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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幼教網站一覽表 

網站名稱 網址 建置單位 

窩比幼教網 http://www.woby.com.tw/index.asp 窩比 

奇蜜親子網 http://www.kimy.com.tw/ 上誼 

信誼基金會 http://www.hsin-yi.org.tw/index.asp  信誼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http://www.babyhome.com.tw/  泓祐 

Mama-papa 親子網 http://www.mama-papa.com/  數位柚子 

親子活動網 Baby Go http://www.babygo.com.tw/  迪士尼 

親子學苑 http://smartkids.ladder100.com/index1.asp  階梯 

BABY 幼教網 http://www.104baby.com.tw/   

塔普思酷魔力幼教網 http://www.topschool.com.tw/  日曜科技 

台灣幼教學苑 TW 

School 

http://www.twschool.net/default.php   

New Way 學習網 http://www.ylkc.com/  五南科技 

熊媽媽嬰幼網 http://www.e-nanny.com.tw/  

精英兒童網 http://www.e-child.org.tw/  

福爾曼/精英文

教基金會 

MaBaby http://www.baby-mother.com/a/index.php3  嬰兒與母親雜誌 

蘋果幼教網 http://apple36.com.tw/index.htm  易揚科技 

優生媽媽 http://www.enfamama.com.tw/index.htm  美強生(台灣必治

妥) 

BabyDJ 婦幼網 http://www.babydj.com/  異網資訊 

育兒生活 BabyLife http://www.baby-life.com.tw/  育兒生活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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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專家效度邀請函 

幼教網站介面設計與親職角色之內容分析表(初稿) 

《專家效度問卷》 

  教授 道鑒： 

     學生為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李秀琪，目前正進行碩士論

文「幼教網站介面設計與親職角色之內容分析」，研究方法擬採內容分

析法，現已編製成「幼教網站介面要素分析表(初稿)」，此分析表需建

立研究工具之專家效度，素仰  老師您學養俱佳、經驗豐富，特懇請不

吝惠賜卓見，不勝感激！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林佳蓉博士 

研究生    李秀琪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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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研究論文說明 

壹、 論文題目：幼教網站介面設計與親職角色之內容分析 

貳、 研究目的 

一、 分析幼教網站的介面設計要素的呈現方式 

二、 透過幼教網站的內容分析，探討幼教網站中所呈現的親職角

色 

參、 待答問題 

一、 幼教網站介面設計的元素如何被呈現？ 

二、 幼教網站中，幼兒父母的親職角色被呈現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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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以下敬請專家惠賜修正意見 

   若您認為「幼教網站介面要素與內容」合適，請勾選「適合」；若不合

適，請於「修正意見」填入您的建議。謝謝！ 

    本研究的「幼教網站」定義為「在全球資訊網上，以繁體中文顯示，

網站內容以學齡前幼兒父母為使用對象，網站內容大都包含有醫藥資

訊、教養建議、購物與社群等功能之商業網站」。 

 
幼教網站介面要素分析表(專家效度) 

 
網站名稱 

 

介面要素 

網站名稱評析要點 

◎網站的名稱選擇是否隱含網站的目的、期待或是目標群眾等意涵？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類目 圖例 
首頁選項數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深階層數  

網站結構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左/右/下/中 

導覽位置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直/橫條狀、書籤、按鈕、圖示、文字+色塊/分欄線  
導覽形式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

覽

設

計 

研究者評析 

◎網站結構的深度與廣度是否恰當？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的導覽功能設計是否能提升網站的適用性？ 
□適合 □不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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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單式 / 欄位輸入 

搜尋列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形式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字靜態 / 文字色彩動態 / 圖像動態 

超連結狀態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網站的搜尋與連結功能是否設計妥當，便於點選與操作？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品牌歷史」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資訊與連絡方式」 

品牌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制 
(會員致有無與會員權益)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網站能否以基本資料的提供來提升網站的可信度？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所享有的權益或限制？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載時間 
(秒數)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字/圖像/動畫/影片/彈開視窗」 
廣告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

訊

設

計 

研究者評析 
◎網站的下載時間是否過久？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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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版面配置比例是否合宜？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頁面長度&
捲軸 

(頁面長度測量與捲軸使用之圖例)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頁面的長寬與捲軸的運用是否運用恰當？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版面

編排 

研究者評析 
：一致性 

◎網站在文字、圖像與整體風格上是否有一致性的設計？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小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字 

走向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文字的大小、走向與排列是否清楚，易於閱讀與了解？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背景色調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顏色 

顏色運用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網站的色調與顏色運用所呈現的風格為何？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站 LOGO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像 

按鈕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圖像的使用是否恰當？ 
從圖像呈現的數量、目的、有無連結以及可能的刻板印象分析之。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視

覺

設

計 

選單 下拉式/彈開式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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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評析 

◎網站中選單形式運用的比例與時機為何？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動畫/聲音/影片 
多媒體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多媒體的運用能否引起使用者的興趣與注意力？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媒體之製作品質是否良好穩定？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跑馬燈、檔案下載 

其他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網站是否妥善運用網際網路特性，發揮訊息交換之功效？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具性/情感性/教育性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職角色呈現 

有關親職角色之網站內容具體證據陳述：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評析 

◎整體而言，網站在親職角色的陳述是否具有正確性，不含偏見負面、

性別刻板印象等內容？ 
□適合 □不適合   

□修正後可用，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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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幼教網站個案訪談大綱 

《網站訪談大綱》 

 

1. 請您敘述網站從無到有的整體設計過程？(網站構思過程、名稱、目

標群、內容選擇、視覺呈現等) 

 

2. 在網站的設計過程中，會考量目標群的哪些特質？ 

 

3. 目標群的選擇，對於網站風格的設計有怎樣的影響？ 

 

4. 您想像中的幼兒父母所具有的形象或特質？ 

 

5. 目前網站使用的狀況？(主要使用者特質、討論區、瀏覽率或其他功

能的運用、使用者意見反映等) 

 

6. 網站宣傳的策略？主要合作的廠商與合作原則？ 

 

7. 網站主要的精神與特色？現階段與未來發展方向？ 

 

8. 您覺得網站與傳統媒體的差異為何？此差異對於經營網站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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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幼教網站訪談記錄 

訪談記錄《窩比幼教服務網》 
訪談日期：2006/12/12 

 
問：網站一開始的設想到最後成果出來的過程？ 
蔡：我們大約是從 99 年的 4-5 月開始架構，2000 年確定要 run 並成立公司，窩比的

成立是一個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上窩比現在的狀況跟當初設想的差異很大，(怎麼

會想做幼教這一塊？)它是一個比較持續性的市場吧！(您以前有接觸過幼教嗎？)我
們沒有任何人接觸過幼教，但我們有去評估，因為在 99-2000 年的時候，所謂的 EC
正在冒出頭，網路經濟看起來非常繁榮，那我們有去評估，如果要搭這樣一個順風

的話，應該做哪個區塊，可是後來可能因為我們每個人個性比較保守，看來看去電

子商務任何都是被動的，而且蠻多時候不需要人跟人接觸，所以這一塊的話後來我

們就考慮到，如果要介入電子商務，台灣可能可以從哪邊去著手？那後來看到教育

這一塊，教育其實她又分很多區塊，我們會選擇幼稚園這一塊是因為幼稚園它是屬

於一種消費教育，它不是義務教育，所謂的消費教育，事實上也就代表他的資金的

流動性會比較大，而且它會比較有商業上的急迫感。 
 
問：窩比這個名字是怎麼取的？ 
答：(笑)問的好，這很重要，(沈)窩比他是由兩個字組成的，是女人 women 的前面，

加上小孩 baby 的後面合起來的，因為我們當初就是想讓網站跟網址名稱比較好記，

可是又要有他的意義在，所以選用這樣。因為我們的幼教主體本來就是在媽媽跟小

朋友身上，所以我們就從這兩個字去取前尾，讓他好記，像奇摩她們的網站有個特

性就是音節要很短，比較容易記憶，那我們當初大家集思廣益就選用這個名字。(所
以你們當初設想的也是以媽媽為主？)就是家長跟小朋友，因為幼教本來就是這部

分，那後來我們加入了園所跟老師的部分，一開始設定的目標是家長跟小朋友的部

分，那開始執行的時候發現目標應該是放在園所，所以我們後來有轉換，現在主要

目標就是幼稚園所的部分，那家長的部分本來就是比較其次，就是以園所做目標跟

家長來做互動會比較好，這是在執行的時候就這樣做，在執行階段就已經把目標設

定在園所部份，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以園所為主要的目標。 
 
問：那我看網站有很大部分是做給幼教老師的？ 
答：對，在主網站的部分最主要是在搭配我們行銷給園所的系統，那窩比的想法其

實很單純，為什麼我們在主網站上面的介面比較偏向於老師，因為其實我們很清楚

知道未來的決定權是在這些幼教老師身上，所以我們在五六年前就開始跟這些幼教

老師保持互動。現階段主要使用者還是在園所，可能在使用者服務方面，我們開始

偏向個人使用者，就是家長或老師，那窩比很明確的一點，從來沒有把使用的目標

群設定在低年齡層，就是所謂的小朋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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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網站的內容與風格的呈現，有哪些是考量到使用者的特質？ 
答：如果說真的有考量的話，應該就是顏色的部分跟字體，窩比有一個特色就是，

分成兩個部分，主網站的部分字體比較小，因為一般會使用的都是一些老師或準老

師，這些人相對的年輕，視力會比較 ok，但是窩比如果是在服務園所那一塊的話，

我們注重的就是顏色的單純、字體要放大，我想這是在經營網站必須要很基本的一

個思考，需要讓網站去貼近使用者在使用上的舒服。 
(沈)因為窩比主要的系統就是協助園所建置自己的網站，目前窩比主網站的部

分算是一個匯集，會有介紹各個園所的資訊跟發布的訊息，那你從首頁上看到的園

所訊息都是她們從自己系統發佈出來之後，我們把他彙整到我們的主網站這邊，他

們各自有自己的網站，那他網站的設計上與功能上就會以園所老師、家長使用上的

意見回饋給我們做調整，當初窩比在設計給園所用的網站功能比較簡單，大概 12
項，我們有提供一個比較特殊的功能就是在她們自己維護網站的管理區那邊有一個

意見回饋的機制，就是她們覺得哪個功能有問題或是希望有什麼功能時，就可以從

那邊回報給我們，我們也會從這些意見去做開會跟調整，所以目前窩比園所使用的

這個系統已經有 30 幾項功能了，就是有園所回饋給我們，我們再去做調整，就是使

用的老師還有家長回饋給我們最多。 
 

問：目前會使用窩比的族群是哪些人比較多？ 
答：以老師跟家長最多，主網站是老師跟家長最多，老師加上家長大約 70%，光是

老師就 40%。 
問：請問使用者的年齡性別等特質？ 
答：可以參考我們作過的一份問卷調查，上面有這些數據。這是之前長庚幼教系學

生的畢業專題，請我們幫忙作調查，總共有 147 個樣本，應該是可以相信的一個數

據，是直接在網站上填問卷回來有效的 147 位。 
 
問：您覺得網路與傳統媒體的差異為何？如何利用這個差異？ 
答：以我在窩比中擔任企劃的觀點來看，網站跟傳統媒體的最大差異在主動跟被動，

網站其實是蠻被動的，傳統的媒體像電視或雜誌是比較主動強迫消費者去接受的一

個觀念，網站必須要等到使用者上來之後才能夠接受網站要給他的觀念。(沈)我補

充一下，以工程師的角度來看這兩者的差異，最大的差別應該是在介面的部分，以

電視來講，三四十年前電視還不普及的時候，那時有電視的人可以接收到的訊息比

較多也比較新，那現在的網路跟那時候的電視其實是一樣的，他的媒體地位慢慢在

上升，但是還沒有到完全普及的地步，有幾個條件包括要有電腦、能夠上網、還有

基本操作電腦的能力，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比不上電視只要使用遙控器就可以的。這

是目前網路媒體他已經有一個地位在，可是還沒辦法蓋過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的一

個最大的門檻，當然這部分會隨接收新資訊的年齡層上來會慢慢提升比例，等到網

路的使用介面像電視一樣普及的時候，他的地位應該就跟傳統媒體沒什麼兩樣。那

他有一個很大的差異點就是速度、資訊量，電視或傳統媒體的資訊量跟速度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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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那網路沒有，他沒有國界，只要搜尋一樣東西，得到的資訊比電視要多很

多，這是最大的差別，但是太大量的資訊我們有沒有辦法消化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問：如何吸引使用者停留在自己的網站？ 
答：窩比最主要吸引使用者的在於資訊的提供，這資訊的提供不建立在窩比單向的

給予，我們盡量去建立在每個使用者互相的給予，如果把他套到網路的運用層面，

就是所謂的討論區或是論壇，窩比的網站希望可以朝這方向去經營。 
 
問：討論區內容的走向或是發言的狀況？ 
答：主題跟發問者都沒有固定，但是回答的人會有固定的族群產生，也許是園所經

營者、家長、或銷售相關產品的族群。 
問：會限定或是管理使用者嗎？ 
答：使用者不會管理，可是就討論的主題，我們會去作算是蠻嚴苛的管理，有攻擊

性或是純粹商業性的我們比較不喜歡。(沈)比如說今天有位會員發言的部分，可能

是對什麼很不滿，他的用詞可能比較攻擊性的言詞，那我們在無法證實的情況下，

會採取遮蔽或直接關閉的做法，當然這種認定是比較主觀的，是我們跟其他論壇非

常不一樣的地方，在幼教這一塊還是保持很純淨的討論方式就好。(蔡)其實窩比對

於攻擊性言論的處理方式比較不一樣，很多會員也反映這會對窩比的認同感有影

響，那我們很大的一個出發點是，我們要保護窩比任何一個使用者，網路上的使用，

不管從哪個地方發言都可以透過 ip 去查出來，窩比認為幼教老師其實都單純，有小

朋友的家庭，尤其是會上網的也不會很複雜，我們希望這些使用者不要因為一時情

緒的發言，而導致背後看不見的訴訟的問題，論壇會產生攻擊都是一段一段累積下

來，到後來就爆發變成不可收拾，所以這是我們比較堅持的。 
問：網站經營到現在是否有遇過使用者的特殊狀況？ 
答：使用者跟窩比最大的摩擦在於討論區主題的主觀認定，窩比可能覺得某些發言

是不適合或是會引起爭論的，我們會關注，那使用者對於這個比較難認同，不過這

是我們從以前一直到現在的堅持。 
 
問：在網站介面的設計上，還有其他要求使用者要具備的技能嗎？ 
答：網站其實蠻單純的，有鍵盤就可以，不過網站他本身就是一個有門檻的媒體，

你不可能在路上走就可以看到網站，這可能比較有困難，畢竟他是被動式的，要在

搜尋或尋找的時候，才有辦法給你化被動為主動，可是一開始的進入，他被動的你

沒有一開始這些門檻的條件的話，你就沒辦法使用，不像雜誌路邊一丟有人會去翻

嘛，或是電視，現在甚至有大電視牆。 
 
問：如何去宣傳窩比網站的存在？ 
答：這一段倒是真的沒有作過宣傳，沒有刻意，其實我們在行銷部分是很弱的，我

們在技術跟想法創新上是 ok 的，如果技術跟創意有 80 分 90 分，行銷可能只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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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作人員從開始到現在沒有改變過，這一群都是技術底的，我說過我們對幼教

一點認識都沒有。我們很欠缺行銷部分的人，也有強烈的需求，因為我們經營到現

在很多部分被同業壓著打或被抄襲，這些我們都要投入很多的精神在上面去處理。 
 
問：有辦過實體的活動嗎？ 
答：以窩比官方色彩下去辦的活動沒有，窩比的使用者之間他們有所謂的社群，以

窩比本身經營公司的立場去介入的活動到目前還沒有，不過有在規劃比較是資訊性

的，可能跟相關的廠商作配合。 
 
問：目前跟窩比合作的廠商的類型？ 
答：很多，窩比也沒有正式或是哪個廠商類型合作特別多，比較具品牌的合作廠商

應該是小天下，以家長和小朋友為主，我們希望可以拓展出像遊樂園的合作關係，

可能不是現階段馬上可以執行的，台灣環境對於廣告合作的投單很迷信在電視或是

報紙，對於網路這種新興的媒體可能受之前網路泡沫化的影響，就變的很保守，以

奶粉公司來說，他可以在平面媒體或電視一個季的廣告可以投入幾百萬的廣告，可

是對於網路這一塊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這差異很大。(網站的廣告好像就

是差不多的形式？)窩比較比較創新的做法，把廠商的廣告結合到跟幼稚園跟家長息

息相關的領域裡面，我們會讓家長去使用幼稚園的網站的時候或是跟幼稚園產生互

動的時候，他就會看到我們廠商希望我們把他帶出來的訊息，這個帶出來的方式又

帶的很自然，就是強迫家長一定要接受這樣的訊息但是不會覺得反感。 
 
問：內容是如何選擇的？ 
答：我們有人在負責這些文章的篩選，就是跟婦幼、生活相關的，原則上除了這些

的話，窩比比較不會去採用 
 
問：那基本上這個網站還是以女性使用者居多？會以她們想要看的東西為主？ 
答：女性使用者在這個網站結構上佔了九成以上，所以我們在任何一個想法的出發

點都必須站在女性的方向去思考，這沒有牽扯到性別的歧異或特別照顧，他是一個

現實的 business 的 model，就是以女性為主的使用者，所以我們一定要往這方向去

走。 
 
問：這跟當初市場調查的結果一樣嗎？ 
答：我們沒有作過市場調查，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這樣的一個網站的組成，他的使

用者一定是女性為主。(沈)幼教老師大部分都是女性，會關心親職議題的大部分也

是媽媽為主，爸爸比較不會關心，(蔡)爸爸都比較負責大方向，(沈)爸爸比較不會關

心這種事情，所以長久下來，會發現我們的會員族群女性就是九成以上，不是媽媽

就是老師，那當然爸爸也是有，但是真的比較少數。(會想要拓展爸爸這一塊嗎？)(蔡)
我們還是希望以家庭為主，也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是一般男孩子不會在窩比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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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作停留，(沈)因為感覺的問題，我們網站的設計就是比較溫馨可愛的，那這種

女性使用者會比較喜歡，那男性使用者就會比較不感興趣，男性使用者他們應該會

進去如小朋友就讀學校的去看，那窩比的主網站上的停留也不是我們目前有辦法去

幫他們規劃的。窩比的網站定位其實就很清楚，就是家裡有 1-7 歲小朋友的家庭這

種小眾市場，再把媽媽這塊抽出來所設定的族群。我們有去設定把我們所要的族群，

而不是像奇摩可以把不同的屬性都納進來，窩比是有作目標或是使用者刻意的設定。 
 
問：那有設定這些媽媽使用者有什麼特質？ 
答：一開始是設定在 18 到 30 歲，處在適合生育跟養育的一個年齡，那後來發現很

多幼保系的同學也有在使用，他們從高中職開始就有跟父母接觸，所以我們開始修

正年齡層，大約從 16 歲到 40 歲，那到 40 歲的原因就是大概在 35 到 40 歲之間會產

生很多園所的經營者。(會因為這樣調整設計嗎？)在介面跟感覺上目前沒有，畢竟

論壇是一個主題涵蓋的廣度和深度為主，而窩比是一個分眾的網站，他已經分到很

小的領域去了，所以我們的主題不會要求廣度但會要求深度。 
 
問：目前主要的收益狀況？ 
答：主要從園所使用窩比而來，目前主網站除了廣告之外就沒有收益。 
 
問：網站從無到有的過程？  
答：其實網站包括兩部分，一個就是視覺，一個是內容，以設計視覺來說的話，我

們一開始用的是比較深的顏色，粉紅色配上比較深的搭配，後來使用者反應過不夠

清楚，後來又調成淡藍色，到最後才調整到現在這樣一個版面的形成。 
問：內容又是如何設計的？ 
答：內容的取得其實很辛苦，尤其我們一開始在架構的時候，其實是希望網站的走

向是以提供資訊為主，剛開始窩比的工作人員要為在討論區提出的問題去找解答，

當時討論區的經營比資訊的取得更辛苦，也是不斷努力去累積出來的。那至於說內

容取得最大的來源，在於取得內容刊出的授權，窩比在網站的經營上還是很堅持站

在尊重智慧財產權的立場，這跟其他網站很不同。窩比絕對看不到從 email 大量轉

寄的那種文章，我們每一篇文章貼出來都是經過求證的、授權的，這是我們覺得網

路媒體對自己最基本的尊重。 
 
問：接下來會想要增加其他的內容嗎？ 
答：窩比很清楚自己的立場，所以不至於去經營一個購物的商場，那目前還是會採

用窩比網站上合作的方式，跟媽媽爸爸(網站)合作，不過他們的以書為主，我們還

是預計會開發出不同的頻道出來，我們把商城購物定位成一個一個頻道，就像

Pchome 的購物網站，他可以去點很多不同的分頁，窩比就是把這樣的分頁設定成一

個個的頻道。我們在電子商務的定義上是希望結合眾人的力量，不是讓窩比自己去

經營一個購物商場，這樣會太累。至於其他的功能像是部落格，我們有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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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去符合家長的期待，但是做法可能會不一樣。 
 
問：使用者有什麼反應或是期待？ 
答：窩比現在老師的使用族群很多，那老師的族群一多，就會有大量傳輸檔案的需

求，互通有無的需求，所以有可能作檔案傳輸的服務，但是檔案傳輸要是沒有限制，

最後會拖垮整個網站的經營，這是我們要去想一個機制出來才能去分享或是獲得，

那窩比很注重的就是分享精神，在未來的使用者滿足上，我們會以這個使用者必須

先習慣分享，才能夠去獲得，我們會往這方向去作。 
 
問：會把使用者分家長跟老師嗎？ 
答：就長期來說是網站努力的方向，我們希望可以分成家長老師跟經營者。(這三個

族群需求不同之處？)經營者需要的比較是經營管理的，那家長需要的可能是教育的

訊息而已，不見得需要非常多的新資訊，可是會需要去知道我的小朋友在學校要作

什麼需要去作什麼，那老師的需求是建立在他對於教育的責任上，他必須不斷去開

發教案和教材，就我個人來說，這三個區塊會有很多重複的地方。因為很多經營者

本身也是家長、很多老師本身也是家長，所以窩比目前這一塊沒有做很明顯的切割，

我們很難去界定他到底屬於哪個族群。 
 
問：那類似窩比的網站越來越多，有想要用怎樣的方式去突顯自己的風格或特色？ 
答：以企業精神來說，窩比很注重分享跟責任，以目前網站經營而言，持續的堅持

會是最重要的，像以前大型入口網站到後來也會逐漸整合。沒有人氣、使用者或不

具知名度的網站終究會被時代潮流覆蓋過去，我們都很清楚未來的路，網站不管再

怎麼模仿或抄襲，收入永遠都是重點，如果削價競爭是常態，以原本實體的購物的

消費行為，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那到網路上也變成削價，到後來就是要比誰的體質

比較堅持吧！網站要抄襲太容易，但是要經營成功是不容易的，我們真的都沒有任

何的背景、沒有認識的教授或是系所合作等等，我們甚至作到有系所來窩比買廣告，

窩比也希望可以走一個比較中立的立場，這是理想，當然理想跟現實差異還是很大，

那也是我們要努力調整的方向，我們也意外窩比成為學術上的用途，甚至被教授指

定作參考來源，我們會緊張當我們去滿足這一大群使用者(所以會增加學生族群的使

用者考量？)一定會，在窩比未來的經營上也是放在主網站上的使用者。 
 
問：沒有相關的背景之下，會不會在經營網站上有所阻礙？ 
答：對我們現階段而言是哪一塊都不足，我們也很希望透過類似像這樣的訪談，哪

怕是多讓一個兩個人了解窩比真正的精神在哪。 
 
問：很多網站都有網站的歷史，窩比則是沒有，原因是？ 
答：是可以算是刻意有隱藏起來，我們覺得網站的經營要用心在現在跟未來，至於

網站的歷史重不重要，如果不進步，一個網站不管歷史多顯赫，他還是一個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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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能說我們不想去刻意突顯網站的歷史背景，但這一路走來就是我們對使用者負

責，讓使用者方便，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我們也不知道歷史怎樣寫可以讓使用者

看了覺得很偉大，好像也沒這個需要。之前會因為沒有歷史的描述讓網站缺少可信

度，現在就不會，之前就算想寫也因為網站太年輕寫不出來，如果要介紹公司好像

也沒有意義，現在不寫也是因為沒意義，會使用窩比的就已經相信窩比了，窩比很

重要的一點是，我們不從使用者身上去作商業行為，所以使用者不必產生實際上的

消費行為，所以對網站的可信度就會認同我只是一個資訊的求知，所以就比較 ok。 
 
問：窩比的會員制是要方便管理嗎？ 
答：這個是有歷史的，以前是完全開放的論壇，到後來強制一定要會員才可以發言

或相關論壇的使用，到後來只要登入會員就可以，哪怕一個人重複申請很多帳號都

可以，其實只要知道 ip 就可以。(未來除了發言的權限之外會運用會員身分作其他限

制嗎？)就整個網站而言，窩比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哪怕你填的是假資料，都可以在

討論區發表，那未來的話，可能檔案的分享或是功能的使用，我們可能會要求填的

資料要詳實正確才能使用這部分，窩比不管怎麼說畢竟是一家公司，這些會員的資

料對窩比來說就是一種資產。 
 
問：會不會發展相關產業？ 
答：窩比幼稚園。目前是不可能，但希望以後幼托整合後，窩比可以滿足幼稚園的

競爭力，窩比也不希望自己走向幼教顧問，本身沒有這種定位存在，要怎麼作還是

看國家的具體政策怎麼作才能知道。 
 
問：(還是多談一些視覺設計上的問題) 
答：設計的話，剛剛提到就是 focus 在 18-35 歲，像你們這樣階層大概 20 歲的學生，

應該是可以接受深色系、冷色調的感覺，可是這樣冷色調的感覺對 28 歲以上是很吃

力的，所以我們設計上會去顧慮到年齡的問題，我們有使用者反應網站可以怎麼作，

我們會去探討不同年齡使用者的觀感(所以後來走折衷？)對，那未來會朝個人化的

方向，讓使用者可以自己去定義他要出現哪些東西，我們會類似 my google 的方式，

就是你想要的訊息可以出現在哪邊。那每個人對網站的視覺感官都不一樣，那窩比

真的沒辦法滿足到每個人，所以只能做到讓使用者自己去編排適合自己看的。 
 
問：目前有被使用者反應過網站哪方面的使用問題嗎？ 
答：好像不多。主網站其實沒有，使用者他其實已經習慣了，台灣的使用者對於網

站的包容能力其實很高，主網站從我們自己開發人員來看其實會覺得哪邊還需要加

強，可是使用者很可愛會去體諒經營網站的辛苦，不忍苛責。 
 
問：所以也沒有人反應使用上的困難？ 
答：我們也在討論，窩比的精神是什麼，就是簡單不要複雜化，就是防呆，像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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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電腦的插頭的設計，窩比的設計就是希望往這個方向走。(這跟你們預設或想像

中的使用者有關係嗎？)有關係，(會因為使用者是女性，又是媽媽，能力沒有那麼

好有關？)絕對有關係，我覺得在介面設計上一定要去注意使用者所謂介面的和善，

要容易、簡單和輕鬆使用的，所以如果設計成像個人部落格，一個介面裡有太多東

西的話，窩比使用者應該會瘋掉。族群絕對會有關係，族群是網站風格設計上的一

個重點， 
 
問：窩比需要很多管理跟維護的工作嗎？ 
答：比較多是功能開發，網站經營到現在算是成熟期，現在要作的大概是新功能開

發跟一些調整，使用者會有一些新的狀況，那我們就根據這些狀況去作調整。窩比

比較不同的是因為我們都是技術人員起家，剛開始上網都是撥接上網，所以剛開始

窩比圖案會用的非常少，那時候介面設計的目標就是快，那時候上一個網站就是等，

那窩比那時候就有個特色是不用等，因為我們全部是傳輸最少的量，以文字為主，

所以使用者會覺得很快，很快就可以找到他要的訊息。那到寬頻普及之後，才轉換

到色塊動畫這些部分比較多，之前首頁沒有這麼多資訊，因為傳輸會比較慢，那現

在可以在首頁把訊息都放進去，這跟大環境的條件有關係，當網路頻寬越來越寬，

我們可以給的東西也會越多，這方面我們是不輸人的，我們會從使用者感覺上去著

手。程式語言的撰寫上可能我們不是用最頂尖的方式，在整個介面的使用，在幼教

網上算是很新的，我們用的機器跟頻寬在同業上都是最頂尖的。 
 
   目前使用我們網站建置系統的園所大概有 400 家，所以每一家都是獨立的網站，

就有 400 多個獨立的網站，就是主要的收入來源(會把家長列入收費的對象的考量

嗎？)當然有考量，這會牽扯到很實際的問題，一個網站會作到家長願意付錢這很

難，家長的部分現在就是完全沒有當成收益來源，因為家長本身小朋友上幼稚園就

是一種消費，如果在使用網站再消費一次會降低使用的意願。那為什麼園所會比較

接受收費是因為他是所謂既得利益者，那為了維持他的既得利益，必須保持競爭力，

所以網站宣傳跟廣告是必須花費，比較不會在意是花在哪邊。 
 
   最近有跟一些類似我們屬性是學齡前網站的經營者談過，比較有 sense 的都會以

使用者的角度為出發點，比較不會以設計者的角度作出發(但是設計者畢竟跟使用者

不同，所以其中會有想像的空間？)因為我(蔡)本身是家長，我們要化身自己是使用

者，然後去感覺這樣的畫面出來是否可愛且親切，在使用功能上會不會有不方便的

地方(所以自己會去作測試？)也有請朋友。有一點很重要的原因是，網站的介面設

計過程當中，除了把自己想像成家長之外，主導的專案經理必須就他的認知跟實際

上的市場經驗，去主導設計師作怎樣的題材的呈現，不能放任設計師以自己的方式

去作，不然就會出現網路上像我們競爭對手狀況是，有些娃娃圖像是讓使用者覺得

恐怖且不自然，看起來不舒服、顏色也太強烈，我們有些對手網站出現這種問題，

這就是完全以設計師為導向，專案經理就擺著不管，(所以會有一位專案經理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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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別的網站可能不是，但我們窩比自己的運作方式，我(即專案經理)會很強烈去

主導網站呈現出的感覺，程式的部分是工程部他們會去負責，可是跟家長接觸第一

線的就是網站給人的感覺，要是感覺不對，幾秒鐘就不想看了。 
 
問：整體來說，窩比想要給使用者看到的是怎樣的感覺？ 
答：簡單。簡潔明亮，目前的版面還稱不上簡潔明亮，那未來我們會朝這方向去努

力。越簡單的的網站近來的停留率反而是越高的，(沈)這是一個走向的問題，就如

我剛剛說的，頻寬高可以容納比較多的資訊，但是使用者會學習到一個問題，以奇

摩來說，點進去的感覺是洋洋灑灑，充眼的感覺是很亂，會完全不知道要什麼，所

以後來才會作讓你自己選你要的東西，奇摩一個版面塞了 20-30 種不同的資訊，可

是我只要其中 1-2 種，可是你被強迫接受很亂的版面，而且必須要找半天才能找到

自己要的東西，這就對使用者比較不友善，那我們的方向就是以後進來的畫面是簡

單清楚的，不要找不到自己要的東西。 
(蔡)現在不是很流行 RSS 的訂閱嗎？我在這個領域上而言，我覺得 RSS 是可以屏除

掉多那一道程序，為何不讓使用者一進到網站就是呈現他所要的風格跟資訊，為何

要去收 Email 才能得到他要的資訊，這樣的概念對於我們在設計介面有很大的影

響，我們希望使用者進來看到就是他想要的東西，網站應該這樣滿足使用者，我們

希望可以把這種機制運用在網站當中，使用者可以直接作修改。 
(沈)在 web2.0 的部分，是可以作出使用者想要的樣子，這是他的精神，窩比想要朝

這部分去作，但是這要配合會員制的運作，讓電腦可以記錄你是誰，然後把你要的

樣子記下來。(蔡)現在有些部落格開放連結不是自己系統的部落格的資訊，我們會

希望往這方向去走，哪你的部落格就可以多一個討論區出來，這討論區還是算在窩

比的主討論區，這算是一種宣傳手法，讓你操作部落格，當朋友來看的時候，會覺

得窩比是適合推薦給朋友的，會把窩比的討論區收在部落格裡，以前的做法是以文

字，現在比較新的做法是，我們給一段語法，讓你可以看到討論區裡有哪些主題，

但事實上是在自己的部落格裡看到的(這對一般的使用者會不會難以操作？)有在使

用部落格的就不難(會依照目前大家上網的習慣？)這就像剛剛提到 web2.0 的精神，

窩比會朝滿足不同使用者需求跟喜好的方向去走(沈)我們會以目前作園所系統的經

驗去作剛剛說的這一塊，以建置園所這一塊來講，我們幫他定義幾個東西，讓他自

己去決定要不要用，所以我們開始作剛剛說的那一塊時，可能就傾向我們幫他把畫

面調整好了，他只要設定要或不要，我們會配合做視覺介面的調整，就不需要自己

懂很多東西，我們會把這些設計好，使用者只要選開或關就好，對某些進階的使用

者來說可能不方便，但是對大部分使用者來說很方便，這是會的人少，不會的人多

的情況下我們以多數人覺得方便的情形去作處理，這是介面設計上很重要的一點，

不可能全部的人都一樣，那我們只能取大部分人要的，選擇大部分人的意見為意見。

(蔡)這也是習慣性的問題，這沒有很絕對的，那這跟剛剛提到的，假設有 30%可以

做到 80 分，有 70%的人只能做到 30 分，我們還是只能朝 30 分的方向去作，這是目

前的情況，窩比的介面很多人說看起來就沒什麼，但是其中的玄機很大。(可以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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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設計是最看不到的設計)(蔡)可以這麼說，網站比較特別的是因為他會有一個門

檻在，人們會比較容易接受比較簡單的東西，我也希望我們的網站也是簡單的東西，

只要動滑鼠甚至連鍵盤都不用。 
 
問：那目前窩比還是以資訊的提供與交換為主嗎？ 
答：你可以看到像 babyhome 網站首頁會放一些部落格的照片，因為她們網站主打

就是部落格，那窩比就是很多訊息，像園所、討論區等等，就是走向不同的問題，

我們比較重視隱私權的問題，有些家長不喜歡小朋友曝光，我們也被反映過幾次這

樣的問題，畢竟一開始設定的經營方向就不一樣，窩比一開始就是設定在園所經營

這一塊，那我們也想做個人部落格的部分，他們也想做園所的這一塊，babyhome 今

年年初要作園所這一塊差一點，園所這一塊跟他們想像的差異太大，相對來說，部

落格這一塊跟窩比的差異也很大，事實上我們曾經跟 babyhome 談過合作的問題，

那時候是因為他們認為園所很容易切入，但是後來就是沒有成功。 
    網路個人化是未來的趨勢，但是實際上要看個人的使用習慣，可能要搭配一些

軟體，像奇摩雖然有類似個人化的功能，但是使用者已經習慣進去之後的點選路徑，

所以這並不實用，何不像窩比現在提出來的概念，進到網站直接就是你想看的東西，

我們在談的東西對你的報告而言他都是一個介面，我們希望可以滿足使用者，而不

是使用者來習慣我們。 
 
問：你們想像中幼兒父母的形象或特質？ 
答：(蔡)幼兒父母的特質，對於教育會很捨得，因為我本身也是身為父母，當初窩

比草創的時候我並沒有當父親的身分，那時我們的想法是幼兒父母他是一個肯消費

的市場，教育這一塊市場永遠不怕沒有生意，尤其學齡前教育的市場是被創造的，

像是雙語也是被創造，我個人對於幼兒父母的形象是很消費者的。 
   (沈)幼兒父母應該是一種急於搜尋資訊的一群人，因為很多在窩比上發問或是尋

找資訊的都是新手爸媽，回答問題都是已經兩三個孩子的爸媽，他們很有經驗，這

對我來講印象中的幼兒父母就是兩種，一種剛生的，第一次迎接新生命來臨什麼都

不懂的，一個就是有經驗的老手父母，這是我在整個窩比印象上的使用者，不同領

域跟年齡層會有不同的想法。(那有沒有是對父母的期待是透過介面傳達出來的？)
我不知道其他的網站的設計方式是怎樣，就窩比來說，設計師工作是獨立的，不會

跟使用者有很大的接觸，反而是專案經理有比較多接觸，所以他負責把他要的風格

提出來，所以窩比的介面的設計師是沒有想像使用者的樣子，而是由專案經理這邊

去想出來，設計師祇是照著作而已，蒐集資訊是專案經理，設計師就是負責執行。

我自己之前接觸過的網路公司大部分也都是這個樣子。所以你說設計師會不會去想

到使用者，幾乎是很少。 
    窩比的風格就是簡單方便，這是最主要的。目前我們接觸到一些美術設計背景

的設計師，他們在這方面的專業設計比較不夠，他們會設計比較天馬行空、華利的

東西，但是會落於華而不實但是不實際也不友善，可能設計了一大段動畫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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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但是使用者就被強迫要先看一大段動畫，沒辦法直接切入要看的東西，當然

這跟使用者族群有關係，目前幼兒父母年齡層大概在 25-40 歲，這段年齡層在電腦

上的使用，就是我需要的資訊出來就好，不會想要網站上的動畫，會覺得浪費時間，

那以後的父母喜歡的方向是不敢講。 
    其實父母會被社會環境牽著走，兒童會被學校牽著走，我覺得這些年在討論區

或是網路上所接觸的，其實有個觀念是，父母的資訊好像不是那麼正確，那父母的

資訊得不到正確的譯註，又想要去強灌小朋友東西，就會越走越遠。(沈)有些園所

也有提過希望我們把介面改成英文，可以配合雙語教學，那改成英文就變成強迫家

長要學英文。(蔡)現在有些學校因為強調英語，變成老師也要用英文寫聯絡簿，家

長回答也要用英文，我們是覺得這樣有些走的太過頭，那這樣的學校其實很多，尤

其是越都市化科技化的地區越多，其實我們很希望台灣地區像幼教體系的教授老師

們給未來站在學齡前的老師一些正確的觀念，那後來我們發現就算老師有正確的觀

念，還是沒辦法影響家長，因為學齡前的教育他是一個商業教育，不像九年一貫是

義務教育，家長覺得這樣好，園所就要去配合，老師就要照著作，老師不能依照想

教方式去教，最後就變成放任。 
     
    我們也是希望已經做到這樣子，也希望窩比成為幼教界的奇摩，希望講到幼教

想要上網找資訊就會想到我們，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一個純淨中立的資訊提供

網，其實窩比的介面在模仿奇摩，沒有剛好完全一樣，但是我們在模仿奇摩的感覺

跟方式在走，他有他的優點在，就是可以讓很多人接受，那我們就不用花太多時間

在自己摸索，只要簡化，大致上照他介面設計的感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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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Home 訪談整理 
日期：2006/12/26 

 
問：當初整個網站的設計過程？ 
答：babyhome 的創立大概上面都有提到，它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你看我名片上，

本來是一個電腦公司，我本身也是電腦工程師的背景，那在四年前我跟一個好朋友，

兩個人生小孩的時間距離不到三個月，一剛開始當爸爸一定滿口爸爸經，我們有共

同的話題，他的兒子大概比我兒子大兩三個月，那我們除了電腦什麼都不會，我們

就用 powerpoint 把檔案作一些簡單的記錄，後來就想說是不是有更好的方式記錄自

己寶寶的成長？那在四年前並沒有所謂的部落格，根本沒有部落格的概念，那一開

始只是想說照片怎麼分享，可是那時候想照片分享又不夠力，因為其實真正有趣的

是能夠幫你的小孩用文字記錄下來，像早期我們是 powerpoint 然後旁邊寫一點字，

那我們就想說比較常用的是 PDA，所以 babyhome 創站的概念是來自 PDA 的概念。

PDA 裡面有行事曆、通訊錄，所以你會發現我們日期的部分跟一般網站不一樣，其

他網站是條列式的，我們的網站是一個月的月曆，你要寫哪一格就寫哪一格，所以

一開始是來自 PDA 的概念，那我們兩個就想說好，把他弄得簡單一點，然後給老婆

跟幾個朋友試用看看，那時候概念很簡單，其實四年前很多網站有提供免費的空間，

但是你要會作網頁才能上傳，但是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不會做網頁，那就把媽媽當

作白痴好了，用一個 one click 的概念，只要會點就可以作出一個寶寶的網頁，這個

概念結合 PDA 的概念就是 babyhome 創站的開始。當我們一開始做完這概念丟給 10
幾個朋友用，那我們有本來的主業要經營，所以那都是吃飽沒事作一些美術設計或

寫寫程式，就是這樣草創 babyhome，但是我們會起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就是

使用者，我們非常貼近使用者，人家會問我們成功的因素，我就說因為我有在用阿，

如果你只告訴我要怎樣的網站，我可能寫不出那個精髓，可是我自己每天在幫寶寶

作記錄，每天把自己想要的東西化成實體的功能，我們一開始就是很接近使用者，

作出這個部落格的概念，那其實當時並沒有部落格，人家問說 babyhome 是什麼網

站，就要解釋說可以寫日記、有寶寶個人的網站，現在很簡單就說是寶寶部落格，

至於名字就很簡單，一定是跟寶寶相關，所以就找了幾個名字，當初找 babyhome
以為一定有人申請過了，不過老天眷顧剛好沒有，那名字就這樣定下來啦！這是

babyhome 草創的開始。 
 
問：名字有特殊涵義嗎？ 
答：沒有，就是寶寶的家，我是為了寶寶去做這網站，取名字就為了好記，我們的

名字還很接近我們網站的內容。 
 
問：有做市場調查嗎？ 
答：沒有。我們是兼差性質的玩這個網站，所以剛開始分享給十幾個朋友大家試用

以後就開始傳出去，到這邊其實我們都還沒有用心在經營 babyhome，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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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home 的美術還很醜，還蠻陽春的，不過陽春歸陽春，在市面上已經是異軍突起，

因為這樣點一點就可以作網站，其實概念還蠻簡單的，所以半年不到，會員衝到將

近 3000，現在聽起來是很小，但是四年前來講一個根本沒有人在理他的網站，3000
會員是還蠻大的，因為很多人覺得 babyhome 很好用，可以很快幫寶寶架一個網站。

你有實際上 babyhome 去用過嗎？(我有登錄，但是沒有照片可以登)其實也不用小孩

的照片，其實剛開始很多人把自己寵物的照片放上去作部落格，對他來講，寵物也

是他的 baby。 
 
問：開始認真作網站時，有設定目標群嗎？ 
答：有。媽媽、爸爸，一定就是媽媽爸爸，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把我們的族群 focus
在婦幼相關，我這網站就是為了幫寶寶作成長記錄的一個部落格網站，那寶寶不會

自己做，所以一定是媽媽或爸爸，那為什麼我們喜歡把媽媽擺前面爸爸擺後面，是

因為媽媽在裡面佔 80-90%，爸爸佔的量很少，爸爸大部分都是媽媽在用，爸爸偶爾

去寫幾篇或者去看看。 
 
問：會擔心媽媽的能力比較不夠嗎？ 
答：其實不會，我們就是因為媽媽能力不夠，我們一直在突破簡單、簡單再簡單，

我們功能一直在加強，就是讓她們更方便使用，所以我們開始專心要經營網站，就

是鎖定婦幼，那為什麼不是寶寶，因為寶寶不會用，真正用的是那一個女人，我每

次都要講，最好賺錢的兩種人，一種叫女人一種叫小孩，那我們的網站就網羅了 20
幾萬個家庭，每次都被問說你有多少會員，20 萬幾個「家庭」，因為對我來講，一

個會員就是一個媽媽，至少加一個小孩，就算爸爸不上網，我如果 25 萬個會員等於

有 50 萬個會員，那如果不小心生兩個，那可能就是 60 萬、70 萬，把爸爸加進來，

可能可以乘以好幾倍，而且以後你當老婆就知道，家裡的經濟很多控制在老婆手上，

幫老公買東西幹嘛有時候其實是老婆在作。 
 
問：網站的分類是如何決定的？ 
答：問的好，這個分類喔，很多人都會問類似的問題，很多網站一開始就會想好要

作什麼，但是我們比較反其道而行的，因為我們是沒有認真經營他的，但是我們被

會員跟流量激的一直往上走，所以在整個經營的過程中，我們是跟會員有非常多的

互動，你怎麼了解媽媽、討論區要怎麼做、什麼東西是需要的，所以我們的功能反

而是一步一步從聽到市場的聲音，包括會員的聊天，去引發出來的功能，事實上

babyhome 有幾個發生的經過，第一個部落格，這是第一個概念，因為部落格當初沒

有，所以很快搶到網路上的流量，全部都跑進來我們會員，後來，當你我都有自己

的房子的時候，你沒有一個地方公園讓我們去哈拉聊天，帶狗去蹓這樣，所以討論

區就出現了，大概在幾個月之後我們的討論區就誕生了，那我們部落格那時候是那

種 bbs 的功能的時候，算是非常重要兩個功能的集合，你會發現很多網站是有純討

論區，但是沒有部落格，那我們結合這兩個，發覺你可以在這邊蓋房子，可以有個



 附錄 22

家，走出去又有個交流的地方，所以當這兩個功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babyhome 流

量跟知名度瞬間就暴增，再來不管什麼專家解答啦、寶寶告訴你，那個都是因為她

們有需要，譬如說媽媽在哈拉孩子的狀況，會員彼此的討論是比較民俗療法，沒有

專家的，所以就希望有醫生來回答，所以剛開始就找了幾個醫生阿，比較相關的，

就幾個朋友在幫忙，包括裡面一個婦產科醫生還是我們另外一個爸爸的姐夫，他每

天在那邊回答很累又沒有錢拿，就是這樣子，所以一開始有名人駐站，Q&A 回答的

時候又多出個功能，那後來又覺得說，有很多人需要搜尋很多的資料，包括連外網

站資訊，所以慢慢的寶寶百寶箱、新知頻道就慢慢產生，那每一個產生都是從會員

身上我覺得她們有需要。那我們剛開始比較玩票性質，動作不是很快，後來專心經

營之後腳步才變快。 
    那我覺得視覺呈現特別有個東西要講，因為我們那個作的是小孩子，因為我們

希望塑造溫馨的感覺，所以用的大概都是粉色系，所以你注意看我們網站幾乎都是

那樣，其實像我一個大男人，我常常跟人家開玩笑，電腦工程師作一輩子，我也沒

想到我來開個嬰兒用品店，還把他開大了，那其實像我們的顏色、設計的 tone 調走

比較溫馨的，你看一般網站很少用粉色系，因為其實粉色系在製作上比較麻煩，因

為你不小心來個廣告顏色很鮮豔，那顏色要搭配就比較困難，這邊我就希望跟人家

是不一樣的，那也很多人問說你為什麼作蝴蝶，很多阿，小孩子最早認識的可能就

是蝴蝶，其實我們當初就是，那蝴蝶的翅膀剛好就是 B 嘛，Babyhome 的 logo 就這

樣誕生了，是我們自己美術設計出來的，程式是我們自己工程師去寫的，所有東西

通通是在維基科技裡面冒出來的，所以大概在第一年的時候，我們還在兼差經營的

時候，其實是維基下面用公司的主機、頻寬、美術設計跟工程師去寫，後來作大了

以後，大概在一年多以後，我們就發現 Babyhome 越來越大，就成立一個獨立的公

司開始經營。 
 
問：您想像中的爸爸媽媽是什麼樣子？或是爸媽應該為孩子作什麼？ 
答：我應該這樣說，坦白講，在當初是沒想過，可是當初有一點是非常非常非常有

趣的，像我跟我老婆是不愛小孩也不想生小孩，覺得小孩很煩就不想生小孩，可是

不小心有了就把他生出來，那生出來你就發覺整個人都變了，有時候我跟我老婆說

好家在我們有生小孩，因為現在愛小孩愛死了，那當你小孩誕生的時候，其實我突

然發覺很多愁善感，對很多事情的愛變的非常非常的大，這以後你就知道，你看以

前小學的課本怎麼寫你不能體會，到這個時候就會知道。所以你說我們在視覺的呈

現，坦白講，當初並沒有那麼偉大想的那麼完善，因為我們並不是拿五千萬或一億

出來當作一個事業在經營，可是在這裡面，我們很堅持你要建立一個非常重要的宗

旨，就是愛。所以我們的 slogan 是「讓分享無礙，讓世界懂愛」，因為 babyhome 是

因為很多人對小孩的愛而聚在一起的網站，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跟人家講說 babyhome
是最多愛的一個網站，我不相信其他網站有這麼多愛，有討論區的網站、有無名小

站討論發表自己的文章，可是 babyhome 是因為你對小孩的愛全部聚在這裡，我相

信這是凝聚最多愛的一個網站，沒有一個網站是這種樣子，這是我非常有自豪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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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問：所以您覺得當爸爸媽媽的人有義務幫孩子紀錄她們的成長？ 
答：其實我倒不覺得什麼有義務啦！因為有的很忙沒有時間，有的是沒有興趣，今

天願意幫小孩作這些成長的紀錄，其實除了自己可以追蹤自己小孩所有發生的經

過，其實對父母來講，當你付出愛的時候是可以回顧去看那一段一段的回憶，是非

常有趣的，那我自己講，我看三個月我兒子的照片我自己認不出來，小孩長太快了，

他上個禮拜發生的事情我已經忘了，看到阿上禮拜公園跌倒…很多有趣的事情你沒

有寫下來你真的就忘記了，那我認為說，其實講到這日記，我非常自豪有一點我常

跟人家開玩笑，以後一定有個十八歲的浪子，因為看到父母當初為他寫下的日記深

受感動，浪子回頭金不換，因為其實父母在寫的時候，他其實，如果你有去看，他

其實 當然寫一些八卦也有，但是大部分他會寫今天為孩子付出的事情，我就舉個例

子，我光小孩他開始吃藥，開始抗爭吃藥的時候，為了讓他吃藥那整個是作戰的經

驗，他怎麼樣都可以發現藥在哪裡，你怎麼弄他都知道，就是不吃藥，弄得爸媽氣

死了，可是那些經驗寫在日記裡，其實有一天十八歲，今天就算你，如果有一天看

到你媽媽當初養你五六年的經過，寫的那個愛恨交織的時候，我相信你的感受會覺

得很愛父母，那麼我生了小孩以後，我不是不孝順啦，只是不常回家，但是自從生

了小孩以後，就覺得父母真的好辛苦，突然就覺得要孝順就趕快回家去，就是說，

當了父母、創立這網站，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像這網站創立的時候看到這麼多

人因為小孩的事情、看到罕見疾病的兒童，有看到小孩一生出來就有疾病然後父母

為他付出，很多很多的東西，我就覺得對這網站來講，社會意義大於我的商業意義，

但是現在因為網站越來越大了，你不可能養他不吃飯，你為了網站你一定要賺錢，

但是前期的時候我們很希望他走向公益，所以現在賺錢我們也要賺的很有良心，我

就很簡單阿，賺錢不可恥，你賺的讓人家覺得說，我就是願意給你賺錢，就值得了。

所以我覺得網站在我們未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旨，有一天我一定要讓他在社會上

有非常正面的形象，不管媽媽可以在這邊得到很好的知識教育小孩，或是有很多教

育的東西，甚至我們要出卡通動畫，我們裡面有水果娃娃，我都希望那個故事劇本

都一點教育意義，除了有趣之外還不能像那個蠟筆小新，你看你很怕小孩出問題，

你大人看覺得有趣，但小孩你就不希望他看，所以我希望有趣中還帶著教育意義，

其實教育跟公益這種正面的形象是我 babyhome 非常非常非常在意的一點，包括未

來我都會去要求，除非老闆不再是我。 
 
問：網站裡面關於教養文章的出處？是否是因為有合作的廠商的關係？ 
答：應該這麼說，其實你自己要找一個編輯去弄這麼多內容不可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一開始就想廠商會作嘛，有的廠商是母親、有的廠商是健康、旅遊生活等，

那不如就用它的專長，他可以打廣告，我又可以增加我的 content，就讓人家進來可

以查到這些東西，這些資料日機月累起來還蠻恐怖的，譬如說像媽媽，連我老婆就

是，今天要去哪邊玩？就到親子討論區裡面有個旅遊區去搜尋北投或新竹，就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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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媽媽去過的經驗分享，就會知道這裡我沒有去過，就是說你人越多，流量越大，

累積的資料庫越大的時候，這網站的價值就比較無可取代。 
 
問：是否有篩選文章的原則或門檻？ 
答：有兩種，一種是會員自己加入討論區的，那個部分只要不違規、不涉及違法的

話題、吵架的話、政治、攻擊這些，我們都 ok，你怎麼討論都沒有關係，因為我是

提供一個公開公正的媒體平台，這是第一個。那但是新知頻道那個部分由我們官方

提供，是所謂的 web1.0，web1.0、2.0 你知道嘛，早期的網站都是官方公佈很多資料，

像 yahoo 就是 web1.0，你要看新聞、要查什麼都有，我有提供給你用叫 web1.0，那

現在暴紅的網站就叫 web2.0，就是我官方不做事，但是你們互相交流，像無名小站、

像 babyhome 都是屬於 web2.0，就是會員互相交流不甘我的事，可是事實上 babyhome
是屬於 1.0 加 2.0，我們官方陸續提供一些資料，會員的交流資料依然是存在的。(所
以那些文章是廠商提供？)廠商提供，我們會去跟廠商合作，就是說，我覺得廠商的

資料啦、這方面的東西是很完善的、有公信力的，那包括裡面很多醫生的文章，很

多醫生願意在這邊頭、放稿子的，因為這邊有廣告效果阿，對不對？就像那個名人

駐站，多少人擠進來想要上，我說沒有錢，(他們說)沒關係沒關係，因為上了 babyhome
等於他名片上就可以寫 babyhome 駐站醫生，其實互相啦，今天你上了媒體，你也

寄望你上了媒體嘛，那對我們來講，我提供你曝光的機會，那你就給我們一點服務，

所以那文章都是提供的，到現在是沒有什麼 babyhome 自己的文章，但是以後會有。

(那會去看這些文章的內容嗎？)當然會，我們當然會看過才上去，並不是廠商直接

貼上去的，他給我們才貼上去的，但是未來我們，應該這麼說，你只要有某一個品

牌，例如說長春文化專門寫健康的，他們會提供很多的養生食譜啦、健康須知啦這

些東西，大概他們文章提供大家也會在上面看到文章出處，但是相對的這些文章在

babyhome 會員在上面可以任意的瀏覽和搜尋，對他們來講是達到廣告的效果，那當

然他會放過期的，不會放當期的。 
 
問：babyhome 合作廠商的選擇？ 
答：我們目前只跟大的廠商合作，小的都不合作，所謂比較知名的啦，因為他的東

西跟背景比較沒有問題，比較有公信力啦！譬如說突然來一個什麼「如何教你坐月

子」、「坐月子養生食譜三十天」那到時候你不是那種很知名的，或許民間流傳的東

西是一樣，但是你沒有一個出處、沒有一個人幫你背書，這種東西我們目前不考慮，

所以你看上面一定都有哪一家哪一家。 
 
問：教養文章來自 bobo 小天才？ 
答：對，因為 bobo 小天才跟我們有合作，所以他會提供很多相關的文章給我們，其

實未來可以更多啦！但是更多的時候有個問題，譬如說嬰兒與母親跟媽媽寶寶是敵

對雜誌，阿兩個都提供那我們怎麼辦，對我們來講，這種狀況只能擇一，就你跟誰

合作，就用。(他們提供的文章也幫她們打廣告？)當然會，(是廣告他們自己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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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不會，廣告不能進入新知文章裡面，不能進入知識頻道去。(這些文章會提供類似

置入性行銷的效果，會暗示讀者應該做怎樣的爸媽比較好)我覺得坦白講，都對，你

當了父母以後就會發現，你要這樣也對、那樣也對，有的父母給小孩從小就給他填

鴨，不給他自由，像我朋友的小孩已經在學西餐的刀叉，可是事實上他們家是上流

社會，你不給他小孩反而沒有自信，也沒有不對阿！像我們家就說路邊的景美小學

對面隨便讀讀就好，不用明星學校，他快樂就好，但可能他未來長大一點競爭不過

人家，所以其實我覺得父母的心態只要兩個人同意就可以了，有很多人也希望小孩

好，可是家裡經濟不好你要怎麼辦？我覺得都對，其實很多事情，你哪一種選擇我

覺得都是對的，人本來就不一樣。 
 
問：實體上的活動？ 
答：不多，只有一次最大的就是第一年，我們有個大型的網聚，大概來了五百多個

人吧！(那時候怎麼會想辦網聚？)說來話長，簡單講，那時候原本是辦一個徵小童

星的活動，買了一個公車廣告，只要被入選了就可以貼在公車上跟著公車到處跑，

那起頭以後就想說寶寶上了公車廣告，一定會想跟海報合照，但是公車跑來跑去，

後來我們就計畫說讓媽媽跟小孩一起拍照，這為了這句話，糟糕，公車會跑你怎麼

拍，為了這樣把人家十台公車全部都租下來，租公車很貴，那時候因為什麼都不懂，

你遇到就是解決，那我覺得經營事業或企業或經營網站都一樣，危機處理很重要，

那就租吧！不能失信於會員，那既然租下來，乾脆就辦聚會，因為媽媽們很喜歡聚

會，後來就去租了一個場地，而且十台公車一定要很大的廣場，所以我們就選在台

北縣政府，停在路邊，公車兩面都有廣告，另外一面也要拍，總不能站出去馬路被

車撞，所以十台公車浩浩蕩蕩轉一圈就很可觀了，所以很多事情遇到是有趣的回憶，

那一次是辦的最大的，我還記得是 7 月 3 號，有一個很大的颱風，不過老天眷顧我

們早上 10 點雨停了，下午辦網聚，出乎我們預料的來了快 500 個人，還有從美國回

來的，因為他們對這網站是有向心力的。 
 
問：除了辦活動之外，babyhome 凝聚會員向心力的策略？ 
答：其實坦白講，babyhome 跟會員的互動，跟提供的功能，是官方網站跟她們之間

互動最大的，可是其實她們對 babyhome 向心力我覺得來自幾個，就是說會員之間

透過這平台交流，會形成一個一個小團體，他們就變成說，我一定要來到 babyhome。
第二個，babyhome 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其實這些會員是有參與的，剛開始創站的時

候，這些會員每天都有寫建議，當這些建議兩個禮拜被採用設計出來，你會感覺很

舒服。那當然 babyhome 現在很成熟，但是三四年前的時候，那時候正在創站，很

多人提供意見，那些會員跟我們的對話簡直像是朋友，他們現在已經大了，但是創

站的時候，我們這傳奇中的兩個爸爸，人家都覺得應該是媽媽，結果是兩個工程師

去創立網站，就感覺故事性是存在的。他們的互動就是跟我們兩個臭男人，阿一群

都是女人這樣，所以說他們對 babyhome 的忠誠度，我認為功能面、互動面、還有

會員之間他們自己可以交流，我覺得這個是會留在 babyhome 非常重要的一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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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經營網站非常非常非常重視的兩個字：信賴，一個網站沒有信賴會員是不會來

的，你喜歡 LV 就是信賴他的品牌，你對牌子是有忠誠有信賴的，那網站是虛擬的，

我一直在教育我們的同事，你只要把網站經營到人家對你是信賴的就成功了，一旦

信賴你，我賣三明治你就會去買 BABYHOME 三明治，我賣 babyhome 玩具你就會

覺得他是安全的，我們在處理會員的事情不管互動意見或爭執，我們都公正客觀，

所以這幾年來，我們自認在市面上這種社群的討論群裡，大概遊戲規則執行比較徹

底應該是屬於我們… 
 
問：babyhome 目前使用的現況？ 
答：有做過調查，第一個女性占 80%以上，一定有，其實女性嚴格來講應該是超過

90%，我所謂的註冊的會員，但是事實上很多媽媽註冊，爸爸也用同樣的帳號進來，

所以有時候你很難判別他是男是女，但是大部分女生比較多，會用 babyhome 的人

其實年齡層都比較低，因為會電腦嘛，比較熟悉嘛，數據我比較忘記了，應該這麼

說，當媽媽大概都 25 歲以上，還是有很多 20 歲的媽媽啦！但是 25 歲到 35 歲是最

大最大的比例，30 到 40 還是蠻多，大概從 25 到 40 歲都會使用電腦的年紀，那男

生女生比，我覺得女生大概 85%左右吧，我認為應該是 90%啦，因為我剛說那數據

其實不準，你看註冊的其實不準。 
 
問：當初設計時有設想過使用者的能力嗎？ 
答：沒有耶，他只要會按滑鼠、按鈕，會選東西、會打中文，他就可以建立部落格，

所以當初真的是這個概念，想說阿 把媽媽當白痴吧，只要會按就會作，所以你說他

們要具備什麼能力，越不會你才可以越愛 babyhome，因為會作網站的你就不會受限

那個，就好像你到無名去，我自己很會作網站我幹嘛用你這幾個制式的版型，就是

這樣，那 babyhome 還是提供幾個版型可以勾選，可以替換，換換新鮮的畫面這樣。 
 
問：目前每天的流量？ 
答：這個數字還好啦，因為現在網站大，數據都已經蠻公開，一天 page view 將近

500 萬，這數字應該蠻大的，在 11 月的時候在創世紀的排名是排台灣第 23 名，我

們有個非常特別的數字，網站的停留時間的排名，他叫網站黏著度啦，我們排第三

名，第一名 yahoo，第二名無名，第三就我們，那因為那些媽媽一泡在網站就一兩

個小時一直討論，一直聊天、幫小孩弄照片、寫日記，然後搞他的網站，我們算過

會員每天平均是兩個小時，那有的人他可能留六個小時，中間可能發呆睡著這不知

道，有人可能只留 20 分鐘，那我們平均就是長達 2 個小時，很可怕的數字，這個其

實 babyhome 以我們那麼少的會員，特別的族群，這個數字是目前業界很多人很訝

異的，是每天喔，以後你可能會知道，當你有一個興趣黏在一個網站，當然我說的

興趣不一定是小孩，因為當了媽媽以後他的生活重心是他的小孩，那或許你是喜歡

攝影，有人喜歡舞蹈，那你就每天會把舞蹈的東西拍起來放在網站上，有可能會花

時間在’上面，但是媽媽就是把時間為了小孩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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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網站目前主要收入來源？ 
答：目前有三大收入，第一個是廣告收入，第二個是會員費的收入，剛開始是免費，

到現在還是免費，但是免費跟收費就是空間大小不一樣，功能比較多，那我們會收

費的原因當然是我們要吃飯嘛，但是我們會收費是被會員逼出來的，會員問說你們

會不會倒阿？我曾經接過三通電話，問我們 babyhome 會不會倒，寫的日記都在裡

面耶，心血都在裡面，因為那時候 babyhome 很小很小，就跟你上網看到那種鳥網

站一樣，你都怕你的心血不見了，竟然有人打電話來問說會不會倒，我覺得哪有這

種問法，也有人打來說 我家離你們 babyhome 好近喔 好像跟馬英九講話一樣 帶著

崇拜的語氣，其實那時候就覺得很有趣，那時候網站很小，大家對你的感覺是我想

支持你，可是我覺得企業就這樣，當你一大的時候人家就會對你要求，就像你今天

是陪著 yahoo 一起成長，yahoo 的老闆跟你是好朋友，你一定會覺得，我支持你 那

你不要倒，然後我甚至繳會費，可是你現在大到一個地步，會員 1000 封信以前有

999 封是鼓勵我們的信，現在 100 封是 50 封，可能沒那麼多，可能有 20-30 封是抱

怨，說誰又罵人、說文章不對什麼之類，所以人是會改變的。 
 
問：使用者反映的意見為何？ 
答：問問題比較多，問網站的使用問題是最多的，我們一天的客服信大概超過 500
封，所以你看我們的客服小姐整天看 email 看到死，看 email 還要打字就更慢了，大

部分幾乎都是問怎麼用，其實很多問題大家都懶的去看新手逛一逛，很多教學，他

們都懶得看阿，發個 email 就問阿，有什麼問題就給你問阿，這種問題是最多的，

然後檢舉信也有，會員會吵架阿、話題不當阿都有，這種還是比較多，建議詢問也

是有。 
 
問：未來的發展？ 
答：我想精神跟特色剛剛前面都提到了，發展，很好，在去年三月的時候，應該說

前年年底的計畫，就是在去年的時候，要從部落格升級成入口網站，我那時候希望

把網站從個人部落格的概念變成一個入口網站，但是我不是變成 yahoo，因為我不

需要去跟 yahoo 打嘛，我希望變成一個婦幼、媽媽、小孩的入口網站，所以你才會

看到新知頻道、很多很多的資訊，我們就是希望說要找媽媽的東西就來 babyhome，

要找寶寶的資訊就去 babyhome，你廠商要廣告、任何廠商買東西就是 babyhome，

你找個媽媽小孩這個主軸，他們就想到 babyhome，我們在兩年前的時候，就想到我

從個人的部落格轉型成一個入口網站，那這個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是，可以建立

品牌，人家常常說無名跟你們有什麼不一樣，因為我們可以建立品牌他不行，今天

我都是媽媽跟小孩，我可以大到去蓋一個迪士尼，當我品牌建立，我可以小到在幼

稚園、小學門口賣一個養生三明治，隔壁的美而美就被打敗了，我有可愛娃娃，那

babyhome 是個信賴的品牌，東西用的好，一樣賣 20 元，你會不會讓小孩去吃

babyhome 的三明治？我覺得概念就很簡單，媽媽、小孩、婦幼的東西是我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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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不會變，除了婦幼以外不相干的我都不作，而且未來很重要的一個是我要走出虛

擬世界，因為只要有用網路的人，只要是媽媽有在上網的，幾乎沒有人不知道

babyhome，但是不用電腦的人，他就不知道 babyhome 是什麼，我知道麗嬰房、奇

哥，但是不知道 babyhome 是什麼，所以我要走出虛擬世界，虛擬世界我是第一大，

可是我走出電腦的世界，完了沒有人知道，所以我們會去結合實體的東西，去開發、

多元化經營，我就說當我品牌建立，我開三明治店都會賣，我就開在美而美隔壁就

好，所以未來發展方向，我要從網站帶到入口網站，虛擬的部分我會開始跟幼稚園

結合，慢慢走入實體的通路，跟其他廠牌建立關係，因為事實上，這世界上實體的

東西不會不見，虛擬不過就是現在電腦網路爆紅，突然熱起來，可是你早晚還是需

要實體是存在的，不可能每個人都去 pchome 跟 babyhome 去購物，有人就喜歡去隔

壁的燦坤去買，就好像你不可能取代 7-11 一樣，他們還是有實體的存在。所以

babyhome 未來方向很明確，我們一定是虛擬結合實體。 
 
問：會維持現在這個版面嗎？ 
答：最近就要改版，原因是 babyhome，或是任何一個網站，當他越作越大、功能越

來越多的時候，你要把操作的方式簡化，一個網站除了美之外還要好操作，不好操

作的網站再美都沒有用，babyhome 功能越來越多，包括未來要增加的功能，我們很

多東西要集中，譬如說像名人 Q&A、新知頻道、寶寶百寶箱這三個是非常類似的東

西，都屬於知識性的東西，現在放成三個 button，那我到時候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拉下來以後進去就看到這幾區，就是說會開始針對功能面作集中，首頁就那麼大，

你放不了那麼多東西，像 12 月我們推出家族功能，類似 yahoo 家族的概念，那還要

會員說怎麼首頁找不到按鈕進家族，因為還沒有改版，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

題，那改版除了說功能面操作的流暢度要重新整理，那當然還有你不整理，新的功

能塞不進去，不像 yahoo 那麼多的資訊，所以他的首頁都是按鈕，全部都是字。 
 
問：網站色調會更動嗎？ 
答：大部分是不會變啦！除非老闆換人，因為目前為止，我們美術設計的設計師，

他剛開始討論就是用這種觀念去作，到目前他還是最主要的 webmaster，他還是設計

的主管，所以目前為止還是會保留原色系，照理來講，我們不太可能去換成一般很

商業的顏色，他就脫離了寶寶溫馨的感覺，所以就算換色系或 tone 調，還是脫離不

了現在的樣子，目前沒有計畫作視覺上的設計改版，但是整個 layout 一些東西會改

版，因為功能越來越多，那相對的，以前一個粉紅色系全都搞定了，可是現在開始

發覺，你家族是不是要給一個藍色、粉藍色，我們還是以粉色系，可能討論區或哪

裡用粉橘色，這種溫馨色系的感覺是存在的，但是用顏色跟簡單的 logo 圖形來區隔，

因為功能太多了，你不可能 babyhome 功能已經有到 48 個的時候還是一個樣子，人

家看了是會膩的，對不對？譬如說聊天室你可能期望很開朗，就用個天藍色系比較

開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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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相簿的使用是無限期的嗎？ 
答：是，因為我們會員是免費的，但是你如果三個月沒有回來網站的話，那這個網

站就會被冰起來，再三個月沒有回來就會被刪掉，我是希望 babyhome 當你不再為

小孩寫的時候，還是希望你留在 babyhome，這是我們未來很重要的目標，你看你已

經把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一天沒有電視會死掉，當媽媽一天沒有 babyhome 他

是會死掉的，今天不是幫寶寶寫日記的時候，他還是可以去查哪邊好玩，或是看食

譜或是跟人聊八卦，一樣可以的，所以我們當初是因為小孩而交的朋友，但是小孩

長大了，我們還是朋友阿，這是 babyhome 經營很重要的，因為每個網站他要有個

時效到了就離開了，那你永遠就是這麼多人，台灣兩千萬人，假設兩百萬個家庭在

用 babyhome，那你長大就走新的就進來，那如果新的進來舊的一直留著，他成為一

個女性最大聚集的廣場，babyhome 未來要這樣走，他的價值就會一直往上提升。 
 
問：所以 babyhome 聽起來屬於女性網站？ 
答：yes，(會想設計一些東西給爸爸嗎？)會，但是是後期，我覺得就是我們網站小

而美的時候，不要分清不要打散專注力，你現在最重要的是媽媽跟小孩，媽媽可以

在上面幫爸爸買東西。我們目前是國內進入前一百大的網站，我們被歸為女性阿，

因為他分類沒有寶寶親子這類，只有女性男性這種族群，我們是唯一進入百大的女

性網站，所以我們是被歸為女性網站，而不是親子網站，沒有這種分類，我們的網

站要跨出我們的方向，其實被 BABYHOME 這名字有點限制住了，因為看到這名字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寶寶，好像已經被塑造出一個形象來了，但是我也想過，babyhome
也可以說是一個赤子之心的網站阿，其實當一個品牌存在的時候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的啦，但是還是要一步一步經營，所以我們是女性網站你說對了，真的是女性網站，

寶寶只是一個女性幫寶寶寫的東西，事實上主角還是那個女人。 
 
    最後一個是跟傳統媒體的差異，傳統跟網站有很大的差別，有互動、聲光效果，

平面雜誌不會動嘛，所以第一個平面廣告跟電腦廣告就不一樣，就跟電視廣告也不

一樣，當然每一種打的訴求不一樣，你可以拿雜誌坐在馬桶上看，但是你就不能拿

NB 在馬桶上看廣告，他是不一樣，每一種都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們這種媒體的

話，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即時性。我這樣講喔 1/18 要辦一個媽媽教室，那你雜誌一

個月才出一本，那 12 月是不是就要刊登了？那 1/1 才可能買到雜誌，買到雜誌以後

他可能已經忘了 18 號有個媽媽教室，可是 BABYHOME 不一樣，他就跟新聞、電

視一樣，他今天 1/12 再來買廣告，一個禮拜 babyhome 就看的到，這裡有 20 幾萬個

家庭看到以後再跟隔壁的講，那邊在辦寶寶的活動比賽，所以我們廣告的即時性跟

效果，是遠遠大於傳統媒體的，那差太多。所以其實現在平面雜誌的廣告喔，他們

對我們這種新興媒體有恐懼，因為他們認為市場會被這瓜分掉，當然他們市場還是

存在，但是每年本來可以賺 5000 萬的，可能有三千萬被網路媒體拿走，只剩下兩千

萬，兩千萬再被三四家雜誌拿去分，只剩五百萬還得了，所以早晚是可以打敗他們

的。我在舉一個例子，假設要出一個雜誌，印刷要成本，郵寄要成本，寄到你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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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個人看，拿給同事最多兩三次瀏覽率，但是網路的話我用電子雜誌，翻頁的效

果更炫，翻到可以看到藝人在談吉他，這是平面雜誌做不到的，然後我不用印刷成

本，因為最大是編輯文章，製作電子雜誌跟印刷成本差不多，但是他要印刷跟運費

我都不用，我透過 email 或網站來看，我現在有 25 萬個會員，光一本雜誌發給所有

會員我就有 25 萬的發行量，你一本媽媽寶寶有兩萬嗎？所以說光這樣想網路的力量

就遠遠大過傳統媒體，現在他們很恐懼這種網路媒體的興起，所以像這一類都很想

把我們吃掉。(但是網站不像雜誌隨手可得？)對，但是早晚大家會習慣媒體，你在

沒有電視之前你只能看報紙，當你有電視就會開始不想看報紙，人的習慣是會改變

的，像你們年輕人網路購物對你們來講已經是習慣了，一個 45 歲的媽媽去網路上購

物，他覺得百貨公司就好了，可是在你們來講已經習慣了新興的消費方式，所以說

沒錯，雜誌還是有發行量，還是有人會看會喜歡，但是網路的勢力是勢不可擋，你

每天花多少時間上網，因為我本身是工程師，每天回到家就是用電腦，哪邊有 email
就連過去看一下、或是 yahoo 翻一下，不知不覺你就開始受到網路跟媒體的影響。 
 
問：babyhome 等於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宣傳？ 
答：對，babyhome 完全沒有宣傳過，幾乎都是人家介紹，因為你自己去宣傳不如讓

人家去介紹，那時候哪有前打廣告宣傳，我們唯一登過廣告登在番薯藤，非常好笑，

花了五萬塊去登，結果登的效果比 babyhome 自己來的人還要少，看到廣告進來一

天不到 50 個人，babyhome 自己靠知名度每天加進來的新會員平均是 100 到 150 人，

兩年前的時候。所以我花五萬塊還不如人家會員自己跑進來的多，那時候已經很確

定說我們的廣告效應應該是很大。 
 
問：所以現在也不擔心沒有會員？ 
答：不會，現在比較要擔心是有沒有人要跟我們作一樣的，或超越我們，我們要永

遠保持在領先的地位，就跟雞精你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白蘭氏，那白蘭氏一定是第

一品牌，後面不管哪個牌子怎麼賣，總覺得白蘭氏是第一品牌，那他的佔有率高過

70-80%，剩下 10-20%給那幾個牌子去分。就說網站跟傳統媒體的不一樣，應該聽過

很多人講，網路世界只有第一沒有第二，就跟你要去入口一定會去 yahoo，不會閒

著沒事跑去番薯藤，除了一些比較特殊的理由之外，一般人來講你都會去選一個最

大的，所以 babyhome 也一樣，就算你今天開一個親子網站，你也會覺得我就是到

babyhome 去，因為我的朋友都在那邊。我們現在就是努力再努力，讓別人不會超越

我們，讓別人望塵莫及的時候，人家就會放棄去追趕你，因為追不上，一種就是砸

大錢把你買下來。 
 
 
我剛剛唯一沒有提到的就是幼稚園的部分，我們當初有個很簡單的概念，這概念其

實在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當初把幼稚園當作一個通路，那因為 babyhome 本來

就是一個部落格，把他改成一個幼稚園跟家長之間的網路連絡簿的話，是不是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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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便，就可以整個移植改版，那幼稚園跟家長就可以用電腦來溝通，那有人會想說

不是每個人都有電腦，話是沒錯，但是早晚要卡位，所以說我們就想介入幼稚園這

塊，市面上只有兩家在作幼稚園的網站，但是他一年要收一萬八的年費，而且只是

幼稚園的網站，那我 babyhome 推出幼稚園網站給你，而且我再加上幼稚園的佈告

欄、聯絡簿、老師的評量，我等於把幼稚園的系統全部都寫好給你，你平常去買要

好幾萬一套，我們已經寫完了，明年就開始上市，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概念交給幼稚

園，別家要錢 babyhome 不用錢，還比人家有名，所以其他家一定死在那邊，因為

我不要錢，而且我知名度比他大，功能比他強，那你有什麼理由不用 babyhome？那

當初去年有個小孩悶在娃娃車裡死掉很可憐，那我們就作兒童安全系統，我應該說

我提供這樣的東西，那你要想說從哪邊賺錢，幼稚園、家長、babyhome，怎麼樣大

家都可以賺錢？其實這是我們考慮到的，今天我提供系統不要錢，如果說我今天提

供一個安全系統，小孩來的時候按一下指紋，就發簡訊說幾點幾分爸爸媽媽我到學

校了，然後離開之後也按一下就跟打卡一樣，家長就知道你離開了，這每封簡訊當

中就可以賺差價，就可以算一個月大概可以賺多少錢，那幼稚園在賣的時候又有噱

頭，家長又覺得安心，又有科技的方便的網頁、出去郊遊的畫面，照片都不用像傳

統想看沒地方看，上網就可以看小孩活動的照片，我們希望三贏，家長可以得到好

的服務、幼稚園又可以賺差價、babyhome 提供服務也賺的到錢。babyhome 只要在

網站上刊登一個廣告「媽媽，你的小孩有採用 babyhome 的安全/教學/網路系統嗎？

沒有的話趕快跟老師講，babyhome 現在正在免費申請當中」我連業務員都不用派出

去，光幼稚園打電話來一家一家安裝就可以了，所以當你有一個強大的媒體跟知名

的品牌，要打敗人家是很容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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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School 訪談整理 
訪談日期：2007/1/22 

 
1. 網站從無到有的過程 

構思，很簡單，我個人從事這行業 10 年，這網站已經是我們第四代的產品，因

為其實一個網站的產品他不是憑空，應該是跟設計者跟這有關係，我們在 88 年網路

第一波 89 年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作網站，作親子的網站，那會作那個網站是因為我們

公司一直長期作，我個人一直長期作幼兒教育資訊的學習，所以我們提供全台灣大

概四五百家幼稚園，有關於多媒體的 CI 輔助教學，從那過程我們發現學校其實也可

以來作 E 化，而且在那個網路第一波熱潮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作，那作的過程我們後

來發現學校有這個需要就開始作，但是後來因為頻寬的限制，那時候只有數據機，

所以在製作過程需要把學校的照片文字拿回來 key，key 完放在網路上，所以那樣的

做法就不方便也不即時，這樣對整個學校想呈現給家長看的東西就不是那麼快速，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他有他的限制，那到了我門第二代，我們乾脆就開始開發

一個平台一個工具，開發給學校來提供給家長來使用，我們希望讓學校自己可以作

一個網頁，家長可以隨時上來看，可是我覺得我們太理想化，因為學校在資訊運用

能力上偏低，所以那個產品雖然賣的很好，可是我們的售後服務讓我們吃不消，這

一套產品我希望是幫助學校來協助家長，因為我們作的是幼稚園產業，我們認為要

接觸家長最快的方式是透過學校的方式來作連結，這是我們一開始的方向。 
後來第三代就開始投資一家公司叫窩比，那在作的過程我們發現在技術上跟財

務上他們的一些瓶頸，在後續的服務家長跟服務園所有困難，所以我們就沒有繼續

投資。那這是我們第四代的產品，所以整個構思的過程，其實我們是早在很早以前，

在這樣一個網站已經有 10 年的歷程，倒不是憑空跳出來作。這是第一個階段的構思

是這樣，至於說名稱、目標群、視覺呈現…我想整個名稱的定義，我們試圖透過學

校來服務家長，所以我們會希望這名稱會跟學校有關聯，這是為什麼取 TopSchool
是有他的道理，這是我們目前整個網站的客戶數(指報紙)。所以我讓你看的原因就

是看我們連這個名字取的都是跟學校、家長有關，因為我們認為家長會比較信任學

校，那透過這個媒介來作服務。(所以網站現在是給家長用的介面？)對，其實你採

訪過窩比跟 babyhome，那 babyhome 的定位族群是 0-3 歲，他比較 FOCUS 那個結

構，我認為啦！就我們在看他整個網站的結構，那我們公司的網站結構，主要目標

客戶群是以 3-6 歲這階段的小孩的家長，所以我們的定位是非常的清楚，目標群就

是 3-6 歲，你的孩子在這個階段他可能要讀幼稚園，或者你的孩子已經上了幼稚園，

這個階段你可不可以透過這樣一個網站提供你想要的教養資訊，找學校的依據，或

者在你教養孩子過程的時候你有需要一些可以參考的資訊，當然我們也希望說這個

網站的設計他除了可以提供家長之外，也提供園方、經營者，透過這樣一個媒介能

夠很清楚家長的需要，再者，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媒介，提供老師一個平台，

這是我們試圖透過這樣一個平台提供這些老師能夠透過這平台相互的學習，所以其

實這個網站的目標客戶群他很清楚，雖然是 3-6 歲的家長，可是我們也提供這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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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幼稚園、安親班的學校，能夠透過這個平台來認識家長、找到新的家長，那當

然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平台，能夠幫助老師她們所謂的社群的功能能夠增加，能夠透

過這樣相互的觀摩學習，我想很少網站會這樣三個族群定位，但是我們非常清楚一

個網站可以作成像這樣，那目前我們的結構呈現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努力，只是每

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重點，像我們這三個重點我們就非常的清楚。 
 
問：內容是如何決定的？ 
答：因為我們的目標群很清楚，既然我們的目標群是針對家長，甚至針對學校、老

師，所以我當然要滿足這三個目標群的需要，我會放親子教育的東西，一定是要滿

足我們家長，我想這是非常明確的。而且對學校而言，他也很需要提供這種資訊給

家長，但是他沒有這麼多的人力，去尋找這麼多的資源，那這個東西就我們作。 
 
問：您希望家長進到網站可以看到的是？ 
答：其實當然我想我們這樣的網站雖然我們作的還不錯，不過我們認為他畢竟時間

還是短了一點，我們在內容上的呈現，我們希望盡量用多元的角度來呈現，所以也

透過同業的策略聯盟，比如說我們跟博客來合作，就是把他一些教養文章、包含我

們去找很多親職教育的專家，我們找到一些幼兒園的園所長，他在教學上的一些經

驗，我們把這樣的資訊放在網路上，那這樣的話家長進來的話，他可以看到說，他

可能想找純粹只是教養的問題，或許我們提供的書籍可以讓他有這樣的解答，或許

他有些是針對孩子在求學過程跟同學互動之間的需要，可能這種書籍就很少，那我

們就希望透過園長，他站在一個教育者的角度認為 3-6 歲的孩子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是什麼樣的互動情形，因為有些東西書籍不見得有這樣一個發行，可是實務上的這

些教學經驗者，他們可能有這樣好的經驗。(所以內容是家長反應的需求嗎？)也沒

有啦，這完全是我們在這行業作了將近 10 年的經驗，這是我們認為必須要提供給家

長的，那當然一般網站在呈現一開始當然你也可以根據顧客導向來設計，可是我們

會這樣構思一開始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經驗，我們認為這是需要給家長的，所以

我們就先這樣做，那當然說家長有反應需要增加新的東西，我們當然也會依據客戶

的需要來增加，只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先把我們覺得應該給的就先呈現出來。 
 
問：視覺呈現感覺是熱鬧豐富的，當初也是這樣設定的嗎？ 
答：我剛剛有提到我們公司是長期作幼兒教育的東西，長期幫一些大型的出版社，

例如說信誼、巧連智這種專門從事幼兒教育大型的公司，作這樣代工的服務，透過

這樣的過程我們也相互的學習，所以我們對幼兒教育的視覺呈現會比較敏感一點，

比如說在配色、版面的編排等，那我們在呈現這網站的時候，我一開始有提到，既

然有三個族群要呈現，所以在整個呈現上就希望他是豐富熱鬧，希望說家長上來的

時候他看到的是，讓他看到的資訊是非常的多，我們不敢講說我們是想做幼教的入

口網站，但是我們的確有這個企圖心希望說透過這樣的網站，可以讓家長找到他想

要的資訊，當然你現在看到的造型其實是我們剛剛講的第四代的產品，可是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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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又改良過了，就是說我們在一年前剛作的時候，視覺上呈現是我覺得比較簡單

的，但是後來我們發現現在的家長可能需要的資訊要的東西非常多元，所以我們就

把整個畫面的呈現再給他豐富，那或許過了半年我們發現這個方式可能不適合，可

能也會再作調整。所以我想你講的視覺呈現，我們的確是依市場上的客戶的需要去

作呈現，當然不外乎也是依行銷的需求來作調整，這客戶需要跟行銷需求其實是一

樣的概念。 
 
(潘：其他網站給你的 impact？你看到我們的網站會不會覺得專業？) 
 
(解釋研究目的) 
 
林：(其實網站的設計)跟使用群有關係，跟目標客戶群有關係，孩子的年齡層也有

關係，你看 babyhome 他粉色系是很自然，因為他的孩子都剛出生，他上面放的都

是小 baby 的嬰兒照，那像我們的網站如果作太粉色系又很難，那太 cute，像我們有

些客戶我想做到安親班的，或是家長，客戶反應就是我們這太可愛、太卡通的，像

我在看 babyhome 我的感覺是，因為他做起來就是針對小 baby，小 baby 就是要這麼

粉嫩粉嫩，因為這跟他呈現的內容應該是有關係，所以跟家長，我覺得倒不會因為

爸爸，那個爸爸 0-3 歲看 babyhome 他覺得這個時候孩子很可愛，那粉色系我想他應

該也不會不能接受，因為他是想看他孩子不是想看那個網站。(所以您覺得是因為孩

子的年齡？)孩子的年齡影響到他整個色系的設計，我是覺得有影響，像我們有個網

站叫 U-School，好像也是專門作社群，作國小的，那他的網站作起來就是針對是國

民小學的，那進去就家長、孩子都有，而且孩子因為已經上國小了，比較能夠自己

操作網站，那有很多老師在幫她們作網站，這網站作起來就是比較國小生的感覺，

看了就很像你看她們在看的那些電視一樣，那種感覺就不會粉嫩，也不像我們這個

這麼跳，他那種感覺就是要有點兒童味，我們的就剛好卡在中間 
 
問：那您是覺得說目標群跟性別沒有關係？ 
答：沒有那麼大的關係。當然我也不得不承認，我們這個階段對象的家長，會比較

想要來看的是女性居多，六成到七成是女性，但是另外就是在應用上會作的很好大

概就是男性，像我們曾經有開放一個功能叫意見調查，幫學校透過這樣的意見調查

來了解家長的需要，那在整個操作的過程，我們發現其中竟然有幾個家長他可以去

網路上找一些特殊的軟體工具，來讓他的孩子得票數弄得非常高，那我們就很清楚

這樣的使用族群一定是父親，基本上依男女生在資訊運用上的能力，當然不一定是

絕對，但是我們看這樣的比例，我們認為也應該是父親比較會去作這樣的動作，就

是我透過網路上去找一個軟體來幫我把孩子投一個萬聖節票選最可愛，他竟然可以

得到 20 萬票，那這個我們看的出來就是應該是目標群的客戶，我覺得，依我們網站

看起來大概 6 成到 7 成，應該是女性居多。(有作過調查嗎？)還沒有，我不得不承

認我們沒有作過任何的調查，但是我們現在在看依還有就是網路上的留言，其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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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留言版的留言的感覺大概就看的出來，因為我們最近剛辦了一個留言的活動，

那整個這樣看下來，比如說一頁大概有 10 則留言，這樣看下來大概 6 到 7 成都是女

性，都是媽媽，這當然跟孩子，跟媽媽在家中扮演的角色有關係，因為母親畢竟對

3-6 歲孩子的教養跟關心投入的是比爸爸還多，或許爸爸投入的角度是另外一個角

度，比較不會那麼直接關心到學校這麼多的…所以我們看那個留言下來，基本上都

是以媽媽為多，6 成左右，爸爸其實比較少。 
 
問：會因為媽媽的關係而有特意的網站設計？ 
答：恩~我們倒沒有，我們的網站設計倒沒有因為是媽媽的關係，我們倒是沒有想到

這一點，不過你這樣提倒是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下，下個階段可以針對女性，不過我

們倒是有發現，因為女性的族群、媽媽比較多在看這樣的網站，所以我們的確有想

下個階段的某些應用可以針對女性的東西來作一些提供，這倒是我們有想到的。 
 
問：幼兒的父母特質、形象？可以為孩子作的事？ 
答：(潘)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你還沒有當父母，所以你覺得這是個很大的 issue，因為

我們都是，所以我們不會覺得這有什麼需要特別去琢磨，所以我們並沒有…我想像

中的父母，就是我們有一塊「父母百寶箱」，那這父母百寶箱、線上父母班啦，裡頭

就是我們有幾個很重要的 topic，第一個關於教養，所以我們會覺得說家長可能會想

要知道關於教養的問題，那關於夫妻之間，一些很好的 EQ 的文章，那我們覺得這

也可能是他會需要的，然後一些健康的文章，就是最新的就是怎麼樣膳食對小朋友

會很有幫助，就是我會去，因為我們自己父母，所以我們會去知道說，ㄟ其實父母

會蠻想知道這方面的 information，所以我們就是會把他放在網站上。那包括就是有

些家長、媽媽他想要對統一發票、或是他想要去旅遊有什麼重要的 information，我

們會覺得說以方便為主，所以我們就是會盡量提供他很方便的一些搜尋資料，是我

們網站覺得蠻貼心的部分。(林)我們好像也有美食。(潘)也有美食，還有 shopping(林)
就是說，其實這對你之前訪談的 babyhome 或是窩比他們大概都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在設計這樣的東西的確會比較細膩的地方，這當然一方面也跟我們在幼教的背

景有關聯之外，還有很重要就是主導了我們都已經是孩子的父母親，所以我們比較

能夠體認，而且也因為，我不知道 babyhome，或是就我們之前對窩比的了解，在處

理這一塊上，我們的確是非常的細膩，所以我想你講形象，就像你看我們網站的設

計，剛剛為什麼講美食，或是像我們總監講找父親跟母親，爸爸媽媽在相處之間，

不管是 EQ、相處之道(的文章)，我想會放這樣的東西，就是我們覺得現代的父母親

他必須具備這樣的能力(所以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潘)其實也不止，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細膩跟廣度，就是說，其實我們就去 brainstorming，我們整個 team 就去

brainstorming，一個媽媽，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我們的社群是給父母，我們並不是給

媽媽喔，我們是給父母，所以給父母，就是需要什麼樣的資訊(林)對，爸爸你也需

要學習(潘)那給經營者，就有一些經營管理之道在裡面，然後給老師，老師就有很

多教案，所以我們是很細膩去觀察每一個社群，然後盡量去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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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其實我們也希望說這個網站就是可以設定他們很容易就隨時可以點選，然後他

今天想要對發票就上去、想要查最新電影，其實就是去揣測，但是有時候資料太多

的時候，其實又會去失掉他的 focus，所以我們是經過非常多的討論，然後把一些重

點留下來這樣，那當然我們還在 adjusting，就是隨時會有新增的資料，然後隨時…

像有一些幼教的法規阿，一些表格阿，是幼稚園園所非常的需要，是全部裡面我們

是唯一有提供的，所以我覺得就是既然要服務，就是服務到底，然後就是提供 as much 
as we can 這樣子。 
 
問：當初有作其他網站的評估嗎？ 
答：(潘)那當然有阿，(一般網站比較缺少的？)我們可能只會針對跟我們比較有相

關，你問的問題很大，(林)我想，作網站的，如果你是個人工作室，像無名，他們

當初作網站目的純粹只是想說同學之間想看照片就作，當然也有些純粹好玩就作，

像我們這樣用公司在作的畢竟還是有些商業用途，有些商業的企圖心在裡面，所以

在作之前一定會 survey 很多的網站，這勢必的，所以說我剛剛也提到，因為我們作

這行業作很久了，既然我在 87 年的時候，就開始在幫學校作網站，純粹是商業導向，

因為客戶有需要，那我為了滿足客戶，那這樣一路累積很多的經驗，所以在這過程

我們一定也會去找跟我們有相關的，比如說你剛剛講的 babyhome 好了，雖然他跟

我們其實是完全不同的族群，可是我們也會去參考，人家的特色在哪裡，甚至我們

也會去看中華電信的，他的相片的功能好不好用，雖然他跟我們的族群完全不同，

或者我們也會去參考 pchome 怎麼作購物，他怎麼樣讓消費者可以很快把他的相片

放上去、怎麼樣作 shopping，雖然現在對我們的應用其實都還太早，可是我們都會

想要去了解，因為畢竟投入這樣的資源，作這樣服務型的網站，給不管是經營者、

家長或老師，一定要有個完整的規劃，所以你剛剛講說，一開始的確我們一定都會

去找，至於說找的對象，因為這有點是這行業的經驗，我們覺得大概要找哪些特質

的網站，比如說我要放照片，我當然要去參考有些放很好照片功能的網站，所以無

關他是不是作幼兒教育的，他無名也是可以阿，因為他照片很好放阿，他的速度、

頻寬怎麼放阿，那他可以這樣做，我們可不可以呢？那我們要這樣做，那我們第一

階段是怎樣，還是我們一口氣作成像他這樣？那作成像他這樣，我們的頻寬、主機

可不可以？所以這其實有很多的成本跟整個推廣的過程需要考慮的因素，所以你剛

才提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公司在作網站的應用跟一般個人他隨性作的他

的思考是不同的，所以 survey 是必然的，這個過程的確會依公司的資源來作調整，

公司現在有 10 塊錢作，跟有 100 元的成本作，那角度是不一樣的，就像我剛剛跟你

提到的，我們作到這樣一個網站結構，我們認為他還是有很多改善空間，那可是就

公司的發展，是希望說他是逐年，一歩一歩來作推廣，我們也很清楚將來網路的趨

勢，不管服務老師、家長跟經營者，很重要，可是我們也很清楚，哪邊不夠，可是

我們現在可能不會一口氣就投入這麼多的資源去作，因為消費者，或是這三個族群，

他也是需要被養成，所以他是需要一段一段去經營。那當然我們推出的時候，我們

自認為，就像我剛剛跟你提的，跟我們同類型的網站，我們可以比他功能更多，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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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介面，再來視覺設計是不是可以更跳？或者說我們資訊設計比他豐富，這個是

我們一定會試圖去作考慮的，比如說列出 10 個因素嘛，那當然如果可以滿足就一次

全部滿足，不能滿足起碼我們滿足一個。 
 
問：網站沒有直接的銷售行為？ 
答：(潘)這就是我想講的，其實像我們 topschool 這個網站阿，其實他是一個非營利

性質，裡面就是沒有直接的銷售或是什麼，那也許我們第二個階段會作，就現在為

止，我們就是以純粹的服務為主，就覺得說提供一個很不錯的平台，讓老師可以有

一個管道阿，他有問題可以上來問，然後有熱心人可以回答，然後家長也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 free，不用花費，然後就可以在上面交流的一個平台，那也針對他們需

求的東西，他們想要知道的資訊，我們就盡量的提供，那其實維護這網站需要的

source 是非常的大，就是站在一個服務的角度阿，希望就是作的好一點，所以其實

這樣對一個非營利的平台，我們在剛開始作的時候，就已經作的很不錯，可是協理

就覺得說好還要再更好，他在第二年的時候居然要我們把他整個改掉，我們研發部

來講我們真的是覺得說，拜託這樣很浪費，不是說心血，而是說整個成本還有 effort，
可是他就是真的覺得說，既然要服務大家，然後就是把他作更好，所以整個都改掉，

然後包括像有很多很可愛的小圖形、圖示，那個在設計上來說是很占位置的，就是

其實我們可能可以呈現很多資訊，可是我們為了那些圖，就是資訊可能要被擠到下

面，可是因為我們希望呈現就是很 friendly 的介面，那這也是經過很多的討論，所

以你經過這訪談再回去看我們的網站，會知道說我們的網站是很用心，然後就是為

了，我們有一些是給小朋友的嘛「遊戲練功房」，那就是我們有一些小 icon 真的是

很用心在設計。 
 
問：單元項目是怎麼規劃出來的？ 
答：對呀，就是說我們去很仔細的觀察父母要什麼，那就是說其實現在的父母之間，

除了出去玩之外，在家裡也是可以一起讀書或是一起作 something，「親子/遊戲練功

房」就是可以讓小孩在玩的過程當中可以學習到東西，而家長也在旁邊陪他們，「百

寶箱」那個部分是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我們強烈的推薦父母帶小孩子去郊遊踏青，

所以我們會提供最新的很不錯的景點，可以讓他帶小孩去，所以有一些像跑馬燈阿，

那就是會把最近發生什麼事有什麼訊息提供給家長知道，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常常跟

小朋友一起互動這樣。(「百寶箱」這名字會讓人覺得不知道內容？)要點進去才會

知道嘛…對呀，因為我們當初定這名字的時候阿，我們也有在想說會不會聽不懂，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新一代的會想說就是聽不懂才會吸引他們去點，所以這個…對

呀，其實我們曾經有想過改那個名字，後來還是沒有改，現在有點後悔沒改(笑)，
不過反正我們是 on going 會繼續，對呀…你看的出來我們網站上面的用心嗎？(越看

越有一些內容在裡面) 
 
問：文章、內容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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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我們去邀稿阿，有一些當然就是從網路上覺得不錯的文章去擷取，那其實都

是經過篩選啦，(那篩選的原則？)因為我是學幼教的啦，所以我會嚴格的把關…你

會覺得我們的東西是有幼教專業在作嗎？(比較有教育的東西在裡面)對呀，因為我

本身就是在教幼教的，所以我就是會有很多…因為我也是在教一些園長跟老師，所

以就是會比較貼近他們的需求。因為你如果有注意到老師交流區的話，就會發現有

一些老師新手〝拜託拜託，這個主題阿，我想不出來…〞就會有很多好心人士上去

回，其實有些時候阿，就是我們的專業團隊去，因為我們就是有這方面的專業。 
 
問：網站有管理或限制發言嗎？ 
答：不會，我知道有些網站去控管，比如說罵到他們網站就趕快把他刪掉，那我們

比較不會，因為我們希望提供一個自由交談，因為當發出這個留言的人發現你把他

刪掉的時候，你的自由度就已經得到限制啦，就知道說不當的言論就會被刪掉啦！

(林)這我們非常 open，也希望聽到一些聲音。 
 
問：所以目前還沒有作使用者的調查？ 
答：這到目前還沒有。沒有作這一塊，既然我們從事的是比較公益，或是服務導向

的，我們就不會特別去思考這一塊，當然如果下個階段有需要作一些應用的時候，

比如說我們想推出一些加值性或商業性的服務的時候，那當然我們就要針對這樣的

族群作一些分析，不管是從性別或年齡，或者可以作到更細，包括他的收入，都可

以來作，那當然我們的網站並不是像這種大型的入口網站，他需要作到分眾這麼細，

他需要很清楚，那我們目前是都還沒有，不過我想這個網站下個階段要往這樣子發

展，我想是勢必要作的功課，那目前我們是還沒有作這一塊，不過我們的確有作一

些基本的分析啦，比如說流量啦，這是很容易的，或者說，就像你講的，我們以小

觀大，透過我們使用的客戶群，比如說很多學校在用，透過他們的留言板、他跟家

長之間互動的訊息，我們可以知道目前主要族群是以媽媽、女性居多，這是我們大

概六成左右，我們看的出來這個情況，那也發現我們這個網站對學校，對經營者而

言幫助蠻大，因為那個瀏覽率其實量非常的好，我們前陣子，有個學校辦了活動，

一個晚上有五百個家長上去瀏覽，這對他而言他當然也是非常的 shock，當然我們看

了也非常的訝異，就是說網路真的是無國界，甚至隨時可以作行銷的一個工具，就

這個業者他主動跟我們分享，我們非常訝異，應該是這樣。那個活動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爸爸把孩子的照片貼在他們公司福委會各樓層的公告，希望同事去幫他孩子作

線上投票，就那個晚上就五百個人，那是我們台中的一個學校，還主動打電話給我

們的服務商，我們才知道，不然我們五六百家客戶，不可能每天有人上去看這個學

校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我們不會做這個事情，那純粹是學校自己打電話來跟我們分

享，我們也有這樣的一個案例產生，所以的確讓我們訝異，當然如果以那個父親任

職的工廠有一兩千個員工，那我們這樣看起來廣告效益就非常高，對這個學校而言，

對家長而言，他也會非常有成就感，透過一個小小的活動，竟然公司有這麼多同事

願意去幫他的忙，這個我想對家長或學校而言是很正向的鼓勵，對我們而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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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現原來這樣的服務體系是有代價的，因為代表家長可以充分利用這樣的東西來

跟他的朋友，或者跟學校作溝通，應該是這樣… 
 
(總監詢問怎麼找到 topschool 網站的方式) 
 
(總監詢問訪談其他網站的感想) 
 
研究者：感覺 topschool 跟 babyhome 的差異性比較大 
林：對，當然因為族群不同嘛，他也說他主要來源是靠廣告嘛，他的父母親聽說是

一天一塊嗎？(是說有使用者付費的部分)他們算經營的蠻成功的，看的出來他整個

頁面操作就是如此(媒體平台)，我們在看就很清楚，他是把它當成一個媒體在操作，

而且他充分利用他的平台在作廣告，不然我想就技術性，我想這技術大家都做得到，

只是他切入的很好，切入的那個點切的很對，應該是這樣。 
 
(窩比的訪談經驗？跟 Topschool 的差異？) 
 
潘：她(研究者)剛剛也有提到，網站有些東西看名稱看不出來，像百寶箱要點進去

才知道原來我們很重視親子之間的活動，我覺得這還蠻可惜，其實我們裡面真的裡

面很多東西，只是好像看不出來，要點。 
 
林：是不是因為我們總監 level 比較高(笑)，所以有時候做出來的東西，有些家長他

的受教育程度有影響到，有些父母親他可能藍領階級，搞不好連百寶箱文字的定義

他都不是很懂，我會有這種感覺，其實我們作網站，面對族群很廣，那當然對一些

受過完整教育或者說他在文字敏感度上比較好的家長，他比較能夠懂那個意思，不

然我想我們作的網站可能對很多家長來講，那個愛的活動營其實很多人就也聽不

懂。這也是我們也很掙扎，就是說要不要維持我們自認為也不錯的一個格調？就是

文字上，我覺得我們還蠻有內涵的，可是也會掉入你剛才講的，就是有些家長他一

看看不懂什麼意思，因為實務上我們的確也碰到很多學校問我們這是什麼、不懂，

那我發現是不是大家對文字的定義有差別？像人家都寫「好站相連」寫的很白話，

那我們就用「網站百寶箱」我們就這樣寫，可是有很多人就不懂那個「百寶箱」到

底是什麼，所以這也是我們很掙扎的地方，老實講。或許下個階段像你講的針對網

站使用族群的分析的時候，我們可能也要很認真去面對這個問題。 
潘：其實我剛剛在想阿，其實現在的網路世界，就是說你可以格調很高也可以格調

很低，可是我覺得，其實我們已經定格在這裡，不一定要回去，像現在網站不是有

一個就是女生，他自己在開水果的事業，那因為他就在網路上賣水果，可是他就是

把那個是哪一個果農、用哪一種安全的農藥，他就把那個故事講的很清楚，那我覺

得我們的網站其實有很多很細緻的東西，可是我們並沒有把我們的故事告訴我們的

audience，沒有告訴我們的觀眾，那有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上面講說我們的用心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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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那也許別人就會知道我們背後的心意是什麼，然後也許可以去接受那樣的心意，

(林：再更多努力說明一下)，對，你覺得咧？(會想知道網站的故事)其實我的意思就

是要把那個心意告訴大家，像台中的一家鳳梨酥的店，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大家聽，

大家就會知道為什麼要賣那麼貴，我覺得的確是要把我們的故事講出來，對 
 
問：網站有宣傳的策略嗎？ 
答：(林)我想喔，宣傳上除了透過平面的報紙廣告，在網路的廣告奇摩的關鍵字行

銷打的如火如荼已經作了，我想我們是比較沒有那麼積極性的，我們先從這兩個角

度去作，那另一個角度就是從使用者，因為我們希望透過，一開始我們是希望透過

學校把家長抓進來，所以我們對學校這一塊我們倒是花了蠻多時間去作，也就是說

我們透過我們這些通路去作這樣的行銷，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網站跟家長作溝通，

所以我們目前還著重在學校這一版的廣告，反而對家長的廣告，其實都是比較被動

的，透過學校，讓學校告訴我的一百個家長說，我已經用了這個網站，我們學校有

網站，你可以上來，在裡面我們作一些置入性的行銷，讓他在找一些資訊，作一些

應用的時候，可以很自然就把那個流量跟相關的路徑就連到我們 topschool 這邊，所

以目前整個的宣傳策略並沒有很積極的對外面作這一塊，不過我們這樣做已經算是

還不錯了啦，我認為啦，因為以一般網路公司在作，不會像我們花這樣報紙的全版

廣告，而且像我們廣告也不是隨性作，我們是有計畫性作，比如說每半年作一次，

然後半年作是在什麼時候作，我們都有自己的概念，而且我們也要求自己就是一定

要作成這樣，希望他能夠經過一年兩年三年，大家就很習慣、很知道說這個 topschool
在每一年這段時間都會推出這樣的廣告，讓學校跟家長作一個溝通，我想找學校的

家長，這個時候可以在報紙上看到這些學校，然後我是想找家長的學校，我也可以

透過這個時間，作這樣的廣告跟家長作接觸，那至於說長年的 yahoo 上的這種關鍵

字，我想那個本來就是一種投資，我想我們這樣的宣傳，我自認為應該算還不錯。

(潘：其他網站的行銷？) 
 
問：所以 topschool 沒有廣告廠商的合作？ 
答：(林)目前沒有(問：所以網站的內容跟活動是自己找的？)對，自己找的，那當然

廠商，因為我們是免費的開放平台，他也會從這邊過去找到他要的族群，就他自己

也會上網登錄，所以我們寫了一個機制，讓相關的配合廠商可以自己上來我們的主

網站作廣告。(潘)其實現在有一些我很驚訝的就是說，比如說市立圖書館或是一些

非營利的，他們也會上來，那我會覺得說其實這種非營利他根本不會那麼積極，可

是他也都會積極上來我們這邊，這是我覺得比較驚訝的，而且就是因為我們這邊就

是有教師研習的資訊，還有一些愛的活動營，我發現就是廠商可以分的清楚說活動

營就是親子的，他親子的就會登在這裡，教師的受訓他就會登在教師那裡，他們還

區分的清楚這樣，而且越來越多人知道。 
 
(關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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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我覺得我們登的速度不是很快，可是就是說能夠感動我的，或是我真的覺得那

個可以幫助別人的我才會放上去，不是隨便亂放，如果要隨便亂放就可以很快就幾

千篇，(會請廣告商提供文章嗎？)沒有耶，我們也希望接下來會這樣做，篩選一些

覺得他們的文章都蠻有指標性的一些公司，可是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目前都還是我們自己去篩選文章放上去，不過這樣子人工維護的精神要耗費比較大 
 
問：關於網站的主要精神與特色？ 
答：(潘)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比較遺憾的地方，我會覺得說現在的幼教老師，好像比

較沒有那麼的用心，因為就是說她們上我們的網站問問題，我會覺得說他那問題其

實沒有很經過大腦，這個部分是我覺得對幼教界比較憂心的地方，因為如果說他上

來問問題，他自己也有作過一些研究，因為有時候他問說新年到了，不會寫教案，

可是問題是我們網站裡面新年的教案其實就蠻多的，他根本就沒有找就上來問，那

我覺得這部分是很可惜，因為事實上我們裡頭有很多的東西你可以去找到資料，包

括，因為我是教課程活動設計，然後把課程活動怎麼去設計的一些重點都已經寫在

那裡了，第一步驟…她們都不會去看喔，就直接上來討救兵，對，這是我覺得比較

可惜的地方(這可能是網路使用者的通病，有問題就直接丟) 
     精神，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提供服務，就是希望這些族群可以在裡頭找到他要的

資料，我覺得是我們的本意，還有就是很多媽媽他也需要，比如說他剛搬到一個地

方，比如說我剛從台北搬到桃園，可是我對桃園是很不清楚，我想要問一下有經驗

的媽媽，桃園有沒有比較推薦的幼稚園，然後我希望很多媽媽可以給他意見，那我

們希望是凝聚一股力量，是說大家可以互通有無，在一個沒有利益糾葛的上面，大

家都可以互相幫忙的一個東西，可是我其實常去信誼看，我覺得她們的留言其實是

很多媽媽上網說我在集 HELLO KITTY 的什麼，然後誰有可不可以給我這樣，我覺

得如果是這樣的話會比較可惜啦，或是說有尿布 10 片什麼要跟我換這類，那我覺得

只是這樣的話會比較可惜，那我會希望說這個社群她們可以上來討論一些教養上的

問題，那我們真的有發現有一些真的是，比如說他小孩突然不去上學哭鬧，那有沒

有有經驗的媽媽可以提供一些經驗，我覺得我比較想要知道一些就是有深度，真的

可以解決問題的這個層面。可是他一定又要罵我會不會曲高和寡(笑)，因為真的就

是三姑六婆討論哪裡有大特賣這種，可能有比較多人瀏覽吧也許，所以要怎麼樣在

有深度又有那個熱絡度，那個可能也是我們要再去調整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有家長

留一些比較瑣碎的留言怎麼處理？)不會，還是讓他開放，我覺得也還好，就是一般

人的通病，反正那些媽媽也沒有什麼事情作，那造成一個跳蚤市場把舊貨出清，我

覺得也都可以，只是我希望他是有一個平衡的，不要百分之九十都是那樣子的，可

能都有這樣子。那我真的希望造成一個交流，然後那些交流真的可以幫助媽媽或老

師，或是幫助經營者，因為你會發現裡面很多經營者會說我缺老師，那是不是有誰

趕快跟我連絡，我覺得這也是很大一塊，因為其實對幼教的園長來說阿，找老師是

很痛苦的一塊，然後事實上你到 104 去登資訊，有時候不一定那麼的 LUCKY ，那

我們這個社群就是針對這樣的一個社群，他可以在裡頭找到他要的老師，然後老師



 附錄 42

也可以找到他要的園長，我覺得這也是很不錯的一個美意，我覺得既然我們的族群

有鎖在這三方面，就希望這三方面可以從這網站得到一些東西，方便、資訊或是互

動交流，我覺得這都很好 
 
問：網站本身有評估嗎？ 
答：有阿，當然，不過其實我們也在學，學說這個網站就是跟剛剛講到那三個平台，

她們想要的是什麼，那我們提供到底是不是他們要的？所以這是一個 on going 的

process，就是繼續去走，然後研究看缺在哪裡(林)會一直努力作，其實很少人像我

們這樣做網站，就是會覺得不夠好，一直想辦法讓他更好，我想網路公司在作，除

了商業上的考慮之外，個人興趣他要有時間跟資源的限制，那如果作商業型的網站，

他當然還是回到成本的考慮，我想我們試圖兩者兼具，所以在作的過程，有時候會

覺得這是需要花的…各方面服務的深度，比如說，因為三個族群要的東西其實不太

一樣，像我們總監剛剛講，老師要的是教案，那我們認為雖然教案這一塊我們有作，

但是深度跟廣度可以再加強，可是就我們目前的安排，或許這一塊是我們今年年中，

或到今年年底的重點，可是或許我們後來在作發現家長這塊有新的需要也不錯，我

們可能就先滿足，所以我想我們可能也會陷入就是我們要服務的族群很明確，可是

也因為很明確，我們也知道要給的東西永遠都不夠，我想這是可以一直被努力的，

你現在看到的網站是我們去年的，那今年還會推出非常多的服務來服務不管是家長

或老師，那這樣的服務都是我們其實早在可能兩年前開這個站的時候就已經想好

了，可是為什麼等到兩年後再來作，這是因為我們覺得或許要更多的人來瀏覽、更

多人使用，這個時候推出這樣的服務才有價值，像現在很多影音的需求，我們也在

評估，可是評估影音其實不是單純從技術或熱誠就夠了，可能也需要回歸現實，公

司是不是有足夠的頻寬，這麼足夠的主機，讓這些家長可以一直來丟，那如果她們

不能無限制的用的時候，我們該怎麼樣作一個成本的概念作一個結合，所以就投資

的角度，不管是現在或未來，就像我們總監講的，不斷的學習人家好的一面，也不

斷的衡量自己的資源，我想作網站一定要衡量自己有多少資源，不然的話就會流於

夢想很多，作了半天那個網站就停在要上不上，要下不下，對使用者來說也是個負

擔，因為他花了很多時間認識你這個網站，也放了很多資源，包含他個人的資料，

可是不到半年這個站就停了、死掉了，這也是非常可惜，我不希望我們的網站是這

樣，所以你現在看到連這樣報紙的廣告我們也是掙扎很久，要不要作？作了之後可

不可以持續？不能持續是不是就不要作了？我想這都是我們考慮的因素。 
 
(詢問論文動機) 
 
潘：其實介面設計跟我們協理講的比較有關，其實我們介面設計會比較注意的是說

使用者的族群，主要不是爸媽，而是爸媽的小孩是多大，可能是當初這個題目沒有

想到的，那一般我們來看也是這樣子，像你去想 BABYHOME 就覺得是合理的，他

的設計看起來真的很像 BABY 的，而且他名字也有 BABY…(林)實務上她們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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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以三歲以下最多，去觀察就知道 
 
問：網站跟傳統媒體的差異？ 
答：(林)我想網站就我們作設計的角度，可能是因為我們公司是資訊公司，所以我

們常跟很多的使用者說，你用我們的網站可以把資料留在這邊，這有點資料庫的概

念，這有點像你家的一個書櫃，或是很大的儲物間，可以把很多東西有系統的分類

放到這裡，隨時可以回來找，所以對學校老師而言，可以隨時回去找他以前曾經有

興趣，或是忘記的教學法，對使用者而言，比如說這些學校，去年作過什麼樣的活

動、企劃案在這網站裡，可以隨時把他調閱出來，對家長而言，他可以隨時去看，

孩子上個禮拜去挖地瓜，我沒有去參加，這禮拜剛好有空，就可以上學校網站去看

孩子挖地瓜的情形，我想這是一般傳統媒體完全作不到的地方，就是說這種資料可

以儲存，可以隨時去翻閱的概念，這個對忙碌的現代人有很大的幫助，那因為透過

網路，他可以很方便，不管是在辦公室、住家，或者我在哪裡，或者我們也碰過使

用族群是爺爺奶奶在美國，他也可以上來看他的孫子在學校的狀況，我想這是一般

傳統媒體作不到的地方，我想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差異。再來就是說網站他有影音

的功能，有聲音、影像，所以看起來更豐富更感人，甚至因為我們網站可以有互動，

因為他是不記名，不知道誰上來看，所以你可以作很多父母親更深層的了解，父母

親可以透過網站知道說台北的父母親是怎麼教小孩子、南部的父母親是怎麼教孩

子，那我中部的父母親可以怎麼教孩子，透過這樣的方式對父母親在教養上幫助很

大，對使用者或是對老師我想也是一樣的概念，透過網站以小看大，他不會受時間

或空間的限制，這是網站跟傳統媒體差異很大，傳統媒體限於篇幅的問題、保存的

問題，這是他很難做得到的，那當然他限於傳遞速度也有影響，就像說我們前陣子

多了一個功能，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的放他的照片，以前可能一次只能放個六張，現

在可以讓他批量，像無名小站一樣，一批批，50 張 100 張放，結果我們發現那功能

才剛放上去，馬上下午就有使用者打電話來問怎麼用，隔天就開始一堆人在用，我

想這是一般傳統媒體他很難做到這麼即時，我們甚至發現我們可能星期六早上六七

點機器在維修，八點就有人打電話來我們公司，說網站為什麼不能上，這也是一般

傳統媒體做不到，因為傳統媒體他有他固定的時間，就是那個時間，就是只能給那

些人看，那我想我們這個東西可以透過這樣的差異去作發展。 
 
問：網路算是有門檻的，需要一些設備？ 
答：對，不過這個東西就我們現在在看，他已經非常平價了，非常普及，我們講平

價就是說他非常容易，所以一個人真的想從事這樣的行業，或是這樣的服務，這個

門檻是非常低，其實真正的門檻就像你剛問我們總監的，怎麼樣讓這個網站他的細

膩度、他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是很清楚這個族群你給他他要的資訊，就像說也有

人在放這樣的教養網站，我們總監就堅持那個東西是他看了他自己有感覺，可以放

上去可以真正幫助家長的，可是有些網站他是到處去蒐集可能五百篇一千篇就放上

去，可是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些陳年老調，甚至看起來就是食之無味的東西，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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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網路的一個缺點，優點有時候變成缺點，因為他不過濾不刪減，他也沒辦法去作

刪減，報紙全版就是這樣的篇幅，必須去作內容上的控制，可是網路他沒有這樣容

量的限制，所以很多的網站的確在內容上是食之無味，那這樣的東西是我認為真正

的門檻在這裡，倒不是我們看到有形的設備，或者有形的頻寬，因為這個東西對有

心想作的人，在技術上跟設備上的門檻都不高，我們在看其實都不高，因為我們要

作的網站並不是像 yahoo 那種超大型的網站，每天將近有五六百萬人口在瀏覽，那

當然他的設備跟頻寬或許就是一個門檻，對一般的投資者而言，可是像一般的社群，

像 babyhome 只作 0 到 3，或者他講 0-6 好了，可是他很清楚就是孩子出生寶寶拍的

一個社群的網站，或者像我們這種，其實像我們在設備上的門檻其實都還好 
 
(總監問關於網站內容風格的建議) 
 
問：「網路民調」是有人委託或是自己發起的？ 
答：(林)沒有人委託，但是我們會針對每個議題不定期的去作了解，比如說快招生

了，我們就會去了解父母親在幫孩子選學校需要什麼特質，然後這個時候可能是招

生期已經過了，那我們就會問父母親說，一個好老師要具備怎樣的特質，我想這個

議題的設計我們會稍微思考一下，但沒有人特別來委託我們作這樣的民調，但是我

們的確，倒不是你講的娛樂，娛樂又不一樣，娛樂我們就沒有作這樣的方式，目前

沒有嘗試作娛樂的東西，其實是希望這個東西回饋出來是有用的、有價值的，是有

參考性的，所以會稍微硬一點點，就會問比較專業性的問題，我們目前議題都比較

硬一點點，我們也不排斥像 yahoo 問一些比較有趣的，或者無厘頭一點的，我們也

不排斥，只是說我們的確這個時候還沒有花很多心思去想，針對網路民調作一些特

別的發揮，但是我想就網路使用者的習慣，的確無厘頭、有趣的反而人家還蠻喜歡

的，那至於說你剛剛提到覺得網站內容首頁給人的感覺太豐富，我想這個東西，當

然你給我們這樣的意見很好，像 google 的首頁就是很簡單、搜尋，那 yahoo 定義就

是入口網站，所以他就是什麼東西都有，很豐富，所以其實這對我們而言也很兩難，

因為我們有三個族群要滿足，所以我們就很怕說是不是資訊上的提供不夠的時候會

不夠豐富，是不是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也不諱言這個站一開始的時候我自己個

人定位他是很豐富的，能夠先滿足使用者上來，能夠滿足他想要的資訊，那至於說，

是不是因為我們作了一段時間，我們在來衡量，是不是像你講的要更精簡，還是我

們覺得，這樣是對的，繼續再給他豐富下去，反而是量要更多，我想這的確是我們

有在思考的角度，今天如果站在純粹視覺的效果，的確簡潔一點看起來會比較清爽

舒服，因為我看我們內部也有很多專門作網站的工程師或是美術同仁，會說這個站

資料不要那麼多簡單一點，可是我們也會聽到一些聲音，說你這網路上怎麼沒有這

個沒有那個，所以我們其實也還沒有很認真去思考，到底是要走豐富對，像 yahoo
這樣入口網站什麼都有，還是像 google 這樣很清楚我就是作搜尋，這也是我們很掙

扎，不然你看 google 那個站看起來你也搞不清楚，都白的然後中間一個就可以賺錢，

你不清楚他為什麼這麼賺錢，雖然他是靠搜尋來作起家，可是事實上 user 對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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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卻非常高，可是 yahoo 也有一票人非常支持他，現在他號稱 99.9%的到訪率，七

百萬的人口都在上 yahoo，那 yahoo 這樣的族群什麼都有，不管他購物、社群、拍

賣，基本上都是營業第一名，天下雜誌最近出的那個「yahoo 奪走你的客戶」他寫

的就很清楚，基本上只要他有跨入的都是第一名，除了在搜尋引擎這塊輸給 google
之外，不然目前好像他全贏，所以我們不知道到底對不對，你如果問這問題，我會

不清楚到底走精簡好，還是走 yahoo 這個風格好，而且台灣是這樣，大陸、日本歐

美又不一樣，yahoo 在大陸就不行阿，在日本也還好，可是台灣是第一名，所以你

很難講到底那個方式是對不對，我是這樣覺得啦，或許我們也可以再跟你互相討論

一下，或許以後我們要頁面設計我們再想一下，到底是要走精簡一點還是要更豐富，

這我們很掙扎，所以希望到時候你的論文出來之後也給我們公司一本，我們作存檔 
 
(協理詢問 topschool 與窩比的不同，窩比把網站要強調的放在明顯的位置) 
林：比較明顯的位置，ㄟ這倒是我們忽略掉，因為我們整個頁面一打開其實都，他

是屬於在比較下面，拉 bar 要拖才看的到(潘)我們第一版就是這樣，是討論區為主，

那後來是同仁覺得說那三個族群的三塊要擺在上面才容易點選，所以現在才被擠到

下面來，原先也是這樣 
 
(窩比的視覺比較簡單，topschool 比較熱鬧、像園遊會、學校) 
潘：其實你知道 topschool 阿就是有點在空中的學校的感覺，top 是有點高的意思，

所以就是有點像空中學校，還有因為他是網站嘛，所以就是感覺又是在天上那種感

覺，然後呢他又有一個很好最好的意思，那每一個學校他想要當成最好的學校，所

以他具有兩個意思，一個是就是他是無國界，他是在上面 top，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

是最好的，我們五年前這名字就想到了，(林)top 意思就是希望最好的，給家長最好

的，給學校、經營者也是最好的(潘)然後希望那些學校也都努力成為最好的(林)對，

大家一起努力作最好的，所以我就說我們網站定位一直希望往那個境界一直努力，

當然因為這目標很難，現在好了，可能你不努力又被追上，我想「最好」他其實是

一個目標一個境界，所以對學校我們也是告訴他，你要成為最好的學校，不管你現

在怎樣，都可以成為最好的學校，你曾經是最好的學校，不努力，家長對你的滿意

度可能也不夠，那我們希望成為最好，所以名字取的就很清楚，所以你看我們的客

戶群裡面，她們都會用我們的「最好」，他們的網域名稱基本上都會用我們的「最好」，

很多，我們的百分比，如果說五百家客戶，我們目前應該是最多，像窩比很多客戶

就不用窩比，那個定義就很奇怪 
 
(總監詢問對名字的看法，中文的部分) 
問：「魔力」的意義？ 
答：(潘)就是，因為我們就是教育嘛，所以一定是教育網，那因為我們是先取英文，

就是最好的學校，那時候就在想說，那中文要叫什麼，那其實我們作了很多的想法，

到後來就是覺得說，以這個音來取，然後因為其實我們想要就是這個網站可以提供



 附錄 46

你很多解決的 solution，比如說你今天跟你先生吵架，可是你上來看一下夫妻的這

個，就覺得 feel better，那所以他是一個很魔力的地方，就是老師他寫不出教案，他

可以在上面找到 solution，所以他是一個很 magic 的地方，所以是魔力教育網，那塔

普思酷就是 topschool，那後來是覺得說，因為塔普思酷怪怪的，加上魔力教育網就

有一種很 fancy 的感覺，我們會覺得說會很符合那種七年級生，因為他們就是無厘

頭，就是想要特別的東西，他會覺得說就是有很特別的東西在裡面，所以就定案了(所
以使用網站的年齡層？)不一定耶，園長還是三四十歲，也有老的，可是我們可以預

見，因為這網站也不是作幾年而已，我們會繼續用下去，可見的是以後社群年齡是

越來越低嘛(林)勢必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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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幼教網站個案分析表 

網站名稱 TopSchool 塔普斯酷魔力教育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 不穩定 

資

訊

設

計 

廣告 無廣告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網站以大量顏色營造熱鬧活潑的氣氛，包括背景底色以及文字，

顏色都相當豐富。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視

覺

設

計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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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31 人際互動 24 

疾病 16 父母自我成長 35 

衛生習慣 31 性別議題 10 

安全 1 親子互動 2 

幼兒發展 1 休閒娛樂 1 

幼兒學習 12 家庭議題 7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18 其他 22 

類目 標題 

自我成長 智慧的媽媽 
自我成長 媽媽的教養心情學會了又如何？ 
飲食營養 媽媽愛心營養餐 
自我成長 爸，可以借我 10 塊美金嗎？ 
自我成長 爸爸的願望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自我成長 一位丹麥父親的「責任教育」 

 

網站名稱  MAMAPAPA 親子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資

訊

設

計 品牌歷史 ■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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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紅色、綠色為網站主要框架的顏色，底色為白色，配色為黃色、

粉紅等顏色。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非操作式圖像 
(框架)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網站是由「數位柚子事業有限公司」所建置，因此網頁圖像的運

用也以「柚子」、「柚子葉」為主。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視

覺

設

計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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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1 人際互動 4 

疾病 1 父母自我成長 15 

衛生習慣 6 性別議題 1 

安全 1 親子互動 22 

幼兒發展 9 休閒娛樂 22 

幼兒學習 35 家庭議題 1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14 其他 5 

類目 標題 

家庭議題 爸爸最擔心經濟問題 

親子互動 孩子最希望爸爸做的事？ 

親子互動 二成孩子反應媽媽很少用心聽他們說話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網站中「爸媽小幫手」共分為親子討論區、親子新聞台、明天哪裡

玩、藝文小天地、教養輕鬆談、尋找幼稚園共六項 
    從網站提供的「爸媽小幫手」功能，可以發現網站設計者認為現代

父母在教養幼兒的工作上不足之處，包括一般網站最常見的討論區以及

幼稚園的搜尋、休閒娛樂場所、以及教養觀的相關文章。 
 

 

網站名稱  親子學苑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資

訊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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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設

計 

廣告 無廣告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視

覺

設

計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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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類目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58 人際互動 12 

疾病 76 父母自我成長 57 

衛生習慣 58 性別議題 1 

安全 12 親子互動 42 

幼兒發展 26 休閒娛樂 6 

幼兒學習 64 家庭議題 4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46 其他 26 

類目 標題 

疾病防治 為什麼寶寶睡覺時容易驚醒？ 
……聽到最多的媽媽們抱怨的就是…… 

父母自我成長 寶寶夜間護理  

有位新手爸爸炫耀他的夜間護理心得，一邊講一邊還… 

衛生習慣 媽媽的必修課─清洗奶瓶 step by step 
情緒問題 陪孩子一同成長 媽咪，我失戀了！ 
父母自我成長 化解問題的妙點子 最常困擾媽咪的 10 個疑惑 
休閒娛樂 打扮寶寶 媽媽分享購衣經驗 
父母自我成長 新手媽咪輕鬆育兒 6 招 
父母自我成長 破解新手媽咪的 12 大焦慮 
親子互動 促進父子關係 
父母自我成長 怕爸爸好？還是怕媽媽？ 
父母自我成長 愛孩子，也愛工作 SOHO 族媽媽的世界 
父母自我成長 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嗎？聽媽媽的育兒心情 
休閒娛樂 聰明媽媽購物經 
父母自我成長 日本男人可休育兒假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父母自我成長 俄羅斯媽媽育兒經 

 

網站資訊 網站名稱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附錄 53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視

覺

設

計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使用極具明朗、熱烈、歡愉的暖色系。澄-溫馨、進取、活潑；粉

紅-甜美、溫柔、喜悅(BabyHome 網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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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描繪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以母親與幼兒共同使用電腦象徵教

育的意涵，「電腦」意味著教育與學習的材料，而此

處使用女性的圖片，可能隱含教育下一代為女性責

任的意義。 

 以「向日葵」的圖片，象徵旅遊、戶

外與陽光等意涵。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描繪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以筆記本、備忘錄的形式區隔不同主題與功能。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無選單設計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類目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64 人際互動 1 

疾病 98 父母自我成長 2 

衛生習慣 5 性別議題 89 

安全 5 親子互動 7 

幼兒發展 9 休閒娛樂 8 

幼兒學習 5 家庭議題 1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5 其他 0 

類目 標題 

情緒問題 媽媽不要我了？5 招輕鬆化解老大情結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父母自我成長 養兒育女，爸爸一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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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自我成長 父親角色的重要影響 
情緒問題 爸爸，我不要當「好小孩」─談反抗期的父子對立 
親子互動 媽媽溫柔的呼喚刺激寶寶頭腦迅速發達 
疾病防治 媽咪注意！秋冬之際，小心輪狀病毒來報到 
飲食營養 超級老媽─4 種營養肉類料理法 
安全 媽咪不能不知道的 

 

網站名稱  奇蜜親子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 有 □無 

部分內容需要登入會員後才能夠觀看與使用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用顏色來區隔不同頻道，首頁─鵝黃；父母學習中心─粉藍；家庭

討論區─粉紅，以白色為底色，以文字的顏色來強調網站中的內容 

視

覺

設

計 

圖像運用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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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無選單設計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21 人際互動 8 

疾病 21 父母自我成長 4 

衛生習慣 15 性別議題 3 

安全 14 親子互動 7 

幼兒發展 9 休閒娛樂 1 

內

容

設

計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幼兒學習 23 家庭議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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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問題 18 其他 5 

類目 標題 

安全 和寶寶同床睡嗎？小心！ 
……妳和寶寶同床睡嗎？…… 

幼兒發展 小寶貝的「為什麼」 
  ……天哪！媽媽快抓狂了…… 

父母自我成長 孩子比老伴更重要？ 
   身為一個母親… 

情緒問題 媽咪，爺爺去哪裡了？ 
父母自我成長 妳對孩子公平嗎？ 
親子互動 孩子的大玩偶─學前孩子眼中的父親 
父母自我成長 女兒比較愛婆婆？ 
父母自我成長 媽咪紓解壓力妙方 

親職角色呈現 

父母自我成長 適應爸爸這份工作 

 

網站名稱  優生媽媽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視

覺

設

計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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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網站的背景顏色隨不同年齡層的分類而有所不同，在「懷孕期」

為粉紅色，在「0-6 個月」為淺藍色，「6-12 個月」為較深的粉紅色；

「1-3 歲」則是黃色系；「3-7 歲」以綠色系為主。 

     
次要頁面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歡迎頁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32 人際互動 16 

疾病 17 父母自我成長 12 

衛生習慣 14 性別議題 0 

安全 16 親子互動 8 

幼兒發展 13 休閒娛樂 6 

幼兒學習 39 家庭議題 1 

情緒問題 28 其他 7 

教養內容呈現 

 

類目 標題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疾病防治 寶寶熱呼呼 媽咪心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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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互動 媽咪寶貝甜蜜互動 4 招 

父母自我成長 寶寶要媽媽，不要爸爸怎麼辦？ 

 

網站名稱  蘋果幼教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不穩定 

資

訊

設

計 

廣告 無廣告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視

覺

設

計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附錄 60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相關內容 無教養內容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網站自比為購物網，將幼稚園比擬為商家，將家長視為消費者。 

 

網站名稱  育兒生活 BabyLife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 其他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不穩定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活動廣告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視

覺

設

計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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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導覽)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無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無選單設計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內容呈現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無 
 
 
 

 

網站名稱  Baby 幼教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資

訊

設

計 

廣告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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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 無 

視

覺

設

計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

覽

設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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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無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Baby 幼教網主要內容在幼托園所的登錄與尋找，以及家長、教師

族群的交流，網站的討論區分為六區，分別為「招生討論區」、「家長交

流區」、「教師交流區」、「教師進修資訊」、「課外活動交流」以及「教育

法規區」。除「教育法規區」之外，其他五區的討論區都可以自由發表

意見，從討論區發表廣告充斥的情形來判斷，網站似乎並沒有對發言內

容作管理。 

 

網站名稱  BabyGo 親子活動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視

覺

設

計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附錄 64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導

覽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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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劃計  次數劃計 

飲食營養 7 人際互動 5 

疾病 55 父母自我成長 6 

衛生習慣 7 性別議題 0 

安全 6 親子互動 14 

幼兒發展 8 休閒娛樂 1 

幼兒學習 18 家庭議題 1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7 其他 7 

類目 標題 
親子互動 寶寶要媽媽，不要爸爸怎麼辦？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父母自我成長 孕媽咪該如何捍衛職場權利？ 

 

網站名稱  台灣幼教學苑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雖然有「會員專區」，但是找不到登入的功能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資

訊

設

計 

廣告 無廣告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無 

視

覺

設

計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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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無 
 
 

 

網站名稱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資

訊

設

計 

廣告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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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都有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嬰幼園地規

劃)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無 

視

覺

設

計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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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內容呈現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無 

 

網站名稱  新兒童發展精英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視

覺

設

計 

圖像運用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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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無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內容呈現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無 
 
 

 

網站名稱  New Way 學習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 無搜尋列 資

訊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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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設

計 

廣告 
網站並不對外販售廣告空間，僅銷售該公司出版的教材，以及替使用該

公司教材的經銷商、園所在首頁作宣傳。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網站的底色隨著不同的內容主題而變化。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視

覺

設

計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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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無選單設計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劃計  次數劃計 

飲食營養 9 人際互動 10 

疾病 16 父母自我成長 16 

衛生習慣 21 性別議題 2 

安全 6 親子互動 30 

幼兒發展 7 休閒娛樂 0 

幼兒學習 59 家庭議題 1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16 其他 12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在「父母園地」提供張貼各式教養文章的空間，依文章內容分為經

驗分享、育兒寶典、親子保健、溝通教育、教育學習五項。 
    「交流區」提供使用者意見交流的空間，分為養育、學習、健康及

溝通四項分類。 
 

 

網站名稱 Woby 窩比幼教服務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3/20)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資

訊

設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附錄 72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診所、親子活動資訊) 
■其他：教育進修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底色背景為白色，以粉紅、粉綠、粉藍、鵝黃等暖色系色塊區別

不同分類。利用顏色區別不同內容群組，首頁依色塊不同被劃分為 14

區。 

■ 類推式圖像

(園所訊息) (會員登入) 

(討論區)  

□ 描繪式圖像  操作式

圖像 ■ 關係式圖像

 

視

覺

設

計 

圖像運用 

非操作

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描繪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用以代表作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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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背景為粉白底+雲朵圖案，網站背景會配合不同

節日主題而有所更動。 
網站中的圖形線條皆圓滑無稜角，以表現溫馨可愛的視覺感受。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_網站 LOGO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統計  次數統計 

飲食營養 47 人際互動 53 

疾病 164 父母自我成長 73 

衛生習慣 141 性別議題 9 

安全 65 親子互動 148 

幼兒發展 79 休閒娛樂 2 

幼兒學習 259 家庭議題 2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59 其他 6 

類目 標題 

父母自我成長 爸爸升級必修課 

性別議題 克服準爸爸產前憂鬱症 

性別議題 爸爸們，你愛你的孩子嗎？ 

親子互動 爸爸和頑皮的四歲兒子 

親子互動 父子情 

親子互動 父子之戰─談孩子的認同 

性別議題 為「現代爸爸」加油 

父母自我成長 教爸爸不怕小嬰兒 

性別議題 爸爸的重要性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父母自我成長 破解新手媽咪的 12 大焦慮(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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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自我成長 你是一個好媽媽嗎？做個小測驗吧！ 

父母自我成長 小寶媽媽教戰法(上中下) 

父母自我成長 新手媽咪輕鬆育兒 6 招(上下) 

父母自我成長 全職媽媽 

父母自我成長 「家裡蹲」媽媽與計畫表 

其他 請婆婆幫忙帶孩子 

親子互動 媽媽我要… 

父母自我成長’ 全職媽媽當自強 

父母自我成長 小寶媽媽經驗分享(上中下) 

情緒 媽媽不要走 

其他 媽媽購衣經驗大公開 (上下) 

父母自我成長 媽媽的聲音 

情緒問題 寶寶別哭，媽媽秀秀 

疾病防治 媽咪，我發燒了怎麼辦？－談小兒發燒 

性別議題 偉大母親的代價—媽媽手 

 

 

網站名稱  MaBaby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視 文字複雜度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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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都有 

頁面長度(首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覺

設

計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劃計  次數劃計 

飲食營養 11 人際互動  

疾病 30 父母自我成長 7 

衛生習慣 6 性別議題  

安全 2 親子互動 12 

幼兒發展 1 休閒娛樂  

幼兒學習 19 家庭議題 2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情緒問題 2 其他 8 

類目 標題 

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父母自我成長 拒絕壓力 輕鬆當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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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Baby DJ 婦幼網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有 □無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資

訊

設

計 

廣告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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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3/31)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首頁 3/31) 

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無選單設計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視

覺

設

計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類目 次數劃計  次數劃計 內

容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飲食營養 342 人際互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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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772 父母自我成長 281 

衛生習慣 256 性別議題 191 

安全 148 親子互動 172 

幼兒發展 201 休閒娛樂 33 

幼兒學習 119 家庭議題 87 

情緒問題 99 其他 336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主要以網站名稱、討論區規劃、廣告等方式凸顯母親與幼兒的關連

性。 

 

 

網站名稱  信誼基金會 
網站資訊 

介面要素 網站 LOGO 

 

類目 選項 

搜尋列 ■ 表單式  □欄位輸入 
超連結形式 ■文字 □ 文+圖  □ 圖示 
超連結狀態 ■文字靜態  □文字色彩動態  □圖像動態 
品牌歷史 ■有 □無 
聯絡資訊 ■有 □無 
會員制 ■ 有 □無 

會員權益包括在網站中閱讀文章、在討論區發表意見 
下載時間 ■ 8 秒內  □ 超過 8 秒 

類別 ■幼兒用品 □女性用品 □家庭用品 □其他 

形式 □文字 ■圖像 □動畫 □影片 □彈開視窗 

資

訊

設

計 

廣告 

位置 □上 □中 ■左 □右 □下 

字體大小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字型變化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複雜度 
(同一頁面) 

文字顏色 □ 3 種以下  ■ 超過 3 種 

文字/跑馬燈走向 ■由左至右  □由下往上  □其他 

視

覺

設

計 

顏色 

□冷色系 ■暖色系 □中性色系 

     
     

    網站使用的顏色以鮮豔、活潑的色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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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圖像運用 

非操作式圖像

□ 類推式圖像 ■ 呈現式圖像 □ 關係式圖像 

  

 

 

 
網站使用大量照片裝飾網站內容，仍以母親與幼兒

一起活動的照片佔多數，在照片中進行的活動大致

上可以分為「親子共讀」、「表達親密」、「遊戲/玩」

幾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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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下拉式 ■彈開式 

頁面長度 □ 1 個全螢幕長以內 ■ 1~3 個全螢幕長 □超過 3 個全螢幕長 

多媒體 ■動畫 □聲音 □影片 
一致性表現 □顏色 ■版面編排  □字體使用 □圖像使用 □其他 

首頁選項數 □ 4 組以下 □ 5-9 組 ■ 10 組以上 網站結構 
最深階層數 □ 3 層以內  ■超過 3 層 

導覽位置 ■上 □左 □右 □下 □中 

導

覽

設

計 導覽形式 □條狀 ■書籤 □按鈕 □圖示 □文字+色塊/分欄線  

教養相關內容摘

錄與分析 

網站教養相關內容為父母之間的討論、信誼活動的摘錄以及信誼出版書籍推薦。內

容

設

計 親職角色呈現 圖片呈現的親職角色，以玩伴、共讀與親子互動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