一個禮拜左右)。 

 

   初稿是幫助我們在短時間內抓到重點，而初稿出來時讓顧問做初

步審查，透過 E-MAIL 與顧問做原理上的溝通，確定內容正確無誤才

外景拍攝採訪。外拍時文字記者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在現場詳細

詢問能獲得大量資料。回來時做定稿的工作。這些都有標準的格式與

流程，像(現在各位看見的)這尌是搞頭。這樣完整的新聞稿必頇透過

流程才能產生，至於這則新聞(燃燒金紙)我們在做的時候由於裡頭牽

涉到許多複雜的問題，像是完全燃燒、如何避免飛灰等原理，所以尌

找實際的『收化』來製作新聞。 

 

3.結語  

    剛剛有說到，說話時間短，但是要必頇把原理講的十分清楚。那

我們是有三位記者輪番上陣，那每個人都要和送話收音溝通，那模式

是不一樣的。文字記者在影像的部份分鏡也要掌握好，是十分不容

易。我們在製作的新聞動畫文字記者必需很快的吸收科學原理，然後

將分鏡做得一目了然、十分清晰。不會把時間花在離題的上頭。那、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我們節目製作尌ㄧ百集了。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改

進空間。我們希望即便它是新聞也都能和生活結合，最後回歸生活面。 

 

 郭錦萍女士【新聞中的科學】 

1.前言 

   我們做新聞中的科學最初的動機是想讓大家知道事情的所以然，

像是全球股市跌停板，大家都一直聽到說是熊市，但是都不知道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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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開始是禽流感，大家搞不清楚禽流感和禽流感有什麼不同。 

     

   我們想讓它有趣。我們在設定題目的時候有這個考量，因為我們

是帄面媒體，所以這在我們題目的設定中是很基本的考量。又因為我

們是要出報紙的，我們是任務編組的，都是看題目需要什麼人，都是

找線上的記者，所以，我們可能比電視還要方便點，因為我們本來尌

有跑這個線，可是當我們開始要找專家的時候，尌有很多麻煩，比如

當年俄國人幫那隻上太空的狗做雕像，說牠上去後幾天才死亡，但實

際上，牠一上去尌被燒死了，但這件事情已經過了 50 年所以俄國人

尌幫牠立像。那我們尌在想說近年也有送不少動物上外太空，像是猴

子、貓狗、細菌等等。像是前陣子大陸方面也有送動物上太空，儘管

這些實驗似乎引發了動物權上的爭議，但是，不管如何，我們想知道，

這些動物上去以後，『人類學到了什麼』。 

 

   我們尋找了太空醫學以及太空相關的專家，台灣竟然沒有人知道

這方面的訊息，但是我們在外電方面卻有很多資料，像是 NASA 上

面尌很豐富；那我們很勉強的請成大的老師跟我們簡單的談談，我們

只能這樣做，所以像這種題目，它很有趣，但是找不到人幫它發聲，

可是我們還是努力把它做出來。 

 

   另外，我想我們在精確度上還不錯。最棒的專家尌是你找得到他，

他還願意接電話，而且他說的你還聽得懂。其實這是很困難的。大部

分專家都是可以跟你解釋，但是無法解釋的簡單易懂，所以我們還要

消化，而內部的控管很重要。 

 

   在帄面的圖繪製部分，較困難，我們在這方面與外國的通訊社有

簽約，所以基本的品質是沒問題的。那網路上有很多東西，但其實錯

誤率很高，還有版權問題，所以這是帄面媒體會特別謹慎的。尤其大

部分的記者都不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後頭管理的這個部分都是由我

(郭錦萍)來處理。我們的時間壓迫通常比較緊。 

 

   其實，最佳的品管其實是來自於讀者，寫的好通常不會有什麼反

應，但只要一個錯誤，那天早上尌會接到一連串的電話，像是英文單

字的拼法錯誤也會接到讀者的電話。讀者是很嚴厲的，因為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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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是放在文教，主要設定是高中能看懂得，所以不會很簡單。但是大

部分有反應的都不是學生，而是來自各行各業，也有許多父母說是孩

子在看，孩子還是小學，我們尌覺得這個國家有希望了，還曾經有讀

者因為議題而貣了論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個節目，一個是每到了中秋節尌有人在賣文

旦，說他賣的一定是『ㄌㄠˇ ㄗㄤˇ』的。那我們尌這個問題與台大

的教授討論，他寫了一篇文章，做過研究說文旦其實是柚子的突變

種，它不會繁殖不能靠種子繁殖，有大顆種子是受旁邊的樹污染的。

種子是不能種出文旦。文旦的品質與樹的年齡沒有正相關(所以其實

老不老不會影響)氣候、區域才會影響。那這篇文章刊出來以後反應

非常熱烈，甚至有果農要找教授單挑等等。教授還告訴我們如何挑選

文旦好像是接近正三角形的最好，刊出來反應也是很熱烈，所以，我

們想，做了那麼多高深的科學報導，結果還是我們生活中的科學比較

好。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貓纜要不要做空調。大家還記得嗎？當初貓纜

要開通的時候有論戰，中時有批評說貓纜沒有空調等等；雖然已經有

很多的報導了，但我們想說還是要介紹一下這個原理，因為許多外國

搭的纜車大部分都沒有空調，只有日本少數有空調。結果，刊出來也

是反應熱烈，原來新聞上介紹的都沒有說這些，只說哪裡有問題、有

沒有通車等等，因為跟政治有關尌會比較敏感，但是科學要歸科學。 

 

  剛才各位同業提過的題目其實我們也有做過，因為是科普所以我

們想說要帄衡一點，像是生物最好做，然後是氣象、醫學等等，數學

最難做了，這也是大部分國人的死穴，那我們現在也有在進行中的題

目其實是比較數學物理相關，好像是紐約有人從 47 樓跳下一死一

傷，其中一人出院了還活蹦亂跳，前幾天也是大陸方面有人從 27 樓

跳下也毫髮無傷的新聞，醫生也說這是奇蹟，根據我們以前學過的重

力加速度理論，人從高樓上跳下面臨的壓力、作用力怎麼可能生還？

畢竟這是連許多東西都會摔碎的力道。那我們的專家有說，其實地面

也有反作用力，另外我們尌聯想到，貓為何從高樓跳下也安然無事，

我們也想去深入了解一下，詴著去分析。那其他像是民意調查，為什

麼不論群體多大只要抽樣 1068 人尌夠了？這是和統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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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像是世足賽，尌有討論到賠率的觀點。其他比較難的是概念

要轉換成圖片，是非常的困難的，不管是美工還是第一線的同仁，因

為是非理工出身，在這方面是比較不足的。 

 

2. 展示文章與圖文 

 

    這篇尌是歐美相關研究，提到費洛蒙。現在還有人提到買費洛蒙

香水能讓你更有異性吸引力等等。其實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但我們

在想，為什麼有的有效，有的卻無效？像是胡蜂為什麼會群體攻擊？

其實都跟費洛蒙有關。這張圖只是解釋看貣來很簡單，其實是花了不

少時間處理。另外這則新聞，蘋果是說突變淫蛙，那，我們是要解釋

淫蛙是怎麼來的。其實是因為腦的多巴氨出了問題，我們去解釋性格

的形成，理性的中心是在哪裡，其實性別的基因是有很多變數，它為

什麼會改變等等。 

 

張錦華 教授 

    科學家和科學傳播者在這一塊投注了不少的心力。那剛才提到，

科學顧問很難找尋，我們今天能有這種對談機會其實是十分難得。 

 

 (三)問答時間： 

 問答 (1) 

提問人：(不確定) 

    有看過聯合報專欄的題目，那些互動的題目是怎麼設計的？ 

 

答覆人：郭錦萍女士 

    我們原來的設定是給要考大學的族群。因為這個族群的人比較有

動力去找那些資訊。後來效果其實反映的都是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我

們製作這個節目已經出了兩本書，銷售都有一萬本以上。所以其實學

生都是會看，但是有錯誤才會反映。 

 

答覆人：張錦華教授 

  通常是教自然科學的老師會推薦這種科普相關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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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照片 

 

  

  
 

 

 

 



 

 

 

 

附件四 

 

 

 

 
 



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 

一般與會者出席名單 

序 單位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 

1 受補助單位 何振忠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2 受補助單位 楊東妮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3 受補助單位 林佳瑩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 受補助單位 林芳儀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 受補助單位 李淑君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6 受補助單位 林郁汝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7 受補助單位 葉蔭廷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 受補助單位 呂宏偉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9 受補助單位 陳旻彗 東森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簽名) 

10 受補助單位 張景國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1 受補助單位 許鴻龍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2 受補助單位 吳泰維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3 受補助單位 陳姿穎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4 受補助單位 郭正彥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5 受補助單位 張玉嬋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6 受補助單位 張宜蓁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7 受補助單位 邱麗如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8 受補助單位 楊銓興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9 受補助單位 陳筱羚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20 受補助單位 黃建亮 亮相館影像文化 與會者(報名者) 

21 受補助單位 張捷敏 亮相館影像文化 與會者(報名者) 

22 受補助單位 王苓 亮相館影像文化 與會者(報名者) 

23 受補助單位 李士育 亮相館影像文化 與會者(報名者) 

24 受補助單位 白美洪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25 受補助單位 吳建瑱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26 受補助單位 賴彥如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27 受補助單位 馮珮儀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28 受補助單位 黃國禎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29 受補助單位 黃莉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0 受補助單位 李美慧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1 受補助單位 趙煥珍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2 受補助單位 鄭楠元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3 受補助單位 黃月光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4 受補助單位 謝馨儀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5 受補助單位 林慧羚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36 受補助單位 彭薇霖 得霖傳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37 受補助單位 高啟韶 得霖傳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38 受補助單位 呂聖哲 得霖傳播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39 受補助單位 葉志政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0 受補助單位 彭琬珺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1 受補助單位 趙玉霜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2 受補助單位 陳杏秋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3 受補助單位 余欣暉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4 受補助單位 鄭秋美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5 受補助單位 翁之樑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6 受補助單位 李振棠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7 受補助單位 趙東俊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8 受補助單位 謝元凱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49 受補助單位 林冠宏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0 受補助單位 林冠群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1 受補助單位 何文仁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2 受補助單位 李學主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3 受補助單位 陳筠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4 受補助單位 谷訓其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5 受補助單位 何采蓁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56 受補助單位 石正人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57 受補助單位 莊士欣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58 受補助單位 莊文岳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59 受補助單位/科教班 黃稑焜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研究所 與會者(報名者) 

60 受補助單位 古明芳 國立中央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61 受補助單位 陳如枝 國立中央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62 受補助單位 朱慶琪 國立中央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63 受補助單位 徐院儒 中央大學科教中心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64 受補助單位 吳 菊 躍獅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65 受補助單位 姚議涵 躍獅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66 受補助單位 黃美娟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67 受補助單位 王千豪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68 受補助單位 鄧橋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69 受補助單位 李華強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70 受補助單位 呂敦偉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71 受補助單位 黃興芳 中華卡通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72 受補助單位 江國賓 生態主張數位影像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73 受補助單位 黃禮正 生態主張數位影像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74 受補助單位 戴以茹 傳奇動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75 受補助單位 余曉懷 遠流出版公司科學人雜誌 與會者(報名者) 

76 受補助單位 陳靜芬 遠流出版公司科學人雜誌 與會者(報名者) 

77 受補助單位 吳佳憬 科學人雜誌行銷部總經理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78 受補助單位 王怡琄 科學人雜誌行銷專員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79 受補助單位 張佳萱 科學人雜誌行銷專員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80 受補助單位 吳碧月 科學人雜誌行銷專員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81 受補助單位 李佩玲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82 受補助單位 楊俊亭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與會者(報名者) 

83 受補助單位 安偉民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4 受補助單位 秦澤芬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5 受補助單位 林玉雲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6 受補助單位 薛秀芬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7 受補助單位 葉樹智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8 受補助單位 李明娟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89 受補助單位 劉海岳 和利德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90 受補助單位 張汝菲 台北健康電台 FM90.1 與會者(報名者) 

91 受補助單位 黃以敬 自由時報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92 科教班 邱如良 國立台灣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93 科教班 謝欣馨 國立台灣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94 科教班 林珮羽 國立台灣大學口腔生物研究所 與會者(報名者) 

95 科教班 吳宛青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與會者(報名者) 

96 科教班 唐牧群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與會者(報名者) 

97 科教班 王康為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研究所 與會者(報名者) 

98 科教班 陳怡任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所 與會者(報名者) 

99 科教班 劉承玨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100 科教班 吳佳敏 國立台灣大學護理系 與會者(報名者) 

101 科教班 曾國俊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工程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102 科教班 廖芸婕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三年級 與會者(報名者) 

103 科教班 張金源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04 科教班 陳珮瑜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105 科教班 黃郁涵 真理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06 科教班 徐淳毅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系 與會者(報名者) 

107 科教班 沈劍宏 聯銳科技 與會者(報名者) 

108 科教班 黃昱銘 電視紀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09 公司 劉世傑 電視紀製作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10 學校 田金麗 國防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11 學校 王長河 國防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12 學校 邱筱雯 輔仁大學醫學系 與會者(報名者) 

113 學校 王嘉詮 輔仁大學醫學院 與會者(報名者) 

114 學校 陳玉琴 
台北市木柵國小北市教大視覺藝術教學研

究所 
與會者(報名者) 

115 學校 林芳安 北台科技學院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16 學校 林芳如 北台科技學院 與會者(報名者) 

117 學校 王如賓  台北市永吉國中 與會者(報名者) 



118 學校 陳祈森 私立大華技術學院 與會者(報名者) 

119 學校 劉子鑑 中國科技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20 學校 萬文隆 致理技術學院 與會者(報名者) 

121 社區大學 賴文隆 中正社區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22 社區大學 張常昌 中山社區大學 與會者(報名者) 

123 政府單位 林翠娟 中央研究院 計算中心 與會者(報名者) 

124 政府單位 蔡長青 財政部國稅局     與會者(報名者) 

125 政府單位 林克瑩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與會者(報名者) 

126 公司 張揚昇 國會時報 與會者(報名者) 

127 公司 林園 國會時報 與會者(報名者) 

128 公司 彭群弼 中廣新聞網 與會者(報名者) 

129 公司 徐福珍 千仕有限公司 與會者(報名者) 

130 公司 李建南 鳳凰藥局 與會者(報名者) 

131 公司 李悅治 鳳凰藥局 與會者(報名者) 

132 公司 林政誠 龍 瑋 (SOHO) 與會者(報名者) 

133 公司 李天保   創意生活誌 與會者(報名者) 

134 公司 

李存龍  

ROBERT 

LEHMANN 

LEMANS ENG CO. 與會者(報名者) 

135 公司 ROG L.A LEMANS ENG CO. 與會者(報名者) 

136 其他 羅肇萍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37 其他 劉大銘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38 其他 陳之言 國家實驗研究院管理師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39 其他 王泰享 國家實驗研究院助理工程師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0 其他 廖漢彬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系教授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1 其他 李旺龍 成功大學奈微所副教授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2 其他 許文輔 國家研究院研究員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3 其他 宋國樑 迅實企業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4 其他 史擷詠 台灣師範大學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5 其他 李勇 聲碼數位藝術行銷企劃總監 與會者(現場報名者) 

146 其他 許敏溶   與會者(簽名) 

147 其他 李喻婷   與會者(簽名) 

148 其他 黃雅玲   與會者(簽名) 

149 其他 蔡致仁   與會者(簽名) 

150 其他 徐子玉   與會者(簽名) 

151 其他 吳宗珅   與會者(簽名) 

總計人數     151 人 

 

 

 



2008科學傳播研討會 

貴賓出席名單 

號碼 單位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 

1 國科會 林陳涌 國科會科教處 籌備委員 

2 學校 鍾蔚文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籌備委員/主持人 

3 學校 侯志欽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籌備委員/與談人/主持人 

4 學校 盧非易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籌備委員/與談人/主持人 

5 學校 陳儒修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籌備委員/主持人 

6 學校 莫季雍 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籌備委員 

7 學校 陳泰然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籌備委員/主持人 

8 學校 孫維新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天文所 籌備委員/與談人/主持人 

9 學校 張慶瑞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 籌備委員 

10 學校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籌備委員 

11 學校 李秀珠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籌備委員/與談人 

12 學校 孫春望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 籌備委員 

13 學校 黃新生 世新大學廣播與電視學系 籌備委員/主持人 

14 學校 周  倩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籌備委員/主持人 

15 學校 黃顯宗 東吳大學微生物系 籌備委員 

16 學校 羅時成 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 籌備委員 

17 學校 林福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籌備委員 

18 外賓  Marsha Kinder 
The Associate Vice Provost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Humanities 
專題演講者 

19 外賓 
Patrick  

Vittet-Philippe 

歐洲委員會之研究理事會(the 

Research Directorate General)，擔任

媒體及資訊顧問(Press and 

Information Counsellor) 

專題演講者 

20 學校 張錦華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系 主持人 

21 學校 趙雅麗 淡江大學大傳系 與談人/主持人 

22 學校 彭文正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與談人 

23 學校 蒯亮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與談人 

24 學校 吳家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所 與談人 

25 學校 林明聖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與談人 

26 學校 王文竹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與談人 

27 政府單位 楊榮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學系 與談人 

28 公司 王亞維 公視【流言追追追】節目部 與談人 

29 公司 楊淑芬 財團法人華岡興業基金會 與談人 

30 公司 李蕙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31 公司 李正道 諾耶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32 公司 郭錦萍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33 公司 楊正敏 聯合報生活中心記者 與談人 

34 公司 袁瑗 卓維全方位整合行銷事業(股)有限公司 與談人 

35 公司 李名揚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36 公司 馮振隆 導演 與談人 

37 公司 許鴻龍 視群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38 公司 黃建亮 亮相館影像文化有限公司 與談人 

39 公司 陳杏秋 三九五二工作室有限公司 與談人 

40 公司 謝元凱 大愛衛星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41 公司 白美洪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 與談人 

42 國科會 楊紫菱 國科會科教處 貴賓 

43 國科會 郭允文 國科會科教處 貴賓 

44 國科會 梅家瑜 國科會科教處 貴賓 

45 國科會 林志輝 國科會科教處 貴賓 

46 學校 李建成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貴賓 

47 學校 胡志佳 逢甲大學人文教育學院 貴賓 

48 學校 王燕超 師大圖傳系 貴賓 

49 學校 余秉中 台北藝術大學 貴賓 

50 學校 傅麗玉 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貴賓 

51 學校 劉聰桂 台灣大學地質系 貴賓 

  總計人數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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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 January 23~24, 2008  2008 工作時程甘特圖 2008/11/25

Month 12 1/1 1/1 1/1

No Date 負責 03-07 10-14 17-21 24-28 31-0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一 議事組

1 統籌事項

1.1 規劃研討會日期及議程 芷菁 ★

1.2 定期召開籌備會議 芷菁 ★12/19 ★12/26 ★1/2 ★ ★ ★ ★

1.3 掌控各組工作進度 芷菁

2 議程/講者

2.1 確認國內講者名單 芷菁 ★12/14

2.2 確認國外講者名單 芷菁 ★12/12

2.3 確認執行委員會名單 芷菁 ★12/14

2.4

寄發國內講者邀請函

(E-Mail/卡片) 全體 ★12/18

2.5 寄發國外講者邀請函 芷菁 ★12/18

2.6 寄發執行委員邀請函 待確認 ★12/18

2.7 確認國內講者接受邀請 全體 ★12/19

2.8 確認國外講者接受邀請 芷菁 ★12/19

2.9 確認執行委員接受邀請 關老師 ★12/19

2.1

國內講者聯絡事宜(CV/abstract/food

preference/ ） 全體 ★12/31

2.1

國外講者聯絡事宜(CV/abstract/ itinerary/

accom./ AV/ food preference/ Tour…)

芷菁
★12/31

2.1

蒐集國內講者Full Presentation

Materials（作品發表人、與談人） 全體 ★

###

蒐集國外講者Full Presentation

Materials
芷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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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12 1/1 1/1 1/1

No Date 負責 03-07 10-14 17-21 24-28 31-0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3 作品展示攤位

3.1
內容確認(手冊簡介、大型海報) 芷菁／以婷

★12/25

3.2

通知受補助單位(設備/展示物/簡介/小型

劇照/大型劇照/) 全體 ★12/25

3.3 收集小張劇照及節目內容簡介 全體 ★12/31

3.4 收集大型劇照 全體 ★

3.5 確認工作人員名單(每家兩位) 全體 ★

3.6 通知佈場日期 全體 ★

4 會議資料

4.1 摘要收集 芷菁 ★12/31

4.2 摘要整理 富雅 ★01/04

4.3 收集Full Presentation Materials 芷菁 ★

4.4 整理Full Presentation Materials 富雅 ★

4.3 大會手冊內頁內容安排 芷菁 ★12/27

4.4 編排大會手冊＆會議資料 富雅 ★

5 On-Site

5.1 規劃/安排所需工作人員 芷菁／以婷 ★

5.2 編撰工作手冊 全體/芷菁 ★

5.3 協調各單位工作人選 芷菁 ★

5.4 會前訓練現場工作人員 芷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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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 January 23~24, 2008  2008 工作時程甘特圖 2008/11/25

Month 12 1/1 1/1 1/1

No Date 負責 03-07 10-14 17-21 24-28 31-0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二 行政組/接待組

1 訂購  

1.1 會前備品採買 富雅 ★

2 餐點

2.1 訪價/提交確認 富雅 ★12/31

2.1 訂購午餐及coffee break 富雅 ★

3 住宿

3.1 預定/確認住宿 芷菁 ★12/21

3.2 轉交訂房資料給各飯店 芷菁 ★

3.3

與個飯店確認住宿人名字/訂房數/日數/本

會負擔明細
芷菁

★

4 大會交通事宜

4.1 規劃並安排交通車 富雅 ★

5 報到

5.1 講者補助費, 對帳及開立收據 以婷 ★

5.3 規劃報到現場流程 以婷 ★

5.4 分裝資料袋 & Packing Secretariat K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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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期間: January 23~24, 2008  2008 工作時程甘特圖 2008/11/25

Month 12 1/1 1/1 1/1

No Date 負責 03-07 10-14 17-21 24-28 31-0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三 場地事務機器組

1 視聽設備

1.1 蒐集所需AV器材價目 如杰 ★12/18

1.2 上簽文給老師 如杰 ★12/21

1.2 確認下訂攤位所有AV器材 如杰 ★1/3

1.3 安排現場AV技術、錄影/音人員 如杰 ★

2 研討會場地Venue

2.1 預借會議場地 芷菁 ★12/17

2.2
會議場地/展覽場地場勘

芷菁/以婷

如杰/嘉崑 ★12/28

2.3 各種看板租借 聖珈

2.4 規劃會場佈置 芷菁/以婷 ★1/ 3 ★

2.5 規劃展示攤位佈置 芷菁 ★12/21

2.6 確認展覽形式（第一天、第二天） 芷菁 ★12/24

2.7 進駐會場佈置 聖珈/富雅

2.8 進駐展示攤位佈置 如杰/嘉崑

四 總務組  

1 經費請款

1.1 預算規劃及核准 芷菁 ★

1.2 申請臨時準備金 以婷 ★

1.3 各項收支訖錄 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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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12 1/1 1/1 1/1

No Date 負責 03-07 10-14 17-21 24-28 31-0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五 公關宣傳組  

1 宣傳

1.1 DM內容撰寫及確認 芷菁

1.2 第一波DM E-mail、卡片寄發 芷菁 ★12/14

1.3 第二波DM E-mail、卡片寄發 富雅 ★

1.4 學校及相關網站刊登 富雅 ★

2 製作物

2.1 大會手冊1款封面設計及印製訪價 聖珈 ★12/26

2.2

議程海報/名牌4個顏色設計

（主持人、講者、與談者）（統籌中心工

作人員）（展覽工作人員）（與會者）請

多印空白名牌

聖珈

★

2.3

會場桌牌印製（主持人、講者、與談者）

（受補助單位)
聖珈

★

2.4 接機牌設計 聖珈 ★

2.5

科普傳播受補助單位展覽手冊封面設計

及內頁版面配置
聖珈

★1/2 ★

2.6 指示牌（會場、展覽、用餐）設計 聖珈

2.7 展覽海報Template設計 聖珈／嘉崑

2.8 清點各式製作物 芷菁 ★

2.9 印製各式製作物 聖珈 ★

3 Website

3.1 收集網頁資料 芷菁

3.2 提出網頁內容需求 芷菁

3.3 內容確認 芷菁    

3.4 上線及維護 聖珈 ★12/5 ★12/21

六 年會小論文報告  

1 內容

1.1 論文架構摘要/報告大綱 全體 ★12/10

1.2 緒論(研究動機/研究源起/研究背景) 全體 ★12/19

1.3 研究目的與目標 全體 ★12/19

1.4 文獻探討 全體 ★12/19

1.5 研究方法與工具 全體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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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12 1/1 1/1 1/1

No Date 負責 03-07 10-14 17-21 24-28 31-0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1.6 資料分析與討論 全體 ★12/26

1.7 研究結論與建議 全體 ★12/26    

1.8 提交計畫主持人審閱 全體 ★12/28

1.9 修正確認 全體 ★01/2

1.1 編輯 全體 ★

七 執行  

1.1
外賓接待/外國人出席費給付簽收 蕙蘭、佳筠

1.2
註冊台接待/發送名牌、資料/餐點安排 富雅、靜如

1.3

換桌牌、計時、錄音、會議記錄

（Room13）
聖珈（上午）

1.4

換桌牌、計時、錄音、會議記錄

（Room12）
雅文（上午）

1.5 會場內AV器材總協調 如杰

1.6 攝影 孟宏

1.7 司儀 以婷

1.8 機動 嘉崑

1.9 協調 芷菁

八 結案  

1.1 結案報告 芷菁

1.2 單據核銷 以婷

1.3 謝函及會議物品點收及歸位 富雅

1.4 器材歸還 如杰

1.5 會議記錄整理 聖珈、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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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工作執行手冊(1) 

一、 會議日期：2008 年 1 月 23 日(三)~24 日(四) 

二、 會議場次：(請參酌) 

★Date: 23th January, 2008 (Wednesday) ★Date: 24th January, 2008 (Thursday) 

Time Briefing Room (1F) Time Conference Room 12(2F) 

09:00-09:30 Registration(1F Public Area) 09:00-09:30 Registration (2F Public Area) 

09:30- 09:40 Opening 

09:30-10:20  
Keynote Speech III (Taiwan) 

【從科學家到傳播人】 09:40-10:30 
Keynote Speech I (USA)【Working as a Collaborative Team： The 

Interactiv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10:30-11:00  Showcase I (USA)【A Tale of Two Genes】 10:20-10:50 
Showcase VI (Taiwan)【一個和生命搏鬥的故事】 

【一個和大自然搏鬥的故事】 

11:00-11:10 Coffee Break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10-12:00 
Keynote Speech II ( Europe)【Making science the next headl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he European Approach】 
11:00-12:40 

Panel Discussion III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現況報告-以科教班為例】 
12:00-12:30 

Showcase II (Europe)【Putting European Research in the picture：

success stories in Science TV】 

12:30-13:30 Lunch  12:40-13:30 Lunch 

13:30-15:10 

Conference Room 12(2F) Conference Room 13(2F) 

13:30-15:10 

Panel Discussion IV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研究報告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Panel Discussion I【科學傳播的

內涵深探報告】 
Showcase III【科學教育影片類】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Panel Discussion II 

【跨領域的團隊溝通研究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

家合作為例】 

Showcase IV【電視科學節目類】 

15:20-17:00 
Panel Discussion V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16:05-16:15 Break 

16:15-17:00 Showcase V【科學新聞報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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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務 & 人力配置： 

 1 月 23 日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7:30 

 1 月 24 日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8:00 

 人力配置如下表 

 

組別  姓名 電話 

秘書長 會議總籌 關老師 0935-234772 

執行秘書 會議總控 梁芷菁 0910515662 

議事組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簡報資料測試播放、內場機動 孫如杰 0933-215966 

展示區接待 許聖珈 0925-688791 

會議記錄、錄音  蔡雅怡 0912-131-849 

計時、按鈴     楊麗玲 0936-578-343 

展示區接待 尹慧中 0910-395-338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簡報資料測試播放）和如杰配合 呂妮霖 0926-556-306 

會議記錄、錄音(第一天下午第 13 會議室) 潘彥廷 (其他與孟宏搭配) 0910-925-334 

接待組 

         

機場、飯店接送 

協助講者日酬金及機票補助事宜 

翻譯解說 

照顧外賓 

張蕙蘭(第 12 會議室司儀)  0918-123341 

姜孟宏（攝影） 0937-190854 

程靜如 0926-797277 

黃佳筠(第 13 會議室司儀) 0987-815085 

行政組 簽到台(貴賓)、出納、餐點、外場機動 賴以婷 0958-917095 

簽到台(一般與會者)、餐點 鄭雅文 0920-758-265 

簽到台(一般與會者)、餐點、攝影 李若韻 0936-578-343 

臨時交辦事項處理（跟著芷菁） 洪毅芩 0920-758-265 

大會秘書處（臨時資料裝訂及列印、臨時保管與會者物品） 洪毅芩 0920-758-265 

統籌中心留守（臨時資料之寄送） 莊富雅 0960-595122  

 注意事項 

1. 內、外場機動互相配合 

2. 保持簽到台整潔 

3. 若有急事需離開負責崗位上，請找人代替，方可離開，請勿鬧空城計 

4. 工作人員統一著正式服裝，佩戴識別證，手機一律隨身攜帶，並維持會場乾淨和整潔，個人物品統一放在秘書處。 

5. 工作人員便當於中午 12：00 送到秘書處，請各自抓時間用餐，若離開工作崗位請向各教室場控報告再離開。 

6. 現場若急需採購物品，皆須開立三聯式發票(若無則開收據，蓋免用統一發票章)附統編 03807654，抬頭為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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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場佈時間表 

 

【會前佈置(一)】時間:2008 年 1 月 21 日  (三) / 地點: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辦公室 

 

時間 項目 工作事項 備註 

15:00~ 17:00 

AV 器材、文具、海報、名

牌、桌牌、備品 

清點、打包 如杰 

以婷 

聖珈 

富雅 

雅文 

若韻 

佳筠 

麗玲 

雅怡 

資料夾內容物 

 大會手冊 

 會議資料 

 歐盟ＤＶＤ 

 筆 

 Memo 

裝袋、打包 如杰 

以婷 

聖珈 

富雅 

雅文 

若韻 

佳筠 

麗玲 

雅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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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佈置(二)】時間:2008 年 1 月 22 日  (二) / 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1F) 

 

時間 項目 工作事項 負責人員 

10:00~17:00 

秘書處 

 

早上(1F 貴賓室) 

下午(2F 第 10 會議室) 

印刷品，製作物進入祕書處放置歸定位 

-- 講者桌卡、名牌 

-- 大會指示海報&教室海報 

-- 大會各組文具用品 

-- 研討會講義夾 

-- 歐盟宣傳物 

如杰、以婷、聖珈、 

靜如 

彥廷 

妮霖 

雅文 

若韻 

佳筠 

孟宏 

簽到處服務台 佈置 

(1F) 

-- 指示海報放置 

-- 搬桌椅 

-- 資料打包 

-- 名牌 

以婷 

妮霖 

雅文 

若韻 

佳筠 

展示區 進場佈置 

(1F) 

-- 搬桌椅(ALL) 

-- 吊掛海報佈置 

-- 佈線 

-- 影音媒體試播測試 

聖珈 

如杰 

彥廷 

靜如 

孟宏 

簡報室  佈置 

(1F) 

--AV 器材測試 

--講桌礦泉水 

--桌花 

--memo、筆準備 

--小夜燈（檯燈） 

如杰 

妮霖 

若韻 

雅文 

孟宏 

彩排（16:00）  ALL 

check 會場佈置完成 (大會各工作小組物品,清點核對後,統一保存於秘書處, 隔天早上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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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執行流程表 

【第一天】 時間:2008 年 1 月 23 日 (三)  

早上 07:30~12:30 / 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 1F 簡報室 

下午 12:30~17:00 / 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 2F  第 12 會議室 & 第 13 會議室 

時間 項目 內容 負責人員 應備物品/備註 

造早上 07:30~12:30 / 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 1F 簡報室 

07：30~09：00 

秘書處 / 簽到服務台 

(1F) 

工作人員報到 

祕書處、註冊服務台佈置完成，人員就

定位 

 

貴賓講者/出納─以婷 

            － 雅文 

一般與會者  － 若韻 

會議資料夾、簽名簿 

名牌、名片盤、桌花 

議程海報 

簡報室 (1F) 

工作人員報到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

子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

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原

子筆桌花、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展示區(1F) 

工作人員報到  

1. 簽到服務台佈置完成 

2. 展示資料擺設 

3. 影音媒體播放測試 

4. 歐盟資料擺設 

聖珈 

慧中 

 

歐盟 Brochure 

展示區議程海報 

受補助單位海報 

螢幕、 DVD Player、延長線 

接外賓至會場 

發車(09:00) 

Prof. Marsha Kinder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蕙蘭、靜如 

外賓補助費用簽收單據 

收集核銷單據 

09：00~09：30 
簽到服務台 

開始受理簽到 

1. 簽到 

2. 找名牌 

3. 發送會議資料夾 

4. 引導貴賓及與會者進入會場 

貴賓講者/出納─以婷 

            － 雅文 

一般與會者  － 若韻 

以婷-國內講者出席費單據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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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9：40 開幕式 

司儀 蕙蘭 司儀稿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如杰 錄影機 

09：40~10：30 
專題演講 I 

Prof. Marsha Kinder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雅怡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麗玲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妮霖 錄影機 

10：30~11：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 

Prof. Marsha Kinder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雅怡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麗玲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妮霖 錄影機 

簽到服務台(10：45) 檢查 Coffee Break 的擺設 

以婷 

雅文 

若韻(攝影) 

 

11：00~11：10 

Coffee Break 
1. 招待用茶點/盯場 

2. 提醒入場(11:10) 

以婷 

雅文 

若韻(攝影) 

 

 

簡報室 換場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

子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

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原

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時器、

按鈴器、 

11：10~12：00 專題演講 II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雅怡 錄音機、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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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按鈴 麗玲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妮霖 錄影機 

11：10~12：30 

簽到服務台 
撤茶點擺設(11：40) 

確認午餐送達(12：15) 

以婷 

雅文 

若韻(攝影) 

 

秘書處/展示區/簽到服務台/ 

換場(移至 2F) 

1. 用餐: 研討室 

(張貼用餐區指引海報) 

2. 會場: 第 12 會議室、第 13 會議室 

以婷 

雅文 

若韻 

聖珈 

 

12：00~12：3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雅怡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麗玲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下午 12:30~17:00 / 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 2F  第 12 會議室 & 第 13 會議室(雙場並行) 

  

12：30~13：30 

 
午餐 

指引用餐區(2F 研討室) 雅文、若韻、以婷  

發放午餐 雅文、若韻、聖珈  

工作人員請輪流用午餐 (2F 秘書處 第 10 會議室)， 

簽到服務台 
服務台佈置 

更換會議室海報 

雅文 

若韻 

聖珈 

 

 (第 12 會議室)  

專題討論 I 

如杰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第 13 會議室)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聖珈、若韻 NB、雷射筆、桌卡、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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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彥廷、佳筠(兼司儀)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13：30~15：10 

簽到服務台 

1. 提醒入場(13:30) 

2. 整理收拾用餐區(13:50) 

3. 檢查 Tea Break 的擺設(14:50) 

以婷 

雅文 

若韻(攝影) 

 

(第 12 會議室) 

專題討論 I 

如杰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雅怡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麗玲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第 13 會議室)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II 

科學教育影片類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聖珈  

攝影 若韻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彥廷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佳筠(兼司儀)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若韻 錄影機 

15：10~15：20 

Teak Break 
1. 招待用茶/盯場 

2. 提醒入場(15:20) 

以婷 

雅文 

若韻(攝影) 

 

 
換場 

(第 12 會議室) 

專題討論 II  

靜如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換場 

(第 13 議室)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聖珈、若韻 

彥廷、佳筠(兼司儀)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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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時器、按鈴器 

15：20~17：00 

 
15：20~17：00 

(第 12 會議室) 

專題討論 II 

靜如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雅怡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麗玲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15：20~16：05 

(第 13 會議室)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IV 

電視科學節目類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聖珈  

攝影 若韻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彥廷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佳筠(兼司儀)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若韻 錄影機 

16：05~16：10 

 Break 

(第 13 會議室換場)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聖珈、若韻 

彥廷、佳筠(兼司儀)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16：15~17：0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 
(第 13 會議室) 

科學新聞報導類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聖珈  

攝影 若韻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彥廷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佳筠(兼司儀)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若韻 錄影機 

秘書處/簽到服務台 撤餐點擺設(16:30) 
以婷 

雅文 

 

17：00 

 
秘書處/簽到服務台 

更換會議室海報 

簽到桌收拾清點/運回秘書處保管 

以婷 

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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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會議室 會議結束後隨時注意會議室的清潔 

* 向音控人員拿錄好的 tape 

* AV 運回秘書處保管 

ALL 
 

第 13 會議室 ALL 
 

展示區 簽到桌收拾清點/AV 器材運回貴賓室保管 ALL  

 

【第二天】 時間:2008 年 1 月 24 日 (四)  

早上 08:00~ ~下午 17:00 / 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 2F  第 12 會議室  

時間 項目 內容 負責人員 應備物品/備註 

08：00~09：00 

 

 

秘書處 / 簽到服務台 

(2F) 

工作人員報到 

祕書處、註冊服務台佈置完成，人員就定位 

貴賓講者/出納─以婷 

            － 雅文

一般與會者  － 若韻 

 

第 12 會議室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展示區(1F) 

工作人員報到  

1. 簽到服務台佈置完成 

2. 展示資料擺設 

3. 影音媒體播放 

聖珈 

慧中 

 

接外賓至會場 

發車(09:10) 

Prof. Marsha Kinder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蕙蘭 靜如 

 

09：00~09：30 
簽到服務台 

開始受理簽到 

1. 簽到 

2. 找名牌 

3. 發送會議資料夾 

4. 引導貴賓及與會者進入會場 

貴賓講者/出納─以婷 

            － 雅文 

一般與會者  － 若韻 

 

09：30~10：20 專題演講 III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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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維新教授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麗玲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雅怡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10：20~10：50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VI 

孫維新教授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麗玲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雅怡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簽到服務台(10：35) 檢查 Tea Break 的擺設 
以婷 

聖珈 

 

10：50~11：00 
Tea Break 

1. 招待用茶點/盯場 

2. 提醒入場(11:00) 

以婷 

聖珈 

 

換場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11：00~12：40 

 
專題討論 III 

若韻、雅文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麗玲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雅怡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簽到服務台 

撤茶點擺設(11：30) 

確認午餐送達(12：25) 

用餐:研討室(張貼用餐區指引海報) 

以婷 

聖珈 

 

12：40~13：30 午餐 指引用餐區(2F 研討室) 外場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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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午餐 

以婷 

聖珈 

 

工作人員請輪流用午餐 (2F 秘書處 第 10 會議室)， 

簽到服務台 更換會議室海報   

換場 

專題討論 IV 

以婷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NB、雷射筆、桌卡、Memo、

原子筆、錄音機、攝影機、計

時器、按鈴器 

13：30~15：10 

簽到服務台 

1. 提醒入場(13:30) 

2. 整理收拾用餐區(13:50) 

3. 檢查 Tea Break 的擺設(14:50) 

聖珈 

雅文 

若韻 

 

專題討論 IV 

以婷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麗玲 錄音機、電池  

計時按鈴 雅怡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15：10~15：20 

Teak Break 
1. 招待用茶/盯場 

2. 提醒入場(15:20) 

聖珈 

雅文 

若韻 

 

 

換場 

1. 桌卡、礦泉水、雷射筆、Memo、原子

筆放置 

2. 檢查、測試麥克風/A-V 

3. 簡報播放測試 

4. 攝影機、錄音機、計時器、按鈴器定位 

 

如杰、妮霖 

雅怡、麗玲 

5. NB、雷射筆、桌卡、

Memo、原子筆、錄音機、

攝影機、計時器、按鈴器 

15：20~17：00 

 

專題討論 V 

關尚仁教授 

 

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 如杰  

攝影 孟宏 照相機 

會議記錄、錄音 麗玲 錄音機、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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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按鈴 雅怡 計時器、按鈴器 

錄影(協助講者使用 A-V 器材、錄影) 妮霖 錄影機 

秘書處/簽到服務台 撤餐點擺設(16:30) 

聖珈 

雅文 

若韻 

 

17：00 

撤場 
秘書處/簽到服務台 

簽到桌收拾清點並運回研討室/器材、文具

運回政大 
ALL 

 

第 12 會議室 

會議結束後隨時注意會議室的清潔 

* 向音控人員拿錄好的 tape 

* AV 運回政大保管 

ALL 
 

ALL 
 

展示區 
簽到桌收拾清點並運回研討室/AV 器材由

廠商運回 
ALL 

 

 

Memo: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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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台  

 

 Location:  

1 月 23 日(三)上午  1F public area 

                       下午 2F public area 

1 月 24 日(四) 2F public area 

 

 Time: 請勿遲到 

1 月 23 日(三)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7:30 

1 月 24 日(四)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8:00 

 

 工作內容 

1. 受理影印與傳真服務(影印/傳真 – 至秘書處) 

2. Coffee / Tea / Refreshment 擺設與撤除 

3. 午餐餐飲監督： 

1/23~1/24 – 2F 研討室 

4. 清點海報與海報架 

5. 臨時資料之影印及裝訂 

6. 大會指示海報放置(各通道) 

7. 協助講者出席費補助事宜(以婷) 

8. 會場攝影 (孟宏、若韻) 

9. 統計及訂購工作人員便當 

10. 支援會議室 

11. 臨時保管與會者物品 

12. On-site 零用金支用 (以婷) 

13. 失物招領服務 

 

 注意事項 

1. 保持秘書處整潔 

2. 若有急事需離開,請找人代替,方可離開,請勿鬧空城計 

 聯絡人 

 

高老闆 0931-327-999 2799-4424 

2930-0256 

1/23,1/24 

早午場點心及午餐熱湯 

大統西點-楊小姐 2303-3396 

2303-4588 

2305-1173 1/23 午餐 130 人份 

工作人員餐盒 20 人份 

全國健康 2736-1168  1/23 中午素餐 20 人份+素湯一

鍋 

一日均衡手抓飯 2777-5465 

2777-4861 

 1/24 午餐餐盒 

10 個素餐+50 個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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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服務台  

 

 Location:  

1 月 23 日(三)上午  1F public area 

                       下午 2F public area 

1 月 24 日(四) 2F public area 

 

 Time: 請勿遲到 

1 月 23 日(三)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7:30 

1 月 24 日(四)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8:00 

 

 Staff: 人力配置如下 

 

日期 / 時間 負責櫃檯 工作人員 

1/23 a.m. 貴賓 以婷、雅文 

 與會者 若韻 

 出納/ 資訊服務台 

Key in 名牌 

以婷 

毅芩 

1/23 p.m. 貴賓 以婷、雅文 

 與會者 若韻 

 出納/ 資訊服務台 以婷 

1/24 a.m. 貴賓 

與會者 

出納/ 資訊服務台 

以婷 

聖珈 

以婷 

1/24 p.m. 貴賓 

與會者 

出納/ 資訊服務台 

聖珈 

雅文、若韻 

以婷 

 

 簽到服務台規劃 

                                     ←門口 

 

(資訊服務台) 
 

與會者 

 

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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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到資料打包 

會前資料夾打包，數量清點放置就緒。 

1. 打包時間：1 月 22 日下午 13:00 

2. 打包地點：國科會一樓區域空間 

3. 資料夾內容物全數確認/交付期限：1 月 22 日上午 10:00 前直接送至國科會 

4. 資料夾內容物保管地點：國科會貴賓室/秘書處 

5. 資料夾內容物：  

對象 提袋內容 份數 

講者 研討會講義夾(藍色) 

大會手冊 

會議資料 

歐盟 DVD 

原子筆  

60 份 

一般與會者 研討會講義夾(綠色) 

大會手冊 

會議資料 

歐盟 DVD 

原子筆  

140 份 

6. 名牌顏色： 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貴賓：紅色 

與會者：深藍色 

工作人員：淺藍色 

 

 現場簽到流程 

1.  主持人/講者報到： 

詢問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貴賓任職單位及姓名 貴賓簽到本簽名領取資料 

  名牌(紅色)、資料夾（填收據 、領錢） 

2.  與會者報到： 

詢問與會者任職單位及姓名與會者簽到本簽名領取資料 

名牌(深藍色)、資料夾 

3. 現場報名： 

現場報名：填妥報名表領取名牌、研討會資料           

4. 記者：請記者用名片交換研討會名牌及資料 

 

 注意事項 

1. 若有任何關於報到方面的疑難問題，如稱已報名但查不到姓名時，請交由簽到區負責人

處理。若真的沒有在名單上則請其現場報名。 

2. 若與會者臨時不克前來，派其他人來，則改補名牌即可。唯原來的名牌需收回。如有代

領資料者，請代領人簽名。 

3. 注意研討會講義夾之數量是否足夠，隨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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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時保持簽到服務台之整潔。 

 會議室 

 

 Location:  

1 月 23 日(三)上午  1F 簡報室 

                       下午  2F  第 12 會議室 和第 13 會議室 

1 月 24 日(四) 2F 第 12 會議室 

 

 Time: 請勿遲到 

1 月 23 日(三)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7:30 

1 月 24 日(四)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8:00 

 

 Staff: 人力配置如下 

 

日期 / 時間 會議室 工作人員 

1/23 a.m. 簡報室 如杰、妮霖、雅怡、麗玲、蕙蘭 

1/23 p.m. 第12會議室 如杰、妮霖、雅怡、麗玲、蕙蘭 

 第13會議室 聖珈、若韻、彥廷、佳筠 

1/24 a.m. 第12會議室 如杰、妮霖、雅怡、麗玲、蕙蘭 

1/24 p.m. 第12會議室 如杰、妮霖、麗玲、雅怡 

 

 工作內容 

1. 檢查/更換會議室內每場場次主持人及講者的桌牌、換杯水(杯水將置於貴賓室) 

2. 檢查每場之視聽器材及擺設位置 

5. 熟悉器材操作(LCD projector, notebook) 

4. 協助講者測試 A-V equipment 

5. 收集講者的 Powerpoint 

6. A-V 故障，熟悉緊急應變方法  

7. 協助講者臨時性事務之要求 

8. 協助講者放投影片及燈光控制 

9. 利用休息時間確認雷射指示筆的電力是否足夠 

10. 維護現場次序 

11. 會議室整潔之維持 

 

 注意事項 

1. 若有急事需離開會議室工作崗位,請找人代替,方可離開,請勿鬧空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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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區服務台 

 

 Location:  

1 月 23 日(三)~1 月 24 日(四) 1F 展示區 

 

 Time: 請勿遲到 

1 月 23 日(三)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7:30 

1 月 24 日(四)工作人員集合時間 08:00 

 

 Staff: 人力配置如下 

 

日期 / 時間 展示區 工作人員 

1/23 a.m. 展示區 聖珈、慧中 

1/23 p.m. 展示區 慧中 

1/24 a.m. 展示區 慧中 

1/24 p.m. 展示區 慧中 

 

 工作內容 

1. 展示攤位物品擺設 

2. 影音器材操作與保管  

3. A-V 故障，熟悉緊急應變方法 

4. 歐盟宣傳物擺放及會後清點 

5. 維護現場次序 

6. 展示區整潔之維持 

7. 熱水桶、杯水整理 

 

 注意事項 

1. 若有急事需離開會議室工作崗位,請找人代替,方可離開,請勿鬧空城計 

2. 受補助單位工作人員：東森、卓維、華岡、公視 



 

 

 

 

 

 

附件十二 

2009科學傳播研討會企劃草案(第四版) 



2009 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企劃書草案 

壹、 動機與背景 

 科學傳播是連接人類科學探索活動的長鏈，使科學成為大眾的財

富，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不僅取決於自身的發展

水平，同時取決於傳播的廣度和深度。 

 

「科學傳播研討會」自 2007 以來，以推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

畫與發展為職志，每年皆以各相關的主題辦理學術研討會，著有成效。

為貢獻所學，俾便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且擴大研討效果，決定以「科學

傳播的真知與力行」為主題，辦理「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故本屆年會除了邀請國外先進國家專家學者發闡述科學傳播影視

內容產製觀念、知識、技巧、經驗之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並於

今年度對於科學傳播知能發展論文進行徵稿發表與討論(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亦有科學傳播作品展示、經驗分享與評論(Showcase 

of Achievement)，因應落實面問題與挑戰之專題座談(Panel Discussion)，

以及具體知能傳授之工作坊(Workshop) ，並規劃在會場外展示 95 年度

及 96 年度科普催生計劃受補助機構得獎作品之成果展示((Exhibition of 

Achievements )等形式。 

 

 期藉由本屆「2009 年科學傳播年度研討會-科學傳播的真知與力行」

之舉辦，使科學家、傳播學者、媒介專家共聚一堂，整合觀念、交流知

識、討論卓見，共創科普創作新知能，建構科學傳播新格局，對議題進

行研究成果發表、研討與座談，促進相互之間的對話和瞭解，以期對議

題做深入之分析與理解。通過積極開展科學傳播與普及理論課題探討和

國際交流合作，培養高階科學傳播與普及專門人才，大力推進我國科學

傳播與普及事業發展。 

 

貳、 宗旨與目的 

  本計畫擬辦理「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分項計畫 4-4：科

普傳播年度研討會」，基本宗旨在檢視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推展成

果，流傳科學傳播知識與技術，形構資訊交流平臺，達成資源統合、共

識建立，俾利科學傳播事業之推展。為達成以上宗旨，本研討會之主題

擬訂為「科學傳播的真知與力行」，其具體目的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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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各主軸計畫推展現況、評量結果與所見問題之分析與報告，

使各界對「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有進一步了解與支持；

並藉此互動討論，蒐集學者專家之回饋意見，作為充實與修正催

生計畫之用。 

 

二、 配合「主軸計畫三：國際交流合作」，邀請國外學者專家與會，展

示作品、詳述意理、分享關鍵知能與交換心得經驗，期能藉以引

進先進科學傳播知識與技術，轉化為本土科學傳播所需之知識與

技巧，俾能提升科學傳播內容產製之效率與品質，有效促進本土

科學傳播知能發展。 

 

三、 藉由引言報告型式，對本計劃之各分項計畫成果作一研究報告，

藉由邏輯推演、層層論證，並蒐集證據，證明見解的正確性，並

對科學傳播的目的及意涵做深探研究，針對傳播內容製作之關鍵

因素作探討，作為對科普內容製作有興趣之業界或學術單位作實

務與學理之參考。 

 

四、 依據「主軸計畫四：科學傳播知識管理研究」，研討關鍵性觀念、

知識、經驗、技術與問題解決方法，並將研討資訊加以散佈分享、

引發討論、刺激思維，導出具應用性或技術發展報告之引言論文

發表與回應討論，使得以提昇本土科學傳播內容產製效率與傳播

效果。 

 

五、 辦理「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成果展示與經驗分享，透過

與會學者專家互動討論，使內容產製刊播專業知能與資訊得以流

傳，形構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知識管理。 

 

六、 依據「主軸計畫二：科學傳播人才培育」整合理論與實務，以教

授傳播內容產製執行知能為導向，擬針對製播科普節目之從業之

製、企、編、導、動人才開設工作坊，透過與先進國家進行科普

影視及多媒體節目產製之個案，在專家學者之指導與協助下，於

作業過程中借助參與、演練或觀察方式，配合與主導性人員進行

分析討論或實作示範之研習使能學習先進技術、精進其專業知能。 

 
叁、會議架構 

一、會議基本資料 

1.會議名稱：2009 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2.會議主題：科學傳播的真知與力行 

3.會議日期：2009 年 1 月 14 日（三）～16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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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議地點：國科會，科技大樓一樓簡報室、二樓會議室(暫定) 

(地址：10622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5.參加對象： 

 (1)曾參與、正參與或有意參與科學傳播與相關研究之科學家及研究助

理。 

 (2)曾參與、正參與或有意參與科學傳播與相關研究之傳播學者及研 

    究助理。 

  (3) 95 年及 96 年 97 年受補助媒體機構之製作人、企劃、編劇、導 

    演、動畫師等核心製作人員及其科學顧問團隊。 

  (4)「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歷屆學員。 

 (5)各級媒體產業從業人員。 

 (6)有意參與科學傳播之傳播科系及科學相關背景學生。 

 
二、會議架構 
 

  為具體達成會議宗旨與目的，本年度研討會依目的與主題內容特質，

採行多元形式、多場並行(Concurrent sessions)方式辦理，除了專題演講、

專題討論、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成果展覽，今年將增加論文發表、工

作坊、「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頒獎典禮，架構規劃如下圖： 

   

2009 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會議架構 

學術與實務交流及討論 

專題演講 

專題討論 

論文發表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工作坊 
數位敘事工作坊 

品質管理工作坊 

科普作品展覽 

95及 96年度受補助單位作品展示區 

HOT 科學競賽得獎作品區 

素材資料庫展示 

資訊交流平台展示 

知識資料庫展示 

國際科普作品觀摩與交流區 

「科學家的致勝寶典」專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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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科學傳播企編、影音人才庫座談會 

科學傳播的走向與願景座談會 

頒獎典禮 「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頒獎典禮 

 
二、議程說明 
 

（一）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將邀請從事科學傳播內容製作研發專業領域之業界及學界國際專

家學者蒞臨演講，引進各國目前產製知識及技術之相關理論及觀念，並

對於「科學家如何與媒體溝通」的研究經驗發表演講，藉由剖析代表作

品，詳述創作意理、探討及分享關鍵知能。 

 

(二)專題討論（Panel Discussion） 

針對科學精神與主題內容轉化為傳播媒材，其關鍵性之科學家（內

容專家）、傳播專家、製作人員（媒體專家），如何溝通互動與共識合作，

透過論文與回應，進行互動討論，其能建構有效之團隊基模與作業模

式。針對專題，由一篇論文帶出相關議題，再由三至四位學者針對該論

文延伸討論。專題討論的呈現將以對話、回應、再回應的互動形式呈現。 

 

(三)論文發表（Paper Presentation） 

    研討會徵稿主題以科學傳播基礎理論、科學傳播中科學家與傳播者

的角色，科學傳播的團隊溝通，科學傳播的人才培育、科學傳播的內容

創制與散播(包含新聞)、先進國家的科學傳播之借鏡、傳播科技在科學

傳播上的應用、科學傳播的素養等範疇為主，凡與各範疇相關之學術論

文或實務應用相關的論文範圍皆可。 

 

(四)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Showcase of Achievement) 

    邀請國外專家學者針對科學傳播之產製經驗做分享，會中將分享其

國家在科學傳播製作方面的經驗，提供國內產官學界參考及移植新知識

及觀念來台。 

另一方面，提供 95、96 年度受補助單位經驗與成品分享之平台，

今年將挑選優質作品，藉由互相觀摩、交流經驗與技術提升科普內容供

應數量與品質。使科學知識、科學研發、科學精神得以於各類通道普遍

散播，形構良性市場供需循環機制，期能帶動科學傳播相關產業整體發

展。將藉由科普獎活動挑選得獎作品，分享產製經驗。  

 

(五)工作坊(Workshop) 

    針對大學理工學院相關科系在學學生或從事科學傳播在職人員，開

設「科普人才工作坊」，以整合傳播理論與實務，教授科學傳播內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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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執行知能為導向，培養學習者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傳播符號之能力，並

提升在職人員之人力素質。能夠培育科際整合能力之科學傳播人才，作

為代表研發團隊與媒介溝通之橋樑。 

 

2007年主要講授內容製作之品質管理之基礎課程，今年則為進階課 

程。透過與先進國家進行科普影視及多媒體節目產製之個案，在專家學

者之指導與協助下，於作業過程中借助參與、演練或觀察方式，配合與

其主導性人員進行分析討論或實作示範之研習使能學習先進技術、精進

其專業知能。故擬規劃品質管理工作坊及數位敘事工作坊。 

 

(六) 成果展覽(Exhibition of Achievements ) 

    在展示區播放.1.「HOT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影片展示。

2.AthenaWeb-台灣科教班作品 3.國際科普作品觀摩與交流 4.「科學家

的致勝寶典」專書，  

 

(七) 科教班座談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電視科普節目人才培育工作坊」 

在六年來，先後辦理四屆，分別運用寒、暑假分階段循序辦理初級班、

中級班、高級班，共培育 296 位具科學背景的科學傳播人才。故藉此年

會的舉辦，邀請歷屆科教班學員同聚ㄧ堂，也與受補助單位作進一步的

交流及互動。其也將成為科普人才庫，受補助單位能藉此機會網羅具有

科學背景的傳播技術人才於自己的製作團隊中。 

 

(八)「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頒獎典禮 

    本活動延續科學教育人才培育之概念，以活動競賽方式鼓勵科學背 

景學生參與工作，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將自己所學之科學知識 

傳達給一般大眾，建立貣科學與傳播領域的合作，並培育成為未來具有 

科技整合能力之科學傳播人才，參加對象為全台大專院校理、工、醫、 

農相關科系（第二、三、四類組）大學生與碩博士日間部在學生。並僅 

限組隊報名，每隊成員須為三人。團隊成員可含至多一名非理、工、醫、 

農相關科系學生。得獎的作品將於會議中頒發競賽活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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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96/05/07 

各位協同主持人及協助人員： 

 

「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主軸計畫五，分項計畫一：統籌與協

調中心」在四月中旬正式回復與核定，較原訂期程晚了三個半月，但核定

執行時期是九十六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雖然助理人力均未到位，但許多

工作必頇儘速展開，兹將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 增聘莫季雍教授、盧非易教授、侯志欽教授三位大師加入協同主持人

行列之公文已上傳，國科會回應要求補提供相關資料，已委請兼任助

理姜孟宏協助辦理，盼於週內可以完成。盧教授與侯教授未來將指導

大家，推展「主軸劃一：補助科普內容產製刊播」之廠商甄選作業及

受補助廠商成品評鑑、品質分析等相關事宜。莫教授負責與黃聿清老

師合作，指導助理人員從質化與量化角度，辦理科普傳播閱聽眾研究，

如各節目之閱聽輪廓、觸達率、節目效益等分析。 

二、 曾國峰老師因本年度事務煩忙，暫申請退出協同主持人行列，感謝他

仍允諾未來如需幫助，必會出手相救。 

三、 感謝黃聿清老師同意委曲暫任本案專任助理工作，正辦理報到中，依

她在行政作業、節目產製與閱聽眾研究之專業資歷，未來她必會成為

本案之重要支柱。 

四、 五月四日與郭允文研究員深入討論後，黃聿清老師刻亦展開資料整理，

配合郭研究員的進度，希望能建立「主軸劃一：補助科普內容產製刊

播」之標準作業流程，除國科會之工作外，並將「統籌與協調中心」

所需配合與支援之工作與相關表格一併納入，必極有利提昇後續作業

效率。 

五、 另請陸景文老師（前廣電基金推廣與行銷處長），以諮詢顧問身分與

我協力，依據國科會與受補助廠商之合約等為基準，共同建立科普傳

播成品評鑑之制度與流程，初步完成後會與盧教授與侯教授討論確

認。 

六、 專任助理五人之遴聘公告業於上週五截止，目前展開初審，下週面談，

期於六月一日到職。除非為已有經驗者，要進入狀况仍頇至少一個月

的職前訓練，屆時除正式會議外，會依分配之工作職務請他/她們個別

向各位師長求教。 

七、 申請空間的公文花一個月跑了一圈，祇能租到研究大樓九一五研究室

（三坪），感謝傳院支援新聞館三樓專案研究室乙間（三.五坪），前者

分配專任人員三名，後者因環境安全及空調較佳，除圔入專任人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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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名，另設两個工作站，「現况資料庫」及「知識資料庫」之主機

亦暫置於此。希望能夠在向校長報告後，暑假間能夠搬到更廣闊、更

安全、更好的地點。 

八、 專任人員及資料庫所需的個人電腦及設備，均由兼任助理姜孟宏與張

蕙蘭處理中，待規格與報價確認後，近日可依規定執行採購。 

九、 原擬由專任助理担綱建置之「現况資料庫」及「知識資料庫」，因時

效關係，祇能先委託廠商辦理。過去三週，經過多次討論，廠商已完

成規劃設計，近日即可提案報價，就可依法進行限制性招標辦理；期

能於五月下旬建置完成，六月初助理到職，即行追趕進度。 

 

    感謝兼任助理姜孟宏與張蕙蘭，從年十月在無薪酬與充滿不確定的情

况下，就協助本案許許多多的規劃、設計與推動，直到今天才能辦理自己

的報到，每月領些許兼任酬勞，在此敬表謝意，也請大家多給他們鼓勵。 

 

敬頌  安好，並祝  順心 

                                           關尚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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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96/05/22 

各位協同主持人及工作同仁： 

 

玆將「統籌與協調中心」自五月上旬以來之各項工作進度作個重點報告： 

 

1.     05/21 接獲國科會科教處郭研究員賜告，增聘盧老師、莫老師與侯老師

之案業已簽核，待正式文到後即可上網辨理相關主持費用追加辦更後，

即完成三位大師的邀聘作業。 

2.     感謝姜孟宏的精心設計與努力辨理，兩間專案研究室之電腦桌椅及辦

公桌椅等基本傢俱均已送到；由於孟宏的高效率，請購單已批核下來，

本週他正催促電腦廠商送貨與安裝，盼能於下週即完全備妥。 

3.     感謝姜孟宏與張蕙蘭協力，在三週內完成專任助理之徵選，05/15 由個

人在孟宏與蕙蘭協助下進行書面初選，05/21 實施面談，經過 黃聿清 老

師與 陸景文 老師費神以過人之慧眼主詴，初步錄取碩士級三位、學士

級二位，均將於 05/25 前進行確認性與工作委派性之面談，即可辦理報

到，於 六月一日 到職。其中一位學士級應徵者因專長與背景關係，將

協談採行三個月之詴用，以確認其意向與能力；另位碩士級專任助理因

勞基法規定，可望於 六月十五日 報到。 

4.     「計劃現況資料庫」與「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感謝受委託之專 家賴

志偉 先生，在尚未辦理手續支付分文前，即已著手建置，待本月底主機

到位，即可灌入系統，開始運作。因此常務之急，包括通知受補助媒體

廠商補填資料，以及建立資料維護與更新之標準作業準則與流程等。 

5.     近三週來，感 謝黃聿清 老師與 陸景文 老師協助，與國科會科教處

郭研究員、梅編審、楊副研究員共同辛勞合作。為利於往後作業順暢，

依據國科會核定在案之「補助媒體製作方案」重點，積極編寫「補助媒

體製作方案作業手冊」，其中「第壹階段：評選受補助單位」現由梅編審、

楊副研究員、 黃聿清 老師、 陸景文 老師共同編修中，個人亦先草擬

作業重點，再轉換為手冊之格式，戮力完成「第貳階段：產製管理與成

品審查」之內容與附表（詳附擋），因一切作業均獨自完成，疏漏恐多，

尚請各位協同主持人及 黃聿清 老師與 陸景文 老師，提供修正意見（修

正處煩以紅字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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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補助媒體製作方案」，科學教育節目類已有一件成品提請進行第一

期審查，電視科學節目類與科學新聞報導類企劃案（簽約版）亦提請進

行第一期審查，感謝張蕙蘭協助，刻正積極辨理。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關尚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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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96/06/27 

各位協同主持人及協助人員： 

 

「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主軸計畫五，分項計畫一：統籌與協

調中心」人員報到在六月一日，兹將六月份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 請賴以婷小姐、孫如杰先生、許聖珈小姐與許亞婷小姐擔任統籌與協

調中心專任研究助理，各專任助理依計畫主持人員指導，負責以下工

作： 

（一）蒐集受補助廠商之產製進度資料。 

（二）辦理各期請款成品審查，彙整、統計與分析評量資料與績效資

料。 

（三）彙整前述各項資料，或進行次級資料分析，以學術性質取向，

撰寫特定或該類之科學教育影片、科學電視節目、或科學新聞

報導與短片之產製管理或品質分析論文，於年度會議發表，以

及收納於知識資料庫。 

（四）定期閱讀科學傳播相關期刊、論文、著作，撰寫重點摘要，經

計畫主持人員審閱後，收納於知識資料庫。 

（五）配合國科會科教處作業需求，依計畫主持人員指示，協助辨理

年度受補商遴選相關事務。 

（六）辦理並參與科學傳播年會。 

（七）依計畫主持人員指派與指導，辦理人才培育計畫相關工作坊。 

（八）其他與本統籌與協調中心任務相關，經計畫主持人員交代辦理

之事務。 

二、 原專任研究助理協調人員鄭玉菁小姐因故辦理離職，於 6/22 開會另請

賴以婷小姐費神擔任。 

三、 自本（九十六）年六月一日起，針對受補助廠商所完成工作如下： 

（一）完成科學影片類（視群、亮相館、諾耶、卓維、3952、華岡）、

科學節目類（大愛、公視）之影片大綱與分集摘要。 

（二）各專任助理拜訪受補助廠商，並蒐集產製進度報表及相關劇照

之影像資料。 

（三）寄送科學新聞類（東森新聞 S台【科學大解碼】及《聯合報-

新聞中的科學》，共計 2件）審查資料，預計 6/29寄回已審查

過的審查表。 

（四）寄送科學節目類審查資料（公視【流言密碼追追追】及大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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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共計 2件），預計 7/3寄回已審查過的審查表。 

（五）完成已審查完畢之卓維、亮相館、3952、視群、諾耶、華岡等

六家受補助廠商之彙總報告書。並將審查結果發函請國科會鑒

核，審查相關文字意見，另函知各受補助廠商，以作本案品質

提升之參考。 

四、 已完成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現況資料庫」，目前由專任助理

許聖珈將資料建檔，資料庫架構大致成型，惟如進度資料表等功能與

相關維護事宜，需待補強後，便可正式運作。 

五、 感謝莫季雍老師提供三篇科學傳播論文，目前由專任助理孫如杰分配

閱讀，已完成 Advanc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Survey of 

Science Communicators 與 Communicating Sci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兩篇初略摘要，預計將來要建立科學傳播論文閱讀作業流

程表。 

六、 統籌與協調中心所有同仁於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到國科會一樓簡報室，

協助支援「96年國科會補助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媒體製作方案公開說

明會」，並向國科會科教處介紹專任研究助理。 

 

    

敬頌  安好，並祝  順心 

                                           關尚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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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96/07/06 

各位國科會科教處長官、協同主持人及助理人員： 

   「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主軸計畫五，分項計畫一：統籌與協調

中心」，將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六日止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針對受補助廠商所完成工作如下： 

(一)各專任助理拜訪受補助廠商，並蒐集產製進度報表及相關劇照、影片

之影像資料。 

(二)七月四日將亮相館、三九五二、視群、諾耶、華岡、聯合報、東森、

公視、大愛「第一期企畫案審查結果」及華岡「第一期一集成品審查『第

八集、綠色小精靈-綠藻』審查結果」，函請國科會鑒核，審查相關文字意

見，另函知各受補助廠商，以作本案品質提升之參考。 

(三)卓維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台灣的脈動」科學影片類第一期企畫

案審查結果為「修正後複審」，由助理許亞婷進行第一期企畫案複審作業。 

二、針對科學傳播論文完成工作如下： 

(一)孫如杰已草擬科學傳播文獻閱讀作業流程表(請參閱附件一)，待確認

公布施行。 

(二)增加五篇科學傳播相關文章，完成分配閱讀。 

(三)已整理列出數個科學傳播相關網站，並公布於「催生台灣科普事業計

畫現況資料庫」。 

三、針對網站資料庫完成工作如下： 

(一)許聖珈已完成「催生台灣科普事業計畫現況資料庫」，並公布實施

(http://59.124.8.208/www/blog)，持續更新維護，使資訊豐富，並加強

建置程式使功能更人性化。 

(二)許聖珈將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主軸計畫四之「科學傳播事業

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架構規畫成型，進入內容企劃作業。(請參閱附件

二) 

四、針對統籌協調中心事務完成工作如下： 

(一)賴以婷建立統籌協調中心制度表(請參閱附件三)。 

(二)賴以婷建立統籌協調中心經費核銷標準作業流程。 

(三)賴以婷完成於六月二十三日上午舉辦之「96年國科會補助臺灣科普傳

播事業-媒體製作方案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http://59.124.8.208/www/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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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賴以婷、孫如杰於七月二日起至七月底參加「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

培訓班」，期間與高級班同學共同完成科普影片，對於數位影音節目產製，

有所增長。 

  

敬頌  安好，並祝  順心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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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96/07/09~96/08/03 

■ 統籌與協調中心－七月份進度報告 ■ 

【撰稿人：孫如杰、賴以婷】 

各位國科會科教處長官、協同主持人及助理人員： 

   茲將 96年 7月 8日起至 8月 3日止之各項工作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歡迎資深專任助理李嘉崑於 7/30加入統籌與協調中心的行列，依其先

前的學歷及工作背景，包括大眾傳播、資訊科技、教育工學等，在執

行模組化節目製播、資料庫設計與管理、電子商務及網路媒體的專業

經驗，未來將成為本中心重要支柱。 

二、根據「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受補助廠商之第

一期企畫案審查工作，已於 7/12函知 9家受補助廠商，以作本案品質

提升之參考。 

三、目前正籌備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工作，已由賴以婷擬定標準作業流程

及審查資料袋檢核表，許亞婷及孫如杰完成「科學新聞報導類」之企

劃書摘要及抽樣目錄，許聖珈小姐完成審查表、收據、亯函範本設計。

並請示科教處梅編審協助提供第二期審查之科學專家名單。 

四、目前各家廠商之產製進度填表工作，已規劃了「履約時間表」、「審查

進度表」、「補助廠商進度填表」3款彙整報表，未來將採月報表方式更

新，俾掌握補助廠商進度。 

五、催生台灣科普事業「計畫現況資料庫」已於 7月初公布(網站如下: 

http://59.124.8.208/www/blog)。現階段許聖珈正進行自動化填表介

面「製作進度報表上稿」製作，亦協助網站廠商建置網站。未來將整

併於「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之下，以利廠商自行填

表之用。 

六、為建置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並提升各專任助理之科學傳播素養，目前

由孫如杰先生持續蒐集整理相關文獻，分配各專任助理閱讀後，固定

於每週五舉行讀書會。此外，要感謝莫季雍老師提供 3篇英文文獻，

以及陸景文老師提供中國新聞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cddc.net/，

提供本中心更多元化的資訊收集來源。 

七、為讓協調中心各項行政事務及請款作更有效率地進行，感謝賴以 

http://59.124.8.208/www/blog
http://www.cdd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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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在參與科教班學習之際，抽空完成公文檔案建檔整理，另建 

    置請款核銷、會議紀錄和 newsletter輪班表之標準作業流程。 

八、關於本中心新辦公室已確認為政治大學社會資訊中心一樓 10112專案

研究室。目前由孫如杰統籌規劃帄面空間設計及硬體規劃作業，並由

許亞婷協助處理採購及請購程序，預計 8月底進行施工，可望於 9月

初進駐。 

敬頌  安好，並祝  順心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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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96/08/06~96/08/24 

■ 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 

【撰稿人：許亞婷】 

各位國科會科教處長官、協同主持人及協助人員： 

茲將九十六年八月六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之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首先歡迎莊富雅於八月十五日加入統籌與協調中心專任助理的行列。

莊富雅今年甫畢業於實踐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並在八月二日於「科

學教育人才節目培訓班」第四期高級班結業。依其科學專長與科教班

之背景，將可成為本中心銜接科學與傳播界間的溝通橋樑，她即將接

手「聯合報」、「亮相館」、「3952」三家受補助廠商之例行業務。 

二、許聖珈負責設計與規劃「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之「視

覺設計」及「網頁欄位製作」，其並與網站工程師賴志偉聯合完成「交

流帄台程式設計進度安排表」之規劃，將於八月三十一日完成網站帄

台並正式上線。 

三、孫如杰負責社資中心新辦公室之空間設計與施工規劃，並完成影音資

料庫之設備及影音剪輯電腦、伺服器估價；八月三十日將進行油漆粉

刷及電源線路鋪設之相關工程，預估九月中方可搬遷進駐。 

四、統籌中心期中報告已由賴以婷、莊富雅、許亞婷分工進行撰寫各章節；

影音資料庫期中報告已由李嘉崑、孫如杰分工進行撰寫各章節，均預

計八月三十一日完成初稿。 

五、知識資料庫由孫如杰統籌規劃「科普傳播知識資料庫」之網站架構，

並排定每週五上午 10點舉行讀書會。此外，莊富雅負責收集與整理

年會資料，許亞婷負責收集與整理傳播理論文獻，未來將上稿到「科

普傳播知識資料庫」。 

六、統籌與協調中心之各項表單，由賴以婷設計並執行報表追蹤工作，計

有如下表單：(1)申請補助機構之審查追蹤表。(2)95年度半數成品繳

交時間預估表。(3)95年度補助廠商履約時間表。(4)第二期半數成品

審查資料袋－檢核表。(5)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標準作業流程（詳

如附件）。 

七、2008科普傳播年會企劃提案已由賴以婷初步規劃完成，將與計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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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尚仁老師討論年會專題主軸及邀約名單。 

八、本中心全員於八月十六、十七日在楊副研究員與黃聿清老師的指導下

順利完成支援科教處申請案整理，近日將持續支援寄送工作。 

 

敬頌  安好，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9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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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96/08/27~96/09/07 

■ 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 

【撰稿人：莊富雅】 

各位國科會科教處長官、共同主持人及協助人員： 

茲將 96 年 8 月 27 日起至 9 月 7 日止之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 首先歡迎梁芷菁小姐於 9 月 3 日加入本中心擔任專任助理。梁芷菁

畢業於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曾於 2004 至 2006 年擔任中央研

究院網格團隊專案人員，未來將負責年會規劃與執行、國際交流等

事宜，並承辦受補助機構「大愛」之相關業務。 

二、 主持人會議於 9 月 5 日上午 10 點 30 分召開，由關尚仁老師擔任主

席，專任助理報告及說明工作進度，各共同主持人給予諸多寶貴的

建議與提醒，以利未來計畫的推動與執行（會議記錄詳見附件一）。 

三、 95 年受補助機構之「熱帶冰河台灣」和「台灣生命樂章」已進入第

一期一集成品審查階段；「新聞中的科學」和「科學大解碼」現正

進行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階段。 

四、 本中心 9 月 14、15、16、17 及 30 日將全員支援科教處進行 96 年

媒體詴辦評選委員會，支援工作包括動線規劃、場地佈置、器材架

設、會議資料準備、評選資料統計與輸入、協助受評選機構進行簡

報及現場錄音、錄影、計時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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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許聖珈和莊富雅已完成第一期一集成品審查資料之範本準備工作，

範本計有：企劃案相關重點摘錄、本次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審查

表、審查費收據及回郵亯封。 

六、 八月份之「審查進度月報表」已更新完成（附件二）。 

七、 本中心新辦公室位於政治大學所提供的社資中心內，由孫如杰和李

嘉崑共同安排、規劃與聯繫，已完成牆壁粉刷、屏風架設及辦公設

備採購及電源和各線路鋪設施工等相關事宜，預計於 9 月 26 日進

行搬遷。 

八、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資訊交流帄台」已於 9 月 1 日正式上線！

許聖珈目前正撰寫使用說明書以協助受補助機構上線操作。 

九、 「知識資料庫」在孫如杰及同仁們的分工下，已蒐集 40 多篇有關

於「科學傳播」、「品質管理」等領域的文獻，並著手進行上傳作業。 

十、 2008 年科普傳播年會在計劃主持人關尚仁老師的指導下，由賴以婷

和梁芷菁共同企劃，李嘉崑協助聯繫事宜，預計規劃 3 天的議程，

並邀請歐盟、南加大及日本等國外學者與會，現正進行預算編列。 

十一、 原專任研究助理許亞婷小姐因故辦理離職，因應人事異動，賴以

婷於 8 月 31 日重新進行工作分派（附件三）。 

敬頌  安好，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96.09.2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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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普傳播催生事業統籌與協調中心 

會  議  記  錄 

開會日期 96 年 9 月 5 日(三) 開會時間 10:30AM 

開會地點 新聞館 301 研究室 會議主旨 主持人會議 

主    席 關尚仁老師 記    錄 莊富雅 

出席人員 關尚仁老師、侯志欽老師、黃新生老師、莫季雍老師、盧非易老師 

賴以婷、許聖珈、孫如杰、莊富雅、梁芷菁 

姜孟宏、張蕙蘭、李若韻、鄭雅文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一、 主席報告 

二、 專任助理和兼任助理自我介紹 

  專任助理：賴以婷、許聖珈、孫如杰、莊富雅、梁芷菁 

     兼任助理：李若韻、鄭雅文、姜孟宏、張蕙蘭 

三、 介紹主持人 

     莫季雍老師、黃新生老師、侯志欽老師、盧非易老師 

四、 統籌中心工作報告 

(一) 賴以婷工作報告 

1. 各研究助理責任分工概況 

2. 專案業務和例行業務執行現況 

3. 95 年度受補助機構審查進度現況 

(二) 許聖珈工作報告 

1.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之內容架構及執行進度 

2. 後台專案補助系統之內容架構及執行進度 

(三) 孫如杰工作報告 

1. 知識知料庫之內容架構及執行進度：科普相關網站介紹／96 年會

資料整理上線／科普相關文獻蒐集進 

(四) 關尚仁老師補充說明交流帄台的目的和內容 

五、 主持人建議和提問 

(一) 交流帄台 

1. 盧非易老師：可將科教班和工作坊如教材等相關資料，上傳做教學

分享 

  侯志欽老師：要注意署名和授權問題  

2. 關尚仁老師：研究助理可向各位老師請教是否有相關文獻等資料 

3. 侯老師：網站和中心英文名稱要確定，以利後續計畫推動及行銷 

4. 侯老師：可考慮進行線上審查機制，以增加作業效率                   

關老師：我們可進行測詴，但要注意審查資料規格及相關細節 



                        統協中心 070907 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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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6 年度媒體詴辦方案 

關老師：受理完成後，將會舉辦入選機構簽約前講習，統籌中心將

接手行政事宜，並協助入選機構之輔導 

六、 97 年年會介紹 

 關老師：初步架構已完成，主題為「科普傳播的學與術」，從實務

 面出發結合理論。議程擬訂專題講演有歐盟科普、美國南加大、日

 本及台灣學者；論文發表有 5-6 篇，將包括資料庫、品質管理、企

 劃案審查分析及團隊溝通分析等；估計會有 10 家受補助機構的作      

品會進行展示。 

七、 計畫主持人建議和提問 

1. 侯老師：工作坊若安排在專題演講後進行，建議要與專題演講有關

聯，會較有意義。 

      關老師：亦要注意教學和實務所需要的設備種類及數量 

2. 盧老師：國科會若有廠商的成品使用權，可置於知識資料庫加以使

用，並有需要事先進行成品模組化和繳交腳本電子檔，以便後續使

用上的方便 

      關老師：目前台灣傳媒尚沒有模組化的觀念，進行模組化有困難 

   侯老師：或許可要受補助機構提供完整原始檔，由統籌中心配置人

力進行模組化。 

八、 散會 



                        統協中心 070907 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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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無 

決議事項 無 

備忘事項 無 



                 附件、二                                           統協中心 070907 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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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受補助機構之審查進度報告                   

類 

別 

受補助

機構 

專案名稱 集數 分鐘 第一期審查 第二期審查 

半數成品 

製作狀況 負責 

企劃案 一集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視群 台灣生命樂章 6 24 通過 預估 

96 年 10 月 

-- 第 1 集後製中。 聖珈 

 

亮相館 生命密碼 3 48 通過 預估 

97 年 1 月底 

-- 第 3 集劇本撰寫中，97.2.6 前完成

第 3 集。 

聖珈 

富雅 

3952 熱帶冰河台灣 3 26 通過 預估 96/09/10 -- 第 3 集製作已完成，將於本週送審 聖珈 

富雅 

諾耶 情緒密碼 13 23 通過 預估 96/09/14 -- 第 1 集製作接近完成，2-3 集拍攝

中。 

如杰 

 

華岡 顯微鏡下的世界 13 24 通過 通過(第 8 集) -- 13 集同步拍攝中 如杰 

卓維 台灣的脈動 6 48 通過 通過(第 2 集) 預估 

96 年 10 月 

第 2 集已完成；第 1.3 集後製中； 

第 4.5 集拍攝中；第 6 集腳本撰寫。 

以婷/富雅 

新

聞 

報

導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 5 通過  審查中 2007/2/22 播出第 1 集，每週四、五

播出 2 集；2007.9.7 播出第 58 集。 

以婷/富雅 

聯合報 新聞中的科學 50  通過  審查中 2007/2/28 刊載第 1 則，2008/2/29

前全數刊載完畢。 

如杰 

科

學

節

目 

大愛 發現 26 60 通過  預估 

96 年 12 月 

96 年 10 月開播，每週播一集 芷菁 

公視 流言追追追 26 30 通過  預估 

96 年 9 月底 

96 年 7 月 4 日播出第一季 

96 年 9 月 3 日播完第一季 12 集 

以婷 

更新日期：200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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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責任分工表 

姓 名 負責廠商 其他分工 職務代理 

賴以婷 公視、東森、

卓維 

協調人、公文行政、預備金、核銷、年會規

劃與執行、企劃案分析報告、期中報告、標

準作業流程等系統建置、績效分析報告與成

品評鑑、會議論文撰述 

荘富雅 

梁芷菁 

孫如杰 華岡、諾耶、

聯合報 

讀書會、知識資料庫、模組化影音資料庫、

資料庫期中報告、績效分析報告與成品評

鑑、會議論文撰述 

許聖珈 

許聖珈 視群 

 

交流帄台建置與維護、模組化影音資料庫、

績效分析報告與成品評鑑、會議論文撰述 

孫如杰 

莊富雅 亮相館、3952

東森、卓維 

審查及產製報表進度彙總負責人、期中報告

績效分析報告與成品評鑑、會議論文撰述 

賴以婷 

梁芷菁 大愛 年會規劃與執行、國際交流事宜、績效分析

報告與成品評鑑、會議論文撰述 

賴以婷 

更新日期：2007/08/31 負責人：賴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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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96/09/10~96/10/12 

■ 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 

【撰稿人：許聖珈、孫如杰】 

各位國科會科教處長官、共同主持人及協助人員： 

    承蒙各位長官的支持與愛戴，統籌與協調中心新辦公室搬遷事宜已

於 10 月初完成，目前規劃了「辦公區」、「會議休憩區」以及「影音素

材剪輯工作站」等區域，並鎖定「科普精神」與「創新」兩大設計主軸

來佈置本中心辦公空間。為了感謝各位長官在喬遷事宜上的諸多關照，

本中心將在 11 月 3 日政治大學包種茶節舉辦「揭牌儀式」，將邀請國科

會科教處及政治大學長官共同進行揭牌，敬請惠臨指教。 

  

統籌與協調中心辦公室全景 會議休憩區及科普知識資料區 

  

助理工作情形1 助理工作情形2 

     

   茲將 2007 年 9 月 10 日起至 10 月 12 日止之推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 「2008 年科普傳播年度研討會」在計劃主持人關尚仁的指

導下，已於 2007 年 10 月 9 日完成企畫書修訂第五版，現階段

工作為評估研討會議程及企劃書之執行面、邀約美國、歐盟及

日本國際科學傳播專家學者，以及函請科教處長官推薦大會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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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委員中。目前年會論文部份，共規劃了 8 篇論文，題目及發

表人暫定如下表，論文寫作期間亦請共同主持人們多多給予指

導。 

序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 影音資料庫之後設資料設計研究—以科普影音素材資

料庫為焦點（暫定） 

李嘉崑、 

賴志偉 

2 影視節目企劃案撰寫研究-以科普節目為例(暫定） 賴以婷 

3 跨領域團隊溝通研究-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為例（暫定） 程靜如 

4 科普節目品質管理研究（暫定） 關尚仁教授 

5 科學傳播之深探研究—從意涵、目的、功能與作為為焦

點（暫定） 

孫如杰 

6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研究—以科教班為對象（暫定） 莊富雅 

7 從收視率進行閱聽人解讀研究—以科普傳播節目為對

象(暫定) 

梁芷菁(張蕙

蘭、姜孟宏協助) 

8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關尚仁教

授、許聖珈

(李嘉崑協助) 

二、 「統籌與協調中心期中報告」為本中心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間業務執行狀況之報告書，內容詳述各專案業務之規劃及

執行流程…等，由於先前規劃的架構及分工部分，因撰寫過程

中發現架構在規劃時考量不夠周延，因此於 10 月 11 日重新擬

定目錄架構，由統籌與協調中心同仁分工，正如火如荼的撰寫

中，將於 10 月底完成後，敬陳國科會科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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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傳播知識資料庫」目前將蒐羅到的文獻，依據共同

主持人莫季雍推薦的「概念」、「過程」及「效果」分類法為

架構進行歸納整理。並於10月12日將「2007科普傳播研討會」

資料上載至「交流帄台」。另為提升同仁科學傳播之學理知識，

每月安排2次讀書會；於9月12日針對科普概念文章「SCIENCE 

COMMUNICATION : A CONCEPTUAL FRAMEWORK」一文，舉行讀

書會討論交換心得。 

四、 「95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協調會」將於11月初於國科會舉

辦，主要邀請95年度受補助的10家媒體機構，進行期中意見交

流，並提醒「現階段成品審查常見問題」、「合約應注意事項」，

以達協助、溝通之目的。 

五、 「報表管理系統」建制部分，已在許聖珈與系統工程師賴

志偉齊心努力下，歷經三次整合修訂，已於9月21日完成系統建

置以及驗收工作。此外，許聖珈亦於10月8日完成「報表管理系

統使用手冊」初版。目前正在將7至9月份報表上稿，並持續修

訂「報表管理系統使用手冊」中，預計11月開放受補助單位線

上填表。 

六、 針對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所召開之「簽

約前講習」，將於10月27日及28日舉辦。10月11日已完成議程

草案規劃，並協同科教處籌備會議資料中，10月8日完成「報表

管理系統操作說明」初版、「初評意見彙整」、「審查繳交資

料說明」等資料。 

七、 為達成主軸計畫七：「科學傳播績效評量」之執行作業，

感謝莫季雍教授、黃聿清教授聯合為本中心同仁講授『收視率

解讀課程』，時間定於10月31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於新聞館三樓

研討室舉辦。 

八、 本中心於9月30日全員支援國科會科教處舉辦「96年媒體詴

辦評選委員會」，主要支援工作為「協助各項評選資料準備」、

「申請案代表人接待」、「器材架設」、「評選結果統計」、

「委員初評表彙整」，以及全程錄音、錄影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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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支援媒體詴辦評選會花絮1 國科會支援媒體詴辦評選會花絮2 

九、 95年度各受補助單位「專案製作進度報表」本月份回報情

形整理如附件一。 

十、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現進行審查之專案整理如下： 

專案類別 專案名稱 審查期別 審查類別 審查進度 

科學 

教育 

影片 

三九五二

工作室－

「熱帶冰

河˙台

灣」 

第一期 一集成品審查 於2007年10月11日已收回5位

審查委員評審意見表，現請三

九五二將影片中科學內容審查

委員所提出幾項科學內容錯誤

處更正後，再送委員審查。 

科學 

新聞 

報導 

聯合報－

「新聞中

的科學」 

第二期 半數成品審查 審查資料已送4位表現技術審

查委員，其中3位已回覆審查意

見，預計於2007年10月12日收

回；另待科教處提供科學內容

審查委員名單後，即刻進行科

學內容審查作業。 

東森電視

－「科學

大解碼」 

第二期 半數成品審查 審查資料已送4位表現技術審

查委員，其中2位已回覆審查意

見，預計2007於年10月12日收

回；另待科教處提供科學內容

審查委員名單後，即刻進行科

學內容審查作業。 

十一、 主軸計畫五「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目前已由李嘉

崑、孫如杰與系統工程師賴志偉，多次研商完成前期硬體系統

規劃，並進行硬體設備採購作業中，主要採購項目包括：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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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台、工作站電腦4台、伺服器機架1座…等。資料庫系統建置

方面，已邀請計畫共同主持人盧非易對資料庫建置、數位影音

詮釋資料編碼格式提供建議，並持續蒐整相關資料，定期與系

統工程師商議未來資料庫建置之系統介面及影音資料分類編

碼…等議題。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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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96/10/15~96/11/07 

■ 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 

【撰稿人：孫如杰、梁芷菁、賴以婷】 

各位國科會科教處長官、共同主持人及協助人員： 

承蒙各位長官熱忱指導，「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自 6月初

專任助理陸續報到以來，各項工作推展已略趨成熟。在此特別感謝科教

處林處長陳涌於 11月 3日(六)政治大學舉辦包種茶節當天親臨本中心，

參加溫馨隆重的揭牌儀式。本中心從 10月中旬至今，順利完成 96年受

補助單位簽約前講習、95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研習會、統籌與協調中

心期中進度報告。近期內也完成分項計畫 5-3：建置「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料庫」之各項軟硬體設備初期建置，為日後科學傳播影音內容素材

的儲存奠定基礎。目前正積極籌備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此外，

也特別感謝莫季雍教授、黃聿清教授於 10月 31日（三）為中心同仁開

課教授收視率解讀的知識。茲將 96年 10月 15日(一)起至 11月 7日(三)

止，各項工作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 96年度受補助單位簽約前講習 

    10月 27日(六)國科會科教處與統籌與協調中心共同完成「96年受

補助單位簽約前講習會議」，議程依據國科會科教處及統籌中心之任務

執掌，規劃成雙場次之方式進行。分別由科教處就「簽約應注意事項」，

如合約重點以及亯託應注意事項等進行說明；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針

對企畫案修訂注意事項、審查程序及其他配合事項進行說明。本次講習

會議由中心所有同仁進行各項資料準備、各受補助單位貴賓接待、餐點

準備及會議記錄事宜，議程由上午 9點至下午 6點，完成 96年度 21家

受補助單位共計 16個場次之議程。感謝科教處楊副研究員紫菱女士、

梅編審家瑜女士、專任助理劉沛欣小姐與國科會相關人員之協助，讓

96年受補助單位之簽約前講習會議順利完成。 

 

二、 95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研習會 

本中心於 11月 6日(二)舉辦 95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研習會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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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針對「審查程序說明」、「績效評量說明」、「提升內容品質之重點研討」

等議程進行討論，並由計畫主持人擔任會議主席，由共同主持人擔任討

論人，此外也特別邀請孫維新教授、齊隆壬教授出席給予受補助單位指

導與建議。本次會議 95年度 10家受補助單位共計 25位製作人、導演

及主要企編、動畫師人員出席，於會議中就審查程序以及內容製作上提

出問題並進行討論。亦感謝科教處長官於籌辦及舉辦期間給予的諸多支

援與協助，讓本次會議順利完成。 

  

期中研習會交流 受補助單位意見陳述 

 

 

  

審查程序說明 計畫共同主持人給受補助單位建議 

 

  

三、 十月份主持人會議 

本次會議主要由中心同仁報告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概況，包含

95年度 10家受補助單位之審查及填表概況報告、96年受補助單位通過

名單報告、95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研習會議程說明，2008科學傳播國

際研討會進度報告及本中心未來工作重點說明。特別感謝莫季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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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非易教授、黃聿清教授，針對媒體詴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應繳交績效

資料給予相關指導與建議。 

四、 統籌與協中心揭牌儀式 

    本計劃自今年四月份正式核定以來，中心陸續完成硬體設備建置，

而原本位於政治大學新聞館的統籌與協調中心，為能容納新增購的設備

器材，並有充足的工作空間，在今年 10月初搬遷到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的10112專案研究室，希望藉由揭牌活動，來宣告推動科學傳播的決心，

為台灣科普事業建立一個里程碑。這次活動特別邀請國科會科教處林陳

涌處長、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陳彰儀學務長、陳木金總務長、蔡連康

教務長、張霄亭教授蒞臨，並廣邀第四期高級班學員回娘家一同見證中

心成立。校長吳思華致詞時亦期許中心成為台灣科學傳播的推手與智庫。

在此要特別感謝科教處林陳涌處長、楊紫菱副研究員、黃聿清老師於百

忙之中，參與並支持本次活動，未來統籌與協調中心將繼續努力作為催

生科普傳播事業的重鎮。 

  

吳思華校長、林陳涌處長 全體蒞臨貴賓合影 

  

會場時況 計畫主持人致詞 

五、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計畫期中報告」 

「計畫期中報告」，已在中心同仁協力分工下於 10月底完成。本報

告以中心 96年度工作計劃為架構，共規劃了三個章節，從本中心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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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置與推動」、「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

「科學傳播知識建構」等層面報告本中心自 96年 4月核定至今之工作

進度，並逐一檢討及說明未來進度規劃。 

六、 建置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 

為執行分項計畫 5-3：「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建置」，切割科普

影片成為模組化之影音素材，供日後相關影片產製再利用。近日購置 2

台 IBM x3650伺服器系統、伺服器機櫃、4台高階桌上型電腦，供科學

傳播影音素材剪輯與數位化儲存使用，目前正陸續進行影音剪輯測詴及

影音剪輯工讀生的招募與培訓工作。 

  

影音剪輯測詴 專案助理檢查影片 

七、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籌備相關事宜：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2008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訂於明年 1月 24~26日(四~六)舉行，本次會議旨在促進科

學傳播內容產製品質與傳播效能，本次國際研討會預計邀請四國專家學

者擔任講者，包括美國南加大科學節目製作專家 Dr. Marsha Kinder女

士、歐盟委員會新聞諮詢處專家 Patrick Vittet-Philippe先生、日本

東京大學情報學系 佐倉 統教授擔任專題演講。 

中心於九月中旬邀請 Sakura先生與會，並表達台灣國家科學委員

會有意組團協同台灣科學家與傳播學者專家，ㄧ同參訪日本著名傳播電

視台及科學博物館之意願，徵詢 Sakura先生此行程之可行性並懇請其

協助。Sakura 教授已於 10底回亯同意擔任專題演講講者，並慨然推薦

東京若干著名電視台與科學博物館參訪地點，並願意協助聯繫事宜。 

此外，歐盟委員會新聞諮詢處 Philippe先生，於九月初寄送一批

歐盟科普機構製作之科普影片 25集供本計畫觀摩，但因影片是 Beta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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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之規格，故已由莊富雅小姐負責委外廠商轉拷製作成 DVD 格式。 

另為 2008年會之籌備事宜，中心於 10月 24日(三)中午，邀請 2007

年會主辦人李婉玲小姐、林永智先生及助理群們，交流傳承年會舉辦經

驗，並撰寫第一次年會工作小組討論事項。 

  

年會舉辦經驗分享 1 年會舉辦經驗分享 2 

八、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現進行審查之專案整理如下： 

專案類別 專案名稱 審查期別 審查類別 審查進度 

科學 

教育 

影片 

諾耶廣告

股份有限

公司「情

緒密碼」 

第一期 一集成品審查 表現技術審查委員已於11月7

日回覆審查意見，11月6日取得

科教處提供3為科學內容審查

委員名單，已著手進行聯繫。 

視群傳播

事業有限

公司「台

灣生命樂

章」 

第一期 一集成品審查 表現技術審查委員已於10月31

回覆審查意見。科學內容審查

委員共需3位，其中2位審查委

員已分別於11月01，10月31日

回覆審查意見，尚缺1位審查委

員，已請科教處推薦中。 

三九五二

工作室－

「熱帶冰

河˙台

灣」 

第二期 半數成品審查 已完成第一期審查程序，並函

知科教處及該受補助單位。預

計於11月8日，寄出表現技術及

科學內容審查表給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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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新聞 

報導 

聯合報－

「新聞中

的科學」 

第二期 半數成品審查 至10月16日止，已全數回收4位

表現技術審查委員審查意見，

另待科教處提供科學內容審查

委員名單後，即刻進行科學內

容審查作業。 

東森電視

－「科學

大解碼」 

第二期 半數成品審查 審查資料已送4位表現技術審

查委員，皆已回覆審查意見，

預計於11月14日前完成意見彙

整；另待科教處提供科學內容

審查委員名單後，即刻進行科

學內容審查作業。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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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96/11/08~96/12/10 

■ 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 

【撰稿人：莊富雅、許聖珈】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茲將 96年 11月 8日(四)起至 12月 10日(一)迄，各項工作推動現

況向各位報告。 

一、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2008 科 學 傳 播 國 際 研 討 會 (2008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議程目前暫定變更於明年 1 月 24 日(四)~25 日(五)進行

為期 2天的主題演講、專題討論、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專題演講將由

與會的國際學者分享科普發展的經驗與科學傳播技術的展望，以及科學

專家與傳播專家之間的合作溝通。工作坊將另行擇日舉辦，屆時教授內

容主要為節目品質管理，科普傳播收視率解讀與閱聽眾研究。 

2008科學傳播年度國際研討會專題討論之議程，目前規劃在進入

討論前，先以「導引報告」開場，再請與談之學者進行專題討論。現階

段所規劃之「導引報告」內容主要針對科學傳播的觀念意涵、執行技術、

人才培育、節目品管等方向進行討論，由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與中

心專任助理一同彙整各計畫執行的資料，並參考國內外科普相關論文與

透過適度的深度訪談等方式，撰寫出本「導引報告」，希望引發與談人

具體而精湛的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之導引報告名稱 報告者 

科學傳播意涵與發展深探  
孫如杰先生                 

(本中心專任助理) 

影視節目企劃書撰擬研究-以科普傳播企劃案

為例 

賴以婷小姐                  

(本中心專任助理) 

科普傳播內容品質分析報告 關尚仁教授 

跨領域團隊溝通研究-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

科學家合作為例 

程靜如小姐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

碩士班二年級)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研究–以科教班為對象 李若韻小姐、鄭雅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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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

碩士班一年級) 

影音資料庫之後設資料設計—以科普影音素

材資料庫為焦點 
李嘉崑先生、賴志偉先生 

表 1. 專題討論之導引報告列表 

為進行科學傳播知識與經驗之交流、分享台灣在科學教育節目製

作人才方面所做得努力和培訓成果，計畫主持人關教授尚仁會同交通大

學周倩教授、國科會科教處楊副研究員紫菱、梅編審家瑜參加 12月 4

日、5日於巴圔隆納舉辦的「European Forum on Science Journalism」，

關教授在此論壇中，就科教班人才培育之教學哲理、培訓目的、各班目

標、課程與成效進行報告，並播放第四期高級班作品「偷偷來」。同學

在科普影視節目創作之巧思，經大會主持人（Facilitator）於總結報

告時評為「台北版之”Charlie’s Angles”與 CSI的完美結合」。一行人其後

轉英國倫敦進行 BBC參訪，在兩天內共計訪問「兒童互動及隨選視訊」、

「多元影視帄台」及「第四頻道（Radio 4）」，深訪各集製作人員，了

解其對科學節目製播之成功關鍵元素。 

上述論壇與參訪報告將於二週內完成，再請大家指教。 

二、96年度期中進度報告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建置計畫」之進度報告由李嘉崑先生

及孫如杰先生共同撰寫，本報告內容就「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建置

計畫」之人力編組和硬體設備與設施、數位資產管理系統、影音模組切

割流程等逐一報告，並針對現況檢討、評估及未來規劃進行說明。此外，

於 11月 21日連同「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計畫」之期中進

度報告，分別上傳至國科會研究人才網，完成本年度之進度報告繳交工

作。 

三、96年度計畫展延事宜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計畫」原核定之執行日期由

民國九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底止，然而「科學傳播內容刊播補助方案」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成品審查工作，除了「科學新聞報導」類正在進行

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之外，「科學教育影片」類僅一家進入第二期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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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審查，而「電視科學節目」類主要因配合節目播映排程，預計於今

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陸續進行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為能繼續完成後續審

查作業及相關輔導工作，因此提出計劃展延申請，並於 11月 26日獲准

延長執行期限至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卅日止。 

此外，「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另一主軸計畫「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料庫建置」旨在針對受補助之科普節目成品進行內容模組化切割與

轉檔作業，因限於現階段受補助單位之進度落後，而無法進行後續相關

工作。故為了落實原訂計畫目標，亦提出第一年度計劃展延至民國九十

七年四月卅日止，俾利在充裕及合理的時程內，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但

為因應未來之需求，研究助理人員刻正建立相關之標準化作業設計，其

後將進行兼任工作人員之招募與訓練。 

四、受補助案審查作業 

11月 3日舉行「審查作業操作手冊」討論會，根據中心同仁實際

執行審查作業上的經驗，及配合逐步訂定完成的各期審查標準作業流程

和各式表單範本，目前已完成審查作業操作手冊第四版之修訂作業，俟

計畫主持人核定後，將依修訂條文辦理。期望藉由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置，

使審查作業規範更制度化、標準化，每一道審查程序和步驟都能嚴格遵

照「審查作業操作手冊」之標準來進行，落實科普節目品質管理與控制。 

95年受補助單位 11月份審查進度概況說明如下： 

第一期一集成品審查--「台灣生命樂章」、「情緒密碼」正在進行

審查。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熱帶冰河台灣」已完成審查；「科學大

解碼」、「新聞中的科學」正在進行審查；「顯微鏡下的世界」、「流言追

追追」預計將於 12月上旬送審。 

96年受補助單位--「Formosa科學探險隊」於 11月 19日開始進

行第一期企劃案審查，其他受補助單位亦已陸續詢問第一期企劃案審查

相關事宜，準備進行送審作業。 

 

95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承辦

人） 

第一期審查 
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 

企劃案 一集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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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教 

育 

影 

片 

台灣生命樂章 

（許聖珈） 
7/4通過 審查中 預計 12月送審 

生命密碼 

（莊富雅） 
7/4通過 預計 1月底 

 

 

熱帶冰河台灣 

（莊富雅） 
7/4通過 10/25審查通過 11/30審查通過 

情緒密碼 

（孫如杰） 
7/4通過 審查中  

顯微鏡下的世界 

（孫如杰） 
7/4通過 7/10通過 審查中 

台灣的脈動 

（莊富雅） 
8/17通過 8/31通過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莊富雅） 
7/4通過  審查中 

新聞中的科學 

（孫如杰） 
7/4通過  審查中 

科 

學 

節 

目 

發現 

（梁芷菁） 
7/4通過  預計 1月中旬審查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 
7/4通過  審查中 

96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承辦

人） 
第一期企劃案審查 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Formosa 科學探

險隊 （許聖珈） 
審查中  

表 2、受補助單位審查進度ㄧ覽表 

五、結案資料 

近期所舉行「96年簽約前講習」、「中心揭牌儀式」、「主持人會議」、

「95年期中研習會」等結案資料彙整工作，包括議程、紀錄及圖片等

相關資料已分工整理，並燒製成光碟存檔，以便未來行知識管理之用。 

六、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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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同仁對於科普傳播持續有更多的認識，中心定期舉行讀書

會，由同仁輪流導讀科普文獻，並於讀書會中提出與大家分享，並針對

文章內容進行討論。11 月 14 日由賴以婷小姐與許聖珈小姐共同導讀

「Permanent observatory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media」，討論科學傳播透過不同媒介所傳播的效力與特點。11月 21日

由李嘉崑先生導讀「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twork」，說明科學傳播三個層次的定義，

同時介紹“科技與科學傳播國際網（PCST）”的組織架構及相關作為；

11 月 28 日由孫如杰先生與莊富雅小姐導讀「Through which medium 

should scienc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television or the internet?」，針對電視、網際網路兩種傳

播媒介的特性和傳播效益進行介紹、分析與比較。 

 

 

 

 

 

 

 

 

 

 

 

 

 

 

 

 

 

 

 

 

七、報表管理系統 

為進行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成品製作進度管理，設立「報

11/14 讀書會 

11/21 讀書會 11/21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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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管理系統」網站提供各受補助單位填寫「產製進度報表」，以期提高

填報製作進度之便利性，於 96年 11月起正式啟用(圖 1)。 

 

 

 

 

 

填表人需在「報表管理系統」之「製作進度報表」單元中填寫報

表，報表分成兩個部分： 

一、「報表記錄進度」(圖 2)--將製作進度列出六大項目及其細項，

填表人員僅需依照項目將已完成進度「勾選」即可。 

二、「報表記錄資料」(圖 3)--亦列出六大項目及其細項，但填表

人員需以「文字」方式寫下，以分享其節目製作過程中的經驗或問題與

困難。 

圖 1、後台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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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效上，製作進度報表採「每集一份制」，報表於當日填寫完畢

後，系統即記錄受補助單位填寫報表之時間點，依照受補助單位與統籌

與協調中心配合之「月報」或「週報」之「填表週期」計算受補助單位

下次應填寫報表之時間點，若時間已到受補助單位未填寫報表，將會由

「報表警鈴系統」發出 E-mail通知受補助單位盡速填寫報表。 

製作進度報表乃本計畫極為重要之研究資料，未來計畫研究人員

依製作進度報表提煉出知識後，將運用在科普節目製作相關研討上，以

期共同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盡一點心力。 

八、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 

報告「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現階段執行狀

況，網站目前由系統工程師賴志偉先生代管，以利系統測詴與調整，現

已測詴完成，將轉回統籌與協調中心自行管理，預計 12月完成網站移

機，於移機後即可設定交流帄台網址。 

  
圖 2.報表記錄進度畫面 圖 3.報表記錄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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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帄台網址」目前暫為 www.i-hurricane.com/pec07/，感謝

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與侯志欽教授提供寶貴之意見，網址將定為

www.scicomtw.org，以利記誦及未來將進一步展開推廣宣傳交流帄台之

事宜。 

交流帄台的更新與維護方面，截至目前新增內容如表 3所列： 

單元名稱 新增資料 

首頁-推廣資訊 科技大觀園超連結 banner 

國科會科教處超連結 banner 

電視科學節目「發現」超連結 banner 

報紙新聞報導「新聞中的科學」超連結 banner 

電視科學節目「流言密碼追追追」超連結 banner 

電視新聞報導「科學大解碼」超連結 banner 

科普計畫資料庫-

各級計畫進程 

96年度受補助單位簽約前講習 

95年度受補助單位期中研討會 

統籌與協調中心揭牌儀式 

表 3.交流帄台的更新與維護資料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http://www.i-hurricane.com/pec07/
http://www.scicom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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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96/12/12~97/01/04 

■ 統籌與協調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 

【撰稿人：許聖珈、莊富雅】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茲將 96 年 12 月 12 日(三)起至 12 月 26 日(三)迄，各項工作推動

現況向各位報告。 

一、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2008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目前暫定時間為 97年 1月 23日(三)~24日(五)舉辦，為

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96年 12月~97年 1月份之主力業務，各專任助理

已緊鑼密鼓地展開籌備工作，工作項目包括籌備委員會之組成、與會人

員之邀約、研討會手冊資料之收集、場地之勘查、各場次茶點及製作物

之訪價，預計於 96年 1月 7日前完成籌備工作，進入製作階段。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除了一連串的講演，特於場外規畫 95年

度各受補助－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電視科學節目之成品展示，

共計 10組成品展示區，在展示區中陳列各成品海報、精彩影音片段…

等等，除此之外，另有 3組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推展相關成果展示區，

分別為科學教育人才培育班成果展示區、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

訊交流帄台成果展示區、國際科學傳播成品觀摩展示區，希望讓明年度

的盛會更有看頭。 

2008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詳細資訊，已公布於「臺灣科普傳播事業

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包括 

 

二、 主持人會議 

本月份主持人會議於 12月 18日 12:00至 14:00在政治大學新聞館

3樓研討室舉辦，本次會議主要討論事項，針對 2008科學傳播年度研

討會各項執行業務進行細部討論。 

會議例行工作進度報告，由賴以婷小姐說明本月份審查作業執行狀

況，95年度受補助案計五案審查中，其中「台灣生命樂章」第一期一

集成品審查中；「顯微鏡下的世界」、「新聞中的科學」、「科學大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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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則在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階段。另外 96年度獲補助案審查進

度，計有兩家正在進行企劃案審查，「奈米機器人」現正審查中；「Formosa

探險隊」已於 96年 12月 27日完成審查工作。 

另由孫如杰先生報告「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簡稱資料庫)」工

作進度，96年 12月份已完成二年經費清單核定、管理系統開發規畫、

研究設備採購、工讀人力招聘，未來將持續進行系統開發，並針對資料

庫的軟硬體發展擬規畫「專家訪談」請專家提供完善的發展建議。 

為因應 96年度新進 13個媒體詴辦方案之受補助案，統籌與協調中

心將於 97年 1月招聘新進專任助理，請協同主持人一同參與面詴。 

 

三、 讀書會 

為促進同仁對於科普傳播持續有更多的認識，中心定期舉行讀書會，

由同仁輪流導讀科普文獻，並於讀書會中提出與大家分享，並針對文章

內容進行討論。 

12月12日由賴以婷小姐導讀「科學傳播理論的歷史考察:將傳播理

念引入科學的歷程」，本文主要探討「科學傳播」之意涵演進歷程，如

何由PS(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時期的單向普及，強調科學家專

業權威，演進到SC(science communication)時代強調雙向互動式對話

溝通。由許聖珈小姐導讀「紐西蘭科技展覽會及科普/學術期刊出版機

構之觀摩與參訪」，文中透過訪談紐西蘭各機構以了解當地科普活動的

規劃、推動，以及科普刊物、學術期刊的出版政策、編輯方向與行銷策

略。 

12月 19日由莊富雅小姐導讀「Relevance of Effecti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12月 26日由孫如杰先生導讀「」 

四、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 

為能順利推動本計畫之影音內容建置，已經於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上傳期中報告，並辦理展延第一年計畫的結案日期，業已獲准展延至

九十七年四月卅日止。另外，第二年的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已於九十六年

十一月廿六日公布於國科會網站，核定的經費總額為四百六拾玖萬二千

元整。 

內容素材資料庫的主要管理系統「科學傳播內容數位媒體資產管理

系統」乃委由傑瑞科技公司進行開發，相關的限制性招標已於九十六年

十二月四日完成，最後決標為新台幣七十三萬元整，預計算決標日起一



 

 42 

百卅五個工作天內完成第一年的系統規模。 

為與傑瑞科技公司確定使用需求，已在九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完成該

系統之網站示意圖，其中網頁主要分為五大部份：網站地圖、客服專區、

會員專區、討論專區、以及影音專區等。 

本研究計畫第一年的研究設備已大致完成採購，主要包含高階剪輯

用電腦、資料庫伺服器、計畫辦公室之行政電腦更新、以及其他相關設

備等，總金額共計為一百三十萬四百四十四元整。 

除了設備探購，招聘適合的工讀人員，並予以電腦剪輯訓練。九十

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時已經將招聘工讀人員的訊息公告於政大和傳院的

求才網頁上。截至十二月十六日止，已有二位大學生及一位研究生來亯

詢問。 

除了軟硬體的採購與開發之外，「專家訪談」為本計畫重要的一環。

目前即將陸續展開專家學者的談訪，以為本內容素材資料庫提供完善的

發展建議。在受訪的學者名單部份，十二月份主要以圖資與資料庫方面

的專家學者為主，目前暫訂有朱則剛教授、薛理桂教授、劉吉軒教授、

陳雪華教授等。 

 

五、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操作手冊 

完成審查作業「操作手冊」之修定，並建置「審查標準作業流程」

以及「審查資料袋範本」定稿工作，未來將把上述三項資料彙整。完成

95年度受補助單位「製作團隊」、「科學顧問」、「受訪專家」之通訊資

料彙整 

六、 受補助案審查作業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審查 
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 

企劃案 一集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台灣生命樂章 

（許聖珈） 
7/4通過 審查中 預計 12月送審 

生命密碼 

（莊富雅） 
7/4通過 預計 1月底 

 

 

熱帶冰河台灣 

（莊富雅） 
7/4通過 10/25 審查通過 11/30審查通過 

情緒密碼 

（孫如杰） 
7/4通過 審查中  

顯微鏡下的世界（孫 7/4通過 7/10 通過 預計 12/3 送半數成品 



 

 43 

如杰） 

台灣的脈動 

（莊富雅） 
8/17通過 8/31 通過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莊富雅） 
7/4通過  審查中 

新聞中的科學 

（孫如杰） 
7/4通過  審查中 

科

學

節

目 

發現 

（梁芷菁） 
7/4通過  預計於 1 月中旬審查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 
7/4通過  預計 12/3 送半數成品 

96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企劃案審查 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Formosa科學探險隊 

（許聖珈） 
審查中  

表 2、受補助單位審查進度ㄧ覽表 

七、 受補助單位製作進度報表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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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97/01/07~97/02/29 

■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 

工作進度報告 

【撰稿人：梁芷菁】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又邁向嶄新的一年，首先恭祝大家新年新氣象。本中心承蒙各位師

長一年以來的指導與關照，助理同仁也克盡心力努力打拼，各項主軸計

畫與分項計畫已不斷地茁壯成長，讓台灣科普傳播事業逐步邁向顛峰，

未來還請各位師長多多指教。 

接下來，將就 97 年 01 月 07 日(一)至 97 年 02 月 29 日(五)，各項

工作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八、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圓滿落幕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2008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於

97 年 1 月 23 日(三) ~24 日(四)假國科會科技大樓舉行，並在科學及傳播

產官學界熱烈參與下已圓滿落幕。 

  首先感謝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林陳涌處長及籌備委員會主任台灣

大學副校長陳泰然教授擔任本屆年會開幕儀式致詞貴賓。感謝各界熱烈

參與，含括學術界及業界人士，具科學背景、人文背景、傳播學術背景

及實務界人士，有近兩百位參與。 

  本次年會的「專題演講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

享」邀請美國 Dr. Marsha Kindr 和 

歐盟 Mr. Patrick Vittet-Philippe 及台灣孫維新教

授，分享科普發展經驗與科學傳播技術展望以

及科學專家與傳播專家之間的合作溝通，帶來

精采的講演。2008 年本中心在「國際交流合作」

事務上也會有更多的推展，除了舉辦「美國南

加大互動媒體設計與製作工作坊」，並會推動

歐盟科普交流，諸如：Communicating Science’’ 

A Scientist’s Survival Kit’’中文版翻譯，科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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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作品跨國展示，及 Euro News 合作報導台灣科研發展成果事宜。 

 

  在「專題討論」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以及專任助理賴以婷小姐、

孫如杰先生，加上兼任助理程靜如小姐、鄭雅文小姐及李若韻小姐，分

別撰寫並帶來精采的「引言報告」。席間學界與業界專家學者針對議題

與談人提出具體而精闢的討論，丞助科普理論知識的釐清，並作為知識

資料庫的素材內容。 

  95 年度 10 家受補助單位在「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場次，報告其過

去一年執行之媒體製作詴辦的經驗，包含成品介紹及播放、科學專家和

傳播專家跨界合作模式及品質管理流程之經驗分享，席間獲得熱烈參與

及回應。並在「成品展示區」，展示其製作成果，陳列海報及精彩影音

片段，提供 96 年度及往後更多對於科普節目製作有興趣的單位參考。 

2009 年本研討會擬擴大舉行，預計將邀請國際科普媒體組織及更多對

科普節目製作有興趣單位共同參與展示作品、交流經驗與心得。 

   

最後再次感謝本次與會討論學界

及業界先進及科教處長官，於籌辦

及舉辦期間給予的諸多指教與協

助，並感謝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黃新生教授、盧非易教授、侯志欽

教授擔任各場次主持人及與談人，

提供具體且精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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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上午 11 點於新聞館召開此次年會檢討會議，針對此次會

議中有所疏漏之處作ㄧ檢討改進，諸如：手冊製作時程及編輯原則、外

場、內場人力配置方針、餐飲類型等，作為下屆年會籌辦時指導原則及

方針。 

爲落實「科普知識管理」於會後將會議資料統整排版編輯成冊，將

學者專家之卓見論述附錄於後，作為知識累積的成果。並進行籌備執行

階段各式範本及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立，提供往後本類會議舉辦參考之

用。 

  本中心已開始著手「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規劃，明年度

擬邀請約 10 國貴賓與會並發表作品，刻以著手進行企畫案撰寫、視覺

設計、設計主軸創意發想等各項工作。 

 

 

 

 

 

二、「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建置計畫」專家諮詢訪談 

   為建置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展開蒐集各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的建議，做為設計與發展之重要參考，邀請圖書館資訊化方面的 

專家學者參與，提供理論與實務兼俱之建議。 

 

  此次專家資學訪談題綱重點如下：1.請說明當前重要的資料分類 

與檢索的理念與技術為何？2.根據您的看法與經驗，設計後設資料 

的過程或步驟為何？3.請問您對目前後設資料的發展與運用的看法 

為何？4.請舉例說明成功的後設資料的發展案例，並說明重要的影 

響因素。5.請舉例說明後設資料在發展中常見的困難，並說明避免 

的方式。6.請問在設計影音檔案相關的後設資料時，要注意的事項 

為何？7.目前國內外是否有專為影音資料庫規劃之後設資料？其設 

計與發展的狀況如何？8.請說明未來的影音資料分類與檢索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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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念。 

    

   並已於 1 月 8 日（二）10:30~11:30 與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薛理桂教授進行訪談，此次訪談的主題設定為「後設資料之設計與規劃」。

薛教授建議重點摘錄如下：(1)對於影音資料之分類法進行更深入的研

究，選用較具權威的分類系統。(2)未來資料庫之系統建置，建議頇考

量不同檢索系統之間詮釋資料之交換性。 

    

   未來將陸續與另外四位學者專家進行專家訪談，以為本內容素材資

料庫提供完善的發展經驗。在受訪者名單部份，以圖書資訊與資料庫相

關領域方面的專家學者為主，目前預計訪問名單有吳明德教授、陳雪華

教授、劉吉軒教授、李道明教授。 

 

三、「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交流帄台網站維護現況 

  交流帄台網站於2月份呈現不穩定狀況，導致資料無法上傳。經觀察，

恐為溫度或程式轉移問題造成當機，於 2 月 18~22 日已進行維修，預計

將於 2 月底排除問題，如確定為溫度問題將加購設備。 

 

  開始著手進行交流帄台之宣傳推廣計畫，擬將此計劃網頁推廣至各學

術單位及媒體，增加曝光率。且預計將審查流程表、統籌與協調中心介

紹、95 年度受補助單位影音資料成品放置網頁播放，提供有興趣之人

士觀賞。  

 

四、新進研究助理人才濟濟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於 97 年度招聘五位

碩士級專任助理，此次進行兩階段篩選，有二百多位投遞履歷經第一階

段履歷篩選後，有九位進行第二階段面詴，時間於 2 月 13 日下午 1 時，

由莫季雍教授、盧非易教授、關尚仁教授分別擔任不同階段主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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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錄取董福興先生、張昕瑜小姐、陳冠婷小姐、賴彣華小姐、陳

憶晴小姐、洪毅芹小姐六位生力軍加入統籌與協調中心專任助理的行

列。 

 

   董福興先生畢業於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曾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擔任助理，具有熟捻的攝影剪輯技術及影片創意企劃背景，未來

將負責素材資料庫的建置及維護、電腦軟硬體管理與維護及影音成品模

組化剪輯等工作，並承辦受補助單位「諾耶廣告」、「天藝」之相關業務。 

 

  張昕瑜小姐取得倫敦大學 Gold Smiths 學院大眾傳播學相關碩士學

位，曾於民視擔任專案企劃，具有流暢的文筆能力與溝通技巧，未來將

負責新聞稿發佈等對外與媒體聯繫事宜，並承辦受補助單位「華岡興業」、

「躍獅」、「健康廣播」、「遠流電子報」、「自由文化」之相關業務。 

 

  陳冠婷小姐畢業於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因其具有科學專長背景，

將可成為本中心銜接科學與傳播界的溝通橋樑，並承辦受補助單位「卓

維」、「東森」之相關業務。 

 

  賴彣華小姐取得倫敦大學 Gold Smiths 學院大眾傳播學相關碩士學

位，具有資訊傳播學科背景，未來將負責電腦軟硬體管理與維護及器材

管理，並承辦受補助單位「聯合報」、「和利得」、「生態主張」、「傳奇動

畫」之相關業務。 

 

  楊憶晴小姐取得美國 New School University 廣播電視相關碩士學位 ，

未來將負責新聞稿發佈等對外與媒體聯繫事宜，並承辦受補助單位「慈

濟文化」、「中央大學」、「得霖傳播」之相關業務。 

 

 洪毅芹小姐今年剛畢業於政治大學中文系，其在學期間活躍於社團，

活動經驗豐富，未來將負責審查業務、報表及相關輔導作業、科普知識

建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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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統籌中心的茁壯，業務逐漸增加中，未來並會就其個人性向、專

長及組織需求去調整其工作職務內容。 

 

 

 五、審查作業暨製作進度現況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視群傳播-台灣生命樂章」第一期一集成品已

於 2/14 審查通過。其餘共計 6 家受補助單位正在進行審查，其中「大

愛-發現」、「卓維-台灣的脈動」，「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東森-科學

大解碼」，「公共電視-流言追追追」、「華岡興業-顯微鏡下的世界」，正

在進行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請參閱附件一。 

96 年度受補助單位「公視-預約未來超能力」於 1/14 通過企劃案審

查，「生態主張-海洋世紀(上篇)認識海洋」及「東森-科學大解碼」「和

利得-奈米機器人」皆已於 2/1 通過企劃案審查。 

其餘「中央大學-看中時、愛科學」、「慈濟 –小乾坤轉大乾坤」、「東

森-科學大解碼」、「自由文化-科技新聞超連結」、「東森-面對台灣的真相」、

「躍獅影像-普科秀」、「台大昆蟲-蟲蟲總動員」、「得霖-親子玩科學」、「大

愛-台灣大地奧秘」、「天藝-科學少男少女」等，共計 10 家單位，皆已

進入企畫案審查階段。請參閱附件二。 

 

附件一▼95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企畫案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台灣生命樂章 

（許聖珈） 

96/7/4 

通過 

97/2/14 

通過 
／ 

生命密碼 

（莊富雅） 

96/7/4 

通過 

預計 97/1(底) 

送審 
預計 1 月底 

熱帶冰河台灣 

（莊富雅） 

96/7/4 

通過 
96/10/25 通過 

96/11/30 

通過 

情緒密碼 96/7/4 96/12/14 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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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如杰） 通過 

顯微鏡下的世界 

（孫如杰） 

96/7/4 

通過 

96/7/10 

通過 
審查中 

台灣的脈動 

（莊富雅） 

96/8/17 

通過 

96/8/31 

通過 
審查中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莊富雅） 

96/7/4 

通過 
(無此項) 審查中 

新聞中的科學 

（孫如杰） 

96/7/4 

通過 
(無此項) 審查中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發現 

（梁芷菁） 

96/7/4 

通過 
(無此項) 

97/2/1 

收件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 

96/7/4 

通過 
(無此項) 

96/12/3 

送審，現審查

中 

 

附件二▼96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企畫案 一集腳本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Formosa 科學探險隊 

（許聖珈） 

96/12/24 

審查通過 
／ ／ 

預約未來超能力 

（賴以婷） 

97/1/14 

審查通過 
／ ／ 

面對台灣的真相 

（莊富雅） 

97/1/29 送審，現

審查中 
／ ／ 

台灣大地奧秘 

（梁芷菁） 

97/1/3 

送審，現審查中 
／ ／ 

海洋世紀〈上篇〉 

認識海洋 

（莊富雅） 

97/2/1 

審查通過 
／ ／ 

普科秀 

（孫如杰） 

97/2/15 

送審，現審查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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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得拉蔓二部曲 

（莊富雅） 
／ ／ ／ 

蟲蟲總動員 

（許聖珈） 

97/1/3 

送審，現審查中 
／ ／ 

奈米機器人 

（孫如杰） 

97/2/1 

審查通過 
／ ／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莊富雅） 

97/2/1 

審查通過 
／ ／ 

小乾坤到大乾坤 

科技‧人類‧大自然 

（梁芷菁） 

96/12/26 

送審，現審查中 
／ ／ 

看中時、愛科學 

（梁芷菁） 

96/12/21 

送審，現審查中 
／ ／ 

新聞中的科學 

（孫如杰） 
／ ／ ／ 

科技新聞超連結 

（許聖珈） 

97/2/18 

送審，現審查中 
／ ／ 

科學 Easy Learn 

（許聖珈） 
／ ／ ／ 

「健康百寶箱」 

（許聖珈） 
／ ／ ／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親子玩科學 

（賴以婷） 

97/1/3 

送審，現審查中 
／ ／ 

發現 

（梁芷菁） 

97/1/14 

送審，現審查中 
／ ／ 

科學少男少女 

（孫如杰） 

97/1/18 

送審，現審查中 
／ ／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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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97/03/03~97/03/14 

■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劃統籌與協調中心 ■ 

第 13 期工作進度報告 

（撰稿人：董福興）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茲將民國 97 年 03 月 03 日(一)至 03 月 14 日(五)，各項工作推動狀

況向各位報告。 

 

一、專任助理內部訓練進行順利 

 

本中心新任專任助理董福興先生、張昕瑜小姐、陳冠婷小姐、賴彣

華小姐、洪毅芩小姐已於 97年 02月 25日到職；是日，隨即進行行政

作業與業務流程之內部訓練。 

 

在賴以婷小姐、梁芷菁小姐、孫如杰先生與許聖珈小姐的精心規劃

與教學之下，新進同仁對本中心所負責的各項業務與行政程序有了完整

認識。95及 96年度媒體補助詴辦方案受補助單位之審查作業，也由賴

以婷小姐統籌分派予各同仁，各項行政與常態作業亦順利進行。未來在

職訓練已規畫的課程有：報表管理系統的操作、交流帄台的設定與使用、

深度訪談技巧與收視率分析等。 

 

此外，本校研究發展處於 97年 03月 18日至 97年 03月 21日辦理

「第五屆研究助理研習營」，由研發處、會計室、總務處、電算中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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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等單位協同辦理訓練課程。本中心助理亦一同參與研修。 

二、科學傳播國際交流密切推展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與會貴賓 Patrick Vittet-Phillippe先生

代表歐盟執委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研究理事會(the Research 

Directorate General)，授權本中心翻譯出版該會之科學傳播專書，由

義大利資深科學作家 Giovanni Carrada所著之《Communicating 

Science “A Scientist’s Survival Kit”》。本書循序漸進、簡明扼

要、淺顯易懂，適合願意嘗詴與公眾溝通的科學家、科學作家、記者閱

讀之工具手冊。 

 

本書就科學傳播的實踐，分六章節撰寫。

由敘述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開始，讓讀者能夠

理解科學與社會溝通的必要性。接著敘述多

個公眾傳播時重要的意理，再提出實踐科學

傳播時必頇針對閱聽人、訊息等要素作諸多

考量，以及提供了許多寫作上的技巧與呈現

上的方法。最終讓科學家能夠理解記者的工

作與媒體運作的方式，並介紹各種媒體的差異，期使得兩者能夠彼此理

解而得以合作。 

 

翻譯工作目前由本中心專任助理梁芷菁小姐擔任統籌，中心專任分

工進行，預計將於四月中旬完成三校與編輯作業。 

 

此外，Vittet-Phillippe先生在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中特別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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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科學教育節目製作人才培訓班」所製作之科學短片，期盼將影片

加上英文字幕後上傳至網路科學影片帄台「AthenaWeb」上（本帄台由

歐盟研究理事會媒體實驗室所建立）。此項工作已由兼任助理鄭雅文（原

製作人）負責進行，已完成字幕的翻譯工作，待完成後製作後即可上傳

至該帄台。 

 

四、「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建置計畫」現況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系統帄台委託傑瑞科技進行開發，將於四

月中全部完成。工程師將於 97年 3月 24日至本中心進行伺服器設定，

本中心亦將於四月初進行初步驗收與進度追蹤。 

 

內容素材模組化部分，係將 95年度媒體補助方案審查通過之節目、

影片、電視新聞等素材彙整與切割。另將招聘工讀生二名進行影片檔案

的建置作業，此項工作為影片素材剪輯前置作業，待完成後即可進行影

片素材的剪輯工作。 

 

原先規劃的專家訪談作業亦將於四月繼續進行，將訪問數位典藏

「台灣社會人文影音資料庫」計畫主持人李道明教授，期透過對該資料

庫建置經驗的了解，使本內容素材資料庫規劃更臻完善。另外將訪問台

大與政大之圖書館學專家，就科學影片分類與後設資料(metadata)規劃

部分取得專家意見，以利後續規劃進行。 

 

 

 

http://www.athena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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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7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開始受理申請 

 

國科會已於 97年 03月 04日公告本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徵件

日期於公告日起至 97年 05月 23日止。另將於 97年 03月 28日(五)

舉行公開說明會，本中心專任助理均前往支援各項工作。本中心會與科

教處各主辦人員保持密切聯繫，配合處理各項作業所需工作。 

 

五、審查作業暨製作進度現況 

 

95年度受補助單位「華岡興業－顯微鏡下的世界」、「卓維－台灣

的脈動」、「東森－科學大解碼」、「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大愛－發

現」與「公視－流言追追追」目前正進行第二期半數成品審查。（請參

閱附件一） 

 

96年度受補助單位「東森—面對台灣的真相」及「慈濟—小乾坤

到大乾坤」已於 3/3通過企劃案審查，「大愛－台灣大地奧秘」亦於 3/4

通過企劃案審查。 

 

其他如「聯合報－科學中的新聞」、「遠流－科學 Easy Learn」、「健

康電台－健康百寶箱」已進入企畫案審查階段；目前共有九家正進行企

畫書審查。「中華卡通－Formosa科學探險隊」與「和利得－奈米機器

人」已將一集腳本送審，目前正進行審查作業。（請參閱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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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5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企畫案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台灣生命樂章 

（許聖珈） 

96/7/4 

通過 

97/2/14 

通過 
／ 

生命密碼 

（楊憶晴） 

96/7/4 

通過 

預計 97/1(底) 

送審 
預計 1 月底 

熱帶冰河台灣 

（許聖珈） 

96/7/4 

通過 
96/10/25 通過 

96/11/30 

通過 

情緒密碼 

（董福興） 

96/7/4 

通過 
96/12/14 通過 ／ 

顯微鏡下的世界 

（張昕瑜） 

96/7/4 

通過 

96/7/10 

通過 

評審結果 

彙整中 

台灣的脈動 

（陳冠婷） 

96/8/17 

通過 

96/8/31 

通過 

科學內容 

修正中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6/7/4 

通過 
(無此項) 

科學內容 

修正中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6/7/4 

通過 
(無此項) 

科學內容 

修正中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發現 

（梁芷菁） 

96/7/4 

通過 
(無此項) 審查中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 

96/7/4 

通過 
(無此項) 

評審結果 

彙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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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96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企畫案 一集腳本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Formosa 科學探險隊 

（許聖珈） 

96/12/24 

審查通過 

97/2/25 送審 

現審查中 
／ 

預約未來超能力 

（賴以婷） 

97/1/14 

審查通過 
／ ／ 

面對台灣的真相 

（陳冠婷） 

97/3/3 

審查通過 
／ ／ 

台灣大地奧秘 

（梁芷菁） 

97/3/14 

審查通過 
／ ／ 

海洋世紀〈上篇〉 

認識海洋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 ／ 

普科秀 

（陳冠婷） 

97/2/15 送審 

現審查中 
／ ／ 

北得拉蔓二部曲 

（賴彣華） 
／ ／ ／ 

蟲蟲總動員 

（許聖珈） 

97/1/3 送審 

現審查中 
／ ／ 

奈米機器人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97/3/10 送審 

現審查中 
／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7/2/1 

審查通過 
／ ／ 

小乾坤到大乾坤 

科技‧人類‧大自然 

（梁芷菁） 

97/3/3 

審查通過 
／ ／ 

看中時、愛科學 

（梁芷菁） 

96/12/21 送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7/3/13 送審 

現審查中 
／ ／ 

科技新聞超連結 

（洪毅芩） 

97/2/18 送審 

現審查中 
／ ／ 



 

 58 

科學 Easy Learn 

（洪毅芩） 

97/3/4 送審 

現審查中 
／ ／ 

「健康百寶箱」 

（張昕瑜） 

97/3/10 送審 

現審查中 
／ ／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親子玩科學 

（張昕瑜） 

97/1/3 送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發現 

（梁芷菁） 

97/1/14 送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科學少男少女 

（董福興） 

97/1/18 送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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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97/04/18~97/05/15 

■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劃統籌與協調中心 ■ 

第 15 期工作進度報告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茲將 97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15 日，各項工作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統籌與協調業務】 

95 年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5/23 10:30結案研習會  

95 年新聞及節目類共有五家受補助單位已完成播出及刊載，包含「新

聞中的科學」、「科學大解碼」、「發現」、「流言追追追」，而其中「熱帶

冰河‧台灣」也已進入結案階段。本中心為了配合各受補助單位結案作

業，將於 97年 5月 23日上午 10點半假國科會二樓第 12會議室舉行「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結案研習會」。將由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主持，

邀請 95 年度九家受補助單位製作人及執行窗口與會。會中將說明結案

流程結，包含需要繳交的成品資料、結案報告和各項請受補助單位配合

的事項。 

 

結案報告範本建置 

在結案規劃部分，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指導統籌中心助理研擬結案作

業檢核機制、結案報告架構範本及標準作業流程；並由共同主持人莫季

雍教授對於 KPI指標分析和收視率分析進行授課與指導。本中心預計就

建置完成的架構，撰寫後續 95 年度各受補助單位結案報告，將來並針

對 95年年度受補助單位進行「年度總體報告」。 

 

動畫審查表完成 

針對受補助單位所製作之科學教育影片以動畫類呈現，特別設計動畫審

查表格，更能切合動畫影片情況。感謝共同主持人盧非易教授、侯志欽

教授、莫季雍教授及黃聿清教授，修正完整腳本和成品審查之「科學內

容」及「表現技術」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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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5/23 10:00 期初研習會 

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已有 14家受補助單位通過企畫書審查，且其

中 9家已完成簽約，為了讓 96年度受補助單位瞭解未來審查作業流程，

本中心訂於 97年 5月 23日上午十點假國科會二樓第 13會議室舉行「96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期初研習會」，並邀請本年度十九家受補助單位

的製作人及導演前往與會。研習會中將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說明審

查作業流程與常見問題提醒，同時針對受補助單位在製作上如何提升內

容品質進行解說。希望藉此研習會，讓未來的審查作業中，更能順暢有

效率。 

 

97 年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5/23 截止收件  

97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於 3月開始徵件，將於 97年 5月 23日截止

收件，本中心助理也將於 5月 26日下午和 5月 27日前往國科會支援資

格審查作業。 

 

審查委員資料庫建立 

為了迎接 97年詴辦方案，並將前兩年審查執行經驗作為下一年度的借

鏡。統籌中心彙整 95年及 96年擔任審查委員各校教授與學者的相關資

料，建立了「審查委員資料庫」，今後將提供各年度審查作業之用，期

能加速未來的審查進度。 

 

受補助案審查作業進度現況 

95年受補助單位「3952─熱帶冰河˙台灣」進入結案階段。「東森─科

學大解碼」於 97 年 4 月 28 日通過半數成品審查。「大愛─發現」正在

進行半數成品審查，而「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及「公視─流言追追

追」，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期半數成品內容修正。詳細狀況請參閱附件一。  

    

96 年受補助單位「得霖-親子玩科學」、「躍獅─普科秀」、中央「看中

時、愛科學」和「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分別於 97 年 4 月 30.日、

97年 5月 8日、97年 5月 9日及 97年 5月 12日通過企劃案審查。「遠

流─科學 Easy Learn」、「自由文化-科技新聞超連結」及「台北健康廣

播電台─健康百寶箱」正進行企劃內容修正。「公共電視─預約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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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正進行一集完整分鏡腳本修正、「和利得─奈米機器人」一集完

整分鏡腳本審查中。詳細狀況請參閱附件二。 

【素材資料庫及交流帄台】 

素材資料庫影音素材格式設定 

目前素材資料庫已完成影音格式測詴，並設定出資料庫所使用的「影片

永久保存格式」及「串流格式」。依據詴辦方案所規定，受補助單位於

結案時將繳交中文字幕成品帶（Digital Betacam）和 DVD。根據此成品

格式，並考量實際執行情況，本中心規劃以 Mpeg2作為影音資料完整保

存格式，由 4月 1日起開始進行轉檔作業。而資料庫線上影音部分，則

採用 Flash Video(FLV)作為線上收看格式。 

 

資訊交流帄台暨報表管理系統 

資訊交流帄台內容更充實 

為了提供未來參與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的受補助單位更多相關資訊，本中

心已將「97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公開說明會」問與答、以及第二次

公告的相關內容上傳至資訊交流帄台中。而目前本中心也正在彙整 96

年度受補助單位的影片/新聞/節目大綱，預計在經過受補助單位同意後，

也將上傳至交流帄台，豐富科普計畫現況資料庫。 

 

報表管理系統 掌控製作進度 

針對每家受補助單位，本中心皆設有報表管理系統，並要求受補助單位

按時填寫。除了可藉此掌握科普專案製作進度之外，受補助單位所填寫

的各項資料，更可做為未來科普節目產製管理分析，成為台灣科普傳播

事業的寶貴知識。因此本中心相當重視報表管理系統的更新，並於 4月

中重新設定 96 年度受補助單位報表管理系統帳號密碼，且由各位同仁

再次提醒受補助單位填寫「製作公司資料」及「科普專案內容」。未來

除審查作業進行之外，也將會持續掌控受補助單位報表管理系統更新進

度。 

 

【年會專區】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結案完成 

在今年 1月 24日圓滿落幕的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會議資料和影音

相關紀錄已統整完成，並將彙整且印刷成冊，作為科普傳播知識成果的

累積。本中心也依據各個執行階段建置完成各式範本和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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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為來年舉辦研討會的重要參考。 

 

另外，為了保存各個專家學者在研討會中所發表的卓見，本中心已擬定

「智慧財產權授權書」，希望能在充分授權下，將更多珍貴的學術資源，

包含書面及影音紀錄，歸檔於科普傳播資料庫中，開放大眾使用，提供

多元化的科普傳播知識管理及流通傳播。 

 

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緊鑼密鼓規劃中 
基於前兩屆研討會所奠定的良好基礎，2009 年將擴大為科學傳播國際

研討會，而本中心也提早開始籌備作業。目前暫訂於 97年 1月 14日至

16 日假國科會科技大樓舉辦，預計邀請美國、歐盟、日本、英國及法

國等 5國貴賓前來共襄盛舉，計畫主持人及本中心專任助理也將於年會

中發表論文（論文題目與發表人如下表）。 

 

本次年會與前兩屆的不同，除了將邀請更多外國貴賓與會之外，已規劃

「論文徵稿」，希望邀請更多科普傳播研究人員，一同參與、分享學術

論文。而配合年會，也將規劃同時舉辦「科普獎」和「HOT科學影音短

片競賽」頒獎典禮，並邀請各屆科教班學員參與，同時於年會期間舉辦

科教班同學會。 

 

◆中心助理論文分配  

論文題目 發表人 

科學傳播意涵之深探性研究 楊憶晴小姐 

（本中心專任助理） 

科普節目影視企劃書撰擬 

---以科普傳播企劃案為例 

賴以婷小姐、洪毅芩小姐 

（本中心專任助理） 

科普傳播團隊溝通研究報告 

---以科普節目製作團隊和科學家合作為例 

賴彣華小姐、程靜如小姐 

（本中心專任助理、政治大學廣播

電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影音內容品質管理研究 

---以科普傳播內容為例 

關尚仁教授、張昕瑜小姐 

（計畫主持人、本中心專任助理）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研究 陳冠婷小姐、鄭雅文小姐 

（本中心專任助理、政治大學廣播

電視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 

影音素材資料庫建立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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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科學傳播推動現況 許聖珈小姐、梁芷菁小姐 

（本中心專任助理） 

【活動報導】 

「HOT 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 即將展開 

為號召台灣各大專院校理工相關系所學生從事科學影音創作，由國科會

主辦、統籌與協調中心承辦的「HOT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目前正

加緊腳步籌辦當中。海報及宣傳手冊等文宣品目前已著手設計，預計將

張貼及發送台北捷運公佈欄和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而網路宣傳部分，

則將規劃架設活動網站，公布活動辦法及隨時更新相關訊息。本活動將

於 5月底正式對外公布，6月開始報名，並訂於 8月 20日截止報名。 

 

「幽蘭計畫」工作坊提案 促進台法之間科普傳播交流 
由國科會及法國在台協會（French Institute in Taipei）所簽訂的幽蘭計劃

協議，將補助台法研究機構辦理雙邊研討會。法國柏根蒂大學於今年 2

月 19 日來訪政治大學時，雙方已簽定合作協議，今後共同對科普傳播

研究提出雙邊合作交流計畫。 

 

目前本中心專任及兼任助理，在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指導下，進行

2009年工作坊規劃與提案。目前規劃為柏根蒂大學將於明年 3月 14日

至 19 日前來台北舉辦工作坊。本次工作坊參與對象為台灣科學相關領

域博士生 20人，以”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When Scientists Meet 

the General Public”為主題，將由三位柏根蒂大學教授和三位博士生發

表發表專題演講和專題報告；台灣方面，也將邀請台灣科普傳播學者擔

任演講者和評論人。希望藉由此次工作坊，傳播未來科學家的科普傳播

概念，引發興趣並培養溝通能力與技巧；並期望透過柏根蒂大學的經驗

分享，提供台灣科普傳播推廣之借鏡。 

 

【科普加油站】 

收視率分析課程 加強助理結案分析能力 

為 95年度詴辦方案結案準備工作，本中

心於 5 月 1 日下午 3 點至 5 點在社資中

心 10112室舉辦「收視率分析課程」，並

邀請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授課。莫教

授於課程中分析了台灣目前電視收視率

 ▲助理們認真聽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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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實況 

的研究方法與操作，並詳盡說明各項數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而同仁們

也提出目前結案準備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相互討論。相亯在本次課程培

訓之下，同仁對於即將面臨的結案作業內涵有深刻認知。 

 

新型態讀書會正式上路 
為了讓統籌中心同仁對科普傳播有更完整的認知，並且藉以充實知識資

料庫內容，統籌中心定期舉行的讀書會，進行方式和討論主題經多次研

討後重新調整，並且更加強相關資料存入知識資料庫的流程。在專任及

兼任助理的規劃與籌備下，新型態的讀書會已在 97 年 5 月 5 日正式展

開！ 

 

目前所進行的讀書會為第一階段，將在

三個月期間內，討論「傳播理論在科普

傳播上的應用」，內容包含傳播者、內

容、通道、閱聽眾和效果等各個面向的

分析。每週的讀書會定於星期一上午

11 點半，進行方式為導讀人內容導讀

30 分鐘、看法與心得發表以及問題探

討各 15 分鐘，希望藉此加強中心同仁

對傳播理論的基本訓練。會後，也將由陳冠婷小姐協助導讀人將資料存

入知識資料庫，作為知識管理之用。 

 

5日 5日為新型態讀書會首次進行，由陳冠婷小姐帶領討論「孚門理論」

在科普傳播上的運用，並導讀由義大利科學家 Nico Pitrelli 的評論

〈Science and society: a dialogue without communicators〉和法國計者

Christine Rugemer 所報導的〈Curtain up 

for researchers〉。而 5月 12日延續前次

內容，由楊憶晴小姐導讀何宗穎、黃台

珠教授的《國民科學素養—資訊來源分

析》，並由陳冠婷小姐帶領討論「傳播者

與科學傳播的關係」，引起中心同仁熱烈

的互動分享。 

 

 

▼導讀人陳冠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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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預定進度表 
日期 分類 內容 
05/05 
05/12 

傳播者分
析 

 研究傳播者（包含機構與
組織的特性與責任） 

 傳播者與科學傳播的關係 

 孚門人理論 
 新聞專業意理 
 新聞組織運作 
 媒介市場結構 

05/19 
05/26 

內容分析  構成媒介內容「材料」特
徵研究 

 如何讓科學訊息成為媒介
內容 

 議題設定/建構
理論 

 框架理論 
 預示效果 

06/02 綜合討論 前四週內容討論 
06/09 
06/16 

通道分析  媒體特性分析；媒體使
用、媒體選擇決策研究；
媒體效果研究；消費者媒
體使用習慣與科學傳播之
研究 

 媒介豐裕理論 
 依附理論 

06/23 
06/30 

閱聽眾分
析 

 閱聽人資訊接受動機與
行為研究 

 閱聽人特性、心理狀態
與市場區隔分析 

 閱聽人研究 
 第三人效果 
 使用與滿足 

07/07 綜合討論 前四週內容討論 
07/14 
07/21 

效果分析  對閱聽眾的影響力分析 
 傳播通路的雜訊與障礙

研究對科學傳播的影響 
 閱聽眾態度轉變分析 

 涵化理論：主流
效果及迴響效果 

 知溝理論 

07/28 綜合討論 前四週內容討論 

 

【資訊快遞】 

科普節目搶先報  內容精彩 不容錯過  

▼本月份精彩節目介紹： 

《科學大解碼》 《新聞中的科學》 《流言追追追》 《發現》 

 

 

 
 

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科學新聞報導-報

紙 

電視科學節目 電視科學節目 

 2分鐘看科學，科

學大解碼為您解

開科學密碼。 

 深入報導近三

週內所發生具

話題性的科學

 將網路上難辨

真假的留言，

以實驗來還原

 呈現大眾關切的

重點，探索其中

科學成份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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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 真相！ 響。 

 

 

▼本月份節目時間表                                                        

時間 節目 

週一 《科學大解碼》 

 每週一 09:00AM時段，在「東森美洲新聞台(台北時間)」 頻道首播  

週二 無 

週三 《新聞中的科學》 

 每週三，在「聯合報-教育版 C4」見刊 

週四 《科學大解碼》 

 每週四 19:00～19:30PM，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首播  

 每週四 21:00～22:00PM，在「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週五 《科學大解碼》 

 每週五 19:00～19:30PM，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首播 。 

 每週五 21:00～22:00PM，在「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 

《流言追追追》 

 97年 4～6月，每週五 18:00～18:30PM，在「公共電視」頻道重播 。 

週六 《流言追追追》重播 

 97年 4～6月，每週六 18:00～18:30PM，在「公共電視」頻道重播 。 

《科學大解碼》 

 每週六 09:00AM時段，在「東森美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 

 每週六 19:00～19:30PM時段，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重播 。 

《發現》電視科學節目 

 每週六 21:30～22:30PM時段，在「大愛電視台」頻道首播 。 

週日 《發現》 

 每週日 10:15～11:15AM時段，在「大愛電視台」頻道重播 。 

《科學大解碼》 

 每週日 19:00～19:30PM時段，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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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企畫案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結案 

   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台灣生命樂章 

（許聖珈） 

96/7/4 

審查通過 

97/2/14 

審查通過 
 ／ ／ 

生命密碼 

（楊憶晴） 

96/7/4 

審查通過 

預計 97/5

月中  

送審 

／ ／ 

熱帶冰河台灣 

（許聖珈） 

96/7/4 

審查通過 

96/10/25 

審查通過 

96/11/30 

審查通過 
結案中 

情緒密碼 

（董福興） 

96/7/4 

審查通過 

97/12/14 

 審查通過  

預計 97/5

月底送審 
／ 

顯微鏡下的世界 

（賴以婷、洪毅芩） 

96/7/4 

審查通過 

96/7/10 

審查通過 

97/3/26 

審查通過 
／ 

台灣的脈動 

（陳冠婷） 

96/8/17 

審查通過 

96/8/31 

審查通過 

97/4/14 

審查通過 
／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6/7/4 

審查通過 

 

／ 
97/4/28 

審查通過 
審查中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6/7/4 

審查通過 

 

／ 
半數成品 

修正中 
／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發現 

（梁芷菁） 

96/7/4 

審查通過 

 

／ 

審查中 

 
／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 

96/7/4 

審查通過 

 

 

／ 科學內容 

修正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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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96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企畫案 一集腳本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預約未來超能力 

（賴以婷） 

96/1/14 

審查通過 

企劃內容修正

中 
／ 

面對台灣的真相 

（陳冠婷） 

97/3/3 

審查通過 
／ ／ 

台灣大地奧秘 

（梁芷菁） 

97/3/4 

審查通過 
／ ／ 

海洋世紀〈上篇〉 

認識海洋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 ／ 

普科秀 

（陳冠婷） 

97/5/8 

審查通過 
／ ／ 

北得拉蔓二部曲 

（賴彣華） 
／ ／ ／ 

蟲蟲總動員 

（許聖珈） 

97/3/17 

審查通過 
預計 5 月送審 ／ 

Formosa 科學探險隊 

（許聖珈） 

96/12/27 

審查通過 

97/4/7 

審查通過 
／ 

奈米機器人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97/5/7 收件 

審查中 
／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7/2/1 

審查通過 
／ ／ 

小乾坤到大乾坤 

科技‧人類‧大自然 

（梁芷菁） 

97/3/3 

審查通過 
／ ／ 

看中時、愛科學 

（楊憶晴） 
複審中 ／ ／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7/5/12 

審查通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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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聞超連結 

（洪毅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科學 Easy Learn 

（洪毅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健康百寶箱」 

（張昕瑜）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親子玩科學 

（張昕瑜） 

97/4/30 

審查通過 
／ ／ 

發現 

（梁芷菁） 

97/4/16 

審查通過 
／ ／ 

科學少男少女 

（董福興）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撰稿人：張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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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97/05/16~97/06/06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劃統籌與協調中心  

第 16 期工作進度報告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茲將 97年 5月 16日至 6 月 6 日，各項工作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95 年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5/23「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結案研習會」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已進入結案階段，為順利推展結案作業，

統籌與協調中心於 97年 5月 23日上午 10：00，假科技大樓二樓 12會

議室，舉辦「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結案研習會」，旨在向 95年度

受補助單位說明結案作業程序，以期提昇效率。 

本次研習會由計畫共同主持人莫季雍教授主持，統籌與協調中心 

賴以婷小姐、楊憶晴小姐、賴彣華小姐、洪毅芩小姐承辦，參與者為

95年度受補助單位，參加人數 18人。 

本研習會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開場，說明結案作業執行重點，

強調要提升結案作業執行效率，有賴受補助單位與統籌協調中心雙方共

同合作。接著由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賴以婷小姐簡報，述明結案作業流

程、合作方式及各式表單填寫注意事項。其後，計畫共同主持人莫季雍

教授為受補助單位講解結案績效資料之注意事項。 

問答時間由各受補助單位代表發問，問題多集中在結案繳交資料的

詳細規格，及對繳交資料的份數有所疑慮。賴以婷小姐說明，希望受補

助單位繳交結案資料時，能依照本次研習會所公告之資料項目與數量，

如此便能縮短補件之作業時間。另外莫季雍教授表示，若表格使用上有

不便之處，歡迎與統籌與協調中心反應，必將依此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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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5年度詴辦方案結案研習會議實況 ▲圖 2.主持人-莫季雍教授說明程序 

  

▲圖 3. 與會者-聯合報代表提問 ▲圖 4.主持人-莫季雍教授答問 

◎95年度媒體製作方案結案架構已擬定 

95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結案報告書之章節架構已經擬定完成，主

要針對「審查作業實際狀況」、「品質管理實際狀況」、「成品製作人力與

投注時數實際狀況」、「收視績效」、「綜合衡量 KPI指標」，進行資料彙

整與分析報告。 

各承辦人已將所負責之結案報告做資料收集與分析彙整，科學教育

影片類《熱帶冰河˙台灣》已完成結案，科學教育影片類《台灣的脈動》

與科學新聞報導(電視)類《科學大解碼》亦已進入結案前成品審查階段，

待成品審查完畢後便進入結案報告撰寫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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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5/23「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期初研習會」 

96年度受補助案已陸續進入製作階段，為順利推展成品審查作業，

本中心於97年5月23日上午10:30～12:00假科技大樓二樓13會議室，

舉行「96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期初研習會」，旨在向 96年度受補助

單位闡明審查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希望藉由本次研習會使受補助單位

了解審查作業應配合事項，藉以提升科普傳播事業作品之品質。 

本次研習會由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主持，國科會科教處由楊紫菱

副研究員列席，統籌與協調中心梁芷菁小姐、許聖珈小姐、陳冠婷小姐、

張昕瑜小姐承辦，參與者為 96年度受補助單位，參加人數 30人。 

 會議開場，由主持人關尚仁教授說明本次研習會目的，並向受補助

單位介紹其補助計畫之統籌與協調中心承辦窗口，以便日後雙方展開密

切合作。接下來由統籌與協調中心梁芷菁小姐簡報，說明 96年度媒體

製作詴辦方案審查作業程序。其後，關尚仁教授從過去經驗說明審查作

業程序，強調成品產製過程之「品質管理」機制，若在製作影片之流程

中，落實科學顧問審查機制，能使科學內容正確無誤，可使審查過程流

暢而順利。 

 

  
▲圖 5. 96年度詴辦方案期初研習會議實況 ▲圖 6.梁芷菁小姐說明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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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與會者-中華卡通鄧橋總監提問 ▲圖 8. 科教處楊紫菱副研究員補充說明 

 

以上兩場會議在主持人關尚仁教授、莫季雍教授主導與盡心解說下

圓滿落幕。會議資料電子檔已上傳至「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

交流帄台」供下載之用(網址 http://www.scicomtw.org)。 

 

97 年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5/23截止收件  

97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於 3月開始徵案，已於 97年 5月 23日截

止收件，97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申請案共計 25個。 

國科會科教處預訂於 97年 6底舉辦「97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評

選會」，本中心專任助理屆時將前往辦理。 

 

審查作業進度 
95年度受補助單位，「亮相館-生命密碼」一集成品審查中；「諾耶-

情緒密碼」、「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大愛-發現」、「公視-流言追追

追」正進行半數成品審查；「卓維-台灣的脈動」、「東森-科學大解碼」

刻正進行結案前成品審查，細節請參閱附件一。  

96年度受補助單位，「自由文化-科技新聞超連結」、「遠流-科學 Easy 

Learn」、「台北健康電台-健康百寶箱」、「天藝-科學少男少女」進行企

畫案審查；「公共電視-預約未來超能力」、「和利得-奈米機器人」刻正

進行一集完整分鏡腳本審查，細節請參閱附件二。 

 

 

 

http://www.scicom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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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專區 

2008 年科學傳播研討會 著作權使用授權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中，各場次演講者或發表人均為本土科學傳

播留下精彩的資訊。爲使科學傳播知識得以廣為流傳，統籌與協調中心

著手進行會議資料「著作權使用授權」，本工作預計於 6/13完成授權取

得，即可將會議資料彙整建置於「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知識資

料庫」中，提供對科學傳播有興趣之專家、學者、學生及從業人員參閱。 

 

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論文徵稿開跑 

2009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企畫書已於 5/30完成初稿，明年度的研討

會主題為「科學傳播的真知與力行」，將邀請多國致力科學傳播之學者、

專家與會，發展至國際級研討會，現正積極籌劃，希冀各方豪傑齊聚一

堂，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開拓更前瞻的視野。 

另一方面，2009年科學傳播研討會之學術論文，將以邀稿的形式展

開，現已擬妥「論文徵稿」方案，希望邀請國內更多科學傳播研究領域

學者之論文，讓研討會知識內容更有體系。 

研討會論文徵稿主題，以科學傳播基礎理論、科學傳播中科學家與

傳播者的角色、科學傳播的團隊溝通、科學傳播的人才培育、科學傳播

的內容創制與散播(包含新聞)、先進國家的科學傳播之借鏡、傳播科技

在科學傳播上的應用、科學傳播的素養等範疇，凡與上述範疇相關之學

術論文或實務應用相關的論文範圍皆可。 

本次徵稿主題共有八項，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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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請見「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帄台」 

(網址 http://www.scicomtw.org)。 

 

▼活動報導 

 

「HOT 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 

為加強培育科學教育人才、提昇主修

科學之大專學生參與科普傳播事業的興

趣，特舉辦「HOT科學」競賽活動，鼓勵

學生將周遭的科學知識，以淺顯易懂的

影音表達方法傳達給一般大眾。 

本活動由統籌與協調中心承辦，國科

會科教處主辦，自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活動宣傳採寄發海報至相關系所之方式，

希望透過學校宣導，能讓有興趣的同學

在課餘創作科學影音短片。另外，活動

海報也將送至捷運局，預計於 6月中至 7

月中在多個捷運車站張貼，以達宣傳之

效。 

 詳細活動辦法，請參見「HOT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相關網站。 

部落格網址 http://www.udn.blog/hotscience 

官網網址 http://www.scicom.idv.tw  

 

▲圖 9.HOT科學活動宣傳海報  

http://www.scicomtw.org/
http://www.udn.blog/hot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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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科學家致勝寶典》專書翻譯 

歐盟書籍《科學家致勝寶典(A Scientist’s Survival Kit)》翻

譯計畫，現已進入最後校稿與印刷前排版階段，這本由義大利 Giovanni 

Carrada所著作的科學傳播相關書籍，旨在引導讀者理解科學傳播。本

書由傳播業界角度，深入描繪當代傳播界運作的實況，包含許多實務的

訣竅(同時也考量到科學家的觀點、興趣、難處以及價值觀)，進而使讀

者能夠實際應用這些金玉良言。 

另為落實本土科學傳播知識管理，針對 95 年度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受補助單位所組成之製作團隊與科學顧問進行深度訪談，採用結構性開

放式的問卷，訪談題綱含「溝通合作」、「內容轉化」、「困難挑戰或成功

元素」、「品質管理」四大面向，問卷在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的悉心指

導下逐漸成形。 

在訪問執行方面，由本中心四位同仁，賴以婷小姐、楊憶晴小姐、

張昕瑜小姐、賴彣華小姐組成核心小組，帶領全員分頭進行深度訪談；

預計 7月底完成問卷調查工作，之後將資料系統化彙整、歸納，最後形

構成本主科學傳播知識，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留下實用的文獻。 

 

▼資訊快遞 

科普節目搶先報  內容精彩 不容錯過  

◎六月份精彩節目介紹 
《科學大解碼》 《新聞中的科學》 《流言追追追》 《發現》 

 
 

 
 

科學新聞報導-電

視 
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電視科學節目 電視科學節目 

2分鐘看科學，科

學大解碼為您解

開科學密碼。 

深入報導近三週內所

發生具話題性的科學

新知 。 

將網路上難辨真假

的留言，以實驗來

還原真相！ 

呈現大眾關切的重

點，探索其中科學

成份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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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節目時間表                                                        

時間 節目 

週一 《科學大解碼》 

 每週一 09:00AM時段，在「東森美洲新聞台(台北時間)」 頻道首播  

週二 

週三 《新聞中的科學》 

 每週三，在「聯合報-教育版 C4」見刊 

週四 《科學大解碼》 

 每週四 19:00～19:30PM，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首播  

 每週四 21:00～22:00PM，在「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週五 《科學大解碼》 

 每週五 19:00～19:30PM，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首播 。 

 每週五 21:00～22:00PM，在「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 

《流言追追追》 

 97年 4～6月，每週五 18:00～18:30PM，在「公共電視」頻道重播 。 

週六 《流言追追追》重播 

 97年 4～6月，每週六 18:00～18:30PM，在「公共電視」頻道重播 。 

《科學大解碼》 

 每週六 09:00AM時段，在「東森美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 

 每週六 19:00～19:30PM時段，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重播 。 

《發現》電視科學節目 

 每週六 21:30～22:30PM時段，在「大愛電視台」頻道首播 。 

週日 《發現》 

 每週日 10:15～11:15AM時段，在「大愛電視台」頻道重播 。 

《科學大解碼》 

 每週日 19:00～19:30PM時段，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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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企畫案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結案 

   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台灣生命樂章 

（許聖珈） 

96/7/4 

審查通過 

97/2/14 

審查通過 
 ／ ／ 

生命密碼 

（楊憶晴） 

96/7/4 

審查通過 

5/15 收到一

集成品 審

查委員聯繫

中 

／ ／ 

熱帶冰河台灣 

（許聖珈） 

96/7/4 

審查通過 

96/10/25 

審查通過 

96/11/30 

審查通過 

4/30 收件 

結案完成。 

情緒密碼 

（洪毅芩） 

96/7/4 

審查通過 

97/12/14 

 審查通過  

5/21收到半

數成品  審

查委員聯繫

中 

／ 

顯微鏡下的世界 

（張昕瑜） 

96/7/4 

審查通過 

96/7/10 

審查通過 

97/3/26 

審查通過 
／ 

台灣的脈動 

（陳冠婷） 

96/8/17 

審查通過 

96/8/31 

審查通過 

97/4/14 

審查通過 
審查中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6/7/4 

審查通過 

 

／ 
97/4/28 

審查通過 
審查中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6/7/4 

審查通過 

 

／ 

半數成品 

修正中 

預計 6/20

函復 

／ 

電

視

發現 

（梁芷菁） 

96/7/4 

審查通過 

 

／ 

審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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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96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企畫案 一集腳本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預約未來超能力 

（賴以婷） 

96/1/14 

審查通過 

企劃內容修正

中 
／ 

面對台灣的真相 

（陳冠婷） 

97/3/3 

審查通過 
／ ／ 

台灣大地奧秘 

（梁芷菁） 

97/3/4 

審查通過 
／ ／ 

海洋世紀〈上篇〉 

認識海洋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 ／ 

普科秀 

（陳冠婷） 

97/5/8 

審查通過 
／ ／ 

北得拉蔓二部曲 

（賴彣華） 
／ ／ ／ 

蟲蟲總動員 

（許聖珈） 

97/3/17 

審查通過 
預計 5月送審 ／ 

Formosa科學探險隊 

（許聖珈） 

96/12/27 

審查通過 

97/4/7 

審查通過 
／ 

奈米機器人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97/6/2通過  

 

 

科 

學 

新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7/2/1 

審查通過 
／ ／ 

小乾坤到大乾坤 

科技‧人類‧大自然 

（楊憶晴） 

97/3/3 

審查通過 
／ ／ 

科

學

節

目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洪毅芩） 

96/7/4 

審查通過 

 

 

／ 科學內容 

修正中 

  5/28成品

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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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報 

導 

看中時、愛科學 

（楊憶晴） 
5/19審查通過 ／ ／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5/9審查通過 ／ ／ 

科技新聞超連結 

（賴以婷、洪毅芩）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科學 Easy Learn 

（賴以婷、洪毅芩） 
6/5審查通過 ／ ／ 

「健康百寶箱」 

（張昕瑜） 
企畫內容修正中 ／ ／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親子玩科學 

（張昕瑜） 

97/4/30 

審查通過 
／ ／ 

發現 

（梁芷菁） 

97/4/16 

審查通過 
／ ／ 

科學少男少女 

（洪毅芩） 
5/29審查通過 ／ ／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撰稿人：許聖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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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集 97/06/07~97/07/11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第 17 期工作進度報告 

各位共同主持人、國科會科教處同仁、及助理人員：  

茲將 97年 6月 7日至 7月 11 日，各項工作推動現況向各位報告。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主辦、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的

台日科普教育研討會，於 97年 7月 1日在科技大樓 2樓 13會議室舉行。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及統籌與協調中心同仁，皆參與此研討會。現場

約 180位來自台日兩國從事科普教育的專業人士，與對此議題有興趣之

民眾，包含了產、官、學界等多方人士熱情參與。 

    本研討會邀請七位學者，針對科學普及教育進行演講，從討論如何

落實科學普及教育、如何培養國民科學素養，乃至於台灣及日本雙方目

前科普教育概況。七大議題分別為： 

1. 從孙宙看人類的存在─毛利衛館長 

2. 從人與社會的存在看科學的使用與教育─黃榮村校長 

3. A New Learning Strategy in Scienc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Examples of Two NSC Sponsored Projects─吳茂昆所長 

4. 「科學技術智慧」計畫─北原和夫名譽教授 

5. 臺灣全民科學素養的播種─林福來教授 

6. 人的科學‧社會科學之科學素養─長谷川寿一教授 

7. 日本的科學傳播─渡辺政隆資深顧問 

在場人士豐富的經驗分享及知識傳承，實為參與此研討會的最大收

穫。 

中心同仁除參與此活動外，並將各場次演講內容，整理成會議紀錄，

以提升自我專業知識，繼而推廣科普傳播事業。研討會結束後，計畫主

持人關尚仁教授邀請 JST的渡邊振隆先生參與 2009年科普傳播國際研

討會並發表演說，並與長谷川教授相約訪問事宜，希望能夠引進日本經

驗，促進科普傳播事業之交流與發展。 

▼台日科普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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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與協調中心同仁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及科學技術振

興機構(JST)資深顧問渡辺政隆先生 

 

   

  本次專家訪談旨在將科學傳播產製經驗與內容轉化資訊加以解析，

藉以承傳並淬煉知識，針對參與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受補助單位及科學

顧問、科學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工作。訪談前，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召開訪談行前會議，指導中心同仁如何進行訪談工作。進而將訪談提綱

加以分類，歸納成下表： 

 （提綱）→ 提綱一→ 提綱二→ 提綱三→ 提綱四→ 提綱五→ 

受訪者角色 暖身 

(合作契機) 

溝通合作 

(傳 vs科) 

內容轉化 困難挑戰與成

功因素 

品質管理 其他 

(總結) 

隱藏階段  (製作 5階段) (製作 5階段) (製作 5階段) (製作 5階段)  

A科學家 合作契機 A-1 A-2 A-3 A-4 A-5 

B製作人 合作契機 B-1 B-2 B-3 B-4 B-5 

C企劃編劇 

記者 

團隊組成 C-1 C-2 C-3 C-4 C-5 

D導演動畫 合作契機 D-1 D-2 D-3 D-4 D-5 

(E學者專家）       

隱藏子題  每一提綱之子題，均會出現 5W1H=Who? What? Where? Why? When? How? 

 每一個子題，均可延伸詢問：未參與為執行前之預期→實際執行狀況→未來有何建

議？如何改善？ 

▼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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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場提綱： 

 B角色：請您說明組成團隊組成契機？挑選成員之原則。 

 ACD角色：請您說明合作之契機？（5W1H） 

提綱一： 

 您在此團隊中擔任之角色？其功能？在各階段之參與？ 

 合作過程中，溝通方式為何？如何達成共識？ 

提綱二：科學內容哪些要轉換？如何轉換？為何要轉換？ 

提綱三：需要注意之關鍵因素何在？困難點何在？如何克服？未來如何

解決？ 

提綱四：如何維持品質與內容正確性？ 

  為求有效益地進行訪談，於六月中下旬進行前測工作，前測階段計

有九位受訪者，分別為兩位傳播專家及七位科學家。所有訪談對象包括

前測對象，總計為 46 位，受訪製作團隊包含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大愛電視台等等，約 11 組製作團隊，

及約 20 位科學顧問、科普專家接受訪談。預計於七月底至八月初完成

訪談工作，工作時程概略如下： 

 

專家訪談工作時程規劃 

序 項目 時間 

1 提綱修訂會 6/19（四）15：00 

2 約訪時間確定 6/20（五） 

3 展開前測 (共 9 位前測對象) 6/30（一）完成前測 

4 質化訪談課程 (黃新生老師) 6/26（四）12:00 

5 正式展開訪談工作(共 37 位訪談對象) 7 月～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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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照片： 

 

 

 

 

 

 

 

 

 

97/07/10訪問 

三九五二工作團隊 

97/07/03 訪問 

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暨研究所陳文山教授 

 

 

  六月底至七月的專家訪談，在訪談結束後，中心同仁將訪談內容整

理出逐字稿，再將所有意見彙整、統合，因此安排由計畫共同主人黃新

生教授講授質化研究，以利同仁將訪談內容整理成有意義的研究報告。 

  黃新生教授提到身為研究者， 頇以理論為基礎進行深度訪談。並

且提醒訪談的注意事項： 

1. 如何分辨受訪者的談話為真或假？ 

可利用質化研究中的三角測量法： 

 方法一：方法上的三角 

 方法二：資料上的三角 

 方法三：對象上的三角 

2. 應該訪問多少位受訪者，才足以達成目的？ 

當資料飽和（Information Saturation）時，即訪談開始出現答案

都重複的情況，就代表不需要再訪問其他對象了。 

  黃新生教授也傳授許多質化研究的方法及訪談注意事項，提供同仁

參考。同仁也以前測中所得到的經驗，向黃新生教授請教訪談時所遇到

的問題。 

 

▼年會專區 

 

▼質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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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論文徵稿 

 

六月份積極宣傳論文徵稿活動，預計 2008年 7月 31日截稿，冀以

促進科學傳播議題之討論，並推動國內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第一波宣

傳活動已於 6/11展開，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參與媒體製作詴辦方案之

審查委員及各受補助單位，並通知科教班歷屆學員。第二波宣傳對象則

是於以各大專院校之教育院系所、傳播學院及農醫理工學院為主，已寄

送活動宣傳單至各單位代為宣傳，並至電子佈告欄宣傳，刊登於台大「批

踢踢實業坊」。第三波宣傳對象則為 2008年科學傳播研討會與會人員及

台日科普研討會與會者為主，利用 E-mail及電話方式，進行宣傳工作。

目前正在草擬大會籌備委員名單，擬於 7月底進行邀約。論文徵稿重要

時程如下： 

 論文摘要繳交期限：2007年 07月 31日(四) 

 論文摘要通過通知：2007年 08月 15日(五) 

 論文全稿繳交期限：2007年 11月 14日(五) 

 論文全文錄取通知：2007年 12月 15日(一) 

 

2009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積極籌備 

 

2009年科學傳播研討會會議架構初步規劃，預計包括專題演講、專

題討論、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受補助單位作品展示區、論文徵稿活動

及科學傳播企編、影音人才庫座談會及頒獎典禮。會議架構表如下： 

 

2009 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會議架構 

學術與實務交流及討論 

專題演講 

專題討論 

論文發表 

作品展示與經驗分享 

工作坊 
數位敘事工作坊 

品質管理工作坊 

科普作品展覽 
科普獎得獎作品 

HOT 科學競賽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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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普作品觀摩與交流 

「科學家的致勝寶典」專書 

座談會 
科學傳播企編、影音人才庫座談會 

（科教班人力資源追蹤及建置座談會） 

頒獎典禮 
科普獎頒獎典禮 

「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頒獎典禮 

 

徵稿活動宣傳告一段落後，中心同仁已於 7/9召開第一次工作協調

會議，由總負責人梁芷菁小姐分配工作事項，依據工作內容分組為議事

組、行政組、接待組及文書組。各月份工作時程規劃，大略如下： 

 

 

 

 

 

 

另外，籌備委員會秘書處組織架構圖請見附件三。 

 

 

「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熱情展開 

「HOT 科學」科學影音短片競賽活動開跑至今，已完成初步的校園

宣傳作業。日前已將國科會公函及活動海報，寄送至 250間大專院校系

所，請其廣為宣傳。此外，活動海報於 6月中至 7月中在各大捷運車站

張貼，如台北車站、市政府站、臺大醫院站、忠孝復興站、西門站、中

正紀念堂站、石牌站，以達宣傳之效。 

宣傳活動目前已轉至網站及電子佈告欄。網站宣傳部分，已於「國

立交通大學通俗科學網」、「哈台影音快遞 TAVIS.TW-Media Newsletter」

及「臺北市政府市民生活網」皆可看到本活動訊息。電子佈告欄部份，

則已刊登於國立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六月下旬的工作重心，著

重在網路宣傳部分。    

月份 重要進度 

七月 徵詢大會籌備委員擔任意願 

八月 
第一波年會宣傳活動 

草擬各場次主持人、主講人、報告人名單 

九月 邀請主持人、主講人、報告人 

▼活動報導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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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至八月份讀書會時程規劃： 

 

時間 討論內容 

97/06/09 綜合討論 

97/06/16 使用與滿足 

97/06/23 媒介豐裕理論 

97/06/30 依附理論 

97/07/14 第三人效果 

97/07/21 涵化理論 

97/08/04 知溝理論 

97/08/11 綜合討論 

 
6/9 綜合討論 

    針對 97/5/5~6/2 共四次讀書會所介紹的內容，包括孚門人理論、

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關係、議題設定、框架理論等，並以現有之案例進行

綜合討論，如臺灣目前既有的科普節目、影片。藉由案例，可以幫助同

仁了解理論的意義。 

    除了綜合討論外，也閱讀「從科學素養到科學教育」此篇文章，討

論如何藉由科學教育培養科學素養。討論內容涵蓋臺灣教育之現況、如

何透過科學傳播進行科普教育等及國內外科普教育之差異。 

 

6/16 使用與滿足 (導讀人：張昕瑜小姐、梁芷菁小姐) 

  使用與滿足理論是從閱聽人的角度來探討媒介的效果。這些假設一

方面認為人們尋求訊息是爲了滿足某種需求，以維持心理結構帄衡；另

一方面也表現出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需求，知道使用什麼媒介來滿足。 

  中心同仁也針對此理論提出問題，例如國人是否意識到科學知識的

重要性，進而尋求媒體管道以解決疑惑？若已有吸取科學知識之需求，

又會選擇經由何種管道得知呢？  

 

6/23 媒介豐裕理論 (導讀人：許聖珈小姐) 
  讀書會中，首先由導讀人許聖珈小姐簡介媒介豐裕理論，並且舉例

說明此理論的應用。有了概念之後，針對電視、帄面媒體（報紙／電子

報／雜誌）來討論科學傳播媒介豐富度。透過不同的傳播媒體，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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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豐富度不同，除了跟傳播管道有關之外，閱聽眾如何使用這些傳

播管道，也會影響資訊豐富度。 

6/30 依附理論 (導讀人：楊憶晴小姐) 

  本次讀書會由楊憶晴小姐擔任導讀人，依據「從國際新聞流通理論

探討臺灣報紙新聞報導內容之轉變（1988~1999 年）」此篇文章，簡介

依附理論。 

 

▼媒體製作詴辦方案 

 

審查作業進度現況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視群-臺灣的動物世界之生命樂章」、「諾耶-

情緒密碼」、「大愛-發現」、「公視-流言追追追」半數成品審查中；「華

岡-顯微鏡下的世界」、「卓維-台灣的脈動」、「東森-科學大解碼」、「聯

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公視-流言追追追」進行結案前成品審查，詳細

狀況請參閱附件一。  

96年度受補助單位，「自由文化-科技新聞超連結」、「台北健康電台

-健康百寶箱」企畫案審查中；「東森-面對臺灣的真相」、「躍獅-普科秀」、

「台大昆蟲-蟲蟲總動員」一集完整分鏡腳本審查中，詳細狀況請參閱

附件二。 

 

▼資訊快遞  

科普節目搶先報  內容精彩 不容錯過  

七月份精彩節目介紹： 

《科學大解碼》 《新聞中的科學》 《流言追追追》 《發現》 

 

 

 
 

科學新聞報導-電視 科學新聞報導-報紙 電視科學節目 電視科學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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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鐘看科學，科學

大解碼為您解開科

學密碼。 

深入報導近三週內

所發生具話題性的

科學新知 。 

將網路上難辨真假

的留言，以實驗來

還原真相！ 

呈現大眾關切的重

點，探索其中科學

成份及影響。 

七月份節目時間表                                                        

時間 節目 

週一 《科學大解碼》 

 每週一 09:00AM時段，在「東森美洲新聞台(台北時間)」 頻道首播  

週二 

週三 《新聞中的科學》 

 每週三，在「聯合報-教育版 C4」見刊 

週四 《科學大解碼》 

 每週四 19:00～19:30PM，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首播  

 每週四 21:00～22:00PM，在「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週五 《科學大解碼》 

 每週五 19:00～19:30PM，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首播 。 

 每週五 21:00～22:00PM，在「東森亞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 

《流言追追追》 

 97年 7月 4、11、18、25日，週五 18:00～18:30PM，在「公共電視」頻

道重播 。 

週六 《科學大解碼》 

 每週六 09:00AM時段，在「東森美洲新聞台(台北時間)」頻道首播 。 

 每週六 19:00～19:30PM時段，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重播 。 

《發現》電視科學節目 

 每週六 21:30～22:30PM時段，在「大愛電視台」頻道首播 。 

週日 《發現》 

 每週日 10:15～11:15AM時段，在「大愛電視台」頻道重播 。 

《科學大解碼》 

 每週日 19:00～19:30PM時段，在「東森電視 ETtoday」頻道重播 。 

附件一： 

▼95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企畫案 一集成品 半數成品    結案成品 

科

學

台灣的動物世界之生

命樂章 

96/7/4 

審查通過 

97/2/14 

審查通過 
 審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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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96 年度受補助單位 

類 

別 

專案名稱 

(承辦人) 

第一期 第二期 

企畫案 一集腳本 半數成品 

科

學

教

育

影

片 

預約未來超能力 

（賴以婷） 

97/1/14 

審查通過 

97/6/23 

審查通過 
／ 

面對台灣的真相 

（陳冠婷） 

97/3/3 

審查通過 
審查中 ／ 

台灣大地奧秘 

（梁芷菁） 

97/3/4 

審查通過 
／ ／ 

教

育

影

片 

（許聖珈） 

生命密碼 

（楊憶晴） 

96/7/4 

審查通過 

97/6/30 

審查通過 
／ ／ 

熱帶冰河台灣 

（許聖珈） 

96/7/4 

審查通過 

96/10/25 

審查通過 

96/11/30 

審查通過 

97/4/30 收件 

97/5/22 結案通過 

情緒密碼 

（洪毅芩） 

96/7/4 

審查通過 

97/12/14 

 審查通過  
審查中 ／ 

顯微鏡下的世界 

（張昕瑜） 

96/7/4 

審查通過 

96/7/10 

審查通過 

97/3/26 

審查通過 
審查中 

台灣的脈動 

（陳冠婷） 

96/8/17 

審查通過 

96/8/31 

審查通過 

97/4/14 

審查通過 
審查中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6/7/4 

審查通過 
／ 

97/4/28 

審查通過 
審查中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6/7/4 

審查通過 
／ 

97/7/4 

審查通過 
遴聘審查委員中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發現 

（梁芷菁） 

96/7/4 

審查通過 
／ 審查中 ／ 

流言追追追 

（賴以婷、洪毅芩） 

96/7/4 

審查通過 
／ 

科學內容 

修正完畢，待

補播後即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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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世紀〈上篇〉 

認識海洋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 ／ 

普科秀 

（陳冠婷） 

97/5/8 

審查通過 
審查中 ／ 

北得拉蔓二部曲 

（賴彣華） 
／ ／ ／ 

蟲蟲總動員 

（許聖珈） 

97/3/17 

審查通過 
遴聘審查委員中 ／ 

Formosa 科學探險隊 

（許聖珈） 

96/12/27 

審查通過 

97/4/7 

審查通過 
／ 

奈米機器人 

（賴彣華） 

97/2/1 

審查通過 
97/6/3 通過  

 

 

科 

學 

新 

聞 

報 

導 

科學大解碼 

（陳冠婷） 

97/2/1 

審查通過 
／ 6/已寄達 15-16 集成品 

小乾坤到大乾坤 

科技‧人類‧大自然 

（楊憶晴） 

97/3/3 

審查通過 
／ ／ 

看中時、愛科學 

（楊憶晴） 

97/5/19 

審查通過 
／ ／ 

新聞中的科學 

（賴彣華） 

975/12 

審查通過 
／ ／ 

科技新聞超連結 

（賴以婷、洪毅芩） 

企畫內容修正

中 
／ ／ 

科學 Easy Learn 

（賴以婷、洪毅芩） 

97/6/9 

審查通過 
／ ／ 

「健康百寶箱」 

（張昕瑜） 

企畫內容修正

中 
／ ／ 

電 

視 

科 

學 

節 

目 

親子玩科學 

（張昕瑜） 

97/4/30 

審查通過 
／ ／ 

發現 

（梁芷菁） 

97/4/16 

審查通過 
／ ／ 

科學少男少女 

（洪毅芩） 

97/5/30 

審查通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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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敬頌  時祺，並祝  順心 

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統籌與協調中心 敬上 
【撰稿人：陳冠婷】 

 

秘書長 
(計畫主持人關尚仁教授) 

     

  【議事文書組】 
 
籌備期間 
 
  議事行政及議程編擬 
 論文徵稿活動 
 大會手冊內容及 
  會議資料蒐集 
 檔案管理 
 文書撰擬、編輯、校

對、排版、裝訂等 
 
執行期間 
 負責報到處流程、

現場計時並紀錄會

議內容。 
 
結案 
 整理會議記錄、編

撰成冊，致送謝

函。 
 

【行政組】 
 
籌備期間 
 
 場地場勘及租借 
 餐飲準備 
 辦理採購 
 經費支付及結報 
 車輛租借 
 住宿訂房 
 會場佈置 
 
執行期間 
 報到接待 
 禮賓接待 
 接洽餐點、茶點佈

置統計與會者出席
及餐點。 

 服務臺及各會場佈
置、視聽器材準
備。 

結案 
 會場復原、器材歸

還、經費核銷。 

 【宣傳接待組】 
 
籌備期間 
 
 講者、貴賓及與

會者之邀請函

寄發、講者個人

資料（CV）蒐集

及講演資料彙

整。 

 文宣設計、資訊
管理推廣宣傳
活動 

 
執行期間 

 報到接待 
 禮賓接待 
 報到台事宜 
 攝影 
結案 
 講者、貴賓及與 

   會者之致謝函  

   寄發。 

 

執行秘書 
(梁芷菁小姐) 

策定大會籌備事宜 

推動大會籌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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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7:00pm【Vasari Corridor 閉幕尋古之旅與Palazzo Pitti 閉幕晚宴】

..........................................................................................................30 
伍、 與會感想 ...........................................................................................................30 

一、WCSFP 安排對話機會，媒合各種形式之國際合作製片。 ................30 
二、檢視科學節目之市場與節目發展趨勢 ...................................................31 
三、反思各類主流科學節目之問題或缺失，探討改進與較佳之改進案。32 
四、科學知識的「類比」（analogy），一向是科學教育的重要議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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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協會簡介 
一、WCSFP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The World Congress of 
Science and Factual Producers；WCSFP）是一個由會員經營的非

營利性組織，專注於推動創製最優質的科學與歷史節目，以及

其他各類型的科學節目（在英國市場稱為「專家真實類節目

（known in the UK market as specialist factual programming）」。

協會近年之年會分別在美國紐約（2007）、英國曼徹斯特（2006）
及日本東京（2005）舉行，成為專家真實類電視節目之製作人、

頻道節目策略人員、廣播電視公司經理人員與發行商必須參加

的重大盛會。 
 

二、年會功能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年會的主要活

動，即是挨供科學與歷史節目的製作人及執行製作人員之間的

合作交流。這些從業人員，對真實節目的創製手法與產業運作

相當瞭解且充滿熱誠。此外，合作交流活動提供難得的機會，

以二對一的方式，與製作部門經理人員和電視台經營者面對面

晤談。不用多懷疑，一切將會在輕鬆的氣氛與豐富的內容下，

與有效的方式中進行。 
本項年會之一切活動由真實節目專業人士相關社群所主辦。 
 

三、分享與學習 
國際上富有盛名製作人與廣播電視公司共同合作，展開一

場業界人士的異言堂。以「取之於產業，用之於產業」的模式，

為探討發展現況與當代熱門議題做出最佳的示範，並且爿守怎

麼做才行得通，毫無保留的公開（是的！與談人也會告訴你，

怎麼做行不通）。藉由分析這些高度複雜的製作過程之節目案例

或高效能的知識資料庫，以及在專家訪談的過程中，與會人員

得到不同凡響結果和深刻的體悟，進而號召真正有遠見的製作

人與重要決策者共同加入。 
過去十六年來，本研討會分別在世界上各城市舉辦，並且

歡迎新的從業人員加入這個科學與紀實節目製作人的社群。就

如同近幾年來曾在紐約、曼徹斯特和東京所舉辦過的會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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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這次於佛羅倫斯舉辦的研討會，同樣提供各國代表探索本

地豐富歷史及文化資源的機會。當結束白天的會議後，利用晚

間輕鬆的活動，和同伴小酌，品味真正的藝文樂趣。對於一個

影視研討會來說，是一個多美妙的主意！ 
 

貳、2009 年會介紹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每年年終選擇

適宜之地點，辦理年度會議，全世界各國科學節目之決策人員、

採購人員、創製人員共聚一堂，進行創意交流、共商合作製爿、

分析關鍵要素、討論未來發展。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2009年會，由

協會總部與意大利國家電視台RAI共同合作，於意大利文藝重

鎮佛羅倫斯（Florence, Italy）之大都會希爾頓大飯店（Hilton 
Metropolitan）舉行，佛羅倫斯即文藝復興時代知名之古城翡冷

翠（Firenze），世界知名之文豪但丁、藝術家米開蘭基羅、天文

學家伽利略、政治學家馬基維利、以及發明無綫電的馬可尼，

均與此城有關，故大會選在此地靈人傑之古城召開，自有其用

意。來自世界各國之公共電視、科學頻道或製作公司之經理人、

節目策略決策人員、採購人員、創製人員、導演等，計約六百

餘人，於十二月一日至四日，共聚於距機場四公里之希爾頓大

飯店。 
本次年度會議之功能與目的，一如往年，共有下列數點： 

一、安排與對話機會，媒合各種形式之合作製片、跨媒體或國

際合作製片。 
二、透過提供內容創製人員瞭解科學頻道或電視媒介之節目需

求，共同激發科學節目之創意。 
三、檢視與討論科學節目之頻道、市場與節目發展趨勢。 
四、提供各類新創節目之觀摩機會。 
五、反思各類主流科學節目之問題或缺失，探討較佳之改進方案。 
六、瞭解頻道或電視臺經理人之科學節目策略思維與願景。 

 
參、我國與會代表 

過去數年我國未曾參與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 之年會，本年為配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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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傳播事業催生計劃」之推展，承蒙歐盟研究委員會參議

Mr.Patrick Vitte-Phillipe (Coseiller presse et information) 之推

薦，由催生計劃推動單位「統籌與協調中心」計劃主持人，政

治大學傳播學院廣電系主任關尚仁教授，負責邀集國內長期投

身科普傳播推動工作之主要人物，其一為長期投身科普推動與

研究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倩教授，及身兼科普節目主持人

與製作人的台灣大學物理系孫維新教授，組成實力堅强之小型

代表團與會。 
另在「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國際交流合作子

計畫」下之委託計畫，由世新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熊杰教

授率領之計畫團隊，亦在訪問英國BBC 及其協力公司Screen 
House Production後，兼程趕來與會。熊院長本人除精通電子媒

體之營運與內容產製，長年投身國際交流，跨國協談經驗豐富，

穿梭各國籍與會人員中，大力協助促銷我國科學傳播；其成員

除英國Leeds大學傳播研究所，參與電視節目創製經驗豐富的蔡

明燁教授，更包括以整合電視新聞理論與實務具高知名度的世

新大學傳播研究所黃新生教授，以及精通觀眾研究的黃聿清研

究員與負責執行計畫的研究助理李韋玲小姐。 
两個代表團成員雖不多，因均兼備大眾傳播、電視內容產

製與科學節目創製之理論與實務知能，以及豐富的參與國際會

議經驗，故均能獨立行動、參與研討，在短時間內多方交友，

更在茶會或餐會時，將新朋友介紹給同行成員，大家共同交換

心得，擴大了此次與會之收獲。 
 

肆、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WCSFP)議程
記實 

 
一、2008年12月1日（星期一） 

會議開放時間：12:00pm-9:00pm 
 
（一）2:00pm-2:45pm 

1、場次 A：【與會指南（The WCSFP Guide to Congress for 
Dummies）】 
會議規劃及主持人： 
(1) Robi Colangelo，義大利 Focus Documentaries 國際業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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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製作執行長。 
(2)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 製作人。 

    如何有效參與 WCSFP 會議，對初次與會者是一門必須要

完成的先修課程，經過這個導引場次，菜鳥會者的一切努力就

都會值回票價。本場與會指南係為所有初次或資深的會議參與

者，提供實用的資訊。包括各個單位及會議要角的重要資訊及

各項社交、宴會與藝文活動好康資訊；最為重要的是如何盡興

參與這個年度盛會，蒐集相關資訊、洞悉發展前景、推銷點子

創意、找到合意搭擋、共同創造未來。 
 

2、場次 B：【佛羅倫斯與蒙太奇家族簡介 
（An Introduction to Florence and the Medici Family）】 
會議贊助：義大利 RAI 電視台 
會議主持人：Werner Vennewald，德國 Monaco Film GmbH 製

作人。 
會議與談人：Donatella Lippi，義大利佛羅倫斯大學生物醫學    
            歷史系教授。 
    2008 年全球科學與實境影片製作人會議（WCSFP）所在

地為義大利佛羅倫斯，是歐洲文藝復興的重鎮，所以大會在第

一天的活動開始時，特別安排 Donatella Lippi 女士來介紹她多

年來研究之「麥第奇計畫」（The Medici Project），作為本次大

會的開場活動之一。 
    佛羅倫斯作為歐洲文藝復興的重鎮，城內有無數的博物

館、教堂、學院、廣場，收藏了文藝復興的珍貴寶物與歷史資

料，主要就是歸功於麥第奇家族。此家族由商賈而執政，統治

佛羅倫斯達三世紀之久（15-17 世紀），把人文主義的精神注入

政治中，並吸引了如米開朗基羅、唐那泰羅、布魯內雷斯基等

大師來此，成為歐洲的文化與藝術中心。 
    然而，當時的政治鬥爭，與部分史料的流失，使得此家族

與佛羅倫斯的歷史留下許多懸案，一直是後世史學家研究的焦

點。拜現代科技之賜，Lippi 女士即率領一群科學家，將麥第

奇家族的頭骨遺骸，以現代科技，如 CT Scan、基因比對等重

新檢驗，以解歷史迷團。而這次的開場活動即是此計畫的紀

錄，以紀實片的手法，從計畫開始拍到現在。在影片中，我們

可以看到科學家、歷史學家、人類學家等，如何攜手合作，共

同設定研究問題、形成假說、探索資料、驗證假說，最後得出

結論。 
    Donatella Lippi 與她的同事們參與了「蒙太奇」這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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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科學研究顯示，從義大利文藝復興時期名聲顯赫的家族—

蒙太奇家族成員的骨骸中，能發現不計其數關於其生活型態、

生活習慣及死亡原因等資料。發掘地點位於佛羅倫斯及聖羅倫

佐的蒙太奇教堂。 
    此計畫所探索的議題是人類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其中故

事情節曲折、人物栩栩如生，精彩程度不下於電影小說，所以

已有其他國家來談未來上映紀錄片的可能性，希望能以不同語

言播放，共享人類文化遺產。至於這紀錄片何時會完成？Lippi
女士說：不知道，因為這畢竟不是電影，沒有殺青的一天，是

證據到哪裡就拍到哪裡，而證據有賴科技的發展，許多未解之

謎可以繼續等待，等到新科技出現來協助。 
    此計畫是標準的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研

究與教材，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跨領域的合作，科學家的堅持與

努力，以及科技的發展在解決問題上的協助。誰說科學必定是

艱澀枯燥無味的內容、科學家是不懂文化藝術的人，麥第奇計

畫讓我們看到科學、科技與歷史，三者並肩而行，在人類文化

的傳承脈絡中，缺一不可，相輔相成。 
 
（二）3:00pm-3:45p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France/BBC】 
會議規劃及主持人： 
(1) Diana Ingraham，美國 US Independents 常務董事、

SILVERDOCS 會議主席。 
(2) Meg Villareal，美國 US Independents 導演。 
會議與談人： 
(1) Margie Bryant，澳洲 Serendipity Productions 執行製作人。 
(2) Robi Colangelo，義大利 Focus Documentaries 國際業務及

聯合製作執行長。 
(3)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 創辦人。 
(4) 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5) Vivian McGrath，英國Gecko Productions 執行長及執行製作。 
(6) Alberta Nokes，加拿大 Associated Producers 執行製作。 
(7) Julia Overton，Screen Australia 投資經理。 
(8) Louise Rosen，美國 Louise Rosen Ltd 常務董事。 
(9) Bo Zuschlag，丹麥 Dan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R2 

DR NewMedia and TV 企劃編輯。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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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英國 BBC 與 France 两大公共電視網之科學節目

部門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細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

節目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製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

欲發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其未來節目之取向。 
 
（三）3:45pm-4:30p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UK/ZDF】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英國多個科學節目媒體組織如 Channel 4 與德國

ZDF 公共電視網之科學節目部門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細

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節目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製

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欲發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其

未來節目之取向。 
 
（四）4:30pm-5:15pm 

【 與 廣 播 電 視 聯 播 網 晤 談 （ Meet the Networks ）：

Mediaset/ARD】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英國多個科學節目媒體組織 Mediaeast 與德國西德

地區ARD Broadasting Corporation公共電視網之科學節目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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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細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節目

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製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欲發

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其未來節目之取向。 
 
（五）6:30pm 

【RAI 開幕夜晚宴】 
  開幕晚宴由由義大利 RAI 電視台贊助辦理，於被喻為佛

羅倫斯的城市大廳的古羅馬碉堡宮殿（Romanesque 
fortress-palace）舉行，由佛羅倫斯市副市長長代表佛羅倫全體

市民於 Plazzo Vecchio 的主宮內的 Salone dei Cinquecento 大廳

歡迎 WCSFP 所有與會成員。 
這座宴客大廳建於 1494 年，早期即是該城議會代表議政

之處，其後更擴充建構為會議院（Grand Duke Cosimo I），故

內部的大型會議廳可容納多達 500 位成員。Salone dei 
Cinquecento 大廳建築豪華壯觀，處處置放富麗華奢的壁畫，

天花板則飾以 Vasari 的鑲嵌版畫。另外中央壁龕（位於大廳南

方）則是米開朗基羅的經典名作“The Genius of Victory＂ ，
大廳週圍則環繞著文藝復興時期極具代表性的雕像。任何人身

置其間，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佛羅倫斯市濃厚的藝術與文化氣息

與品味。 
晚宴前，所有與會人員先欣賞由指揮家 M Edoardo 

Rosadini 所帶領的，由各音樂學院傑出青少年演奏家所組成的

Dei Ragazzi Della Scuola Di Musica Di Fiesole 管弦樂團，演奏

包括 Puccini 和 Vivaldi 等義大利籍作曲家之經典名曲。 
演奏會結束，就在原場地舉行自助式晚宴，地主電視臺 RAI

以最正統的意大利風味餐點招待所有與會來賓，大家在舊識新歡

杯? ？交錯中，盡情享用。 
 
二、2008年12月2日（星期二） 
    會議時間：8:30AM-6:30PM 

 
（一）8:00am-8:45a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Discovery】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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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 Discovery 主頻之節目部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

細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節目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

製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欲發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

其未來節目之取向。 
 
（二）9:00am-11:00am 

【最新情報（Welcome and What’s the Buzz）】 
會議規劃： 
(1) Maryanne Culpepper，美國國家地理電視台(NGC)執行副主

席及商業發展編輯。 
(2) Bill Margol，美國國家地理電視台(NGC)發展處處長。 
會議主持人： 
(1) Justine Kershaw，英國 Blink Film and Television 執行製作。 
(2) 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常務董事。 
會議贊助：義大利 RAI 電視台。 
  是誰製作最優質的節目？是誰開啟了新的觀點，又引發了

大家的討論呢？什麼是可行的？什麼是不可行呢？最重要的

是，下一件大事是什麼？本論壇從 2007 到 2008 年間最優質的

科學節目中找出端倪，一起預測明年的最新流行。 
 
（三）11:00am-11:30am 

【茶敘時間】 
   贊助者：Wall to Wall 
 
（四）11:30am-1:00pm 

1、場次 A：【真相、科學、羅馬教廷（Faith, Science and the 
Vatican）】 
會議贊助：Wall to Wall 
會議規劃：Clare Handford，英國獨立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Sara Ramsden，英國Endemol 希捷電視台創意總監。 
專題討論來賓： 
(1) Giovanni Bignami，義大利太空署天文學家。 
(2) Elena Cattaneo, PhD，義大利米蘭大學藥理科學系胚胎幹細

胞研究中心主任。 
(3) Brother Guy Consolmagno SJ，Vatican Observatory 耶穌浸

信會員及行星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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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berta Nokes，加拿大 Associated Producers 執行製作。 
(5) Cristina Trebbi，德國Gruppe 5 Filmproduktion GmbH 製作人。 
  2009 年的焦點，還是鎖定在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上。當科

學家探索宇宙起源之際，各家電視台正著手準備伽利略和達爾

文的週年紀念日。但許多對立的議題仍持續存在著。如：上帝

造人論及胚胎幹細胞研究等複製科技。天主教的教義也面臨了

數世紀以來最大的挑戰。他們將如何對這些新科學作出回應? 
此次會議著重在科學與真相，以及過去與現在的交錯關係，一

同發掘在科學研究的領域上羅馬教廷於過去和現今所扮演的

角色，並探討長久存在於科學與宗教間的對立與偏見是否已解

除。 
 

2、場次 B：【通往過去的新途徑（New Paths to the Past）】 
會議贊助：Jellyfish Pictures 
會議規劃：Alex Kiehl，英國 Darlow Smithson Productions 助理

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Beth Hoppe，美國 Optomen Productions 主席及執

行製作。 
專題討論小組： 
(1) Ian Duncan，英國 Windfall Films 製作人及導演。 
(2) Serge Lalou，法國 Les Films d’lci 經理。 
(3) Susan Werbe，美國 History 執行製作。 
  本會議在探索製作歷史節目中最有趣且新奇的方法。讓我

們一起來動動腦，探索如何利用卡通、喜劇及創意等元素來使

歷史事件，產生新穎的發想，以及如何讓一般大眾了解複雜難

懂的歷史議題。我們將邀請今年在坎城影展上大放異彩的電影

《和巴席爾跳華爾滋》的製作人及《改變美國的 102 分鐘》這

部從多數 911 特別報導中脫穎而出的電影製作人親臨指導。 
 
（五）12:00pm-1:00pm 

【與企劃編輯及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會議規劃及主持人： 
(1) Diana Ingraham，美國 US Independents 常務董事、

SILVERDOCS 會議主席。 
(2) Meg Villareal，美國 US Independents 導演。 
會議與談人： 
(1) Margie Bryant，澳洲 Serendipity 製片公司執行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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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i Colangelo，義大利 Focus Documentaries 國際業務及

聯合製作執行長。 
(3)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公司創辦人。 
(4) 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5) Vivian McGrath，英國 Gecko 製片公司執行長及執行製作。 
(6) Alberta Nokes，加拿大 Associated Producers 執行製作。 
(7) Julia Overton，Screen Australia 發展處處長。 
(8) Louise Rosen，美國 Louise Rosen 公司常務董事。 
(9) Bo Zuschlag，丹麥 Dan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R2 

DR New Media and TV 企劃編輯。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俾讓科學與真

實節目創製人員其後可面對的溝通，或推銷創意與作品，或尋

牟合作之道。「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

次年會辦理約 30 到 40 個分組晤談，會中將由負責節目企劃、

或主要編輯者、或媒體執行製作人，帶來精彩的座談與經驗分

享，這些專業人士多是企劃科學及歷史節目的獨立製作人，有

些則於此領域投注了可觀的資金。本項晤談活動的設計旨在拉

近與會者的距離，增加互動性。為確保充分互動與溝通，每個

分組會議報名人數受到嚴格控管，最多在十六至二＋人間，採

行先來後到的制度；但各場次會議記錄可供與會代表申請索

取。 
 
（六）1:00pm-2:30pm 

【午餐時間】 
   贊助者：Mediaset 
 
（七）1:30pm-2:00pm 

【午間會議：中子星造成銀河能量衰竭?（Lunchtime Talk: 
Will Neutron Stars Explain the Missing Energy in our 
Galaxy?）】 
會議主持人：Ruth Berry，德國 Big Island Pictures 製作人及導演。 
會議與談人：Giovanni Bignami，義大利太空總署天文學家。 
  四十年間，釋放伽瑪射線到銀河系中的神秘來源(中子星)
廣為世人所知。但在自然界中仍存有諸多未知。二十年後的太

空追蹤，人類只瞭解其中一種中子星—Geminga，並將其視為

中子星的一種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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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約在去年，一項義大利的伽瑪射線天文學任務及另

一個 NASA 的任務指出，起初因不尋常的增殖而衍變成如黑

洞般大小的中子星，如今已漸銷聲匿跡。多虧了費密(Fermi)，
這難以理解的現象正逐漸地被解開。今天的會議內容會介紹現

今被喻為 gamstars 的這種新類型星體，並一窺其原

型—Geminga 的原始面貌。 
 
（八）1:30pm-2:00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九）2:30pm-4:00pm 

1、場次 A：【適者生存—達爾文的物競天擇理論是否適用於電

視節目中?（Survival of the Fittest—Does Darwin’s Natural 
Selection Theory Also Apply to TV Programs?）】 
會議贊助：ZDF Enterprises 
會議規劃：Andre Barro，加拿大 Cirrus Communications 實況及

聯合製作導演。 
會議主持人：Stephen Hunter，美國國家地理頻道製作副總裁。 
會議與談人： 
(1) Michael Allder，加拿大CBC 科學及自然歷史單位執行製作。 
(2) Paula Apsell，美國 WGBH 廣播公司科學單位主管、NOVA

及 NOVA scienceNOW 頻道資深執行製作。 
(3) Helene Coldefy，法國 ARTE France 專業實作團隊負責人。 
(4) Martin Davidson，英國廣播公司（BBC）專業實作主稿編輯。 
(5) Bridget Whalen，美國國家地理頻道收購及國際聯合製作發

展協會副總裁。 
會議與會者： 
(1) Sue Clothier，澳洲 ScreenWorld 總經理。 
(2) David Dugan，英國 Windfall Films 董事長。 
(3) Jill Fullerton-Smith，英國廣播公司（BBC）創意總監及專

業實作團隊。 
(4) John Lynch，英國 BBC 視覺製片公司科學部主任。 
(5) Dirk Neuhoff，德國 NDR 電視台紀錄片負責人。 
(6) Stuart Scowcroft，澳洲 Intomedia Limited 執行製作。 
(7) Eike Schmitz，德國 Atlantis Films 導演及作家兼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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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rner Vennewald，德國 Mocaco Films GmbH 製作人。 
  今年我們歡度了達爾文的兩百週年誕辰紀念日，以及《物

種起源》一書發行一百五十年紀念日。當一個重大事件影響全

球的製作人及電視台，許多提案會因應而生，並開始成長變

化。然而哪類提案會被採用呢？較好的？焦點集中型的？別出

心裁的？或是具有原創性？或其實是人為的問題呢？今天科

學歷史的企劃編輯將提出他們所贊助的企劃案作為例子，並解

釋其它企劃不適用的原因。製作人亦將傾囊相授，包括如何使

用戰略擊倒同業，以及在這電視叢林中生存的不二法門。 
 

2、場次 B：【「360」大檢驗（360 On Trial）】 
會議規劃：Gillian Mosely，英國 medialab 製作人。 
會議與談人： 
(1) Caroline Behar，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2) Daniel Glaser，英國Wellcome Trust發行顧問特別企劃負責人。 
(3) Martin Durkin，英國 WAG tv 常務董事。 
(4) Richard Bradley，英國 Lion TV 常務董事。 
(5) Iain Dodgeon， Endemol UK Ceetah 電視台開發部執行長。 
(6) Paul Gasek，美國探索頻道資深科學編輯。 
(7) Annie Valva，美國 WGBH Interactive 研究開發部門主任。 
(8) Femke Wolting，荷蘭 Submarine 共同創辦人。 
  我們都知道「360」是未來的趨勢，它可以強化我們的製

編經驗，但聽了太多它的好處都聽到有點起反感了。它是否

真的能在歷史、科學和實境電視中運行無礙呢?在會議中測試

「360」的同時，我們將提出了一些艱深的問題，如：為什麼

幾家龍頭的遊戲製造商皆不涉足廣播領域？或是其實他們有

呢？另外，製作人和電視公司的觀念是否太過根深柢固，或

是在經費預算的考量上顯得太寒酸，以致於無法設計出一個

可以適用於所有媒體的方案呢? 
 

3、【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4:00pm-4:30pm  

【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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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者：ZDF Enterprises 
 
（十一）4:30pm-5:30pm 

1、【印度安魂曲：踏上和恐龍一樣的不歸路—談專業獨立紀錄

製片的未來（Requiem for the Indies: Will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ocumentary Filmmakers Go the Way of the 
Dinasaurs?）】 
會議規劃： 
(1) Giusi Santoro，義大利 POPCult 專業實作團隊負責人。 
(2) 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常務董事。 
會議主持人：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常務董事。 
會議與談人：Peter Jaszi，美國華盛頓州立大學法律系教授。 
  被著作權法這顆威力強大的流星所威脅，專業的獨立製

片者也如恐龍一樣陷入瀕臨絕種的處境。「著作權法」的本質

應是保護創意藝術者的權益，現今卻轉為單方面顧及大公司

利益，而罔顧獨立製片人存歿的現象。除了利用拷貝和阻絕

材料來源外，更惡質的是，這些獨立製片人可能會陷入雙重

危機，即被捲入「使用者生成內容」這波海嘯中。 
  專業製片者將面臨非製片專業人所帶來前所未有的競爭

力。在過去幾年間，儘管這些製片人也開始警覺到法治的壓

迫，但「無版權保護」的制度也使他們大大獲利。有任何解

決之道嗎？在美國，「合理使用」政策是建立在使用權與保護

權皆取得平衡的狀態之下。歐洲各國的法律若要效法其政

策，將會是一項挑戰。各位製片人也只能放手一搏了。 
會議贊助：Doc/It 

 
2、【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二）5:30pm-6:15p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RAI】 
會議規劃： 
(1) Diana Ingraham ， 美 國 US Independents 總 經 理 、

SILVERDOCS 會議主持人。 
(2) Lorenzo Pinna，義大利 Rai 1 電視台 SuperQuark。  
專題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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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igi Bizzarri，義大利 RAI 3 電視台 La Grande Storia。 
(2) Piero Corsini，義大利 RAI Educational 電視台 La Storia 

Siamo Noi 企劃編輯。 
(3) Roberto Giacobbo，義大利 RAI 2 電視台 Voyager 經理。 
(4) Lorenzo Hendel，義大利RAI 3電視台Doc 3頻道企劃編輯。 
(5) Carlo Nardello，義大利 RAI Trade 檔案資料室。 
(6) Alessandra Paradisi，義大利 RAI 電視台國際關係主任。 
(7) Lorenzo Pinna，義大利 RAI 3 電視台 SuperQuark。 
  RAI 為意大利公共電視台，涵蓋頻道包括 Rai Uno, Rai 
Due, Rai Tre, Raw News 24, Rai Education 以及有線電視/衛星

服務。它們主要的科學與歷史節目銷路為 Rai 1 的 Super Quark 
Magazine and Special、Rai 2 的 Voyager、Rai 3 的 La Grande 
Storia, Doc3 and Ulisse、Rai Educational 的 La Storia siamo 
nor、Rai Trade 以及 Rai International Relation。 

 
（十三）5:30pm-6:30pm 

【快速約會（Speed Dating）】 
  快速約見，供獨立製作人與企劃編輯們進行一對一交談

的契機。今年為讓雙方能取得更多的相處機會，還增加了「牽

紅線」活動。製作人須呈交三份計劃案，由大會轉送給與會

的企劃編輯，讓他們就感興趣的計劃先作選擇，但並不捉供

他們相關計劃製作人資料，因此他們並不會知道相關計劃出

自何處，直到他們與計劃製作人面對面接觸，計劃人及其來

源才會揭曉。 
 

（十四）7:30pm-9:30pm 
【Palazzo Corsini 酒會】 
贊助者：Discovery Channel 贊助 
  與會代表們的交誼晚宴，將在富麗堂皇的 Palazzo Corsini
舉辦，其為一文藝復興時期的新穎巴洛克式官邸。1649 年由

Grand Duke Ferdinando ll de＇Medici 的 Corsini 家族所有，並

在 1692 至 1700 年間大興土木、裝潢增建，進行了長達 50 年

的興修。這座建築展現出 Florentine 繪畫藝術的最優秀年代。

重要的藝術家包括了 Anton Domenico Gabbiani、Alessandro 
Gherardini 以及 Pier Dandini。 
 

三、2008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三） 
  會議開放時間：8:30am-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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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30am-8:45am 

1、【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國家地理

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之

會議簡介。 
 

2、【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日本放送

協會(NHK)】 
  NHK 是此次會議上唯一有單獨排定時段的亞洲電視網，

可以介紹其組織、頻道與節目，尋求合作製片的伙伴。在 NHK
的介紹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資深製作人北野和宏(Kazuhiro 
KITANO)先生說明 NHK 除了製作高水準節目外，持續研發攝

影器材的努力，例如 HD Space Camera，已裝置在日本人造衛

星上，可拍攝月球南北極上方看地球自轉的情形；又例如研

發的 Ultra-High-Sensitive HD Camera，可在月光下不靠任何輔

助光源拍攝動物移動、掠食、睡眠的實況，這些令人驚豔的

畫面令與會者十分感動，讓大家對 NHK 對攝影技術的持續研

發印象深刻。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之

會議簡介。 
 

（二）9:00am-10:30am 
1、場次 A：【綠的未來：全球氣候變遷永續方案的便車指南 
（The Future of Green: Hitchhiker’s Guide to Sustainable 
Programs on Climate Change）】 
會議贊助：NHK 電視台 
會議規劃： 
(1) Ralf Blasius，荷蘭 Off the Fence 頻道執行製作。 
(2) Ellen Windemuth，荷蘭 Off the Fence 頻道首席執行長。 
會議主持人：Ellen Windemuth，荷蘭 Off the Fence 頻道首席執

行長。 
會議與談人： 
(1) Caroline Behar，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2) Feferica Cellini，義大利 RAI 教育頻道。 
(3) Ann Christin Hornberger，德國 ZDF/ARTE 電視公司文化及

科學企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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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lter Köhler，奧地利 ORF 電視聯播網 ORF-UNIVERSUM
總監。 

(5) Ralph Lee，英國 Channel 4 頻道 Specialist Factual 總監。 
(6) Takeshi Shibasaki，日本 NHK 電視公司科學節目部主任。 
(7) Janet Han Vissering，美國國家地理頻道策略性發展及合資

資深副總裁。 
  「綠色方案」究竟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未來這項方

案會否在全球性的環保計畫中獲取一席之地？我們的專題討

論與談團隊，將於會中展示這些所謂世界性的「綠色計畫」

之剪輯片段。會中我們將依循傳統的提問模式，進行關於綠

色議題的「評估遊戲」，並探討環保方案為何無法順利發展，

及其成功發展的契機。 
 
2、場次 B：【我們為羅馬人做了什麼？（What Have We Done 
for the Romans?）】 
會議贊助：UKTV 電視台 
會議規劃：Margie Bryant，澳洲 Serendipity Productions 執行

製作。 
會議主持人：Bettina Hatami，執行製作（Italy）。 
會議與談人： 
(1) Martin Davidson，英國廣播公司(BBC) 專業實作團隊企劃

編輯。 
(2) Uwe Kersken，德國Gruppe 5 Filmproduktion GmbH 總經理。 
(3) Jared Lipworth，美國紐約Thirteen/WNET科學節目部主任。 
(4) Prof. Andrew Wallis Hadrill，義大利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主任。 
  儘管已有《萬世魔星》(Life of Brian)一片的出現，對於真

實節目在這些年以來，究竟是以哪些方式詮釋古羅馬、羅馬

帝國及羅馬人？我們仍然充滿好奇。本會將綜觀關於羅馬真

實節目的好與壞，看看哪些是真材實料的史詩鉅制、哪些是

粗製濫造的附會之作。歷史學家與節目製作人亦將於會中與

我們分享，在節目製作過程中，需要創立哪些機制，採行哪

些折衷方案？ 
 

3、【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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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0am-11:00am 

【茶敘】 
   贊助者：NHK 電視台 
 
（四）11:00am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指導委員會候

選人演說（WCSFP Steering Committee Nominee Speeches）】 
 

（五）11:00am-12:30pm 
1、場次 A：【真實節目改造秘笈大公開（Pimp my Program）】 
會議贊助：Pioneer Productions 
會議規劃：John Farren，英國 360Production 創意總監。 
會議主持人：John Farren，英國 360Production 創意總監。 
會議與談人： 
(1) Alex Graham，英國 Wall to Wall 首席執行長。  
(2) Ben Hall，英國廣播公司（BBC Worldwide） Format 

Development 創意總監。 
(3) Kim Shillinglaw，英國廣播公司（BBC）Science & History

執行製作。 
  「格式化真實節目」（formatted factual）如同「烹飪熱」

於去年掀起的潮流一般，是目前真實節目製作產業中最夯的

流行熱潮。但這波潮流是如何興起？又是否實際具有可行

性？另外，你不可不知的十項「格式化」（formatting）要點為

何？會議製作兼主持人 John Farren 以及會議與談特別來賓，

將向您傳授「真實節目改造秘笈」，及如何掌握新趨勢、成為

這項熱門產業的達人。會中將請到由英國 BBC 真實節目專業

團隊所製播之“Strictly Come Dancing＂、“Dancing with the 
Stars and Top Gear＂的專業團隊，以及“Pioneer House＂與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的獨立部門專業人士擔任與會

嘉賓，交流分享其寶貴的產製經驗。 
 

2、場次 B：【聯合製作之 Naica 奇峰探險—合製夢魘的個案分

析（Climbing Mount Co-production: Naica—Case Study of a 
Co-Production Nightmare）】 
會議規劃： 
(1) Gioia Avvantaggiato，義大利GA & A Productions首席執行長。 
(2)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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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持人：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 創辦人。 
會議與談人： 
(1) Gioia Avvantaggiato，義大利GA & A Productions首席執行長。 
(2) Steve Burns，美國國家地理頻道 Content 執行副總裁。 
(3) Arnie Gelbart，加拿大 Galafilm 首席執行長及執行製作。 
(4) Gonzalo Infante，墨西哥 C/ Producciones 製作人。 
(5) Christine Le Goff，法國 Telfrance 執行製作。 
  在墨西哥 Chihuahuan 沙漠中、Naica 山脈千呎之下，埋

藏著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水晶柱礦區。若想拍出精彩照片，第

一步便得先取得入山通道，但這也只是個開始而已！在本會

議當中，我們將據實探討攀上「聯合製作」險峰的藝術及可

能面臨的種種處境。對於製作人與廣播電視公司在合作過程

中如何鬥法，才能成功征服統馭這個由聯合製作合夥人、拍

攝地點抉擇及貨幣崩盤危機等因素所組成的艱鉅集合體，您

是否也感到好奇？那麼，這場研討將會是您充分體驗國際合

製產業的大好機會！當經濟危機使節目製作遭遇嚴重預算短

缺，但廣播電視公司仍對於優質節目的製作抱有極高期望之

際，聯合製作是現下媒體生態中唯一的選擇。因此冀能藉由

本場會議，提供您預防合製困境的經驗分享與竅門，並能輕

鬆迎戰未來的合製挑戰。 
 

（六）11:30am-12:30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七）12:30pm-2:00pm 
   【午餐】 
   贊助者：Discovery Channel 
 
（八）1:00pm-1:30pm 

【與企劃編輯及贊助商的午餐之約】 
 
（九）1:30pm-2:00pm 

【午間影片選粹：《聖經（舊約）埋沒的秘密》（The Bible's 
Buried Se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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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0pm-3:00pm 
1、【品牌戰役（Battle of the Brand）】 
會議規劃：Lucy van Beek，英國 Lion Television 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Richard Bradley，英國 Lion Television 總經理。 
會議與談人： 
(1) Steve Burns，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Content執行副總裁。 
(2) John Ford，美國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總裁暨總經理。 
  是什麼使「國家地理頻道」的執行副總裁 Steve Burns 腦
力激盪？又是什麼樣的節目能使「Discovery Communication」
的總裁兼總經理 John Fold 心跳加速？在這場會議中，我們特

別為這兩位權力經紀人設計了一個娛樂性十足的遊戲節目，

在他們參與遊戲的過程中，將揭露什麼樣的節目設計、節目

風格及形式，能使這兩個遠近馳名的國際頻道，在永恆的「品

牌戰役」中依舊聲名遠播、屹立不搖。 
 

2、【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一）3:00pm-3:30pm 
   【茶敘】 
   贊助者：英國 BBC 
 
（十二）3:30pm-5:00pm 

1、場次 A：【與哈比人同眠—瞄準世紀大獨家（In Bed with the 
Hobbit: Gunning for the Scoop of the Century）】 
會議贊助：Exporation Productions Inc. 
會議規劃：Judy Rymer，澳洲 Rymer Childs 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Ralph Lee，英國 Channel 4 頻道 Specialist Factual

總監。 
會議與談人： 
(1) Alison Abbott，德國 Nature 資深歐籍記者。  
(2) Paula Apsell，美國 WGBH 廣播公司 NOVA 及 NOVA 

scienceNOW 頻道資深執行製作及科學單位主管。 
(3) Andrew Cohen，英國 BBC 廣播公司 Horizon 編輯。 
(4) Chris Hilton，澳洲 Essential Media & Entertainment 執行製

作暨首席執行長。 



  25

(5) Michael Morwood，澳洲臥龍崗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學院

考古學教授級研究員。 
  科學電影的製作，一向是最令產製團隊頭痛的棘手夢

魘。你有一個太精彩的故事迫不及待與人分享。科學家、電

影製片與廣播電視公司皆在競爭之列。你得到一項舉世無雙

的獨家科學大發現。而這個故事、這項引發爭論的議題，將

能製作精彩的電視節目。每個人都爭先恐後地想先發制人。

同時，基於各式單純與複雜的理由，勢必會產生許多關乎既

得利益的衝突，以及產製過程中的歧見與爭議。我們該相信

誰？故事的可信度如何判別？是否某一項消息來源真的比其

他可信？是否每一片故事的拼圖都完美齊備？在印尼一座小

島上的新聞報導，便嚴重威脅了我們對物種起源的舊有見

解。在當地所發掘到、名為「哈比人」的人類始祖遺跡，掀

起了科學名家、電影製片及廣播電視公司新一波的爭論聲

浪。這些科學專家與專業媒體人，將於本場會議與大家分享

他們研究分析所得之結論與成果。 
 

2、場次 B：【聯合製作之奇峰探險：死亡之曙（Climbing Mount 
Co-Production: Death by Daybrea）】 
會議規劃：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總經理。 
會議主持人：TBA 
會議與談人： 
(1) Peter Bardele，德國 Vidicom 總經理。 
(2) Olaf Grunert，奧地利 ARTE/Strasbourg Thematical Evenings

總監。 
(3) Dr. Heinrich Mayer，奧地利 Interspot Film GmbH資深製作人。 
(4) Jan Ronca，義大利 Fox International Channels Italy 節目編

排與製作人。 
(5) 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總經理。 
  我們是否能以聯合製作的形式，再現百年前的歷史，縱

使歷史往往充滿著主觀色彩？1918 年，澳洲戰艦之沉毀，構

成奧匈帝國的重大轉捩點：那艘發射魚雷的小型義大利馬達

船船長，成為國族英雄。戰事於不久後結束。已屆 90 週年、

看似毫無爭議的歷史事件，確為三家國家廣播電視台聯合製

播的夢幻對象。這看似再恰當不過的夢幻合作方案，卻成為

一場夢魘。 
 
（十三）3:30pm-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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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約會（Speed Dating）】 
  「快速約會」場次介紹請見 1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5:30
之會議簡介。 

 
（十四）3:30pm-5:45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科學頻道】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五）7:00pm 

【Palazzo Borghese Gala 晚宴及雞尾酒會】 
地點：Palazzo Borghese, Via Ghibellina, 110（Hilton Florence   

Metropole 將於晚間六時開始提供交通接駁） 
  古老的 Palazzo Borghese 位居佛羅倫斯市中心、巴傑羅美

術館(Bargello Museum)的塔樓之下，其歷史可追溯至公元

1400 年。19 世紀其為貴族世家 Borghese family 所擁有，建築

正面象徵 Borghese family 的盾形紋章仍清晰可見，建築內亦

擁有不勝其數裝飾華麗的畫室、藝廊及會客大廳。請與會來

賓於此人文藝術氣息濃厚的特殊場域，與來自世界各地的同

儕一同享用晚餐。 
 
（十六）10:00pm 

【卡拉 OK 派對】 
贊助者：Pioneer Productions 
地點：Hilton Florence Metropole 飯店 
  你覺得你歌藝驚人嗎？那麼，請準備好一鳴驚人吧—「國

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始於東京的傳統活動

回來了！來自《Mamma Mia》中的 Bill Brand 將在活動中演唱

《Rat Pack》的經典曲目，並引領代表團員一起歡唱同樂。 
 

四、2008年12月4日（星期四） 
  會議開放時間：8:30am-4:00pm 
 
（一）9:30am-11:30am 

1、場次 A：【全球性企劃製作大告白（The Great Global 
Commissioning Confessional）】 
會議贊助：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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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劃及主持人：David Dugan，美國 Windfall Films 主席。 
會議與談人： 
(1) Dan Chambers，英國 Blink Films 合夥人。 
(2) Clémence Coppey，法國 France 2 企劃編輯。 
(3) David Glover，英國 Channel 4 科學部企劃編輯。 
(4) Beth Hoppe，美國 Optomen Productions 總裁暨執行製作。 
(5) Sonya Pemberton，澳洲 Pemberton Films 執行製作暨總經理。 
  電視企劃編輯的過程，一向被廣泛視為電視製作中最令

人挫敗的階段。本會議的專題討論小組有一項共通點：他們

都已跨越了策劃編輯的嚴苛考驗。毛毛蟲蛻變成蝴蝶，製作

人也能蛻變成企劃編輯—或適得其反。另外，在蛻變之後，

他們如何擁有不同的視野？他們又將與我們分享哪些成功的

訣竅，及失誤的判斷與挫敗的經驗？另外，當企劃編輯者再

度成為製作人之後，是否能開始以不同的概念說故事？而當

製作人成為企畫編輯後，是否會就此改變了企編領域的生態？ 
特別獻禮： 
(1)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所執行「國際

製作公司企編大調查」之結果展示 
(2) 企編告白箱（Commissioning Confession Box）中前十大匿

名告解之現場展示 
 

2、場次 B：【古埃及大揭密：新科技如何照亮古文明歷史並改

變我們講述故事的方式（Egypt from the Inside Out: How 
Technology Throws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d Changes the Way We Tell Our Stories）】 
會議贊助：英國 BBC 
會議規劃： 
(1) Marie-Pierre Aulas，法國 Terranoa 製作人。 
(2) 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會議主持人：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

及國際聯合製作總監。 
會議與談人： 
(1) Caroline Behar，法國 France 5 Acquis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總監。 
(2) Richard Breitner，Dassault Systèmes Passion for Innovation

專案經理。 
(3) Steve Burns，美國國家地理頻道 Content 執行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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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o Giacobbo，義大利 RAI 2 Voyager 經理。 
(5) Tomoyuki Osato，日本 NHK 電視台 Lifestyle and Food 

Programme Unit 資深製作人。 
(6) Brando Quilici，義大利 Brando Quilici Produzione。 
  由於科技發明的日新月異，古文明題材的電影，至今仍

深深吸引觀眾的目光；而新科技的發展，不僅改變了電影製

作的方式，現在更可用以印證重大歷史議題的真偽。我們將

向您展示科學家們是如何透過基因檢測，而發現埃及女法老

王哈塞布蘇(Hatachepsut)女王的木乃伊；另外，我們也將對於

一項關於古埃及金字塔奇歐普斯(The Great Pyramid Cheops)
如何興建的革命性理論，進行驗證與探討。 

 
（二）9:30am-11:00a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三）11:00am-11:30am 

【茶敘】 
   贊助者：紐約 WNET 及 Thirteen 
 
（四）11:00am-1:00pm 

【視覺魔幻秀（Visual Wizardry）】 
會議贊助：CBC＇s The Nature of Things 
會議規劃：Sonya Pemberton，澳洲 Pemberton Films 執行製作

兼總經理。 
會議主持人：Malcolm Clark，英國 Twister Films 製作人。 
會議與談人： 
(1) Marie-Pierre Aulas，法國 Gedeon Programmes 製作人。  
(2) Phil Dobree，英國 Jellyfish Pictures VFX 總監。 
(3) Phil Fairclough，英國Creative Differences EVP Production & 

Development。 
(4) Alessandro Furlan，義大利 Altair4 Multimedia 計畫主持人。 
(5) Blanche Guichou，法國 Agat Films & Ex Nihilo 製作人。 

Groucho Marx 曾說：「你要相信誰？相信我、還是你自己的

眼睛？」 
  想知道有哪些時下最熱門的視覺特效新發明嗎？一起來

看看目前最新的視覺特效設計，並與我們一同探討這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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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明與創造過程。我們將深入探索視覺特效鉅片的幕後製

作情況，並了解如何運用動畫、CGI 及其他視覺特效技術，

來描繪複雜已極的概念與場面。我們將揭開複合製作生產線

的面紗—從計劃階段到成品的完成，並探討如何將人才、時

間、預算與生產動力發揮到極限。從善於運用國際稅法的強

大聯合製作，到仍以舊有想像力傳達視像的小成本珠玉之

作，都在本場會議中一一展現其鋒芒，帶您進入一場摩登視

覺特效的魔幻探索之旅。 
 

（五）11:30am-1:00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六）12:00pm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指導委員會票

選結束】 
 

（七）1:00pm-2:30pm 
【午餐】 

   贊助者：義大利 RAI 電視台 
 
（八）1:30pm-2:00pm 

【與企劃編輯與贊助商的午餐之約】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九）2:30pm-3:30pm 

【睿智的樂趣：與 Janice Hadlow 對談（Clever Pleasure: In 
Conversation with Janice Hadlow）】 
會議規劃：Richard Bradley，英國 Lion Television 總經理。  
會議主持人：Dan Chambers，英國 Blink Films 合夥人。 
會議與談人：Janice Hadlow，英國廣播公司 BBC Two 管理人。 
  身為最新上任的 BBC Two 主管，Janice Hadlow 這位單身

貴族兼英國電視台執行長，擁有最雄厚的財力資金，及對於

科學歷史節目製作最大的熱忱。她在 BBC Four 開創了一個聲

名遠播、充滿「睿智樂趣」的頻道，內容包羅萬象，介紹了

從「數學的故事」到「中年心靈」的等所有相關主題。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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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low 將於 BBC Four 回顧她的過往成就，並分享「智識型

節目」如何在英國 BBC 公司、英國、甚至於全世界逆境求生。 
 

（十）3:30pm-4:30pm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全體成員大集合】 

 
（十一）7:00pm 

【Vasari Corridor 閉幕尋古之旅與 Palazzo Pitti 閉幕晚宴】 
主辦單位：Regione Toscana、Toscana Promozione 及 Tuscany 

Film Commission 
地點：Palazzo Vecchio 
  在佛羅倫斯的最後一夜，請與舊雨新知一同參加梵沙尼

走廊 Vasari 的私人尋古之旅。華麗壯觀的梵沙尼走廊建造於

西元 1565 年，它連結了佛羅倫斯領主宮（Palazzo Vecchio）
及佛羅倫斯彼提宮（Palazzo Pitti），橫跨烏菲茲美術館（Ufizzi 
Gallery）及舊橋（Ponte Vecchio）。由於這些區域皆為私人領

地，但本次將為會議代表團特別開放。千萬別錯過這難能可

貴的文化之旅！ 
 

伍、與會感想 
一、WCSFP安排對話機會，媒合各種形式之國際合作製片。 

  本項主要功能經由二個階段的三個場合達成。第一個階是

由主要公共電視、科學頻道或製作公司之經理人或節目決策人

員公開介紹與說明來年之節目取向、政策、原則與需求，許多

新節目也藉此機會展現出來；此即議程中，最常見之“Meet the 
Network＂。第二階段則是每小時常態在進行的“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聽完第一階段的介紹說明，

凡是對節目創製已有具體方案者，均可登記求見，藉此機會行

銷方案、或取得經費支持、或尋找合作產製。為利於雙方充分

商談對話，每場次限定十六至二十人。凡經過初次會面商談，

雙方對企劃案均感樂觀者，就可經由“Quick Dating＂的安排，進

行一對一後續商談對話。 
      

國內之電視節目如果想要躍上國際頻道、製作水準與國際

並駕齊驅，這個研討會是個好的開始。國際知名電視網，如

Discovery, BBC, National Geography, PBS，都參與此次會議，

他們的代表都是與會者注意的對象。如果能與這些知名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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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製作(co-production)，是個向國際社會發聲的好機會，我國

公部門傳播機構或獨立製片公司，可以多加利用這個研討會。 
  另一個躍向國際頻道的方法，是與國外一些有經驗的獨立

製片公司合作，再由雙方一起向上述的電視網提企畫案，這樣

國內之電視節目如果想要躍上國際頻道、製作水準與國際並駕

齊驅，這個研討會是個好的開始。國際知名電視網，如

Discovery, BBC, National Geography, PBS，都參與此次會議，

他們的代表都是與會者注意的對象。如果能與這些知名公司合

作製作(co-production)，是個向國際社會發聲的好機會，我國

公部門傳播機構或獨立製片公司，可以多加利用這個研討會。 
  另一個躍向國際頻道的方法，是與國外一些有經驗的獨立

製片公司合作，再由雙方一起向上述的電視網提企畫案，這樣

我們除了可學到如何向國際推銷國內獨特的節目內容外，也可

以提升製作水準，也可以培育國內的國際傳播人才。除了可學

到如何向國際推銷國內獨特的節目內容外，也可以提升製作水

準，也可以培育國內的國際傳播人才。 
 

二、檢視科學節目之市場與節目發展趨勢 
（一）依據研究結果，科學節目必須要貼近觀眾之生活，要從一般人

之日常生活角度去探析科學問題，最能吸引注意、引起好奇，

並因此而從中吸取知識，或接受說服。例如英國 Channel4 從

慶祝聖誕佳節之習俗切入，導向聖誕樹的大量砍伐而造成環境

暖化結果，所以也很自然去論及大量掛在樹上的聖誕燈泡與能

源的消耗，隨即探討如何從生活中務實的解決此問題。 
（二）運用電視媒介「眼見為信」之特性，展現實証性之科學實驗，

具體表現問題之所在，或個人上、或科技上可能之解決方案。

在前段同一案例中，以腳踏車動力發電，說明一棵聖誕樹燈泡

所消耗之能源，須多少人努力踩多少小時腳踏車才足以供應。

或在另一討論生活壓力與疾病之節目中，隨機選擇十位平常

人，在科學家全程監視與分析下，參與具壓力性之心理實驗，

細察其人性本色與在不同壓力可能引之精神疾病問題。這些節

目大量依賴淺顯易懂的實驗，來分析問題與說明現象，充分掌

握電視媒影音體易看易懂、輕鬆說理的特性來傳播科學知識與

訊息。也無怪乎，在本次會議的一場座談中，多位知名科學節

目頻道的創製人員一再強調，面對市場競爭的科學節目，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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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棄過去慣用的「旁白式敍事于法（Narrative Style）」，要配合

今日多元化的社會，發展出新的敘事方法，賦予科學節目新的

生命。 
（三）運用具親合力之人物擔任主持人，結合科學節目必要之「真實

（Factual）」，採現場實境之呈現，來創造節目特有之訴求方式

與獨具之風格；此類節目往往也被打造成該頻道具代表性之招

牌節目（Signature）。例如 Discovery 之知名烹飪節目主持人

Oliver 因特性突顯，目前已跨足主持科節目，因其能鮮活的帶

動節目，創造相當受肯定的收視率。澳洲 ABC 的招牌科學節

目，則是由科學家與知名喜劇演員組成之探險二人組，乘著小

船溯溪而上，在生動自然的談笑中，在實境中探討溪流生態、

水源汚染與優氧化問題種種問題。因此二人組合產生的特有趣

味，讓節目具有獨特的生命力，也因為科學家的現身說法，讓

內容有足夠的深度，成為澳廣時下極受歡迎的科學節目。 
（四）強調真實感、現場感與正確性（Factual Information）仍是科學

節目必要的關鍵元素。本次會議多場座談中，成功的資深科學

節目創製人員，依然不斷強調，科學節目必須講究高傳真之現

場感，較有利於觀眾之認同與訴求。即使在電腦動畫大量盛

行，或虛擬攝影棚可以創造出各種場景，如果要從生活的角度

切入，實境感、臨場感與真實感，是公認創製科學節目最容易

掌握、最討好、最有利的訴求元素。 
（五）探討近年較盛行或具創新性之科學節目之主題取向、呈現類

型、訴求方式、表現形式、製作手法等重點，以及若干經典成

功元素再探。例如英國目前知名的科學節目「俯視英國（British 
Above）」，即脫離慣用之平面攝影角度，採行由高空俯視之角

度，試圖導引出距觀的觀點，來探討社會上每天都會發生的問

題；如交通、噪音、污染、衛生等。因敘事觀點與角度大幅創

新，提供觀眾極不尋常之高空俯視的視覺角度，很快就吸引大

量觀眾的注意力。更值得肯定的是，此一創新手法，也提昇觀

眾的高度，推動社會大眾能學著以較為宏觀的去看生活中的問

題，科學強調的理性思維，在此節目是不言而可喻。 
 
三、反思各類主流科學節目之問題或缺失，探討改進與較佳

之改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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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紀錄片、戲劇型紀錄片、記實報導等常用之科學節目

表現型式，深入討論，檢視其在表達歷史性之真實資訊上，常

見之缺失與可能引發之問題。 
 

四、科學知識的「類比」（analogy），一向是科學教育的重

要議題。 
  類比是用類似的已知概念，將未知的事物或想法比喻出

來，以達成溝通的目的。在此次的會議中，我們看到許多科學

節目，嘗試以各式有趣、活潑的比喻去描述科學概念，達到傳

播的目的。例如在講述人類精子的旅程時，以數千人穿著白色

衣服來比喻，他們一路奔跑、廝殺、與環境抗爭，其中死傷無

數，最後只有一個人得以進入一個巨大的球內。在場的人莫不

慧心一笑，讚嘆其製作的用心與努力，所以在此大會中觀看各

國多年來製作之各式科學節目，有助節目設計者、科學家、科

學教育工作者重新發想科學知識的表徵與類比，以達成更佳的

傳播目的，我想與會的人士都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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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場次 B：【聯合製作之 Naica 奇峰探險—合製夢魘的個案分析

（Climbing Mount Co-production: Naica—Case Study of a 
Co-Production Nightmare）】 .......................................................22 

（六）11:30am-12:30pm【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23 

（七）12:30pm-2:00pm【午餐】 ............................................................23 
（八）1:00pm-1:30pm【與企劃編輯及贊助商的午餐之約】 ..............23 
（九）1:30pm-2:00pm【午間影片選粹：《聖經（舊約）埋沒的秘密》（The 

Bible's Buried Secrets）】 ...............................................................23 
（十）2:00pm-3:00pm ..............................................................................24 

1、【品牌戰役（Battle of the Brand）】.......................................24 
2、【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24 

（十一）3:00pm-3:30pm【茶敘】 ..........................................................24 
（十二）3:30pm-5:00pm ..........................................................................24 

1、場次 A：【與哈比人同眠—瞄準世紀大獨家（In Bed with the 
Hobbit: Gunning for the Scoop of the Century）】.....................24 
2、場次 B：【聯合製作之奇峰探險：死亡之曙（Climbing Mount 
Co-Production: Death by Daybrea）】 .........................................25 

（十三）3:30pm-4:30pm【快速約會（Speed Dating）】......................26 
（十四）3:30pm-5:45pm【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與廣播電視聯播網

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科學頻道】

..........................................................................................................26 
（十五）7:00pm【Palazzo Borghese Gala 晚宴及雞尾酒會】 ............26 
（十六）10:00pm【卡拉 OK 派對】 ......................................................26 

四、2008 年 12 月 4 日（星期四） ................................................................26 
（一）9:30am-11:30am .............................................................................26 

1、場次 A：【全球性企劃製作大告白（The Great Global      
Commissioning Confessional）】 ..................................................26 
2、場次 B：【古埃及大揭密：新科技如何照亮古文明歷史並改變

我們講述故事的方式（Egypt from the Inside Out: How     
Technology Throws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d Changes the Way We Tell Our Stories）】......27 

（二）9:30am-11:00am【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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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0am-11:30am【茶敘】 ...........................................................28 
（四）11:00am-1:00pm【視覺魔幻秀（Visual Wizardry）】...............28 
（五）11:30am-1:00pm【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29 
（六）12:00pm【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指導委

員會票選結束】 ..............................................................................29 
（七）1:00pm-2:30pm【午餐】 ..............................................................29 
（八）1:30pm-2:00pm【與企劃編輯與贊助商的午餐之約】 ..............29 
（九）2:30pm-3:30pm【睿智的樂趣：與 Janice Hadlow 對談（Clever 

Pleasure: In Conversation with Janice Hadlow）】 .....................29 
（十）3:30pm-4:30pm【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全體

成員大集合】....................................................................................30 
（十一）7:00pm【Vasari Corridor 閉幕尋古之旅與Palazzo Pitti 閉幕晚宴】

..........................................................................................................30 
伍、 與會感想 ...........................................................................................................30 

一、WCSFP 安排對話機會，媒合各種形式之國際合作製片。 ................30 
二、檢視科學節目之市場與節目發展趨勢 ...................................................31 
三、反思各類主流科學節目之問題或缺失，探討改進與較佳之改進案。32 
四、科學知識的「類比」（analogy），一向是科學教育的重要議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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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協會簡介 
一、WCSFP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The World Congress of 
Science and Factual Producers；WCSFP）是一個由會員經營的非

營利性組織，專注於推動創製最優質的科學與歷史節目，以及

其他各類型的科學節目（在英國市場稱為「專家真實類節目

（known in the UK market as specialist factual programming）」。

協會近年之年會分別在美國紐約（2007）、英國曼徹斯特（2006）
及日本東京（2005）舉行，成為專家真實類電視節目之製作人、

頻道節目策略人員、廣播電視公司經理人員與發行商必須參加

的重大盛會。 
 

二、年會功能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年會的主要活

動，即是挨供科學與歷史節目的製作人及執行製作人員之間的

合作交流。這些從業人員，對真實節目的創製手法與產業運作

相當瞭解且充滿熱誠。此外，合作交流活動提供難得的機會，

以二對一的方式，與製作部門經理人員和電視台經營者面對面

晤談。不用多懷疑，一切將會在輕鬆的氣氛與豐富的內容下，

與有效的方式中進行。 
本項年會之一切活動由真實節目專業人士相關社群所主辦。 
 

三、分享與學習 
國際上富有盛名製作人與廣播電視公司共同合作，展開一

場業界人士的異言堂。以「取之於產業，用之於產業」的模式，

為探討發展現況與當代熱門議題做出最佳的示範，並且爿守怎

麼做才行得通，毫無保留的公開（是的！與談人也會告訴你，

怎麼做行不通）。藉由分析這些高度複雜的製作過程之節目案例

或高效能的知識資料庫，以及在專家訪談的過程中，與會人員

得到不同凡響結果和深刻的體悟，進而號召真正有遠見的製作

人與重要決策者共同加入。 
過去十六年來，本研討會分別在世界上各城市舉辦，並且

歡迎新的從業人員加入這個科學與紀實節目製作人的社群。就

如同近幾年來曾在紐約、曼徹斯特和東京所舉辦過的會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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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這次於佛羅倫斯舉辦的研討會，同樣提供各國代表探索本

地豐富歷史及文化資源的機會。當結束白天的會議後，利用晚

間輕鬆的活動，和同伴小酌，品味真正的藝文樂趣。對於一個

影視研討會來說，是一個多美妙的主意！ 
 

貳、2009 年會介紹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每年年終選擇

適宜之地點，辦理年度會議，全世界各國科學節目之決策人員、

採購人員、創製人員共聚一堂，進行創意交流、共商合作製爿、

分析關鍵要素、討論未來發展。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2009年會，由

協會總部與意大利國家電視台RAI共同合作，於意大利文藝重

鎮佛羅倫斯（Florence, Italy）之大都會希爾頓大飯店（Hilton 
Metropolitan）舉行，佛羅倫斯即文藝復興時代知名之古城翡冷

翠（Firenze），世界知名之文豪但丁、藝術家米開蘭基羅、天文

學家伽利略、政治學家馬基維利、以及發明無綫電的馬可尼，

均與此城有關，故大會選在此地靈人傑之古城召開，自有其用

意。來自世界各國之公共電視、科學頻道或製作公司之經理人、

節目策略決策人員、採購人員、創製人員、導演等，計約六百

餘人，於十二月一日至四日，共聚於距機場四公里之希爾頓大

飯店。 
本次年度會議之功能與目的，一如往年，共有下列數點： 

一、安排與對話機會，媒合各種形式之合作製片、跨媒體或國

際合作製片。 
二、透過提供內容創製人員瞭解科學頻道或電視媒介之節目需

求，共同激發科學節目之創意。 
三、檢視與討論科學節目之頻道、市場與節目發展趨勢。 
四、提供各類新創節目之觀摩機會。 
五、反思各類主流科學節目之問題或缺失，探討較佳之改進方案。 
六、瞭解頻道或電視臺經理人之科學節目策略思維與願景。 

 
參、我國與會代表 

過去數年我國未曾參與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 之年會，本年為配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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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傳播事業催生計劃」之推展，承蒙歐盟研究委員會參議

Mr.Patrick Vitte-Phillipe (Coseiller presse et information) 之推

薦，由催生計劃推動單位「統籌與協調中心」計劃主持人，政

治大學傳播學院廣電系主任關尚仁教授，負責邀集國內長期投

身科普傳播推動工作之主要人物，其一為長期投身科普推動與

研究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倩教授，及身兼科普節目主持人

與製作人的台灣大學物理系孫維新教授，組成實力堅强之小型

代表團與會。 
另在「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之「國際交流合作子

計畫」下之委託計畫，由世新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熊杰教

授率領之計畫團隊，亦在訪問英國BBC 及其協力公司Screen 
House Production後，兼程趕來與會。熊院長本人除精通電子媒

體之營運與內容產製，長年投身國際交流，跨國協談經驗豐富，

穿梭各國籍與會人員中，大力協助促銷我國科學傳播；其成員

除英國Leeds大學傳播研究所，參與電視節目創製經驗豐富的蔡

明燁教授，更包括以整合電視新聞理論與實務具高知名度的世

新大學傳播研究所黃新生教授，以及精通觀眾研究的黃聿清研

究員與負責執行計畫的研究助理李韋玲小姐。 
两個代表團成員雖不多，因均兼備大眾傳播、電視內容產

製與科學節目創製之理論與實務知能，以及豐富的參與國際會

議經驗，故均能獨立行動、參與研討，在短時間內多方交友，

更在茶會或餐會時，將新朋友介紹給同行成員，大家共同交換

心得，擴大了此次與會之收獲。 
 

肆、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WCSFP)議程
記實 

 
一、2008年12月1日（星期一） 

會議開放時間：12:00pm-9:00pm 
 
（一）2:00pm-2:45pm 

1、場次 A：【與會指南（The WCSFP Guide to Congress for 
Dummies）】 
會議規劃及主持人： 
(1) Robi Colangelo，義大利 Focus Documentaries 國際業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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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製作執行長。 
(2)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 製作人。 

    如何有效參與 WCSFP 會議，對初次與會者是一門必須要

完成的先修課程，經過這個導引場次，菜鳥會者的一切努力就

都會值回票價。本場與會指南係為所有初次或資深的會議參與

者，提供實用的資訊。包括各個單位及會議要角的重要資訊及

各項社交、宴會與藝文活動好康資訊；最為重要的是如何盡興

參與這個年度盛會，蒐集相關資訊、洞悉發展前景、推銷點子

創意、找到合意搭擋、共同創造未來。 
 

2、場次 B：【佛羅倫斯與蒙太奇家族簡介 
（An Introduction to Florence and the Medici Family）】 
會議贊助：義大利 RAI 電視台 
會議主持人：Werner Vennewald，德國 Monaco Film GmbH 製

作人。 
會議與談人：Donatella Lippi，義大利佛羅倫斯大學生物醫學    
            歷史系教授。 
    2008 年全球科學與實境影片製作人會議（WCSFP）所在

地為義大利佛羅倫斯，是歐洲文藝復興的重鎮，所以大會在第

一天的活動開始時，特別安排 Donatella Lippi 女士來介紹她多

年來研究之「麥第奇計畫」（The Medici Project），作為本次大

會的開場活動之一。 
    佛羅倫斯作為歐洲文藝復興的重鎮，城內有無數的博物

館、教堂、學院、廣場，收藏了文藝復興的珍貴寶物與歷史資

料，主要就是歸功於麥第奇家族。此家族由商賈而執政，統治

佛羅倫斯達三世紀之久（15-17 世紀），把人文主義的精神注入

政治中，並吸引了如米開朗基羅、唐那泰羅、布魯內雷斯基等

大師來此，成為歐洲的文化與藝術中心。 
    然而，當時的政治鬥爭，與部分史料的流失，使得此家族

與佛羅倫斯的歷史留下許多懸案，一直是後世史學家研究的焦

點。拜現代科技之賜，Lippi 女士即率領一群科學家，將麥第

奇家族的頭骨遺骸，以現代科技，如 CT Scan、基因比對等重

新檢驗，以解歷史迷團。而這次的開場活動即是此計畫的紀

錄，以紀實片的手法，從計畫開始拍到現在。在影片中，我們

可以看到科學家、歷史學家、人類學家等，如何攜手合作，共

同設定研究問題、形成假說、探索資料、驗證假說，最後得出

結論。 
    Donatella Lippi 與她的同事們參與了「蒙太奇」這項計劃



  10

案。科學研究顯示，從義大利文藝復興時期名聲顯赫的家族—

蒙太奇家族成員的骨骸中，能發現不計其數關於其生活型態、

生活習慣及死亡原因等資料。發掘地點位於佛羅倫斯及聖羅倫

佐的蒙太奇教堂。 
    此計畫所探索的議題是人類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其中故

事情節曲折、人物栩栩如生，精彩程度不下於電影小說，所以

已有其他國家來談未來上映紀錄片的可能性，希望能以不同語

言播放，共享人類文化遺產。至於這紀錄片何時會完成？Lippi
女士說：不知道，因為這畢竟不是電影，沒有殺青的一天，是

證據到哪裡就拍到哪裡，而證據有賴科技的發展，許多未解之

謎可以繼續等待，等到新科技出現來協助。 
    此計畫是標準的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研

究與教材，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跨領域的合作，科學家的堅持與

努力，以及科技的發展在解決問題上的協助。誰說科學必定是

艱澀枯燥無味的內容、科學家是不懂文化藝術的人，麥第奇計

畫讓我們看到科學、科技與歷史，三者並肩而行，在人類文化

的傳承脈絡中，缺一不可，相輔相成。 
 
（二）3:00pm-3:45p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France/BBC】 
會議規劃及主持人： 
(1) Diana Ingraham，美國 US Independents 常務董事、

SILVERDOCS 會議主席。 
(2) Meg Villareal，美國 US Independents 導演。 
會議與談人： 
(1) Margie Bryant，澳洲 Serendipity Productions 執行製作人。 
(2) Robi Colangelo，義大利 Focus Documentaries 國際業務及

聯合製作執行長。 
(3)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 創辦人。 
(4) 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5) Vivian McGrath，英國Gecko Productions 執行長及執行製作。 
(6) Alberta Nokes，加拿大 Associated Producers 執行製作。 
(7) Julia Overton，Screen Australia 投資經理。 
(8) Louise Rosen，美國 Louise Rosen Ltd 常務董事。 
(9) Bo Zuschlag，丹麥 Dan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R2 

DR NewMedia and TV 企劃編輯。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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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英國 BBC 與 France 两大公共電視網之科學節目

部門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細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

節目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製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

欲發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其未來節目之取向。 
 
（三）3:45pm-4:30p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UK/ZDF】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英國多個科學節目媒體組織如 Channel 4 與德國

ZDF 公共電視網之科學節目部門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細

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節目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製

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欲發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其

未來節目之取向。 
 
（四）4:30pm-5:15pm 

【 與 廣 播 電 視 聯 播 網 晤 談 （ Meet the Networks ）：

Mediaset/ARD】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英國多個科學節目媒體組織 Mediaeast 與德國西德

地區ARD Broadasting Corporation公共電視網之科學節目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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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細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節目

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製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欲發

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其未來節目之取向。 
 
（五）6:30pm 

【RAI 開幕夜晚宴】 
  開幕晚宴由由義大利 RAI 電視台贊助辦理，於被喻為佛

羅倫斯的城市大廳的古羅馬碉堡宮殿（Romanesque 
fortress-palace）舉行，由佛羅倫斯市副市長長代表佛羅倫全體

市民於 Plazzo Vecchio 的主宮內的 Salone dei Cinquecento 大廳

歡迎 WCSFP 所有與會成員。 
這座宴客大廳建於 1494 年，早期即是該城議會代表議政

之處，其後更擴充建構為會議院（Grand Duke Cosimo I），故

內部的大型會議廳可容納多達 500 位成員。Salone dei 
Cinquecento 大廳建築豪華壯觀，處處置放富麗華奢的壁畫，

天花板則飾以 Vasari 的鑲嵌版畫。另外中央壁龕（位於大廳南

方）則是米開朗基羅的經典名作“The Genius of Victory＂ ，
大廳週圍則環繞著文藝復興時期極具代表性的雕像。任何人身

置其間，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佛羅倫斯市濃厚的藝術與文化氣息

與品味。 
晚宴前，所有與會人員先欣賞由指揮家 M Edoardo 

Rosadini 所帶領的，由各音樂學院傑出青少年演奏家所組成的

Dei Ragazzi Della Scuola Di Musica Di Fiesole 管弦樂團，演奏

包括 Puccini 和 Vivaldi 等義大利籍作曲家之經典名曲。 
演奏會結束，就在原場地舉行自助式晚宴，地主電視臺 RAI

以最正統的意大利風味餐點招待所有與會來賓，大家在舊識新歡

杯? ？交錯中，盡情享用。 
 
二、2008年12月2日（星期二） 
    會議時間：8:30AM-6:30PM 

 
（一）8:00am-8:45a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Discovery】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國際科學與

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次年會辦理約 20 個場次，

每場都是由負責節目部門的經理人、節目企劃或主要編輯者、

或執行製作人擔任發表人，對於該頻道、電視臺、媒介組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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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節目的年度策略、政策、編排等取向與作為，帶來精彩的

座談、試片與內幕資訊的分享。 
本場由 Discovery 主頻之節目部經理人員與企編人員，詳

細介紹其來年之節目定位策略與節目編排策略，並播放若干新

製節目片斷，讓與會人員瞭解其欲發展之特性，藉以充分說明

其未來節目之取向。 
 
（二）9:00am-11:00am 

【最新情報（Welcome and What’s the Buzz）】 
會議規劃： 
(1) Maryanne Culpepper，美國國家地理電視台(NGC)執行副主

席及商業發展編輯。 
(2) Bill Margol，美國國家地理電視台(NGC)發展處處長。 
會議主持人： 
(1) Justine Kershaw，英國 Blink Film and Television 執行製作。 
(2) 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常務董事。 
會議贊助：義大利 RAI 電視台。 
  是誰製作最優質的節目？是誰開啟了新的觀點，又引發了

大家的討論呢？什麼是可行的？什麼是不可行呢？最重要的

是，下一件大事是什麼？本論壇從 2007 到 2008 年間最優質的

科學節目中找出端倪，一起預測明年的最新流行。 
 
（三）11:00am-11:30am 

【茶敘時間】 
   贊助者：Wall to Wall 
 
（四）11:30am-1:00pm 

1、場次 A：【真相、科學、羅馬教廷（Faith, Science and the 
Vatican）】 
會議贊助：Wall to Wall 
會議規劃：Clare Handford，英國獨立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Sara Ramsden，英國Endemol 希捷電視台創意總監。 
專題討論來賓： 
(1) Giovanni Bignami，義大利太空署天文學家。 
(2) Elena Cattaneo, PhD，義大利米蘭大學藥理科學系胚胎幹細

胞研究中心主任。 
(3) Brother Guy Consolmagno SJ，Vatican Observatory 耶穌浸

信會員及行星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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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berta Nokes，加拿大 Associated Producers 執行製作。 
(5) Cristina Trebbi，德國Gruppe 5 Filmproduktion GmbH 製作人。 
  2009 年的焦點，還是鎖定在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上。當科

學家探索宇宙起源之際，各家電視台正著手準備伽利略和達爾

文的週年紀念日。但許多對立的議題仍持續存在著。如：上帝

造人論及胚胎幹細胞研究等複製科技。天主教的教義也面臨了

數世紀以來最大的挑戰。他們將如何對這些新科學作出回應? 
此次會議著重在科學與真相，以及過去與現在的交錯關係，一

同發掘在科學研究的領域上羅馬教廷於過去和現今所扮演的

角色，並探討長久存在於科學與宗教間的對立與偏見是否已解

除。 
 

2、場次 B：【通往過去的新途徑（New Paths to the Past）】 
會議贊助：Jellyfish Pictures 
會議規劃：Alex Kiehl，英國 Darlow Smithson Productions 助理

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Beth Hoppe，美國 Optomen Productions 主席及執

行製作。 
專題討論小組： 
(1) Ian Duncan，英國 Windfall Films 製作人及導演。 
(2) Serge Lalou，法國 Les Films d’lci 經理。 
(3) Susan Werbe，美國 History 執行製作。 
  本會議在探索製作歷史節目中最有趣且新奇的方法。讓我

們一起來動動腦，探索如何利用卡通、喜劇及創意等元素來使

歷史事件，產生新穎的發想，以及如何讓一般大眾了解複雜難

懂的歷史議題。我們將邀請今年在坎城影展上大放異彩的電影

《和巴席爾跳華爾滋》的製作人及《改變美國的 102 分鐘》這

部從多數 911 特別報導中脫穎而出的電影製作人親臨指導。 
 
（五）12:00pm-1:00pm 

【與企劃編輯及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會議規劃及主持人： 
(1) Diana Ingraham，美國 US Independents 常務董事、

SILVERDOCS 會議主席。 
(2) Meg Villareal，美國 US Independents 導演。 
會議與談人： 
(1) Margie Bryant，澳洲 Serendipity 製片公司執行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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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i Colangelo，義大利 Focus Documentaries 國際業務及

聯合製作執行長。 
(3)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公司創辦人。 
(4) 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5) Vivian McGrath，英國 Gecko 製片公司執行長及執行製作。 
(6) Alberta Nokes，加拿大 Associated Producers 執行製作。 
(7) Julia Overton，Screen Australia 發展處處長。 
(8) Louise Rosen，美國 Louise Rosen 公司常務董事。 
(9) Bo Zuschlag，丹麥 Dan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R2 

DR New Media and TV 企劃編輯。 
  本類活動將由星期一下午持續到會議尾聲，諸多頻道電視

台將於會中呈現出本身營運反節目需求的全貌，俾讓科學與真

實節目創製人員其後可面對的溝通，或推銷創意與作品，或尋

牟合作之道。「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會議 WCSFP」於本

次年會辦理約 30 到 40 個分組晤談，會中將由負責節目企劃、

或主要編輯者、或媒體執行製作人，帶來精彩的座談與經驗分

享，這些專業人士多是企劃科學及歷史節目的獨立製作人，有

些則於此領域投注了可觀的資金。本項晤談活動的設計旨在拉

近與會者的距離，增加互動性。為確保充分互動與溝通，每個

分組會議報名人數受到嚴格控管，最多在十六至二＋人間，採

行先來後到的制度；但各場次會議記錄可供與會代表申請索

取。 
 
（六）1:00pm-2:30pm 

【午餐時間】 
   贊助者：Mediaset 
 
（七）1:30pm-2:00pm 

【午間會議：中子星造成銀河能量衰竭?（Lunchtime Talk: 
Will Neutron Stars Explain the Missing Energy in our 
Galaxy?）】 
會議主持人：Ruth Berry，德國 Big Island Pictures 製作人及導演。 
會議與談人：Giovanni Bignami，義大利太空總署天文學家。 
  四十年間，釋放伽瑪射線到銀河系中的神秘來源(中子星)
廣為世人所知。但在自然界中仍存有諸多未知。二十年後的太

空追蹤，人類只瞭解其中一種中子星—Geminga，並將其視為

中子星的一種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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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約在去年，一項義大利的伽瑪射線天文學任務及另

一個 NASA 的任務指出，起初因不尋常的增殖而衍變成如黑

洞般大小的中子星，如今已漸銷聲匿跡。多虧了費密(Fermi)，
這難以理解的現象正逐漸地被解開。今天的會議內容會介紹現

今被喻為 gamstars 的這種新類型星體，並一窺其原

型—Geminga 的原始面貌。 
 
（八）1:30pm-2:00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九）2:30pm-4:00pm 

1、場次 A：【適者生存—達爾文的物競天擇理論是否適用於電

視節目中?（Survival of the Fittest—Does Darwin’s Natural 
Selection Theory Also Apply to TV Programs?）】 
會議贊助：ZDF Enterprises 
會議規劃：Andre Barro，加拿大 Cirrus Communications 實況及

聯合製作導演。 
會議主持人：Stephen Hunter，美國國家地理頻道製作副總裁。 
會議與談人： 
(1) Michael Allder，加拿大CBC 科學及自然歷史單位執行製作。 
(2) Paula Apsell，美國 WGBH 廣播公司科學單位主管、NOVA

及 NOVA scienceNOW 頻道資深執行製作。 
(3) Helene Coldefy，法國 ARTE France 專業實作團隊負責人。 
(4) Martin Davidson，英國廣播公司（BBC）專業實作主稿編輯。 
(5) Bridget Whalen，美國國家地理頻道收購及國際聯合製作發

展協會副總裁。 
會議與會者： 
(1) Sue Clothier，澳洲 ScreenWorld 總經理。 
(2) David Dugan，英國 Windfall Films 董事長。 
(3) Jill Fullerton-Smith，英國廣播公司（BBC）創意總監及專

業實作團隊。 
(4) John Lynch，英國 BBC 視覺製片公司科學部主任。 
(5) Dirk Neuhoff，德國 NDR 電視台紀錄片負責人。 
(6) Stuart Scowcroft，澳洲 Intomedia Limited 執行製作。 
(7) Eike Schmitz，德國 Atlantis Films 導演及作家兼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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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rner Vennewald，德國 Mocaco Films GmbH 製作人。 
  今年我們歡度了達爾文的兩百週年誕辰紀念日，以及《物

種起源》一書發行一百五十年紀念日。當一個重大事件影響全

球的製作人及電視台，許多提案會因應而生，並開始成長變

化。然而哪類提案會被採用呢？較好的？焦點集中型的？別出

心裁的？或是具有原創性？或其實是人為的問題呢？今天科

學歷史的企劃編輯將提出他們所贊助的企劃案作為例子，並解

釋其它企劃不適用的原因。製作人亦將傾囊相授，包括如何使

用戰略擊倒同業，以及在這電視叢林中生存的不二法門。 
 

2、場次 B：【「360」大檢驗（360 On Trial）】 
會議規劃：Gillian Mosely，英國 medialab 製作人。 
會議與談人： 
(1) Caroline Behar，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2) Daniel Glaser，英國Wellcome Trust發行顧問特別企劃負責人。 
(3) Martin Durkin，英國 WAG tv 常務董事。 
(4) Richard Bradley，英國 Lion TV 常務董事。 
(5) Iain Dodgeon， Endemol UK Ceetah 電視台開發部執行長。 
(6) Paul Gasek，美國探索頻道資深科學編輯。 
(7) Annie Valva，美國 WGBH Interactive 研究開發部門主任。 
(8) Femke Wolting，荷蘭 Submarine 共同創辦人。 
  我們都知道「360」是未來的趨勢，它可以強化我們的製

編經驗，但聽了太多它的好處都聽到有點起反感了。它是否

真的能在歷史、科學和實境電視中運行無礙呢?在會議中測試

「360」的同時，我們將提出了一些艱深的問題，如：為什麼

幾家龍頭的遊戲製造商皆不涉足廣播領域？或是其實他們有

呢？另外，製作人和電視公司的觀念是否太過根深柢固，或

是在經費預算的考量上顯得太寒酸，以致於無法設計出一個

可以適用於所有媒體的方案呢? 
 

3、【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4:00pm-4:30pm  

【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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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者：ZDF Enterprises 
 
（十一）4:30pm-5:30pm 

1、【印度安魂曲：踏上和恐龍一樣的不歸路—談專業獨立紀錄

製片的未來（Requiem for the Indies: Will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ocumentary Filmmakers Go the Way of the 
Dinasaurs?）】 
會議規劃： 
(1) Giusi Santoro，義大利 POPCult 專業實作團隊負責人。 
(2) 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常務董事。 
會議主持人：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常務董事。 
會議與談人：Peter Jaszi，美國華盛頓州立大學法律系教授。 
  被著作權法這顆威力強大的流星所威脅，專業的獨立製

片者也如恐龍一樣陷入瀕臨絕種的處境。「著作權法」的本質

應是保護創意藝術者的權益，現今卻轉為單方面顧及大公司

利益，而罔顧獨立製片人存歿的現象。除了利用拷貝和阻絕

材料來源外，更惡質的是，這些獨立製片人可能會陷入雙重

危機，即被捲入「使用者生成內容」這波海嘯中。 
  專業製片者將面臨非製片專業人所帶來前所未有的競爭

力。在過去幾年間，儘管這些製片人也開始警覺到法治的壓

迫，但「無版權保護」的制度也使他們大大獲利。有任何解

決之道嗎？在美國，「合理使用」政策是建立在使用權與保護

權皆取得平衡的狀態之下。歐洲各國的法律若要效法其政

策，將會是一項挑戰。各位製片人也只能放手一搏了。 
會議贊助：Doc/It 

 
2、【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二）5:30pm-6:15pm 

【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RAI】 
會議規劃： 
(1) Diana Ingraham ， 美 國 US Independents 總 經 理 、

SILVERDOCS 會議主持人。 
(2) Lorenzo Pinna，義大利 Rai 1 電視台 SuperQuark。  
專題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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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igi Bizzarri，義大利 RAI 3 電視台 La Grande Storia。 
(2) Piero Corsini，義大利 RAI Educational 電視台 La Storia 

Siamo Noi 企劃編輯。 
(3) Roberto Giacobbo，義大利 RAI 2 電視台 Voyager 經理。 
(4) Lorenzo Hendel，義大利RAI 3電視台Doc 3頻道企劃編輯。 
(5) Carlo Nardello，義大利 RAI Trade 檔案資料室。 
(6) Alessandra Paradisi，義大利 RAI 電視台國際關係主任。 
(7) Lorenzo Pinna，義大利 RAI 3 電視台 SuperQuark。 
  RAI 為意大利公共電視台，涵蓋頻道包括 Rai Uno, Rai 
Due, Rai Tre, Raw News 24, Rai Education 以及有線電視/衛星

服務。它們主要的科學與歷史節目銷路為 Rai 1 的 Super Quark 
Magazine and Special、Rai 2 的 Voyager、Rai 3 的 La Grande 
Storia, Doc3 and Ulisse、Rai Educational 的 La Storia siamo 
nor、Rai Trade 以及 Rai International Relation。 

 
（十三）5:30pm-6:30pm 

【快速約會（Speed Dating）】 
  快速約見，供獨立製作人與企劃編輯們進行一對一交談

的契機。今年為讓雙方能取得更多的相處機會，還增加了「牽

紅線」活動。製作人須呈交三份計劃案，由大會轉送給與會

的企劃編輯，讓他們就感興趣的計劃先作選擇，但並不捉供

他們相關計劃製作人資料，因此他們並不會知道相關計劃出

自何處，直到他們與計劃製作人面對面接觸，計劃人及其來

源才會揭曉。 
 

（十四）7:30pm-9:30pm 
【Palazzo Corsini 酒會】 
贊助者：Discovery Channel 贊助 
  與會代表們的交誼晚宴，將在富麗堂皇的 Palazzo Corsini
舉辦，其為一文藝復興時期的新穎巴洛克式官邸。1649 年由

Grand Duke Ferdinando ll de＇Medici 的 Corsini 家族所有，並

在 1692 至 1700 年間大興土木、裝潢增建，進行了長達 50 年

的興修。這座建築展現出 Florentine 繪畫藝術的最優秀年代。

重要的藝術家包括了 Anton Domenico Gabbiani、Alessandro 
Gherardini 以及 Pier Dandini。 
 

三、2008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三） 
  會議開放時間：8:30am-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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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30am-8:45am 

1、【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國家地理

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之

會議簡介。 
 

2、【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Networks）：日本放送

協會(NHK)】 
  NHK 是此次會議上唯一有單獨排定時段的亞洲電視網，

可以介紹其組織、頻道與節目，尋求合作製片的伙伴。在 NHK
的介紹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資深製作人北野和宏(Kazuhiro 
KITANO)先生說明 NHK 除了製作高水準節目外，持續研發攝

影器材的努力，例如 HD Space Camera，已裝置在日本人造衛

星上，可拍攝月球南北極上方看地球自轉的情形；又例如研

發的 Ultra-High-Sensitive HD Camera，可在月光下不靠任何輔

助光源拍攝動物移動、掠食、睡眠的實況，這些令人驚豔的

畫面令與會者十分感動，讓大家對 NHK 對攝影技術的持續研

發印象深刻。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之

會議簡介。 
 

（二）9:00am-10:30am 
1、場次 A：【綠的未來：全球氣候變遷永續方案的便車指南 
（The Future of Green: Hitchhiker’s Guide to Sustainable 
Programs on Climate Change）】 
會議贊助：NHK 電視台 
會議規劃： 
(1) Ralf Blasius，荷蘭 Off the Fence 頻道執行製作。 
(2) Ellen Windemuth，荷蘭 Off the Fence 頻道首席執行長。 
會議主持人：Ellen Windemuth，荷蘭 Off the Fence 頻道首席執

行長。 
會議與談人： 
(1) Caroline Behar，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2) Feferica Cellini，義大利 RAI 教育頻道。 
(3) Ann Christin Hornberger，德國 ZDF/ARTE 電視公司文化及

科學企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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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lter Köhler，奧地利 ORF 電視聯播網 ORF-UNIVERSUM
總監。 

(5) Ralph Lee，英國 Channel 4 頻道 Specialist Factual 總監。 
(6) Takeshi Shibasaki，日本 NHK 電視公司科學節目部主任。 
(7) Janet Han Vissering，美國國家地理頻道策略性發展及合資

資深副總裁。 
  「綠色方案」究竟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未來這項方

案會否在全球性的環保計畫中獲取一席之地？我們的專題討

論與談團隊，將於會中展示這些所謂世界性的「綠色計畫」

之剪輯片段。會中我們將依循傳統的提問模式，進行關於綠

色議題的「評估遊戲」，並探討環保方案為何無法順利發展，

及其成功發展的契機。 
 
2、場次 B：【我們為羅馬人做了什麼？（What Have We Done 
for the Romans?）】 
會議贊助：UKTV 電視台 
會議規劃：Margie Bryant，澳洲 Serendipity Productions 執行

製作。 
會議主持人：Bettina Hatami，執行製作（Italy）。 
會議與談人： 
(1) Martin Davidson，英國廣播公司(BBC) 專業實作團隊企劃

編輯。 
(2) Uwe Kersken，德國Gruppe 5 Filmproduktion GmbH 總經理。 
(3) Jared Lipworth，美國紐約Thirteen/WNET科學節目部主任。 
(4) Prof. Andrew Wallis Hadrill，義大利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主任。 
  儘管已有《萬世魔星》(Life of Brian)一片的出現，對於真

實節目在這些年以來，究竟是以哪些方式詮釋古羅馬、羅馬

帝國及羅馬人？我們仍然充滿好奇。本會將綜觀關於羅馬真

實節目的好與壞，看看哪些是真材實料的史詩鉅制、哪些是

粗製濫造的附會之作。歷史學家與節目製作人亦將於會中與

我們分享，在節目製作過程中，需要創立哪些機制，採行哪

些折衷方案？ 
 

3、【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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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0am-11:00am 

【茶敘】 
   贊助者：NHK 電視台 
 
（四）11:00am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指導委員會候

選人演說（WCSFP Steering Committee Nominee Speeches）】 
 

（五）11:00am-12:30pm 
1、場次 A：【真實節目改造秘笈大公開（Pimp my Program）】 
會議贊助：Pioneer Productions 
會議規劃：John Farren，英國 360Production 創意總監。 
會議主持人：John Farren，英國 360Production 創意總監。 
會議與談人： 
(1) Alex Graham，英國 Wall to Wall 首席執行長。  
(2) Ben Hall，英國廣播公司（BBC Worldwide） Format 

Development 創意總監。 
(3) Kim Shillinglaw，英國廣播公司（BBC）Science & History

執行製作。 
  「格式化真實節目」（formatted factual）如同「烹飪熱」

於去年掀起的潮流一般，是目前真實節目製作產業中最夯的

流行熱潮。但這波潮流是如何興起？又是否實際具有可行

性？另外，你不可不知的十項「格式化」（formatting）要點為

何？會議製作兼主持人 John Farren 以及會議與談特別來賓，

將向您傳授「真實節目改造秘笈」，及如何掌握新趨勢、成為

這項熱門產業的達人。會中將請到由英國 BBC 真實節目專業

團隊所製播之“Strictly Come Dancing＂、“Dancing with the 
Stars and Top Gear＂的專業團隊，以及“Pioneer House＂與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的獨立部門專業人士擔任與會

嘉賓，交流分享其寶貴的產製經驗。 
 

2、場次 B：【聯合製作之 Naica 奇峰探險—合製夢魘的個案分

析（Climbing Mount Co-production: Naica—Case Study of a 
Co-Production Nightmare）】 
會議規劃： 
(1) Gioia Avvantaggiato，義大利GA & A Productions首席執行長。 
(2) 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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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持人：Lilla Hurst，英國 Lillavision Ltd. 創辦人。 
會議與談人： 
(1) Gioia Avvantaggiato，義大利GA & A Productions首席執行長。 
(2) Steve Burns，美國國家地理頻道 Content 執行副總裁。 
(3) Arnie Gelbart，加拿大 Galafilm 首席執行長及執行製作。 
(4) Gonzalo Infante，墨西哥 C/ Producciones 製作人。 
(5) Christine Le Goff，法國 Telfrance 執行製作。 
  在墨西哥 Chihuahuan 沙漠中、Naica 山脈千呎之下，埋

藏著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水晶柱礦區。若想拍出精彩照片，第

一步便得先取得入山通道，但這也只是個開始而已！在本會

議當中，我們將據實探討攀上「聯合製作」險峰的藝術及可

能面臨的種種處境。對於製作人與廣播電視公司在合作過程

中如何鬥法，才能成功征服統馭這個由聯合製作合夥人、拍

攝地點抉擇及貨幣崩盤危機等因素所組成的艱鉅集合體，您

是否也感到好奇？那麼，這場研討將會是您充分體驗國際合

製產業的大好機會！當經濟危機使節目製作遭遇嚴重預算短

缺，但廣播電視公司仍對於優質節目的製作抱有極高期望之

際，聯合製作是現下媒體生態中唯一的選擇。因此冀能藉由

本場會議，提供您預防合製困境的經驗分享與竅門，並能輕

鬆迎戰未來的合製挑戰。 
 

（六）11:30am-12:30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七）12:30pm-2:00pm 
   【午餐】 
   贊助者：Discovery Channel 
 
（八）1:00pm-1:30pm 

【與企劃編輯及贊助商的午餐之約】 
 
（九）1:30pm-2:00pm 

【午間影片選粹：《聖經（舊約）埋沒的秘密》（The Bible's 
Buried Se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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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0pm-3:00pm 
1、【品牌戰役（Battle of the Brand）】 
會議規劃：Lucy van Beek，英國 Lion Television 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Richard Bradley，英國 Lion Television 總經理。 
會議與談人： 
(1) Steve Burns，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Content執行副總裁。 
(2) John Ford，美國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總裁暨總經理。 
  是什麼使「國家地理頻道」的執行副總裁 Steve Burns 腦
力激盪？又是什麼樣的節目能使「Discovery Communication」
的總裁兼總經理 John Fold 心跳加速？在這場會議中，我們特

別為這兩位權力經紀人設計了一個娛樂性十足的遊戲節目，

在他們參與遊戲的過程中，將揭露什麼樣的節目設計、節目

風格及形式，能使這兩個遠近馳名的國際頻道，在永恆的「品

牌戰役」中依舊聲名遠播、屹立不搖。 
 

2、【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一）3:00pm-3:30pm 
   【茶敘】 
   贊助者：英國 BBC 
 
（十二）3:30pm-5:00pm 

1、場次 A：【與哈比人同眠—瞄準世紀大獨家（In Bed with the 
Hobbit: Gunning for the Scoop of the Century）】 
會議贊助：Exporation Productions Inc. 
會議規劃：Judy Rymer，澳洲 Rymer Childs 製作人。 
會議主持人：Ralph Lee，英國 Channel 4 頻道 Specialist Factual

總監。 
會議與談人： 
(1) Alison Abbott，德國 Nature 資深歐籍記者。  
(2) Paula Apsell，美國 WGBH 廣播公司 NOVA 及 NOVA 

scienceNOW 頻道資深執行製作及科學單位主管。 
(3) Andrew Cohen，英國 BBC 廣播公司 Horizon 編輯。 
(4) Chris Hilton，澳洲 Essential Media & Entertainment 執行製

作暨首席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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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chael Morwood，澳洲臥龍崗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學院

考古學教授級研究員。 
  科學電影的製作，一向是最令產製團隊頭痛的棘手夢

魘。你有一個太精彩的故事迫不及待與人分享。科學家、電

影製片與廣播電視公司皆在競爭之列。你得到一項舉世無雙

的獨家科學大發現。而這個故事、這項引發爭論的議題，將

能製作精彩的電視節目。每個人都爭先恐後地想先發制人。

同時，基於各式單純與複雜的理由，勢必會產生許多關乎既

得利益的衝突，以及產製過程中的歧見與爭議。我們該相信

誰？故事的可信度如何判別？是否某一項消息來源真的比其

他可信？是否每一片故事的拼圖都完美齊備？在印尼一座小

島上的新聞報導，便嚴重威脅了我們對物種起源的舊有見

解。在當地所發掘到、名為「哈比人」的人類始祖遺跡，掀

起了科學名家、電影製片及廣播電視公司新一波的爭論聲

浪。這些科學專家與專業媒體人，將於本場會議與大家分享

他們研究分析所得之結論與成果。 
 

2、場次 B：【聯合製作之奇峰探險：死亡之曙（Climbing Mount 
Co-Production: Death by Daybrea）】 
會議規劃：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總經理。 
會議主持人：TBA 
會議與談人： 
(1) Peter Bardele，德國 Vidicom 總經理。 
(2) Olaf Grunert，奧地利 ARTE/Strasbourg Thematical Evenings

總監。 
(3) Dr. Heinrich Mayer，奧地利 Interspot Film GmbH資深製作人。 
(4) Jan Ronca，義大利 Fox International Channels Italy 節目編

排與製作人。 
(5) Marco Visalberghi，義大利 DocLab 總經理。 
  我們是否能以聯合製作的形式，再現百年前的歷史，縱

使歷史往往充滿著主觀色彩？1918 年，澳洲戰艦之沉毀，構

成奧匈帝國的重大轉捩點：那艘發射魚雷的小型義大利馬達

船船長，成為國族英雄。戰事於不久後結束。已屆 90 週年、

看似毫無爭議的歷史事件，確為三家國家廣播電視台聯合製

播的夢幻對象。這看似再恰當不過的夢幻合作方案，卻成為

一場夢魘。 
 
（十三）3:30pm-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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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約會（Speed Dating）】 
  「快速約會」場次介紹請見 1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5:30
之會議簡介。 

 
（十四）3:30pm-5:45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與廣播電視聯播網晤談（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科學頻道】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十五）7:00pm 

【Palazzo Borghese Gala 晚宴及雞尾酒會】 
地點：Palazzo Borghese, Via Ghibellina, 110（Hilton Florence   

Metropole 將於晚間六時開始提供交通接駁） 
  古老的 Palazzo Borghese 位居佛羅倫斯市中心、巴傑羅美

術館(Bargello Museum)的塔樓之下，其歷史可追溯至公元

1400 年。19 世紀其為貴族世家 Borghese family 所擁有，建築

正面象徵 Borghese family 的盾形紋章仍清晰可見，建築內亦

擁有不勝其數裝飾華麗的畫室、藝廊及會客大廳。請與會來

賓於此人文藝術氣息濃厚的特殊場域，與來自世界各地的同

儕一同享用晚餐。 
 
（十六）10:00pm 

【卡拉 OK 派對】 
贊助者：Pioneer Productions 
地點：Hilton Florence Metropole 飯店 
  你覺得你歌藝驚人嗎？那麼，請準備好一鳴驚人吧—「國

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始於東京的傳統活動

回來了！來自《Mamma Mia》中的 Bill Brand 將在活動中演唱

《Rat Pack》的經典曲目，並引領代表團員一起歡唱同樂。 
 

四、2008年12月4日（星期四） 
  會議開放時間：8:30am-4:00pm 
 
（一）9:30am-11:30am 

1、場次 A：【全球性企劃製作大告白（The Great Global 
Commissioning Confessional）】 
會議贊助：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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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劃及主持人：David Dugan，美國 Windfall Films 主席。 
會議與談人： 
(1) Dan Chambers，英國 Blink Films 合夥人。 
(2) Clémence Coppey，法國 France 2 企劃編輯。 
(3) David Glover，英國 Channel 4 科學部企劃編輯。 
(4) Beth Hoppe，美國 Optomen Productions 總裁暨執行製作。 
(5) Sonya Pemberton，澳洲 Pemberton Films 執行製作暨總經理。 
  電視企劃編輯的過程，一向被廣泛視為電視製作中最令

人挫敗的階段。本會議的專題討論小組有一項共通點：他們

都已跨越了策劃編輯的嚴苛考驗。毛毛蟲蛻變成蝴蝶，製作

人也能蛻變成企劃編輯—或適得其反。另外，在蛻變之後，

他們如何擁有不同的視野？他們又將與我們分享哪些成功的

訣竅，及失誤的判斷與挫敗的經驗？另外，當企劃編輯者再

度成為製作人之後，是否能開始以不同的概念說故事？而當

製作人成為企畫編輯後，是否會就此改變了企編領域的生態？ 
特別獻禮： 
(1)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所執行「國際

製作公司企編大調查」之結果展示 
(2) 企編告白箱（Commissioning Confession Box）中前十大匿

名告解之現場展示 
 

2、場次 B：【古埃及大揭密：新科技如何照亮古文明歷史並改

變我們講述故事的方式（Egypt from the Inside Out: How 
Technology Throws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d Changes the Way We Tell Our Stories）】 
會議贊助：英國 BBC 
會議規劃： 
(1) Marie-Pierre Aulas，法國 Terranoa 製作人。 
(2) 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及國際聯合

製作總監。 
會議主持人：Ann Julienne，法國 France 5 電視聯播網前收購

及國際聯合製作總監。 
會議與談人： 
(1) Caroline Behar，法國 France 5 Acquis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總監。 
(2) Richard Breitner，Dassault Systèmes Passion for Innovation

專案經理。 
(3) Steve Burns，美國國家地理頻道 Content 執行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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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o Giacobbo，義大利 RAI 2 Voyager 經理。 
(5) Tomoyuki Osato，日本 NHK 電視台 Lifestyle and Food 

Programme Unit 資深製作人。 
(6) Brando Quilici，義大利 Brando Quilici Produzione。 
  由於科技發明的日新月異，古文明題材的電影，至今仍

深深吸引觀眾的目光；而新科技的發展，不僅改變了電影製

作的方式，現在更可用以印證重大歷史議題的真偽。我們將

向您展示科學家們是如何透過基因檢測，而發現埃及女法老

王哈塞布蘇(Hatachepsut)女王的木乃伊；另外，我們也將對於

一項關於古埃及金字塔奇歐普斯(The Great Pyramid Cheops)
如何興建的革命性理論，進行驗證與探討。 

 
（二）9:30am-11:00a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三）11:00am-11:30am 

【茶敘】 
   贊助者：紐約 WNET 及 Thirteen 
 
（四）11:00am-1:00pm 

【視覺魔幻秀（Visual Wizardry）】 
會議贊助：CBC＇s The Nature of Things 
會議規劃：Sonya Pemberton，澳洲 Pemberton Films 執行製作

兼總經理。 
會議主持人：Malcolm Clark，英國 Twister Films 製作人。 
會議與談人： 
(1) Marie-Pierre Aulas，法國 Gedeon Programmes 製作人。  
(2) Phil Dobree，英國 Jellyfish Pictures VFX 總監。 
(3) Phil Fairclough，英國Creative Differences EVP Production & 

Development。 
(4) Alessandro Furlan，義大利 Altair4 Multimedia 計畫主持人。 
(5) Blanche Guichou，法國 Agat Films & Ex Nihilo 製作人。 

Groucho Marx 曾說：「你要相信誰？相信我、還是你自己的

眼睛？」 
  想知道有哪些時下最熱門的視覺特效新發明嗎？一起來

看看目前最新的視覺特效設計，並與我們一同探討這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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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明與創造過程。我們將深入探索視覺特效鉅片的幕後製

作情況，並了解如何運用動畫、CGI 及其他視覺特效技術，

來描繪複雜已極的概念與場面。我們將揭開複合製作生產線

的面紗—從計劃階段到成品的完成，並探討如何將人才、時

間、預算與生產動力發揮到極限。從善於運用國際稅法的強

大聯合製作，到仍以舊有想像力傳達視像的小成本珠玉之

作，都在本場會議中一一展現其鋒芒，帶您進入一場摩登視

覺特效的魔幻探索之旅。 
 

（五）11:30am-1:00pm 
【與企劃編輯和贊助商晤談】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六）12:00pm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指導委員會票

選結束】 
 

（七）1:00pm-2:30pm 
【午餐】 

   贊助者：義大利 RAI 電視台 
 
（八）1:30pm-2:00pm 

【與企劃編輯與贊助商的午餐之約】 
  此系列講座介紹，請見 12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之

會議簡介。 
 
（九）2:30pm-3:30pm 

【睿智的樂趣：與 Janice Hadlow 對談（Clever Pleasure: In 
Conversation with Janice Hadlow）】 
會議規劃：Richard Bradley，英國 Lion Television 總經理。  
會議主持人：Dan Chambers，英國 Blink Films 合夥人。 
會議與談人：Janice Hadlow，英國廣播公司 BBC Two 管理人。 
  身為最新上任的 BBC Two 主管，Janice Hadlow 這位單身

貴族兼英國電視台執行長，擁有最雄厚的財力資金，及對於

科學歷史節目製作最大的熱忱。她在 BBC Four 開創了一個聲

名遠播、充滿「睿智樂趣」的頻道，內容包羅萬象，介紹了

從「數學的故事」到「中年心靈」的等所有相關主題。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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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low 將於 BBC Four 回顧她的過往成就，並分享「智識型

節目」如何在英國 BBC 公司、英國、甚至於全世界逆境求生。 
 

（十）3:30pm-4:30pm 
【國際科學與真實節目製作人協會（WCSFP）全體成員大集合】 

 
（十一）7:00pm 

【Vasari Corridor 閉幕尋古之旅與 Palazzo Pitti 閉幕晚宴】 
主辦單位：Regione Toscana、Toscana Promozione 及 Tuscany 

Film Commission 
地點：Palazzo Vecchio 
  在佛羅倫斯的最後一夜，請與舊雨新知一同參加梵沙尼

走廊 Vasari 的私人尋古之旅。華麗壯觀的梵沙尼走廊建造於

西元 1565 年，它連結了佛羅倫斯領主宮（Palazzo Vecchio）
及佛羅倫斯彼提宮（Palazzo Pitti），橫跨烏菲茲美術館（Ufizzi 
Gallery）及舊橋（Ponte Vecchio）。由於這些區域皆為私人領

地，但本次將為會議代表團特別開放。千萬別錯過這難能可

貴的文化之旅！ 
 

伍、與會感想 
一、WCSFP安排對話機會，媒合各種形式之國際合作製片。 

  本項主要功能經由二個階段的三個場合達成。第一個階是

由主要公共電視、科學頻道或製作公司之經理人或節目決策人

員公開介紹與說明來年之節目取向、政策、原則與需求，許多

新節目也藉此機會展現出來；此即議程中，最常見之“Meet the 
Network＂。第二階段則是每小時常態在進行的“Meet the 
Commissioning Editors/Funders＂；聽完第一階段的介紹說明，

凡是對節目創製已有具體方案者，均可登記求見，藉此機會行

銷方案、或取得經費支持、或尋找合作產製。為利於雙方充分

商談對話，每場次限定十六至二十人。凡經過初次會面商談，

雙方對企劃案均感樂觀者，就可經由“Quick Dating＂的安排，進

行一對一後續商談對話。 
      

國內之電視節目如果想要躍上國際頻道、製作水準與國際

並駕齊驅，這個研討會是個好的開始。國際知名電視網，如

Discovery, BBC, National Geography, PBS，都參與此次會議，

他們的代表都是與會者注意的對象。如果能與這些知名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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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製作(co-production)，是個向國際社會發聲的好機會，我國

公部門傳播機構或獨立製片公司，可以多加利用這個研討會。 
  另一個躍向國際頻道的方法，是與國外一些有經驗的獨立

製片公司合作，再由雙方一起向上述的電視網提企畫案，這樣

國內之電視節目如果想要躍上國際頻道、製作水準與國際並駕

齊驅，這個研討會是個好的開始。國際知名電視網，如

Discovery, BBC, National Geography, PBS，都參與此次會議，

他們的代表都是與會者注意的對象。如果能與這些知名公司合

作製作(co-production)，是個向國際社會發聲的好機會，我國

公部門傳播機構或獨立製片公司，可以多加利用這個研討會。 
  另一個躍向國際頻道的方法，是與國外一些有經驗的獨立

製片公司合作，再由雙方一起向上述的電視網提企畫案，這樣

我們除了可學到如何向國際推銷國內獨特的節目內容外，也可

以提升製作水準，也可以培育國內的國際傳播人才。除了可學

到如何向國際推銷國內獨特的節目內容外，也可以提升製作水

準，也可以培育國內的國際傳播人才。 
 

二、檢視科學節目之市場與節目發展趨勢 
（一）依據研究結果，科學節目必須要貼近觀眾之生活，要從一般人

之日常生活角度去探析科學問題，最能吸引注意、引起好奇，

並因此而從中吸取知識，或接受說服。例如英國 Channel4 從

慶祝聖誕佳節之習俗切入，導向聖誕樹的大量砍伐而造成環境

暖化結果，所以也很自然去論及大量掛在樹上的聖誕燈泡與能

源的消耗，隨即探討如何從生活中務實的解決此問題。 
（二）運用電視媒介「眼見為信」之特性，展現實証性之科學實驗，

具體表現問題之所在，或個人上、或科技上可能之解決方案。

在前段同一案例中，以腳踏車動力發電，說明一棵聖誕樹燈泡

所消耗之能源，須多少人努力踩多少小時腳踏車才足以供應。

或在另一討論生活壓力與疾病之節目中，隨機選擇十位平常

人，在科學家全程監視與分析下，參與具壓力性之心理實驗，

細察其人性本色與在不同壓力可能引之精神疾病問題。這些節

目大量依賴淺顯易懂的實驗，來分析問題與說明現象，充分掌

握電視媒影音體易看易懂、輕鬆說理的特性來傳播科學知識與

訊息。也無怪乎，在本次會議的一場座談中，多位知名科學節

目頻道的創製人員一再強調，面對市場競爭的科學節目，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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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棄過去慣用的「旁白式敍事于法（Narrative Style）」，要配合

今日多元化的社會，發展出新的敘事方法，賦予科學節目新的

生命。 
（三）運用具親合力之人物擔任主持人，結合科學節目必要之「真實

（Factual）」，採現場實境之呈現，來創造節目特有之訴求方式

與獨具之風格；此類節目往往也被打造成該頻道具代表性之招

牌節目（Signature）。例如 Discovery 之知名烹飪節目主持人

Oliver 因特性突顯，目前已跨足主持科節目，因其能鮮活的帶

動節目，創造相當受肯定的收視率。澳洲 ABC 的招牌科學節

目，則是由科學家與知名喜劇演員組成之探險二人組，乘著小

船溯溪而上，在生動自然的談笑中，在實境中探討溪流生態、

水源汚染與優氧化問題種種問題。因此二人組合產生的特有趣

味，讓節目具有獨特的生命力，也因為科學家的現身說法，讓

內容有足夠的深度，成為澳廣時下極受歡迎的科學節目。 
（四）強調真實感、現場感與正確性（Factual Information）仍是科學

節目必要的關鍵元素。本次會議多場座談中，成功的資深科學

節目創製人員，依然不斷強調，科學節目必須講究高傳真之現

場感，較有利於觀眾之認同與訴求。即使在電腦動畫大量盛

行，或虛擬攝影棚可以創造出各種場景，如果要從生活的角度

切入，實境感、臨場感與真實感，是公認創製科學節目最容易

掌握、最討好、最有利的訴求元素。 
（五）探討近年較盛行或具創新性之科學節目之主題取向、呈現類

型、訴求方式、表現形式、製作手法等重點，以及若干經典成

功元素再探。例如英國目前知名的科學節目「俯視英國（British 
Above）」，即脫離慣用之平面攝影角度，採行由高空俯視之角

度，試圖導引出距觀的觀點，來探討社會上每天都會發生的問

題；如交通、噪音、污染、衛生等。因敘事觀點與角度大幅創

新，提供觀眾極不尋常之高空俯視的視覺角度，很快就吸引大

量觀眾的注意力。更值得肯定的是，此一創新手法，也提昇觀

眾的高度，推動社會大眾能學著以較為宏觀的去看生活中的問

題，科學強調的理性思維，在此節目是不言而可喻。 
 
三、反思各類主流科學節目之問題或缺失，探討改進與較佳

之改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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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紀錄片、戲劇型紀錄片、記實報導等常用之科學節目

表現型式，深入討論，檢視其在表達歷史性之真實資訊上，常

見之缺失與可能引發之問題。 
 

四、科學知識的「類比」（analogy），一向是科學教育的重

要議題。 
  類比是用類似的已知概念，將未知的事物或想法比喻出

來，以達成溝通的目的。在此次的會議中，我們看到許多科學

節目，嘗試以各式有趣、活潑的比喻去描述科學概念，達到傳

播的目的。例如在講述人類精子的旅程時，以數千人穿著白色

衣服來比喻，他們一路奔跑、廝殺、與環境抗爭，其中死傷無

數，最後只有一個人得以進入一個巨大的球內。在場的人莫不

慧心一笑，讚嘆其製作的用心與努力，所以在此大會中觀看各

國多年來製作之各式科學節目，有助節目設計者、科學家、科

學教育工作者重新發想科學知識的表徵與類比，以達成更佳的

傳播目的，我想與會的人士都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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