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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數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隸屬於「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之「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
項計畫」。分項計畫與所屬子計畫之主要目標，在於「促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學術、社會和經濟」，並致力於健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在教育、研究、社會等範疇之使用環境。
本延續型計畫自九十八年度起，將過往研究主題之「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
用」
、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整併，以「數位典藏資料資料至於社會脈絡下，
從使用者角度出發，探討網路資料使用與傳佈之可能」為主要研究標的，目前已
累積四年之計畫執行成果，在「數位典藏使用者行為與需求」、「成果推廣與近
用」、「學術資源流通與分享」等相關議題上，有著豐富產出。
本計畫九十九年之主要研究任務，在於依據過往研究所積累之實際經驗，進
一步將過去獲得的研究成果應用在推廣實務上，在產學合作方面實踐研究所見，
積極參與第一線推廣工作，以達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的計畫推廣宗旨。
因此，九十九年度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規劃如下：
（1）
（2）
（3）
（4）
（5）
（6）

深化理論基礎研究。
結合各式研究方法，擴大執行特定社群使用者調查。
參與國內外相關研討會議。
協同執行各式公開徵案。
配合數位典藏研究計畫參與各項學術、推廣活動。
形成應用性建議。

中文關鍵字：數位典藏、學術應用、文化傳佈、公眾近用、使用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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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he Academic Applications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AADCH) is one of the six subsidiary projects unde “The Project of
Academic and Social Promotions and Applications for Digital Archives and
E-learning“(PASPA), which is the forth division of “Taiwan E-Learning &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TELDAP). Since TELDAP was evolved from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NDAP), it aims at promotiong the public acess to the digitalized
cultural assets archived by NDAP phase1.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knowledge-society and make public the archived
intellectual assets, AADCH highligh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d academic past
years and readched fruitful reserach results. Yet, during the process, we came emerge
when the right and the risk involved are not clear. Thus, base on our research findings,
2010 AADCH main projects tasks are as followed:
(1) To further explore the notion of “commons“ in local context
(2) To bulid u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3) To observe and analyze foreign and local project-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attend onferences of interests;
(4) To call for, and conduct promotional projects;
(5)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teams affiliated with TELDAP in sponsoring and
attend conferences of interests;
(6) To form advisable plans base on our research.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s, academic applications of archived content,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et user behavior, promo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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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迄今執行已屆八年，隨著典藏內容的增
加、資訊科技的研發與使用族群的拓展，逐步深化了知識的累積、傳佈與使用。
就文化面向而言，數位典藏精選並留存獨特的人文／物種、珍貴的歷史／記憶等
資料，展現台灣在生物、語言與文化多樣性上的美麗與宏闊，成為重要的文化資
源；就產業面向而言，典藏成果結合數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的產業發展，成為行政
院所推動的六大新興產業之一環，協助帶動經濟發展。以下將分別就我國數位典
藏之發展緣起歷程，以及國外類似計畫的發展現況，做一簡要介紹。

一、 我國之數位典藏發展歷程與計畫緣起
自從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來，數位化技術、行動通訊科技與網際網路的發展
與普及，對社會的影響日益深遠：從改變各種溝通表達的行為，到改變知識呈現
與處理的形式，迄今更全面影響人們生活、工作、學習、休閒娛樂各個面向，揭
開了社會文化、教育學習全面變遷的數位時代序幕。
臺灣數位典藏的發展歷程，正與上述脈絡息息相關。自民國 85 年以來，臺
灣網路發展與通訊基礎設施的日漸成熟，讓文化保存的工作產生新的途徑：


數位博物館專案計畫

根據數典百科的記載，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為加強人文社
會科學的研發及科學教育工作，自 87 年開始推動「迎向新千禧—以人文關懷為
主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方案，數位博物館專案計畫即為其中的計畫之一，目標
是整合建置一個適合國情並具有本土特色的「數位博物館」，以發展教育性網際
網路內涵、進行科學與文化知識推廣的工作，提升國民文化、藝術及科學面向的
素養。1


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

88 年國科會的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整合了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館、國立
歷史博物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臺灣大學及央研究
院等七大機構，將其珍貴的重要文物典藏加以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以保
存文化資產、建構公共資訊系統，促使精緻文化普及化、大眾化，資訊科技與人
文融合，並推動產業與經濟發展，可謂是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前身。2
1
2

資料來源：數典百科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檢索日期：99/11/09）
《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提要》，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辦公室，89 年。
1



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

90 年度的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是一個以發展數位圖書館技術為主的
國際型計畫，探討多語言詮釋資料資訊查詢檢索的可行性，希望所規劃設計之詮
釋資料，除了符合國科會數位博物館專案計畫中的藏品特性，亦能與國際上其他
國家的數位圖書館的詮釋資料相容，以便進行國際間的交換。

圖 1-1：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發展沿革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
http://teldap.tw/Introduction/introduction.php（檢索日期：99/11/09）
承襲上述三項計畫的經驗，91 年因應國家整體發展，規劃制訂數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為妥善保存國家珍貴文物資源並充分運用，國科會依據行政院
所推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執行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
全國珍貴典藏品進行數位化並建立資料庫，透過網路媒體的特性與全民分享。
根據數典百科與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的資料，第一期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目標，是將國家典藏文物數
位化、提升全民數位學習素養、推動新一波數位學習學術研究、奠定國內數位學
習與數位內容產業。第一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6)精選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資產進行數位化工作，不僅累積許多重要資產，更建立後設資料的標準與
規範。然而隨著計畫的發展，逐漸了解到數位化工作只是數位內容產業的起點、
2

數位典藏只是數位內容發展的第一哩路(first mile)；未來如何有系統地在教育、
研究與產業等面向，推廣應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的成果，將是重要挑戰。
國家典藏和教育的數位化，可以有效提升知識的累積、傳承與運用，是知識
經濟的基礎環節，國際間亦積極推動數位化工作，如聯合國的世界記憶計畫、美
國的美國記憶計畫等。臺灣已是資訊製造與服務大國，基礎建設漸臻成熟，推動
國家典藏與學習計畫的腳步亦是刻不容緩。故第二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
擴大對於整體資訊社會的影響，讓臺灣的豐富內容建立起文化主體性，與歐美先
進國家同步走進網路全球化、知識社會的時代。計畫目標如下：
¾

¾

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
促成典藏內容與科技融入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
建立數位典藏與學習產業。
深化數位學習在正規教育及終身教育的應用。
奠定語文數位教學的國際地位。

¾

推動數位典藏與學習成果國際化、建立國際合作網路。

¾
¾
¾

在第一期計畫典藏國家文物、精緻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以國家力量強調本土
內涵、呈現臺灣文化多樣性脈絡、彰顯臺灣的文化主體性應是首要的目標。從最
底層的數位化檔案、整合深度後設資料描述的文化內容、開發技術與創意結合的
應用，方能呈現臺灣文化在人文領域、社會領域、自然環境領域的多樣性脈絡。
因此整合需要全面地將典藏與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
發展的各個領域中，並且結合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推廣串聯的專業團隊，將臺
灣豐富深邃的數位內容帶向國際舞台。
本計畫所涉及的層面包括文化、學術、經濟、教育、外交、社會及民生等，
並涵蘊學術研究、產業發展、及種種應用等層次，對國家未來的發展關係甚大。
這項工作所產生的效益至少包括下列七項：
¾
¾
¾
¾
¾
¾
¾

有利於重要文化資產的保存及新文化的創造。
改善學術研究工具，發展未來的學術研究環境。
促進知識經濟與產業的發展。
建立華語文數位教學的國際地位。
豐富教育素材，協助推動正規教育、終身學習與遠距教學。
有助於參與國際性的計畫與組織，開拓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發展空
間。
促使學習資源開放與學習機會均等，以建立公平社會。

放眼整合後之「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本計畫於第一期所
培養出的人才，已成為一具有創新、研發能力的數位發展技術團隊，能使臺灣可
以協助其他國家推動相關的計畫。故透過國際整體性合作或跨國計畫的運作，將
3

積極推動國際合作交流，將臺灣的文化智慧經濟推向世界各地，讓世界看見臺灣
競爭力的重要一環。

二、 數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
數位化已成全球趨勢，世界各國無不致力於將既有的文化資產做數位化的保
存與應用，讓人類文明的紀錄與傳承從實體紙本轉換到數位媒體。子二計畫蒐羅
追蹤各國數位典藏相關機構、計畫與新近發展概況，以作為臺灣發展數典之參
照。茲分述如下：

（一）國際組織
人們總想將美好記憶永久留存，但卻抵抗不了遺忘。為避免人類的「集體失
憶」讓世界上所有歷史遺產消失殆盡，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自 1992 年發起「世界
記憶計畫」
（Memory of the World）
，藉由全球文獻與影像，以及資料館、圖書館
之登錄，有效且廣泛地傳播這些珍貴遺產。除了援助保存技術、資訊傳播，世界
記憶計畫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促使全世界了解文獻遺產的存在與重要性，並將資料
盡可能在公平原則下為一般社會大眾觸及，不僅僅是「保存」數位典藏資源，更
重要且富意義的是數典資源的「運用」。計畫的運作首先開放各國家及機構單位
報名，經委員會審核資格後，決定入選文獻遺產名錄的名單，組成「世界記憶名
錄」(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至 2009 年止已收錄 87 個國家與組織、共計
193 項文化遺產。

（二）美國
美國國會圖書館(Library of Congress)早自 1990-1994 年的先導計畫，便嘗試
將國家記憶的相關館藏轉為數位化，因應時下技術燒錄成光碟保存，並致贈 44
個學校，獲得極大迴響。1994 年，來自私部門贊助國家數位圖書館計畫的一千
三百萬美元善款，讓旗艦計畫「美國記憶」(American Memory)得以啟動，系統
性地數位化圖書館與其他研究資料庫內的歷史寶藏，包括文獻、手稿、照片、錄
音、影片等等，提供給大眾網路近用。隨後，1996 年提供二百萬美元的獎金進
行為期三年的典藏計畫競賽，鼓勵民間、研究團隊、學校圖書館、博物館、歷史
社群和典藏機構等進行歷史素材的典藏工作，產生的 23 個系列收藏豐富了「美
國記憶」的網路資源。迄今「美國記憶」已累積超過 100 種主題性典藏，典藏數
量超過 900 萬個。
2000 年國會核撥一億美元委託美國國會圖書館執行「國家數位資訊架構及
保存計畫」(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reservation Program，
NDIIPP)，此為一國家級的發展策略方針，目標在於蒐集、保存各項數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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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未來世代得以近用。據此，美國國會圖書館串聯國內外超過 130 個聯邦／
州立／地方政府機構、學界、專業的非營利組織與商業團體等，發展各式內容典
藏計畫（如與加州大學數位圖書館合作，保存國家政治文化遺產的 Web at Risk
計畫），以及數位保存的工具與服務（如與加州數位圖書館合作可打包並傳送數
位內容檔案的 BagIt、與 IA 合作可擷取網站資源的 Heritrix 等）
。NDIIPP 不僅被
GCN(Government Computer News)譽為 2009 年最頂尖的聯邦資訊科技計畫之
一，3其所扶助的各項計畫亦持續開花結果： 2010 年 VidArch Project 所研發的
Context Miner 工具榮獲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獎項；4The MEMENTO Project, Preserving Virtual Worlds 和 The Blue
Ribbon Task Force on Sustainable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等三項計畫也進
入 2010 數位保存獎 (Digital Preservation Award 2010)的決選名單。5
除了美國國會圖書館的數位化發展，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SF)與國防部高
等研究計畫機構(DARPA)、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合資贊助美國數位圖書館先
導計畫(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PhaseⅠ，1994-1998)，協助六所大學針對不同領
域蒐集、儲存並組織數位資訊，整合成資訊系統提供服務給各界使用者；隨後衍
生第二期計畫(DLI2)。此外，NSF 亦於 2000 年發展數位圖書館國際研究計畫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IDLP)，支持全球記憶網計畫(Global Memory Net，
GMNnet)的成立，迄今已有來自 50 個國家、超過 2,400 種文化歷史典藏提供檢
索，是全世界文化資源的整合入口網；2006 年進一步與聯合國世界遺產中心合
作「世界遺產記憶網」(World Heritage Memory Net，WHMNet)，目前已收集有
146 國 890 處世界遺產地點，內容涵蓋 80 種不同的語言，可透過主要的六種聯
合國語言上網查詢資料。2010 年該計畫主持人陳劉欽智博士受邀至臺灣演講，
分享「世界記憶網」與「全球記憶網計畫」的經相關驗。6
依據 1996 年的博物館與圖書館服務法案(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Act)與
2003 年的博物館服務與科技法案(Library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Act)，美國的博
物館與圖書館服務學會(The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LS)持續
與在地政府合作，資助地方博物館與圖書館，維護遺產、文化與知識，以強化資
訊檢索與教育資源服務，培育各類型的學習網路。如 2010 年即有 34 個機構獲得
總共一千七百萬美元的國家領導計畫補助(National Leadership Grants)、713 個機
3

資料來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http://www.loc.gov/today/pr/2009/09‐213.html（檢索日期：99/11/23）
資料來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news/2010/20100924news_article_context‐miner.html（檢索日
期：99/11/23）
5
資料來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http://www.digitalpreservation.gov/news/2010/2010098news_article_dpc_award.html（檢索日期：
99/11/23）
6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NewsContent.php?nid=3475&lid=364（檢索日期：99/11/23）
7
資料來源：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 http://www.imls.gov/news/2010/092710.shtm（檢索日期：
9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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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獲得共七十萬美元的國家領導協作計畫補助(National Leadership Collaborative
Planning Grants)，8以及 178 個機構獲得總共一千九百萬美金的美國博物館補助
計畫(Museums for America Grants)。9此外，尚有二千二百萬的羅拉布希 21 世紀
圖書館員計畫(Laura Bush 21st Century Librarian)、10三百萬美元的保存計畫補助
(Conservation Project Support)等。11IMLS 每年還選出對公益、教育、經濟、環境
與社會有傑出貢獻的博物館與圖書館，頒發國家服務獎(National Medal for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
博物館電腦網絡(Museum Computer Network，MCN)則致力於分享博物館應
用新技術的專業知識與經驗，並定期舉辦年會，提供會員及專業人士交流之機
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早在 96 年即簽約加入 MCN 成立臺灣分會，相關
資訊亦可上 MCN 官網查詢。12

（三）歐盟
始於 1984 年的歐盟科研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目前已執行至第
七期(FP7，2007-2013)。因應國際時勢，自第五期起(FP5，1999-2002)起便以資
訊社會科技計畫(Information Society Technology, IST)為名，標示資訊科技作為重
點研究發展面向之一，期能帶動相關產業經濟。第六期(FP6，2003-2006)更制定
「打造歐洲知識創造、分享、交換的地基」的任務目標，其中包含了文化資產的
近用與學習相關建設，期能增進歐洲知識與學習資源的擷取，並產生一種新的文
化與學習經驗：「科技增進學習」（TeLearn，資訊與傳播科技如何用以支援教育
與學習），與「文化資產保護」
（DigiCult，推動與文化遺產、數位圖書館與數位
保存相關的計畫，拓展對歐洲文化與科學資源的使用)。上述子計畫仍延伸至現
今的第七期資訊通訊科技計畫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持續進行中。如在 DigiCult 部分，第一回徵案(2007-2008)入選六項計畫，
補助款項達二千七百萬歐元；第三回徵案(2008-2009 年）入選六項計畫，補助款
項達二千三百萬歐元，下一回合徵案將自 2010 年啟動。13
歐盟亦針對資訊社會提出另一兼具成長與就業的策略──i2010 計畫，除了投
8

資料來源：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 http://www.imls.gov/news/2010/073010b.shtm（檢索日期：
99/11/23）
9
資料來源：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 http://www.imls.gov/news/2010/071310.shtm（檢索日期：
99/11/23）
10
資料來源：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 http://www.imls.gov/news/2010/061510.shtm（檢索日期：
99/11/23）
11
資料來源：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 http://www.imls.gov/news/2010/050610.shtm（檢索日期：
99/11/23）
12
資料來源：博物館電腦網絡 http://www.mcn.edu/taiwan‐chapter（檢索日期：99/11/23）
13
資料來源：資訊通訊科技計畫
http://cordis.europa.eu/fp7/ict/telearn‐digicult/digicult‐projects‐fp7_en.html（檢索日期：9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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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發、規範市場，亦希望能充分利用效益，推動更好的公共服務、提升生活品
質；數位圖書館的計畫即含括其中：立基於 2005 年數位內容計畫(eContentplus
programme)所推動的歐洲圖書館計畫（The European Library，結合 48 個國家圖
書館、提供 35 種語言介面）
，再加入博物館、檔案、文化遺產等資料，建置而成
Europeana 網站，於 2008 年正式啟用，提供 26 種語言介面，蒐藏高達 600 萬餘
筆數位檔案資料，包括影像（畫作、地圖、照片、及典藏文物圖片）、文件（書
籍、報紙、信件及日誌記錄）與聲音檔案（音樂及談話記錄）等多種媒體形式，
期能讓使用者可跨越文字的障礙，彈指之間盡覽歐洲珍貴的文化遺跡。

（四）英國
1993 年成立的聯合資訊系統委員會(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是英國負責擴充教育與高等教育資訊化的重要機構，其目標是透過各種策
略指導與建議，讓各級學校能夠使用資訊通訊科技來支援教學、學習、研究與管
理。重點關注面向包括數位學習（改善學習品質）
、數位研究（研究應用科技）、
數位資源（數位資訊與數位內容）
、電子行政（改善行政程序）
、近用管理（安全
認證與授權）
、網絡（研究與教育網絡）
、資訊環境（資源近用便利）與產業／社
群（知識移轉）等。近年來主要發展兩期數位化計畫(Digitisation Programme，
2004-2009)，將英國各學校、圖書館、博物館、資料庫與其他文化記憶機構內的
文化遺產與學術資料進行數位化。第一期 (2004-2007) 投注六個計畫，如與大英
圖書館(The British Library)合作聲音典藏資料庫(Archival Sound Recordings)計
畫，精選 44,500 筆稀有的音樂、有聲、人與自然環境錄音等線上聆聽與下載，
提供給高等教育機構之學術性使用，並協助進行多項學術研究；如與藝術與人文
科學研究委員會(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AHRC)共同補助藝術與人
文資料服務（Arts and Humanities Data Service，AHDS）
，確保考古、歷史、文學、
語言、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等六大學科領域的資源得到妥善的管理與保存，以利
長久檢索與利用。第二期(2007-2009)則投注十六個計畫，如英國卡通數位化典藏
(British Cartoon Archive Digitisation Project)、英國報紙典藏(British Newspapers
1620-1900)等。迄今 JISC 已資助 35 項方案中的 218 個計畫，14成果相當豐碩。
2000 年成立的博物館、圖書館及檔案館委員會(The 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 MLA)是由文化、媒體及體育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DCMS)資助的非官方組織，整合原有的博物館與畫廊委員會、圖書資
訊委員會，並納入檔案館。目前進行的計畫如總經費高達二億九千萬英鎊的新地
區文藝復興(New Renaissance，2010-2014)，15計畫內容為活化全國的地方博物
館，支援教育、學習、社區發展，並促進經濟重生；未來圖書館計畫(The Future
14

資料來源：聯合資訊系統委員會 http://www.jisc.ac.uk/whatwedo.aspx（檢索日期：99/11/23）
第一期為地區文藝復興計畫(Renaissance，2001‐2008)。資料來源：博物館、圖書館及檔案館
委員會 http://www.mla.gov.uk/what/programmes/renaissance（檢索日期：9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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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Programme)，催生公共圖書館，期能轉換成知識與創意中心，保持圖書
館在 21 世紀的意義與價值；旗艦計畫世界的故事(Stories of the World)，隸屬於
2012 倫敦奧林匹亞文化節之下，將以豐富收藏敘述英國與世界間的精彩故事，
目前有超過 50 家博物館、1500 位以上年輕人參與。此外，2010 年還推動夜間博
物館(Museums at Night)、他們的過去、你的未來(Their Past Your Future) 第二期
等各種計畫項目。
數位保存聯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 DPC)則是串連英國國內與國際
間數位保存組織的聯盟組織，成立於 2001 年，目前擁有大英圖書館、劍橋大學
圖書館及英國檔案館等 15 個正式會員，20 個附屬會員，以及 4 個關係組織。其
意在搭建各數典組織間知識交流經驗共享之橋樑：除了在網站上提供豐富的數位
保存工作相關資訊，如技術觀察報告、數位保存工作參考工具書及各項研究報告
等；更定期舉辦各項訓練課程及研討會，鼓勵成員機構間交流分享知識技術與經
營經驗。此外，亦促進成員機構間的相互影響與合作，如 DPC 與英國網路訊息
保存聯盟(The UK Web Archiving Consortium，UKWAC)的成員高度重疊，而共同
投入英國網路保存活動，不僅相關網站 UK Web Archive 於 2010 年面世，現今更
普查英國網頁保存的狀況，為遊說鬆綁保存政策而持續努力。

（五）加拿大
加拿大文化遺產資訊網絡(The Canadian Heritage Information Network, CHIN)
由政府支持，與加拿大 1,300 個以上的相關機構合作；其提供網絡接合，讓博物
館得以藉由創新科技的使用吸引大眾，成為加拿大文化資產數位化的重要機構。
主要進行的任務包含三大面向：透過專業交換(Professional Exchange)增進同儕間
互動學習（發展博物館文獻標準，致力於交換資訊時所需的各種資訊格式與技術
協定）、1999 年透過加拿大藏品資料庫(Artefacts Canada)的成立，探索並分享由
加拿大各博物館貢獻的專業館藏資料與影像，以及 2001 年與博物館社群合作推
出加拿大虛擬博物館(Virtual Museum of Canada，VMC) ，提出虛擬展覽(Virtual
Exhibits Investment Program) 徵件計畫，共同致力於數位內容的創造、管理及展
現。2010 年的虛擬展覽徵件計畫共計入選 9 件；此外，同年亦首度針對小型博
物館提出社區記憶(Community Memories Program)徵件計畫，充實 VMC 的內容。

（六）日本
日本數位典藏的推動，乃自「日本電子典藏庫推進協議會」(Japanese Digital
Archive Association，JDAA)於 1996 年的成立而正式展開。該會會員包括官方、
產業與學界，透過舉辦各種研討會、展示會、刊物發行，推廣建立數位典藏庫的
觀念，提高利用網路上公開文化資產的意識，研討相關技術等。2000 年起數位
典藏推進協議會開始進行地方振興活動，支援在全國各地舉行的研討會；2002、
8

2003 年亦舉辦全國大會，並發行「數位典藏白皮書」(Digital Archive Hakusho)。
JADD 於 2006 年解散，業務則轉移至財團法人數位內容協會(Digital Content
Association of Japan，DCAJ；創立於 1991 年，目標在推展優質的數位內容製作、
流通及應用，並促成相關產業的健全發展)。DCAJ 近年來執行的計畫包括數位內
容展(Digital Content EXPO 2010)、數位部門優秀賞(Digital Content Grand Prix
2010)，以及各項技術研究發展。
另一大型典藏機構則是日本國會圖書館(National Diet Library)，其以日本國
會議員調查研究、行政機關以及日本國民為服務對象，是唯一收存日本國內全部
出版物法定呈繳本的圖書館。隨著科技革命，日本國會圖書館也開始探索、充實
以網路為載體的電子圖書館服務：1997 年訂定「電子圖書館構想工作指導方針」
並成立推動委員會；2000 年提出「電子圖書館服務實施基本計畫」
，計畫相關之
關西分館於 2002 年開放使用。日本國會圖書館的數位化活動，除了數位化該館
館藏，也陸續參與國內外各項合作計畫，如電子圖書館實驗先導計畫、新世代電
子圖書館研發計畫、世界記憶計畫等。

9

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核心策略
一、 計畫目的與核心策略
（一）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
本計畫隸屬於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第四分項「數位典藏
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
，為項下之子計畫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分項計畫組織圖如下：

圖 2-1：四分項組織結構圖
資料來源：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9&Itemid
=295（檢索日期：9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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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以促成數位典藏與學習內
容與技術融入文化、學術、社會和教育為主要目標，健全數位典藏與學習在教
育、研究、社會等範疇之使用環境，期能深化全民對臺灣文化之認識，提供對
臺灣文化研究的豐沛資源。另外，本分項凝聚社會大眾、學術界及研究單位等
各界使用者，推動相關社群近用數位典藏與學習經驗與知識，以向大眾分享釋
出數位典藏與學習內容及相關知識，進而協助上述各社群經營共同參與創作之
公共園地。16
本分項計畫的主要工作為整合協調與策略擬定、成果管理與跨單位工作團
隊合作、於國內宣傳推廣數位典藏並與國外交流，如參與國際書展、資訊月、
2010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國際授權展等。同時也推動「數位典藏與
數位學習商業應用競賽暨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執行計畫」、「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
計畫」專案計畫，項下參與部會署則為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推動數位學術
與文化發展計畫」
。本分項從文化、學術、社會應用及教育等角度切入，分為授
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人文社會發展、地理資訊應用
推廣、推廣應用公開徵選、Daodin 社會網絡服務系統與數位典藏與學習人才培
育七個子計畫，預計產出五大成果：17






應用：建立產學合作橋樑；
近用：建立向大眾釋出之分享機制，加速資源分享；
共通：導入授權策略、規範機制及 GIS 應用，拓展國際通路；
傳播：培育使用數位典藏素材之能力，降低數位落差，應用於數位學習；
使用：強化使用者投入創作與分享之誘因。

（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隸屬於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
應用推廣計畫下之子計畫二，以達成「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與「數位典藏
公共資產傳播」為目標，主要任務有二：視部份數位典藏成果為公共資產，就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面向，從使用者角度出發，推廣促進公共資產之
「近用」與「傳播」等相關工作；結合數位典藏成果與刻正發展的數位平台技
術，拓展加值應用。18
子二計畫於 96-98 年之執行過程中，以促進「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
16

資料來源：四分項官方網站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9&Itemid=295（檢索日
期：99/11/17）
17
同上引。
18
資料來源：四分項官方網站
http://aspa.teldap.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Itemid=67（檢索日
期：9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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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 Access)、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傳播」(Commons Distribution) 以及「數
位典藏公共資產使用」(Commons Utilization)為主要研究標的，從數位典藏成果
之內容面、平台面、傳佈面、使用面等各面向，檢視目前的數位典藏呈現方式，
探究、設想促進數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擴大使用者社群的可能
作法，包括執行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透過調查使用者之介面互動經驗與資訊
取用行為，來反向思考數位典藏呈現方式與使用情境等相關議題；執行學術與
文化公共資產研究，梳理國內外開放近用之文獻與現況，並透過深度訪談方式
去了解目前數位典藏成果授權使用之現況與困難，從中思考數典成果作為文化
公共財之願景；執行數位典藏傳佈生態研究，分析新聞報導之框架，探討新聞
媒體與群眾對數位典藏／公眾資產所秉持的態度觀點。除了學術理論紮根與研
究調查執行，更輔以各項相關應用推廣工作，期能達成預期研究成果，並充分
完成計畫交付的任務內容。
子二計畫秉持著核心概念，以過往執行的成果與經驗為基礎，持續發展 99
年度的計畫策略：一方面深化理論研究、擴大調查範圍，以理論架構的建立，
作為未來擴大數位典藏應用範圍之基礎；另一方面除配合各項實做，如推廣範
例書的出版與網路平台的建置，實際向大眾推廣數位典藏之應用成果外，並結
合刻正發展的數位平台技術，以達成數典內容加值與播放平台多樣化之成果。
詳細的計畫架構策略與目標核心價值，規劃整理如下圖：

核心價值

子二計畫執行策略

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

1.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數位典藏永續經營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
Commons Access

2.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文化推展
推廣實務
知識共享

1.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
Commons Distribution

2.子二計畫網站「典藏生活」

數位典藏公共資產使用

應用服務
協同推廣

Commons Utilization

1.公開徵案團隊協力
2.參與國際研討會

圖 2-2：研究執行核心價值與研究執行策略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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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數位典藏第二期計畫的中期階段，99 年度的「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累積了前三年的工作成果，將從「學術為主、推廣為輔」的計畫主軸，
轉為學術研究與推廣實務相輔相成──99 年度的執行方向採取「學術研究」與
「推廣實務」、「協同推廣」三大工作項目齊頭並進的計畫架構，預計將過去研
究推廣模式之心得，設計、轉換成主動推廣實務，實踐期間所吸納的各方意見
與經驗，亦將反饋回學術研究，以達理論與實踐間的良性循環，貫徹「學術應
用與文化傳佈」之計畫目標。
就上述關聯圖的左、右兩欄看來，
「研究核心價值」與「數位典藏永續經營」
為子二計畫執行之初便設定持續深研之各數典關懷面向與目標；99 年度進一步
調整執行策略為「學術研究」、「推廣實務」與「協同推廣」等三大路徑：


「學術研究」計畫執行策略：所對應之核心價值在於學術研究與知識共享
──持續深入探索相關學術研究領域，致力於完備數典各層面之近用／傳
佈相關議題的知識建構，以作為數典工作之永續經營發展的理論基礎。



「推廣實務」計畫執行策略：所對應之核心價值為學術研究、文化推展、
知識共享、以及應用服務──將過往研究的經驗與成果設計轉換成推廣範
例書與協作平台等各式推廣實務，以實質協助數位典藏成果被運用於知識
共享，並達成文化推展的效益。



「協同推廣」計畫執行策略：與文化推展、知識共享與應用服務等項目相
對應──透過協同執行公開徵選與各項數位典藏學術／推廣活動，以及參
與國內外相關會議活動，達成知識交流共享、文化傳佈推廣的目標。

上述各項執行策略之終極關懷，實為透過研究成果與推廣實務的交相應用
與參照，產生相互加值的效用，進而促進國內數位典藏工作之永續經營發展。

二、 計劃架構
為充分達成 99 年度各項計畫工作，子二計畫劃分各季之預定目標與執行進
度如下：


第一季：籌組專案計畫人力，銜接發展本計畫前三年研究計畫成果；文獻
蒐集與閱讀，深化使用者體驗面、知識公共財理論內涵建構；國內外相關
領域發展現況資訊蒐集與分析；子二計畫網站架構討論；籌組專案會議與
審定執行公開徵案案件；協同參與各式數位典藏活動或會議。



第二季：文獻蒐集閱讀與現象分析討論，深化建構理論基礎；區辨本年度
使用者調查聚焦社群，蒐集分析相關研究成果，並確立研究方法與調查執
行方式；持續深度訪談研究進程，整合本地徵案團隊推廣案例，搭配國外
發展經驗分析；子二計畫網站資料蒐集與內容生產；CASEBOOK 案例評
13

估與篩選；協同執行公開徵案與各式數位典藏活動或會議。


第三季：問卷籌備與前測完成，規劃協商調查委託執行單位，以及使用者
調查執行；相關深度訪談規劃執行；參與國外相關研討會與機構參訪；子
二計畫網站之建置與測試；CASEBOOK 進行採訪、攝影與撰稿作業；協
同執行公開徵案與各式數位典藏活動或會議；100 年度細部計畫書規劃撰
寫。



第四季：調查與訪談資料分析撰寫，完成理論與調查產出；後續焦點團體
訪談、推廣團隊深度訪談；新聞報導框架分析與論文撰寫；網站內容持續
更新維護；CASEBOOK 完成排版校對，並印刷出版，發送至各相關單位；
完成年度成果報告書撰寫。
除規劃分季執行期程外，亦分項概述子二計畫 99 年度所擬定之任務目標。

三、 子計畫問題意識與核心策略
（一） 學術研究型計畫
1.

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從現今網路兩大趨勢「數位匯流」與「數位協作」掌握數位基礎層次的科
技發展趨勢，捕捉使用者在數位基礎設施上調節、變通的能動性。
探究 WEB2.0 的協作共構以及社交網路對網路資訊活動的影響，進而分析
資訊的意義如何由工作、研究、學習的導向，拓展至與每日生活相結合。
深入觀察社群媒體的傳播效應，並思考如何應用至數位典藏推廣。

2.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爬梳西方關於知識公共財、永續經營等理念的思維脈絡，作為理解台灣現
狀的基準。
 採用行動者網絡理論，持續探看本地數位典藏各行動者間的連動關係，分
析典藏與推廣模式同步／異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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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9 年度執行說明概要圖

學術研究型計畫

數位典藏使用
者研究

文獻蒐集閱讀

問卷調查

產出調查報告

推廣實務型計畫

協同推廣型計畫

學術與文化公
共資產研究

數位典藏推廣
範例書

子二計畫網站
「典藏生活」

公開徵案團隊
協力

文獻蒐集閱讀

案例篩選

資料蒐集

提出徵求徵案
說明

徵案團隊深度
訪談

案例採訪、攝
影與撰文排版

內容撰寫與網
站更新

參與期初、期
中、期末報告

產出論文

產出推廣範例
書一冊

建置網站

協助考核徵案
成果

15

參與研討會

參與國內外研
討會與活動

產出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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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實務型計畫
1.

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



結合學術的深度與實務的廣度，透過不同於學術體例的軟性筆調與圖片風
格，深入淺出的介紹公開徵案團隊的故事，將數位典藏的內容與理想，推
廣至一般讀者，成為大眾理解何謂數位典藏的入門書。
傳佈推廣的不僅是團隊的「成果」
，亦將團隊典藏、推廣的「過程」也典藏
下來，留下文字與圖片紀錄。
除了以書籍方式典藏與傳散，更將電子版刊載於子二計畫網站，普及至不
同的閱聽族群，深化傳佈效益。




2.

子二計畫網站「典藏生活」




使用者可在網站中各式推廣故事的探索，找到數位典藏的精神和樂趣。
透過引介國外的技術、新知、相關案例介紹，希望能藉此吸引目前線上的
數位典藏從業人員，共同交流分享經驗。
期以多樣化的內容配合活潑的介面形式，吸引線上從業人員與一般民眾的
興趣與近用，逐步經營出一個交流分享的數典社群。



（三） 協同推廣型計畫
1.

公開徵案團隊協力




建議徵選的主題方向，並協助定期考核，給予團隊建議。
促進團隊間的交流互動，讓彼此的經驗可以相互參照。

2.

參與國際研討會




攜回國際最新理論思維與案例經驗，作為臺灣本地研究與實務之參考依據。
將臺灣執行數位典藏之經驗帶往國際，讓臺灣豐富的文化與知識水平能為
世人所知。

99 年度子二計畫即依照上述規劃之年度目標，進行各項研究與推廣工作。
概括而言，「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之計畫名稱，顧名思義即是將典藏收集的各
項文化資產活化，在開放近用的概念下，經由健全的媒體傳佈環境與合宜的使用
管道，將數典成果推展給最大受眾，由全民發揮、享用。
在人力規劃方面，由計畫主持人孫式文副教授協同計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副
教授，共同率領 4 名專任助理、2 名博士班兼任助理與 9 名碩士班兼任助理，執
行各項行政庶務、協助研究工作、以及各項推廣活動參與規劃，圓滿達成學術研
究、推廣實務與協同推廣三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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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組織成員名單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最高學歷

孫式文

方念萱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共同主持人

18 個月，專案統合研究與執
重要經歷
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新聞暨大眾傳播研究所博
士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7 年度共同主持人/國立政治
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專長

傳播理論、隱喻研究、閱聽人

最高學歷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傳播研究所博士

18 個月，協助專案統合研究
重要經歷
與執行
專長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7 年度共同主持人/國立政治
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網路文化、言說分析、傳播科技與社會

卓珊

專任助理

12 個月，各項研究行政工作
最高學歷
執行

私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

鍾玉喬

專任助理

2 個月，出版專書執行編輯

最高學歷

私立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

陳品方

專任助理

1 個月，出版專書美術編輯

最高學歷

私立東海大學數學系學士

邵學禹

專任助理

3 個月，各項研究行政工作
最高學歷
執行

私立東吳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

沈孟燕

兼任助理

7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博士班在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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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吳欣隆

兼任助理

2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在學中

巫冠昇

兼任助理

11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吳倍華

兼任助理

10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私立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葉孟儒

兼任助理

6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盧沛樺

兼任助理

6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單欣

兼任助理

2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在學中

李安欣

兼任助理

4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在學中

林祖儀

兼任助理

3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梅衍儂

兼任助理

1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袁涵郁

兼任助理

1 個月，各項研究工作執行
最高學歷
與資料蒐集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在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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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術研究計畫執行成果
本計畫於 99 年度研究期程中，為深化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之計畫宗旨，並
就人力與物力之合理分配考量下，將研究領域分工、聚焦於兩大區塊。依序為
「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以及「數位典藏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等兩大面
向。本章所呈現之研究成果將依照本計畫之兩大領域分工敘述。首先回顧各研
究領域之相關文獻，其次介紹採取之研究方法，再詳述研究進行過程和研究所
得，最後則以本計畫 99 年度於期刊或研討會中所正式產出、或發表刊登之文章
為本年度學術研究計畫成果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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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壹、緒論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Council，簡稱 NSC) ，承襲「數
位博物館計畫」
、
「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
，以及「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所
累積之經驗，重新規劃，並自 2002 年起著手推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計畫分作兩期，第一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6），除將具有代表
性之文化資產進行數位保存外，亦針對後設資料（metadata）建立具有共通性
的標準規範。
立足於第一期的相關成果之上，第二期計畫的主要核心目標為以下三點：
（1） 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向性。
（2） 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
（3） 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建立國際合作網路。
透過拓展臺灣數位典藏、推動數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以及數位
典藏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網路等方式，典藏台灣珍貴歷史文物與自然素材，同
時提供使用者便於取用的管道，進一步促進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
多元發展，達到永續經營「臺灣數位典藏」
，呈現臺灣語言、生物與文化的多樣
性；推廣典藏成果應用，縮減數位落差；推動國際交流合作，共創人類新文明
等相關願景。1
為達永續經營之願景，實有於學術研究與推廣實務上齊頭並進之必要。基
於上述目標，本研究試就普羅大眾如何接近並使用數位典藏資源等情形進行探
討，並就數位典藏資訊如何融入日常生活脈絡做出進一步的澄清與討論，以期
探究數位典藏資訊在日復一日的生活實踐中，如何在文化及社會層面上產生實
質上的影響。
為達此一目標，本文採用「行為考古」法，藉由搜尋引擎獲取散落於網海
中，曾使用、引用，或是將數位典藏資訊收存參考的部落格文本，並對這些文
本加以統整分析。藉由部落客（blogger）在部落格（blog）使用數位典藏資訊
的書寫軌跡，探討數位典藏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情境與意義脈絡。

貳、文獻探討
一、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為使數位典藏之核心價值在實踐中展現成果，除針對珍貴歷史文物及自然

1

以上有關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概述，引用自〈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二期計畫
概述〉
，請參照經典意象 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計畫。http://www.ndap.org.tw/1_intro/intro.php。
檢索日期為 201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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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進行典藏外，更需重視典藏文物如何為社會大眾進行取用，以及相關取用
途徑與取用者間的交互影響為何。
近年來，已有許多研究針對數位典藏的成果效益進行深入評估，先期研究
已採用訪談法（吳明德、陳世娟、謝孟君，2005）
、協同行動研究法（林菁、顏
才富、陳宜欣，2005）
、使用者調查（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念萱、李嘉
維，2009）、或網路計量（web analytics）分析(林信成、洪銘禪，2010)等研究
方法，探討數位典藏使用族群的特質、取用的管道與資訊類型，以及使用的頻
率與動機等相關議題。
本研究承接先前研究的問題意識，持續評估數位典藏的成果效益，探究普
羅大眾如何使用數位典藏，但關懷的面向在於數位典藏成果的社會擴散與文化
效益，研究的問題也相對應的關注於普羅大眾如何將數位典藏的資訊融入其日
常生活的脈動。

二、網路的社會性使用
就既有的傳播理論而言，任何媒介與內容的用途及效果，都不會單獨源自
於媒介或內容自身。1940 年代的閱聽人研究已然發現，閱讀報紙的主要動機之
一，在於獲取社交談話題材以增進個人的社會交流及維繫社會關係。發展於
1950 年代的「兩級傳播模式」（two-step communication model）以「兩級」描
繪傳播效果的發生歷程，指出媒介與內容的效果是在人際的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層級中獲得強化（reinforce）與傳散（distributed）。而 1980 年代
的電視社會性使用（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研究則是發現，在親友共聚的情
境中，看電視扮演著關係調節的有趣角色；人們經由共同的消遣經驗、交談，
可以增進瞭解、維繫關係，也可以在關係緊張時，藉由電視的觀賞來迴避衝突
（Lull,1980）。
到了近代，網際網路近年來所出現的社會性使用趨勢，對於各領域在使用
者研究上的角度亦有所改變。在市場行銷和社會行銷領域，使用者已由目標對
象轉變為參與者，無論是產品或服務的創新與研發，或是宣傳資訊的產製與傳
散，網路社群的參與皆扮演了核心的角色（Harrison & Barthel, 2009；Thackery et
al., 2008）。在政治學領域，網路降低了政治資訊流通與獲取的成本，網路使
用者的互動與聯繫，強化了政治事物的參與承諾，動員了社會運動的集結與行
動（Lim & Kann, 2008; Boulianne, 2009）。
而政治、公民參與，以及社會運動，又可與社會學領域中的社會資本概念
結合討論。社會資本與網路使用者參與社群的關係，是現在社群網站研究的重
要主題，近幾年來，關於 Facebook、Myspace 或其它全球或在地社群網站，對
使用者社會資本影響的相關研究正蓬勃發展。有學者將政治參與、公民參與納
入社會資本概念所涵括的層面，藉以討論參與網路社群的使用效果（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使用者在各種情境脈絡下進入網路社群，伴隨其活動，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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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會形成其線上與線下人際關係結構的變化，並影響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可
得資源之內容。近年研究指出，社群網站有助使用者維繫弱連結，即較不親密，
但能從對方那裡得到資訊性資源的情誼（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綜上所述，各領域對網路使用者的研究有所轉向，原因在於網路使用者與
傳統媒介使用者相較之下，前者的參與者角色更明顯。至於使用者於何種脈絡
下出現參與意願？如何參與？社會性效果如何產出？正是數位典藏推廣需討論
的重要問題。在此一課題上，各領域的研究成果成為引領本研究進行的先導，
使我們能在觀察數位典藏資源使用者實際的使用效果與意義時，同時回頭檢視
數位典藏推廣的策略。
網路的社會性使用有利於推動數位典藏成果的「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
而人際之間的溝通是搭建社會性網絡與傳散網路資訊的根基。然而，我們要如
何研究人們在自然的、日常的生活情境中，編織個人的社交網絡？在這網絡的
編織歷程中，數位典藏是否帶有社交溝通性的性質？

三、網路行為考古
傳播領域早期使用調查、訪談的方法，邀請使用者回溯使用媒介的經驗，
並以使用者的記憶回溯做為分析材料，研究媒介和媒介內容的社會性使用。80
年代的電視社會性使用研究則採用人類學的研究方法，進入使用者的家庭、生
活情境，實地觀察、紀錄、訪問，電視的社會性使用。今日的網路媒體有一項
傳統大眾媒體沒有的特性：使用者在使用網路的同時也在網路上遺留下大量的
活動軌跡。本研究意圖利用此項網路媒體的特質，啟用 Michael Schiffer（1976）
「行為考古」（Behavioral 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與概念，研究數位典藏的
社會性使用。
行為考古學由遺址中發掘的遺跡、遺物，並從遺物的物質性（形態、空間、
數量、關係）、功能性（實用、意義、溝通、社會、儀式、宗教）、以及興衰
的演化，去推敲、理解人與人造物（artifact）互動的所有行為、活動與經驗，
及其衍生而成的物質文化（Rathje & Schiffer, 1982; Schiffer, 1976; 1992；2004;
Schiffer ＆Miller, 1999）。本研究師法行為考古學，將網路視為遺址，將數位
典藏視為是一種與人互動的人造物，在網路上收集使用者自發性的以數位典藏
為題材的溝通、言說，作為分析資料，探討數位典藏的社會性使用與情境脈絡。
換言之，本研究將從網路上遺留的數位典藏的使用痕跡，去探索數位典藏在網
路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境以及溝通意義浮現的脈絡。

四、部落格與個人生活分享
數位典藏資訊做為一種媒介內容，如以往研究指出，媒介內容使用往往帶
有如社交溝通、累積人脈……等社會脈絡與社會效果，那麼數位典藏資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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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又有什麼樣的相關意義呢？本文便要透過使用者在網路留下的使用遺跡，
觀察數位典藏資訊在大眾主動性使用中的社會脈絡與效果。
一般網路使用者的社會性使用遺跡，最常顯現在社群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s，SNS）平台中。社群網絡服務，或稱社交網站、社群網站，
是使用者在網路上做主動性分享與社交溝通、表徵自我的重要平台，比起一般
網頁討論區具個人性，能展現更多使用者援用資訊時的生活脈絡線索。因此我
們以社群網絡服務做為主要的搜尋資料的範圍。
所謂社群網絡服務，根據 Boyd & Ellison（2008）的定義，是種能讓個人
在一配套的系統裡，設立一個公開或半公開的個人空間（profile）的服務，同
時提供建構關乎其他使用者之列表的功能，讓使用者得與其他使用者共享某種
社群關係，並在系統內觀看其他使用者生產的內容，服務細節則依不同平台，
功能互異。這樣的定義乃 Boyd & Ellison（2008）整理近年提供相關服務的社
群網站而得出，包括近年來在類型上推陳出新，除部落格（blog）外的微型部
落格（又稱微網誌，亦即 Micro-blogging、Microlog）—如 twitter、Plurk 等，
或是類似 Facebook 一類社群網站。
本文以部落格作為主要的資料搜尋對象。部落格的英文原名為 Web Log 之
簡稱（Barger, 1997；轉引自洪淑芬，2005）
，直譯的話可稱為「線上記錄」
，亦
可譯為網誌（本文統一使用部落格作為譯名）
，實質上也就是使用者個人的「網
路日誌」
。本文所指部落格，意指微型部落格平台如 twitter、pluk 等興起前，即
普遍被使用的不限字數之網路寫作平台。所指稱之部落格使用者，意指經營一
特定部落格、並在該平台上進行書寫者，在本文中統稱為部落客（blogger）。
本文聚焦部落格文本而非 twitter、plurk、Facebook 等微型部落格、社交網
站的原因，詳述如下：
（一）部落格發展較早，資料歷時性高：
部落格與微型部落格不同處所在多有，從網路發展史來看，部落格的發展
起點遠早於微型部落格、Facebook 型社交網站1，臺灣地區引入部落格的起始時
間，亦較前述二者的時間來得早2，若要觀察數位典藏聯合資料庫建置以來資訊
的使用狀況，部落格的資料歷時性較高。
（二）部落格具公開性，搜尋分類功能較佳：
與近年來在台灣地區興起的 twitter、plurk 以及 facebook 相比，國內部落格
1

根據劉江釗的研究指出，臺灣地區部落格的首倡者，為藝立協社群所成立的「正體中文 blog
資訊中心」
，其後在 2003 年 2 月後，學界、媒體界以及文化界中的部分文化組織也開始撰寫自
身的部落格。參見劉江釗，
〈部落格之社會網絡與自我呈現〉
（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5 年 7 月），頁 1-2。
2
在噗浪官方搜尋功能推出前，已有網友利用 Google 自訂搜尋的功能，推出非官方的噗浪搜尋
引擎。儘管在獲得新進資料的速度上並不如噗浪官方搜尋引擎來得迅速，但採用 Google 自訂
搜尋的介面，對於一般使用者來說或許更為親近。請參照：http://briian.com/blpuk。（檢索日期
201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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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所偏好的各家中文平台，例如無名、痞客邦、天空、樂多等國內部落格
供應商（Blog Services Provider, BSP）所建置的各類系統，或是 WordPress、
blogspot 等由國外 BSP 所提供的外語系平台，支援中文關鍵字的搜尋能力顯然
較佳。且微型部落格以私人社交為經營目的，使用者較傾向將資訊設定成不支
援公開搜尋的狀態。
twitter 目前尚未出現官方版的中文搜尋支援，而 plurk 本身的搜尋功能，在
介面上與主頁面相同，對於檢索資訊來說不甚便利，在使用較長的中文關鍵詞
句進行搜尋時還會出現自行斷句的情況，再加上搜尋對象目前停留在標題的主
訊息層，對於後續跟進的討論訊息尚無法進行搜尋，在使用上還有改進的空間
1
。Facebook 目前所提供的搜尋功能，則只能提供近 30 天內所發佈之訊息，所
得資訊亦同先前所述，多為片段且逸散性高的訊息。
（三）部落格文章脈絡較為完整：
部落格呈現的文本訊息較新興社群網站脈絡更為完整。twitter、plurk 與
Facebook 等平台，在人際關係的聯繫上或許較部落格來得緊密，微型部落格在
特定訊息的傳播和擴散效能上也較部落格和社群網站來得便捷，但社群網站和
微型部落格有其共通的特性，也就是訊息的片段化和高度逸散性。此類特性雖
為其獨特優勢，但對本研究主題而言，訊息片段化所代表的便是是訊息的去脈
絡化，研究團隊難以從片段且零散的訊息中還原此一話題的相關脈絡，進而成
為研究上所無法避免的限制。
就生活故事紀錄或日常心情分享等功能言之，因發展型態限制2，plurk、
twitter 目前單則訊息仍以 140 字為限，若欲就某事件進行完整陳述，則需重複
數次張貼才能完成此一需求。因此，當日常有所感觸而想認真抒發之際，部落
格仍會被選為進行書寫時所利用的平台。
在此同時，部落格亦被視為能廣泛應用於知識與資訊傳遞的媒介，被各種
組織團體廣泛利用於宣傳、教育……等目的，如教師使用部落格輔助教學，已
是普遍現象（張瑜芳、劉旨峰，2008）
，而持續經營部落格的使用者，其個人部
落格更可視為是個體建構生活故事的空間，與其自我意義的建構緊密扣連（蔡
琰、臧國仁，2010）。
即部落格文本內容相較 twitter、plurk、Facebook 等平台，經營更易偏向「專
業化」
、
「參考諮詢」
，容易成為資料提供及心得分享的主要平台，自我表述脈絡
往往也詳細得多，書寫具較高組織性，敘述脈絡亦較清晰，加上部落格特殊功
能，如各家部落格平台除提供預設文章標籤的服務，讓使用者自設文章標籤，
1

在噗浪官方搜尋功能推出前，已有網友利用 Google 自訂搜尋的功能，推出非官方的噗浪搜尋
引擎。儘管在獲得新進資料的速度上並不如噗浪官方搜尋引擎來得迅速，但採用 Google 自訂
搜尋的介面，對於一般使用者來說或許更為親近。請參照：http://briian.com/blpuk。（檢索日期
2011/3/22）
2
Twitter 訊息可經由手機簡訊上傳至網站發佈，因此在原始字數限制上配合手機簡訊字數限
制，以 14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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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 twitter、plurk、Facebook 等平台，對於研究者在判斷及分析使用者的使用
脈絡上，更有助益。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部落格的主要優點在於其資料脈絡性強，對應中文關
鍵字的能力較為出色，就本研究的分析需求而言，部落格所能提供的文本資料，
有無法取代的優勢。
本文欲從部落格書寫遺跡，了解數位典藏資訊的社會脈絡與效果，即要觀
察使用者主動使用數位典藏資訊並書寫記錄的內容，究竟呈現出他們近用數位
典藏的什麼社會性目的。那麼，我們就得進而了解部落格使用者的書寫特性。
部落格是一種線上個人媒體，相當「自我中心」
，既有傳統紙本個人日記的
私密度，又有社群分享的公開性質（蔡琰、臧國仁，2010）
。這讓部落格書寫與
部落客自我形象的經營，產生相當重要的關連──部落客記錄自我，同時也對
外表達自我，一邊記錄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事件，將自我呈現出來，但呈現的同
時，也因外界的訊息回饋而再修正自己所提供的訊息，進而建構出自己所欲呈
現的形象（施力群，2004）。
由此亦可見，部落格書寫的社會脈絡與其自我展演相關。而部落客所展現
的自我，與其在部落格空間中的社會互動脈絡不可分割，自我乃不斷展演的角
色（Goffman, 1959；徐江敏、李姚軍譯，2004），若要觀察一篇使用了數位典
藏資訊的部落格文章的社會脈絡，我們無法不去看做為部落格書寫所圍繞的表
述主題──部落客自我，即我們需要知道部落客透過書寫，呈現什麼自我、展
演什麼角色？而要判斷其角色，則不能不觀察其部落格空間的社會線索。
如我們若看到一篇來自教師部落格的數位典藏資訊部落格文章，內容與教
學資源彙整相關，則我們不能忽略，教師經營部落格時，他乃把自己教師的一
面示人，於是掩蓋了他其他角色的特徵，他使用數位典藏資訊並書寫表述出來，
與他的教師角色有關。他的部落格社群也可能是師生居多，因而加強了他這角
色的展現，即我們若要觀察部落格書寫中數位典藏資訊的社會使用脈絡，則需
要查看使用者展現何種自我面向，這自我就不僅要看部落客怎麼敘述自己，還
要觀察部落格中的留言、命名、標籤等各展現什麼社會脈絡。於是，除了部落
客書寫的內容（使用樣態）外，判斷部落客是誰（展演什麼樣的自我）
，有助對
其使用樣態進一步理解。
而書寫內容（使用樣態）中，部落客多採第一人稱的書寫模式，搭配日誌
式的排序以及自訂標籤（tag），除呈現個人生活脈絡之外，亦使研究者較易貼
近作者的主觀感受，看出部落客使用數位典藏過程中，個人經歷了什麼相關社
會事件，以及其價值、偏好與行為。
部落格的功用，如洪淑芬（2005）所整理：
blog 可以用來撰寫個人的記事、傳達個人的理念、也可以供社
群共同撰寫記事、評論時事。blog 往往含有各種個人常用、或大眾
較有用的連結。（洪淑芬，2005，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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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引文所言，部落格在建構自我形象方面有其層次性，可以是個人的，也
可以是群體的。其自我形象，可以是個人的，亦可以是團體的形象，而部落格
資訊在表述展演自我的同時，還有宣傳、社交等功用，因此我們可將部落格視
為能廣泛應用於知識與資訊傳遞的媒介，如商家以部落格建置商店形象與訊
息；教師使用部落格展現教師專業，輔助教學、推廣學術（張瑜芳、劉旨峰，
2008）。
如上所述，我們可知部落格文章具有知識傳散的意義，分析部落客角色、
部落格書寫使用樣態，有助了解部落格書寫遺跡中所呈現的數位典藏資訊社會
性使用脈絡，即理解數位典藏資訊在什麼樣的社會脈絡中，有被推廣傳散的可
能。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承接先前四年所採用之理論發展與多元研究取徑方法，嘗試探討現
有數位典藏成果在社會性使用方面上所存有的情境脈絡。而就近年來的相關研
究成果觀之，可以清楚發現，與傳統媒介相較，網路提供的不僅是資訊，還有
讓使用者參與的媒介空間（Harrison & Barthel, 2009； Thackery et al., 2008；Lim
& Kann, 2008；Boulianne, 2009；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然而，網
路使用者基於何種脈絡而產生參與意願，參與形式及參與後所產生之社會性效
果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的討論與釐清。
眾所皆知，人際之間的溝通是建構社會性網絡、傳散網路資訊的根基，而
網際網路的社會性使用，對於數位典藏的「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兩大面
向的推動上，則有其正面意義存在。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在於，這些曾經使用
過數位典藏資料的網路使用者們，在日常生活中編織其個人社交網絡之時，數
位典藏在其中扮演了何種角色，是否有其脈絡可尋。
為解釋此一問題，本文採用 Michael Schiffer（1976）所提出的「行為考古」
（Behavioral Archaeology）的研究概念，將數位典藏視為與人互動下的人造物，
並就使用者在網路活動上所遺留之以數位典藏為題材的自發性溝通、言說等活
動痕跡進行分析，對數位典藏在網路使用者之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境，及浮現
於其溝通意義中的相關脈絡進行探索。
（一）資料蒐集與篩選
本文利用 Google 搜尋引擎所設置之「網誌搜尋」功能1，以關鍵字（keyword）
與反向連結（backlinks）兩種搜尋方式，針對 2004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期間所發表之部落格文章進行搜尋，並從中過濾出使用數位典藏資料，或
將數典網址連結加以陳列的部落格文章。
1

此功能尊重 Google 原名，不予改名。網誌搜尋實質上即為部落格搜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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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以「數位典藏」和「"數位典藏" 參考」兩字串作為搜尋關鍵字的
狀況下，研究團隊共收到 1503 篇文章。接著以數位典藏現行主要入口網站：
「數
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和該網站之目錄導覽首頁為反向連結查詢時使
用的網址，同時也參考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念萱、李嘉維（2009），
在 2008 年舉行數位典藏使用者調查時，所選用的 12 個維運和推廣情況較佳的
重點網站作為查詢連結。透過此 14 個網址，研究團隊總共收到 669 篇文章。
經過上述步驟後，關鍵字搜尋與反向連結查詢共計搜尋到 2172 筆相關文章
（見附錄一）
。經逐一比對與檢視搜尋結果後，先排除經由不同搜尋方法而收到
的重複資料和數位典藏相關組織與團隊所發佈之新聞性、宣傳性文章，以及單
純轉載這類官方訊息的文本後，研究團隊也將民眾為了參與數位典藏舉辦的活
動而撰寫的相關文章排除在外。除此之外，非台灣使用者之外語書寫部落格、
業已關閉或連結失效的部落格也予以排除在研究範圍外。
最後，研究團隊共取得 217 筆符合本文研究旨趣的資料—也就是一般民眾在
日常生活中，主動使用數位典藏的資料，或是連結數位典藏網址的部落格文章—
作為分析的樣本。這些樣本皆具體引用了數典資訊，包括圖、文、超連結或常
駐連結等形式。

（二）資料分析：
本文透過 Nvivo 9 軟體程式，對這 217 筆符合本文研究旨趣的部落格文章
內容加以分析。分析的主題分為三個面向：（1）文章的書寫時間，（2）文章書
寫者的身份，（3）書寫主題與情境脈絡。其中文章書寫時間以年為編碼類目，
這部分的編碼概念清楚，無須經過反覆辨識的編碼程序。
書寫者的身份，以及書寫主題與情境脈絡的編碼，則依據紮根理論的原則，
由兩名編碼員在反覆閱讀部落格文本的過程中，建立起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的類目（Strauss＆Corbin, 1990）
，對應 Nvivo 編碼系統裡的自由節點(free
nodes)。再將開放式編碼類目依據概念間的層級屬性，結合為主題（themes），
或是劃分為次類目，形成 Nvivo 編碼系統裡的樹狀節點（tree nodes）
。
兩名編碼員交互信度的計算方式，是以隨機抽取 43 篇文章（20％的樣本數）
的編碼，再利用網路軟體 ReCal2 計算編碼員交互信度，取 Krippendorff’s Alpha，
書寫者身份的編碼員交互信度 α= 0.78；書寫主題與情境脈絡的碼員交互信度
α=0.84。

肆、研究結果
一、 數位典藏使用量的逐年遞增
就書寫年份觀之，可以發現數位典藏的使用情形，顯有隨時間推演而日趨
頻繁的趨勢（參見圖一）。就執行面而言，數位典藏計畫自 2002 年起著手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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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資產進行數位保存，而自 2006 年中起，已有少量的文章引
用數位典藏資料。而在 2007 年數位典藏計畫邁入第二期，將「推廣」增列進計
畫目標後，圖一的使用曲線亦自 2008 年起出現顯著的上升。其原因或為「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聯合目錄」網站於 2007 年底正式成立後，將原先分散的數典資
源整合至單一入口網站下，除促進了引用便利性上的提升，也同時提高了一般
使用者引用數位典藏資源的意願。1此外，亦不能排除二期計畫在推廣上獲得效
益，促使更多使用者獲得近用數典資源的相關情報所致。
然而，儘管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念萱、李嘉維（2009）的網路調
查結果指出，約 30.5%的受訪者使用過數位典藏網站。但因統計群體的差異，
本文的分析結果無法據此數據推估使用者的比例變化，但仍可從中發現使用量
有逐年遞增的趨勢。

引用次數

圖 3-1：歷年引用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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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位典藏使用者的使用者身份
所謂「使用者身份」
，意指在使用了數位典藏資源的部落格文章中，部落客
是「誰」
，也就是部落客的「身份」究竟為何？關於人的身份之探討，若從集體
角度鉅觀之，可發現人在社會上有相對穩固的身份特質。此類特質在統計學上，
即為區別族群異質性與同質性的人口變項（demographic variables）
。例如性別、
職業、年齡等等，這些變項具有相當程度的解釋力與推估性。但是人的身份也
可以是不斷隨社會關係脈絡而展演出來的角色，並依情境而有浮動、變化
（Goffman, 1959；徐江敏、李姚軍譯，2004）。自我在此視角中，是一種從主
體的社會活動中不斷表現出來的角色（王右軍，2009）
，而非結構先行定位理解
的固定特質。相對於從社會結構去理解個人身份的觀點，本研究關注的是從生
活脈絡、社會活動、社群關係中浮現出來的「角色」。

1

自 2007 年 7 月起，原先由各計畫自行設立及維護的典藏網站，改由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入口網（http://www.teldap.tw）
，負責統合各計畫分別建置之入口網站及典藏目錄
後，一般性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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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數位典藏相關使用的部落格書寫，背後很重要的一層社會脈絡，是來
自部落客的自我展演──即「部落客表述怎麼樣的自我」
。而部落客在網路空間
中所生成的自我，往往也是在這樣的角色展演中形成（施力群，2004）
。透過書
寫的主題與網路社群脈絡做為前臺，部落客藉此展演他的自我認同與活動角
色，並透過讀者的理解，使部落客在部落格文本的書寫主題、活動脈絡，以及
部落格的社群關係中，得以呈現出其形象、角色。而研究者透過此形象、角色，
則可回窺部落客身處的活動脈絡。
本研究採用上述視角，以角色為主，而非採用自社會集體結構性觀點進行
定位的人口變項替使用者身份編碼，在此編碼方式下，單一部落格文本可從多
種角度進行編碼。例如一篇紀錄家庭出遊過程的文章，由於書寫者在文本脈絡
中同時兼有「父母」與「出遊者」身份，我們便可將其重複編碼至「出遊者」
以及「家長、親子」兩個類目之中。
我們判斷部落客身份的觀察單位，不僅限於單篇文章，而會觀察其部落格
整體線索，包括部落格內文、部落格名稱、部落客對個別文章所下的標籤、部
落客的名片、相片、影片、社群屬性與留言等。也就是說，本研究除自引用數
位典藏資訊的單篇文章中判斷部落客身份外，部落格中所提供的其它資訊亦為
編碼考量上的判斷因素。舉例言之，若部落客直接將其部落格命名為「某某教
師的部落格」
，則代表「教師」角色對該部落客的書寫行為有重要影響，即便引
用數位典藏資訊的單篇文章未明確對自身的教師身份做出陳述，鑑於文章所屬
的部落格脈絡，我們也將其歸為「教師」類目。
在 217 筆的部落格文章中，可辨認身份者共 172 篇，研究團隊從這 172 篇
文本中編出 17 種類目。而由於重複編碼的緣故，共計得到 229 個使用者身份編
碼。也就是說，在 172 個觀察單位中，一共出現 229 個分析單位(可辨識的身份）
。
經過進一步的整理後，這 229 個分析單位可細分為 17 個不同的類目。類目名稱
與使用者身份次數出現的狀況，請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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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使用者身份次數列表
編號

使用者身份

次數（高至低） 百分比

1

出遊者

49

21.40%

2

文史工作者

24

10.48%

3

地方或社區居民

24

10.48%

4

學生

23

10.04%

5

教師

22

9.60%

6

家長、親子

16

6.98%

7

學術性社團與單位

11

4.80%

8

名人

10

4.37%

9

數典編制外之參與者

10

4.37%

10

公司行號

10

4.37%

11

收藏家

8

3.49%

12

志工社團

8

3.49%

13

老建築愛好者

7

3.06%

14

現役／後備軍友

3

1.31%

15

登山客

2

0.87%

16

珠寶設計者

1

0.44%

17

釣客

1

0.44%

229

100.00%

次數總計

註：以上數據為編碼者自行編碼與整理所得。相關資料請
參見附錄。

從上表可知，17 類身份中，以「出遊者」的比例最高，其次為「文史工作
者」與「地方或社區居民」，再來是「學生」、「教師」、「家長親子」類。
（一） 「專業性」與「教育學習性」身份
由表二可知，較顯著的身分中，除了「出遊者」之外，皆以穩定、與其社
會位置有關的身分認同居多。也就是在部落客們的書寫中，展現自我認同、呈
現相對投入了心力經營的自我面向，是一重要脈絡。這類自我概念仍帶有相對
穩定的社會身分特質，例如「老師」此一身份類別，便是明顯以職業為認同的
辨別脈絡。
研究團隊在分析過程中發現，較顯著的身分認同，大多具專業性與教育性
特質。例如「文史工作者」、「學術性社團」、「收藏家」、「志工社團」、「老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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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者」與次數較為零星的「珠寶設計者」等身份類目，都有強調其個人或團
體所認同的「專業」特色的情形。此外，
「地方與社區居民」的使用者也常以記
錄地區文史為書寫主題，並與「文史工作者」身分重疊甚高。此二類目被辨識
出的次數相同（皆 24 次）
，而彼此重疊者佔三分之一（8 篇）
，區域關懷是此二
類目所共同彰顯之重要脈絡。
在闡釋專業知識時，上述這些身分的使用者，往往會運用數位典藏資源等
外部資訊作為自身論點的佐證或是立論基礎，如〈昔日官衙今天為祠──金門瓊
林蔡氏新倉上二房十一世宗祠〉一文，其作者即屬「地方與社區居民」身份，
同時也具有在地「文史工作者」此一身份。該作者在部落格中，以圖文相兼的
形式考察、記錄在地文史並建構地方認同，以數位典藏資料輔佐說明金門文化
特色。
而在專業性身分編碼中，在被編碼為「建築愛好者」的部落客中，並無單
獨編為「建築愛好者」的情形，每筆資料都可重複編入「出遊者」
、
「學生」
、
「學
術性社團與單位」、「文史工作者」、「在地與社區居民」等其他分類項目。此一
現象表示，
「老建築愛好者」們在經營其專業興趣時，往往同時與文史專業、考
察出遊等活動產生關連，且在「文史專業」、「考察出遊」等相關脈絡下使用數
位典藏資料。
這些帶有特殊專業、興趣的專家，其部落格多朝特定主題經營（如在地歷
史人文）
，研究與匯集資源目的性強，常運用包括數位典藏資料在內之各類資訊
印證自身專業觀點，並向外傳遞、推廣相關知識。
而「學生」、「教師」、「家長、親子」等身份類目，其性質屬於帶有教育學
習性身份者。
「學生」類目的定位較廣，只要其身分是在校學生，或正學習著各
種才藝者，研究團隊便將其歸入此一類目。
從運用模式來看，
「學生」類目下的使用者，其運用數位典藏資訊的脈絡較
發散，除了隨性地記錄學習點滴，例如〈感謝公主～別人的分享〉部落客正在
學唱歌，便透過數典計畫所建構之 Vcenter 平台，在部落格分享自己學習的曲
子的使用模式外，也有像〈去南港天地宮求籤～〉一文的作者，因為「實在對
自己的論文很擔心」就用數位典藏天地宮遊戲「去求了個籤」的使用模式存在。
而與「學生」類目相較之下，屬「教師」身份的使用者則較常把數位典藏
內容做為學習資源來源，匯集在部落格上，較為強調其身為教師的職業責任與
專業性質。從文本資料中可以發現，有不少身為教師的部落客會直接在部落格
名稱表明自己的教師身分，如〈五下社會「原住民」文化參考網站〉一文，便
來自某位教師所開設的「靜思園地~和學生一起成長」部落格。
而在資料分析過程中，研究團隊發現，被編碼在「家長、親子」類目之下
的部落客，與編碼在「出遊者」類類目下的部落客出現大量重疊。此一情形在
本研究所整理出的 17 類身份類別中，是一相當特殊的情形。
具體言之，這 17 類身分多為單一編碼，獨立性強，雖然或多會少會與它類
身分有所重疊，但基本上各類目下的編碼情形，仍是以單一編碼者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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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16 篇編碼為「家長、親子」類目的文本中，便有 10 篇同時具「出遊
者」身份，此種多重編碼的資料筆數，比單獨編入「家長親子」類的筆數要多，
可見「家長親子」身份者，不少皆身在「親子出遊」的脈絡裡，並傾向運用數
典等資源建構知性旅遊經驗，如〈皮影戲與畫像磚〉一文，便是出自某位媽媽
為了記錄孩子成長歷程，而專門開設的部落格。作者在該部落格中撰寫了不少
記錄親子出遊的遊記，除說明在過程中孩子學習了什麼知識外，還上傳了許多
孩子的照片，以及遊覽過程中所觀覽的展品圖像。
這樣的使用方式，除單純作為生活記錄外，亦可視為是藉由建構一趟「玩
中學」的教育陶養之旅，以展演作者自身盡力符合「盡責教育子女的家長」身
份的過程。此外，亦有將數位典藏資訊做為教育資源，整理在部落格中的父母
部落客，如〈你知道神荼和鬱壘是誰嗎〉、〈開學了，網路上有些資源適合小學
生呢？(Internet resource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s student)〉等文章。
而在教育學習類身份中，特別是具有由上而下性質之「教師」與「家長、
親子」類目使用者，在運用數位典藏資訊這類外部資料時，多具有知性示範目
的。而在使用脈絡上，此二類使用者傾向將數位典藏資訊做為某種輔佐教育的
材料。相較之下，
「學生」這樣的「學習者」可能因為較不被期待作為「教育者」
，
因此在書寫上顯得較為發散自由。
不論專業性身分還是教育學習性身分，林菁、顏才富、陳宜欣（2005）觀
察教師選擇數位典藏資訊做為網路教學之用的原因，指出許多教師認為數位典
藏網站特色內容正確、具權威性，事實上，這些具專業或教育性身份，特別是
在「教師」與「家長親子」類目下的使用者，在他們的使用情況中，數位典藏
資訊的確常做為某種「權威性資訊」被使用，帶有客觀、優位性，援用數位典
藏資訊做為參考資料時，似乎便能較客觀地提出知性論點或認識。
（二） 經由「認識新事物、深化生活經驗」浮現的身分
在較為顯著的身分類目中，只有「出遊者」是以活動脈絡進行定位的暫時
性身分，屬於活動導向而非固定認同導向的身分。不論自我認同為何，誰都可
能進入出遊活動，這讓「出遊者」類目涵蓋範圍頗廣，跟「文史工作者」、「建
築愛好者」
、
「地方或社區居民」
、
「志工」
、
「學生」
、
「數典編制外之參與者」
、
「教
師」幾個身分都有重疊。
「出遊者」身份與「遊記」書寫樣態聯繫密切。在本研究中，書寫內容為
出遊記錄、出遊欲望（對想去玩的心情有所描述，並有具體地點的說明）
、旅遊
規劃（尚未成行但有旅遊準備）等相關主題者，包含參觀展覽者，都視為「出
遊者」
，不過「出遊者」整體在寫作的主題樣態上還是以出遊記錄為主，多為兼
有圖文的出遊記錄，只有少數一兩篇寫的是旅遊規劃。
這些「出遊者」常常參考外在資訊，引入該旅地之知性資訊（例如古蹟的
歷史背景）
。這讓他們的遊記帶有「離開日常生活脈絡，前往新地點認識新事物」
的意味，寫作上會把「認識新事物」的經驗彰顯出來，如〈七月三日 – 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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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宮博物館〉一文雖是一篇隨性的個人旅遊記錄，但除去紀錄觀看的故宮瓷
器展部分外，也加入了許多個人的旅遊經驗。在此同時，該文作者也一併用數
位典藏資源藉以加深對展品的認識。
於是大量的「出遊者」身份，所呈現的是當代人在旅遊經驗敘述中，除了
休閒玩樂外，同時也以做為離開熟悉環境，認識新事物的學習者而存在。上節
曾經提過的專業性身分或教育學習性身分者，例如「文史工作者」、「家長、親
子」兩類，若同時身兼「出遊者」之身分，也同樣會在書寫中強調出遊的專業
認識或知性學習過程。例如，
「文史工作者」常將出遊建構成一場田野考察，使
讀者有如身歷其境；而「家長、親子」則呈現出一股認真教育子女，以「玩中
學」的方式來教育孩子的氛圍。
但並不是所有身處旅遊脈絡內（撰寫遊記）的部落客，都會被視為「出遊
者」
。在文本分析過程中，研究團隊發現，部分文本內容雖具出遊記錄的型態，
然撰寫該文本的部落客卻不能被視為「出遊者」。
舉例言之，〈越來越紅 鹿谷鄉清水溝溪溪濱芙蓉步道〉一文，原作者為鹿
谷社區記者，內文主軸著重在導覽鹿谷在地風光，因此原作者的身分被編為「地
方或社區居民」；而〈昔日官衙今天為祠──金門瓊林蔡氏新倉上二房十一世宗
祠［國定古蹟］〉一文，也同樣是以金門在地人介紹金門文史的方式寫成，所以
被編為「文史工作者」
、
「地方或社區居民」
、
「名人（得獎部落客）」三類身分。
此外，有部分公司行號也以類似在地導覽式的遊記形式，運用數位典藏資
料來書寫本地風光。如〈花蓮長光石棺遊記〉一文便出自某民宿業者的部落格，
該業者以建構地方認同的方式，將花蓮的特定景點寫成遊記，部落格本身則以
「民宿主人記錄花東自然人文風情」為主題，將所經營民宿建構為具有在地文
化與情感認同的空間。職是之故，部落客本身不被編入出遊者類目，而是編碼
為「地區與社區居民」、「公司行號」身份。
儘管上述的文本資訊皆已遊記方式呈現，但是部落客在書寫內容中，並未
將自己定位為「出遊者」
，而是用「在地者」身份，以「介紹本地資訊」而非「出
遊」經驗做為文章主旨。即「出遊者」所強調的，其實是「起身而行，面對從
不認識到認識的新事物的過程」
，而偏向「介紹導覽已知事物」者，便不被列為
「出遊者」。
擁有「認識與學習的身分」者，除「出遊者」外，編碼為「地方或社區居
民」下的部落客，也會因為生產深化個體生活經驗的書寫，而被編入「認識與
學習的身份」類目之下。
在此情形中，部分「地方或社區居民」將平時熟悉的日常地物給陌生化，
運用包括數位典藏資訊在內的外部資料，重新認識自己的生活環境。這類部落
客有時在形式上採用遊記形式，並在陳述脈絡上呈現出偏向主觀感性與客觀知
性兼具的抒發。以〈下班後的小旅行〉一文為例，便是部落客看到與自身生活
環境相關的數位典藏資料後，引發探勘在地景點的心情，隨後記下漫步遊走之
歷程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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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帶有「認識與學習身分」的部落客引用數位典藏資料時，目的多在輔
佐個人理解，書寫比專業性身分者隨興，較無呈現專業性的野心（但也帶有表
現「認真感」的意味）
，感性共鳴較多。相較專業性、教育學習性身分，這些部
落客較不強調特殊的社會角色位置。
在暫時性活動脈絡身分中，除「出遊者」外，還有次數零星的「登山客」、
「釣客」
，此二類雖屬戶外活動脈絡，但未被編入「出遊者」身份，主因在於此
兩身分者討論的是登山活動或釣魚活動的相關資訊與知識，而非出外旅遊的經
驗記錄。但同樣也有生活資訊參考意味，有著「了解新事物的個體」的特性。
（三） 其它身份描述
除以上兩群較顯著的身分外，
「名人」類目指的是部落格曾得獎的知名部落
客，或是政治人物、作家等較具群眾影響力的人物，其部落格提供的資訊具有
較大閱讀社群，所以另外編出。
編入「數典編制外之參與者」下的部落客，是指曾接觸過數位典藏國家計
畫相關活動或工作者，但在非官方，亦非工作要求的脈絡下，引用數位典藏資
料書寫使用心得。由於本類目下的部落客與數位典藏計畫間曾有特殊關連，故
將此身份編入獨立類目。
被分類至「公司行號」類目下的文本作者以商業團體為主，其中部分成員
亦有與「地方或社區居民」、「文史工作者」重疊之處，如花蓮民宿業者把民宿
部落格建構成花蓮景點簡介平台，把當地景點資訊集結起來便是一例。而使用
數位典藏資料介紹所經營之產業專業者，如某茶葉經銷商，亦編入公司行號類
目之下。此類目下之部落客，多會運用數位典藏資料建構其部落格主題，增加
專業性。
至於「後備或現役軍友」、「登山客」、「珠寶設計者」、「釣客」這些零星類
目，雖個殊性高，不若其他類目一般已有相當數量的使用者，但呈現出資訊使
用的不同可能，或許有持續推廣並擴大效益的潛力。
而當我們從網路上遺留的數位典藏使用痕跡，也就是透過部落客發佈在部
落格中，與數典的相關資訊，去探索部落客的身分時，當可透過活動脈絡視角，
發現有些從資料中浮出的身分仍具社會結構穩定性如職業、家庭角色（像是教
師、家長親子）等。畢竟個人的認同的確與社會結構交織，而這些認同與表現
往往也會成為部落客從事活動的重要脈絡，如同教師會在其部落格中強調教學
活動一般。
此外，研究團隊也發現一些雖然相對穩定，但在研究進行前，卻無法透過
理論先行預測、發現的身份類目。例如地方或當地居民、建築工作者等，而暫
時性的身分如出遊者，更是在這樣的視角中才得浮出。
探索數位典藏使用者書寫的重要脈絡，也就是數位典藏使用者所展演的身
份後，可以發現數典使用者的使用者身份與其使用模式，以及其所書寫的活動
主題有著密切關連。在下節中，本文將繼續討論部落客具體書寫的主題內容。
35

二、數位典藏的日常用途
從開放編碼中，我們嘗試分析數典資訊在部落格裡的使用模式與其脈絡，
包括人文遊記、專業嗜好與興趣、生活參考資料、生活經驗共鳴、學習資源彙
整與數典新知分享等八個類別，並將其中概念相近的合併，整理出五個顯著的
書寫主題（樣態）。參見下表：
表 3-2：書寫樣態次數列表
編號

書寫主題

次數

百分比

1

專業嗜好與興趣

65

27.4%

2

3

人文遊記

40

自然生態遊記

6

觀展心得

10

日常生活

生活參考資料

28

紀錄

生活經驗共鳴

26

遊記

56

23.6%

54

22.8%

4

數典新知分享

35

14.8%

5

學習資源彙整

27

11.4%

237

100.00%

次數總計

以下將對此五大樣態進行概略的分析與討論。
（一） 專業嗜好與興趣
從上表可知，在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文本中，有近三成的文本可分類為「專
業嗜好與興趣」此一使用樣態。此一現象除反映多數部落格主仍以編寫高專業
性訊息作為吸引更多網路讀者迴響的自我呈現策略外，也同時映證了早期研究
發現，高專業性銷售員比低專業性銷售員擁有更多顧客的研究結論（Woodside &
Davenport，1974）。此外，國內部落格研究也做出同樣的驗證，指出專業性高
的部落格文章，能增加讀者點選意願（駱昱倫，2004）。
研究團隊在文本分析的過程中發現，
「專業嗜好與興趣」樣態下的部落格主
會刻意彰顯自身的專業特長，頻繁且積極地投入特定主題，在其既有知識含量
高的前提下，結合數典資訊後所產出之內容自然會呈現更多的專業性。如「生
物物理期刊俱樂部」的一則演講活動訊息，文中開頭所設定的讀者群便已非一
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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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人士都聽過「史溫侯」（Robert Swinhoe, 1836-1877）這個名字，也
都知道有許多種鳥的學名，是以這位英國外交官兼博物學家的名字命名
的…為了紀念史溫侯的貢獻，不只是鳥類的學名，還有其他許多種生物的
學名都是以他的名字來命名的。像是藍鷳的 Lophura swinhoei、台灣長鬃山
羊的 Capricornis swinhoei、斯氏懸鉤子的 Rubus swinhoei 等等，讓台灣生
物的學名添了些洋味。」（引用自東海岸的北歐情緣 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
學系林思民教授 http://nchu-bjc.blogspot.com/2008/10/2008-10-30.html）
相較於網路上普遍口語式敘述的寫作口吻，專業嗜好者傾向以理性與條理
的口吻敘說，文中多存有明顯的論說目的，除夾雜專業術語外，亦偏好徵引權
威性資訊來源以為佐證。以黎蘭油畫教室介紹畫家李澤藩一文為例，除通篇以
編年史口吻寫成外，亦特意為如「水洗」、「台展」等專業術語加上引號，文末
並引用李澤藩美術館與數典連結作為補充資料：
「李澤藩先生（新竹人，西元一九０七--一九八九）
，在臺北師範學校就學
時，受教於石川欽一郎先生，引發了對繪畫的與趣。畢業後先後任教於新
竹第一公學校、新竹師專、師範大學、台灣省教師研習會、國立藝專，除
致力於美術教育工作外，並潛心繪畫。先生畫風樸實，偏愛台灣鄉間山水
風景寫生，更獨創特有的「水洗」、「重疊色層」等風格，自成一家。先生
在早期的「台展」、「府展」以及光復後的台灣美術展、全省教員美展，屢
次獲獎，並擔任審查委員，曾舉辦多次個展，六十三年榮獲中華民國畫學
會金爵獎，七十二年獲行政院文建會選為台灣十位前輩畫家之一。
源自；http://www.tzefan.org.tw/c_index.html
畫作賞析 http://digitalarchives.tw/collection_detail.jsp?exhibition_id=201」
（引
用自 臺灣名家畫作欣賞「李澤藩先生
http://leelanoilclass.blogspot.com/p/blog-page_2908.html）
被分類於「專業嗜好與興趣」類目下的成員並不僅限於專家學者，部分遊
記文章撰寫者也同時具備歷史古蹟的專業背景，或是對此有所熱中。其書寫內
容除了紀錄旅行中的個人情感，往往會在旅行見聞裡添加建築或史料的專業陳
述。如無名小站休閒旅遊類部落格「黑皮的天空」
，由該部落格內之文章分類可
見部落客經營主題在於旅遊、美食與歷史建築三個面向。該文開頭先描述出遊
所見的個人情感：
「很難想像在台北首善之區，寸土寸金的都市中，竟然能保持這一棟原汁
原味的古厝，真是令人感動萬分！」（引用自 保留原味的「義芳居
http://www.wretch.cc/blog/c8917374/1805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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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藉由獲得的相關資訊，將古厝的歷史娓娓道來，最後以自己所拍攝的照
片為輔，細數古厝的建築特點，如翹脊燕尾、透雕挑擔托木等，最後加入數典
網站與台北市政府文化局網站作為延伸閱讀：
「義芳居位於芳蘭大厝的西側，在荒廢的台大第八宿舍後方，為「芳蘭大
厝」陳振師之養子陳朝來所興造，建於清光緒 2 年（西元 1876 年），為單
進雙護龍三合院宅第，爾後陳朝來的四個兒子又於「義芳居」前方，籌建
「玉芳居」四合院，是陳氏家族最鼎盛的時期…□延伸閱讀： 1.國科會數
位典藏計畫－台灣建築 2.台北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引用自 保留原味的
「義芳居 http://www.wretch.cc/blog/c8917374/18055060）
呼應上述「旅遊」與「專業嗜好與興趣」的交集，研究團隊在許多「社區居民」
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部落格發現，這些人會結合在地的生活經驗與自身專
業知識去進行書寫，如屏東縣的文史工作者 STUPIDROY，在其〈麟洛車站〉
一文中，除引用數典資料與維基百科記載來講述麟洛車站的今昔興衰外：
「麟洛站還有一條側線
從東邊拉出去
接到這座農場
這座農場叫隘寮溪農場
這條側線叫隘寮溪支線 (註 1)
有個別名叫戰俘營支線」（引用自 麟洛車站
http://www.wretch.cc/blog/stupidroy/27450446）
亦穿插了自己的成長經驗、家庭生活、求學生涯等生命經驗與感觸：
「我在麟洛長大
卻從來沒在這站上車或下車
這個因為太平洋戰爭才出現的小站
終於有機會高過身旁的檳榔樹」（引用自 麟洛車站
http://www.wretch.cc/blog/stupidroy/27450446）
「收藏家」也是「專業嗜好與興趣」裡較顯著的身份，收藏除了主題明確，藏
品的稀有性與完整性也是著重的要點之一，這也區別出一般收藏與專業收藏的
差別，前者較是隨興的保存，後者則隨著藏品越豐，對該課題的理解越深。例
如下文：
「這本在台灣設計與生產且首度以布袋戲為題材的劇場立體書是上週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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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新富老師時意外得知, 身為雲州大儒俠史豔文世代的 M 當下立刻收藏.
事實上早在今年 7 月的 2009 台北國際禮品展上就倍受矚目, 且資策會也曾
在板橋遠東百貨辦過"數位典藏創作暨創意商品展售會"推廣. 幸好還趕得
上限量 800 本這班車! 」（引用自劇場立體書：台灣掌中戲
http://pop-upkingdo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30.html）

（二） 遊記
遊記部落格在近年來逐漸成為影響旅遊活動與文化、產業的重要資訊來
源。Pollster（2006）
「台灣 10 大旅遊景點大搜查」調查資料中提到，有 38％使
用者透過網頁及部落格選擇旅遊產品（Pollster 調查, 2006，轉引自廖世義、蔡
淑娟，2007），本研究結果也相應地呈現出這種趨勢。
在本次研究的 237 筆編碼資料中，
「遊記」類型的使用高達 56 篇，並且「遊
記」類型下又可細分出「人文遊記」、「自然生態遊記」與「觀展心得」三種不
同的描繪主題。由此亦可想見數典資料應用於旅遊方面上的多樣性。
經過統計，在遊記主題中，以人文遊記比例最高（40 篇）。內容主旨以古
建築、當地風俗等人文資訊為主。文本內容多為部落客在旅遊途中，對當地的
民俗風情、地理變遷、歷史沿革產生了探根究底的興致，故在旅行後，尋找較
專業的數典資訊來解惑並豐富自身的旅遊體驗。由於這類書寫中搜尋、引用數
典資訊的根由起自於人文的愛好與關懷，因而將其命名為「人文遊記」。
例如下文：
「孩子們暑假已過半，下週開始暑期輔導，利用最後放假日來一趟台中二
日遊。計劃第一天早上到 霧峰參觀 霧峰林宅…先到興建於光緒 19 年
(1893 年)的「頂厝」
。最吸引目光的建物即 「景薰樓」入口兩層式歇山頂
門樓[首圖]，此門樓完成時間較晚，採用水泥材料，是日治時期產物…「宮
保第」是由討伐 太平天國立功的 林文察、林朝棟父子所建。立面達十一
開間，為全台最寬廣的四合院建築…」
（引用自 台中二日遊--- (一) 霧峰
林宅 http://tw.myblog.yahoo.com/hsu-042/article?mid=5003）
文中對林家建築特色的描述節錄自數位典藏聯合目錄上的內容，但內文裡
對於不同建築主體的介紹順序卻並非依照數典資料，可看出作者是依照其遊走
的歷程體驗，有意識地去存取並調整數典內容為其所用，顯示出作者具備一定
程度的歷史與建築的知識涵養。
此外，在人文遊記中，以「家長、親子」
、
「教師」
、
「地方或社區居民」
、
「文
史工作者」等四種身份最為顯著，前二者多以教育立場進行遊記書寫，後二者
的遊記文本中則多帶有文化考察意味。進一步的分析結果請見結論—「人文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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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樣態」。
另一類遊記，我們將其稱為自然生態遊記，在編碼過程中，編碼者發現有
少量（6 篇）遊記文本較著重於紀錄旅遊遭遇的動植物樣貌，記敘內容多為該
（家長）部落客發現某未知的動（植）物，以相機拍攝，回家上網尋找該動（植）
物的資訊為主。但即便找到正確訊息，部落格主也甚少照本宣科地引用專業內
容，往往傾向以親密的擬人詞彙形容文中的記敘對象。如下文中的「嬌客」一
詞，便是範例：
「前兩週的假日 帶著兩寶去附近公園逛逛玩玩
兒子興致高昂上氣不接下氣跑來告訴我
快來..快來...這邊有難得一見的鳥 趕快來~~
勾起我的好奇心 跟著跑到公園最尾端
發現這位嬌客
不過當時天色已晚 視線實在不太佳 拍不太清楚…
經格友 CHA 熱心告知 這是"黑冠麻鷺" 又有人稱是都市的公園鳥…」
（引
用自發現嬌客 http://phylliskuo.pixnet.net/blog/post/19267715）

自然生態遊記普遍偏重描述旅遊過程與成員，甚於具體的動物知識，如「潮境
海洋中心看魚趣」便將家中小孩（暱稱：副董）的生活投射至魚類的活動情形
上：
「↓這隻魟像患了過動，一直急燥不安的上下左右繞圈圈，浪費很多張"
底片"才補捉到他午後休閒的"美好時光"，雖然過動，但卻愛跟人撒嬌～
(←副董最近常掛嘴上的用語，一邊吃零食一邊笑咪咪的說"享受美好時光
"~)…」（引用自潮境海洋中心看魚趣
http://blog.xuite.net/sean_henry/2funnykids/36871666）
自然生態遊記的作者不必然是生態專業人士，數典資訊的使用也不是為自
身專業佐證，數典資訊不再是論述的主軸，僅是作為參考資料或列為延伸閱讀
而已，如下：
「人稱箱子魚，學名為"粒突箱魨"，有興趣者請洽：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聯
合目錄…」（引用自潮境海洋中心看魚趣
http://blog.xuite.net/sean_henry/2funnykids/36871666）
對自然生態遊記的作者來說，旅行途中所遇見的動（植）物有著類似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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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中成員般的親密感，尋找資料的主要目的並非是為了對搜尋目標的生態進
行徹底認識，更重要的是為了將數典資訊與家庭生活結合，並在部落格為親子
互動留下一則則成長的紀錄。當然，這種擬人的使用樣態也源於自然生態的數
典訊息較少有故事性的敘述，多數仍是生物樣本的科屬等科學描述，相反地，
記述歷史人文的數典訊息本身的故事性就相當豐厚，所以在典藏數典資料時，
將內容增添故事性或許能更有利推廣。
除前述二類旅遊型態外，研究團隊亦在整理文本資料的過程中，發現另一
類在目的與呈現方式與上述人文遊記或自然生態遊記截然不同的使用樣態，並
將其命名為「觀展心得」
（10 篇）
。儘管歸屬在遊記類目之下，但是「觀展心得」
的目的不是隨興地遊覽，而更專注於知識的學習，書寫內容多數為部落格主參
觀特定主題的展覽或表演後的心得紀錄，觀展心得的身份組成則以學生（5 篇）
與親子（3 篇）為主：
「春節期間一直下雨又冷，因此 2/18 帶孩子們參觀臺灣博物館…國立臺
灣博物館的歷史可以追溯至日據時代，希臘的圓柱使人在仰望時感受到建
築的崇高…建築騎樓有八石柱、四端柱頭山牆都有以假石構成 獸（獅）面
雕飾及捲曲植物紋樣作為裝飾…
相關介紹及引用資料:
台灣博物館官網
台博館土銀展示館
行政院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臺灣建築史」
（引用自 親子同遊:
臺灣博物館土銀展館-古生物大展
http://chienjeff.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_25.html）
展覽是知識蘊藏量高且教育意味濃厚的一種旅遊形式，因此在「觀展心得」類
文章裡，數典資訊使用方式不是為尋求解答或資料補充，而是作者主動地將學
習到的新知識進行分享與傳播，逸散，並在文章裡附上展覽活動的網址或媒體
對該展覽的報導，
「觀展心得」中不乏部落格主描繪參與數典相關成果展覽的經
驗，呈現「遊記」類目與「數典新知分享」類目的交集，如：
「數位內容展覽豐富，有許多新科技與創意加值，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拜有保庇」…我認為非常非常深刻的是傳統廟宇與風俗民情用線上方
式呈現，竟然也可以如此生動，莊嚴的祭拜或與生死神鬼相關的嚴肅話題，
經由活潑生動的講解以及圖像，即便是文字說明也讓人易於閱讀與了解。」
（引用自 2010.3.19 數位典藏成果展參訪心得
http://olivia-dcm.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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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常生活紀錄
經分析後，我們將「生活參考資料」與「生活經驗共鳴」兩個較小的使用
樣態，合併為「日常生活紀錄」
。不同於長期投入心力經營某專業主題的「專業
興趣與嗜好」，「日常生活紀錄」往往是偶然間被些小事物觸動，且不同於「旅
遊」明確的休閒目標，
「日常生活紀錄」更隨興所至，故其樣態數量也頗多（54
筆）。
不僅是旅遊會遇見的陌生新事物，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人們忽略或未曾在
意的常識性事物，偶然地會在漫遊時發現自己對它們缺乏足夠的知識瞭解，而
去尋找數典資訊的解釋。在本文中，研究團隊將這種使用樣態稱之為「生活參
考資料」。
例如在文本資料中，便有一位父親在中寫到：
「看到兒子的功課, 寫到「荼」念成ㄕㄨ, 這不是ㄊㄨˊ嗎? 再看到「壘」
念成ㄌㄩˋ, 這不是ㄌㄟˇ嗎?第一直覺是兒子查字典時看錯字, 抄錯注
音了。只好自己翻翻字典查看看。
天啊! 原來是我學淺, 這兩位, 正是大名頂頂的門神的名號。
原來, 以前不論是貼門神像, 或是寫他們的名號在門上, 都是相同的作用,
又稱作「桃符」。怎知從小都只看過貼門神像的, 沒看過寫名號的, 難怪
從來不會去注意到這些字的讀音…」
（引用自你知道「神荼」(ㄕㄣˊㄕㄨ)
和「鬱壘」(ㄩˋㄌㄩˋ)是誰嗎? http://jasonliao.posterous.com/37883476）
歸類於「生活參考資料」此一類目下的文章，其使用模式皆與上引文相差無幾。
除因小孩作業而觸發引用數典資料之可能性外，也有可能是看完一部介紹自身
不熟悉人物之電影、或在上班途中發現某種昆蟲，進而觸發使用者近用數典資
料的動機。例如下文：
「今天早上在大溪家附近的自行車道上發現昆蟲，具有產卵管，應該是雌
蟲，可能是因為天氣還蠻冷的，感覺牠不太愛動，肢體有些僵硬，拍照後
就將牠移到路旁草叢中，以免被其他單車的輪子壓到......
學名：台灣騷蟴(Mecopoda elongata)
中文名稱:紡織娘…」（引用自紡織娘--台灣騷蟴(Mecopoda elongata)
http://www.wretch.cc/blog/swimmer0305/2683915
亦是「生活參考資料」此一類目的典型使用模式。
另一類在日常生活裡應用數典資訊的樣態稱為「生活經驗共鳴」
，這類樣態
的特徵是以訴說自身的生命經驗為部落格文章主題，有時是對當下的感觸，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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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候則是對過去經驗的回憶，書寫時難免會記憶褪色或難以釐清，就會試著
去網上尋找相關的歷史資訊，因此，數典資訊能被用於喚起或呼應人們對往昔
時空的回憶與情感。如部落客 Debra 寫到：
「昨天到北市青少年育樂中心替孩子報名夏令營，有機會探訪附近的“城
樓＂及自己唸過書的小學。雨後、正午、日正當中，我站在林森南路與仁
愛路口“城樓＂前面，似曾相識的場景，但覺茫然…以前是走路上學…
上、下學都會經過城樓，但很少走進去過，因為它看起來有些怪。後來不
知經過 n 年，發現它完全變了個樣，如今它叫“東和禪寺的鐘樓＂…
對個體生命而言，許多"瞬間"已不經意成為生命的烙印、永恆的記憶與懷
想；對整體人群而言，小小的鐘樓是個象徵，它背負了許多人的對歷史的
追念。」（引用自 [生活雜記]尋訪記憶中的城樓
http://soundoffall.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在「生活經驗共鳴」樣態下，研究團隊發現，除了個人獨有的生命回憶外，
社區、地方居民、特殊團體也會因為其共享的集體記憶，進而觸發近用數典資
料的情形。
例如，研究團隊便在耙梳資料時發現，岡山社區論壇的成員在討論當地歷
史時，引用數位典藏聯合目錄中 1949 年岡山空軍官校的影帶；而後備軍友則是
引用數位典藏資料庫裡的歷年閱兵影片，作為討論參加國慶閱兵往事的輔助材
料；此外，嘉義中埔鄉鄉民則藉著闡述當地交通發展的歷史，試著串連起世代
共鳴：
「現今多數的年青人，皆不清楚在地路名的由來。
偶然發現，經由數位典藏推廣之計畫，台灣電影分享其收錄之古董電影映
象檔，得以再探前人開闢道路的辛勞過程。
以下為台灣電影文化公司於民國 59 間拍攝中埔鄉「藤埔公路」與「深東公
路」通車典禮之紀錄影片，甚是難得…值得推薦。」
（引用自典藏中埔～道
路發展故事篇----《藤埔公路、深東公路》
http://jhongpu.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01.html）

（四） 學習資源彙整
以使用模式來看，
「專業嗜好與興趣」樣態下的文本運用模式，傾向於將數
典資訊作為自身專業性的背書，而「學習資源彙整」則是將數典資訊進行耙梳
和篩選後，將數典資訊作為重要的學習資訊來源。嚴格來講，其意圖不在於彰
顯部落客自身之專業性，而在於展現部落客樂於學習或教育的態度。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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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數位典藏人偶組
1. 請先上數位典藏網站設定 3-5 個台灣歷史文物(如中元祭-->就設計
一組討喜的鬼娃娃)
2. 上網搜尋 30-50 個"Character design"或"公仔"圖片, 並把它們放在風
格意象表 AI 檔中.
3. 從意象表中找出一個適合你鬼娃娃(我只是舉例)的向度.仔細觀摩這
一區的參考圖片繪製特色, 並列出特徵來(例如擬人動物之頭部放大,
不加邊線, 寒色系配色...) ---也可投機取巧先到商店找瓶瓶罐罐造型,
以此發展公仔, 最後直接上色或添加物件.
4. 直接將這 3-5 個主題發展成草圖, 下週上課檢查哪個方案可行…」
（引用自巧懿的數位創作與設計教學
http://cgclassroom.blogspot.com/2010/07/0721.html）
上引文出自某位教授數位創作與設計教學的高中教師，為了教授設此一課程，
於是利用數位典藏資源作為設計專題的素材來源。在此類目下的其他資料中，
亦可發現，除了教師們運用數典資源融入課程網站中，家長與學生也常將數典
資源整理為有條理的學習材料：
「開學了，家中若有即將上小學的小孩…做老爸的，當然要到網路上找
找相關的資訊，雖然我對國小這一塊並不熟，不過透過網路應該可以找
到一些蠻實用的資訊，不過網路如大海，要如何找起呢，其實最簡單的
方法，就是從附近小學的網站找起，我也是這樣找的，整理資料如下…
其他網路資源
北縣教學萬花筒
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
（引用自 開學了，網路上有些資源適合小學生呢?
http://huang987.blogspot.com/2009/10/internet-resources-for-elementary.htm
l）
「學習資源彙整」中另有一型態可彙整為子編碼「常駐連結」
。此編碼反應
的型態，為部落格側欄經常擺放數典相關網站的常駐連結，雖然並非明顯、單
一的文本內容，但從整體部落格的功能構成觀之，常駐連結會顯示在每一篇部
落格文章旁，可展現部落格主將數典作為知識入口的頻繁使用型態。部落格「靈
魂的重量（http://www.wretch.cc/blog/norarun）
」，可為此子編碼的範例。

（五） 數典新知分享
藉由上網閱讀新聞、收發電子郵件、瀏覽親友的部落格、查詢所需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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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路世界顯然已是當代人的重要生活圈。
「數典新知分享」樣態，意指部
落客們在隨機瀏覽過程中，與數典網站發生接觸後，又或部落客在親身參與數
位典藏相關活動後，發覺這些「情報」很新奇，繼而在部落格分享、展示等活
動模式。如下列這則作者歸類於「情報處理廠」的文章：
「無法想像這是數位典藏出的，看看這畫風，還有這種愛情故事，台灣
動畫總算跳脫出老式的框框，雖然還是結合歷史故事，不過光看故事簡
介，看起來頗有趣的…」（引用自 安平追想 1661
http://huang987.blogspot.com/2009/10/internet-resources-for-elementary.htm
l）
如上引文，
「數典新知分享」類的書寫中，較少陳述部落客使用數典資訊的前因
後果，主要強調面向在於數典資訊新奇有趣的部分。從文本資料中亦可發現，
此類樣態中往往頻繁地出現諸如酷、新知、好康、好玩有趣等字眼，使用方式
往往是不加修飾地順手轉貼分享，但也有按部就班的教學分享形式，如：
「底下企鵝會一一的介紹各項功能…首先請點擊「這裡」連結到「天地宮」
的主頁面，然後再按下「進入」按鈕，接著請從四項物品（水果、鮮花…
等）當中，任選一樣來當作您滴供品，再下來您便會進入「天地宮」的廟
前廣場（分成正面的「正殿」
、左邊的「金爐」與右邊的「廟祝」）
，您可以
點擊金爐旁的老和尚，挑戰不錯玩滴「燒金紙十八銅人」小遊戲…」
（引用
自 南港天地宮：提供線上收驚、放天燈、求靈籤、今日運勢占卜、小遊戲
與小圖示 http://wakaka214.pixnet.net/blog/post/28475770）
此外，多數「數典新知分享」的文章雖難以由文本的字裡行間直接看出更深刻
的分享動機與脈絡，然而，若將這些部落格文章按時序排列後，卻隱約可推敲
出更豐富的使用情境。
以幾則分享數位典藏計畫的天地宮網站所設置之網站內容的文文本資料來
看，可以發現，這些網路轉貼文章的熱潮或與歷來傳統節日、習俗等有所呼應
著。
如 2009 年的農曆新年前，便有如下之資料出現：
「在 ptt 小遊戲板看到非常有趣的遊戲...神明 online，喔不是，是「燃
燒吧！金紙！」online，是由南港天地宮推出的環保遊戲喔，太有趣了，
忍不住和大家分享一下…」（引用自 2009/01/25 過年來玩應景遊戲...
燃燒吧！金紙！http://www.wretch.cc/blog/putin/13729368）
而在 2010 年與 2011 年的元宵節附近，也可發現類似的文章形式。此一現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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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雖然本研究將此類型編碼為「數典新知分享」
，但這些「新知」其實是在相
對意義上為新，而不是絕對意義。
「新知」二字如何定義，端看使用者接觸到此
訊息的時間而定。
此外，
「分享」的意圖似乎也可進一步延伸到情感交流意涵，如分享年節的
喜悅氛圍：
「元宵節到了，大家是否想要來放個天燈祈求好運呢？但其實網路上也
可以放天燈喔，不但好玩又很環保，而且也不會因為放天而造成火災與
滿地的天燈殘骸，joyce 特地找了一個網路上放天燈祈福的網站，希望大
家都能響應環保的網路放天燈活動，減放實體天燈所造成的災害汙染，
也能達到安心祈福的效果。」（引用自 2010/02/16 網路線上放天燈及天
地宮神明即時通表情符號
http://tw.myblog.yahoo.com/jw!QO9FifWYHw5Xda012lCbAOA-/article?m
id=19587）
「元宵...就是要讓過年的氣氛嗨~~到最高點 ^+++^不免俗咱也來點個
天燈祈福…有拜有保庇…還有南港天地宮可以放天燈和求靈籤喔…」
（引
用自 2011/02/17 元宵祈福^ ^~
http://mypaper.pchome.com.tw/micro2nana/post/1321924062）
天地宮網站不僅在傳統年節會出現使用熱潮，我們也在部份文章出處的社群與
發布者身份上發現，人們每在生命的重要階段感到困惑時，會傾向求神問卜，
如育兒網站裡的一個「等待送子鳥‧好孕到」的討論區，就有一群期盼懷孕的
太太分享天地宮的線上求籤的服務及使用經驗1，或是為學業擔心的研究生上網
求籤解惑，例如下文：
「呼～傻子融實在對自己的論文很擔心～就去求了個籤！
哇～我怎麼那麼迷信，不不不，這不是迷信，這叫尋求心靈慰藉啊～哈哈
～
如果照籤詩講那不就要等到明年春暖花開～oh~no~!
…快到南港天地宮求籤吧！！
http://digitalarchives.tw/Theme/TDtemple/index.jsp
不求籤，也可去看看這網站～這就是所謂的數位典藏 文化創意類的網站
吧！！！！！而且，不只可以求籤還可以下載吉祥年畫，更重要的是可以
了解＂拜拜＂的文化喔！」（引用自去南港天地宮求籤～
http://12345tt.wordpress.com/2008/10/01/去南港天地宮求籤～/）
1

一些線上求籤網
http://www.babyhome.com.tw/mboard.php?op=d&sID=2200526&bid=27&r=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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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字面上來看，這些網路使用者傾向將部落格或網路討論區作為情感抒發的管
道。但在此種略顯瑣碎的文字中，卻可發現豐富的數位典藏日常使用脈絡。

伍、綜論
在上述分析過程中，研究團隊對部落格書寫，也就是對部落客使用數位典
藏資訊的遺跡進行考察，並探索數位典藏資訊使用帶有什麼樣的社會脈絡。在
部落格平台上，自我展演、經營自我，是部落客書寫的重要脈絡，
「自我」是部
落格所圍繞的重要主題──所以研究團隊針對部落客在部落格中所呈現的自我
面向進行考察，並以部落客活動的角色為基礎判斷身分，發現曾近用數典資料
的部落客們，不論是與個人職志相關的固定認同—如文史工作者、教師，還是
個人暫時性的活動身分如遊客，或團體商業經營為目的的公司行號，都特別會
在所經營部落格中強調其具專業、可信賴、富教育性、有學習意願的知性自我
特質。這是部落客自我展演的重要脈絡。
另外，研究團隊考察部落客引用數典資訊的書寫內容，就其使用數位典藏
的具體活動與事件主題，以及部落客們展演自我特質的傾向觀之，研究發現，
相關文本資料中，仍以彰顯自身的專業特長為主的專業書寫佔有最大比例。即
便是遊記、日常生活記錄等相對比例較低的書寫類型，也不斷浮現對知性與成
長的強調。
從文本資料中可以發現，部落客中在遊記不只是單純隨興書寫玩樂的情
緒。部落客們在書寫過程上投注大量勞力與心力，生產關於自身經驗的敘述，
並透過數位典藏等外部資料深化自身對事物的理解。也就是說，這些近用數位
典藏等外部資源的部落客，在身份展演上並非只是「玩過就忘的遊客」
，而是企
圖「透過旅行追求成長的認真遊客」。
這些部落客的書寫意義，除向外界他人展演專業知性自我外，亦同時呈現
了其自身的「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 Stebbins, 1992）」意味。
「嚴肅休閒」理
論認為，在後工業社會中，個體轉而於休閒領域中追求自我發展。在此過程中，
個體會傾向知性面的陶養勝於情緒抒發。也就是說，
「嚴肅休閒」對於參與其中
的活動者來說是一種具有趣味性，且關乎自我成長，投入相當時間經營的休閒
活動。這種休閒活動藉由系統性的追求、參與，以及培養參與者的特殊技術與
知能，使參與者能在活動中獲得職志感 Stebbins（1992）。
這些部落客們在業餘時間裡，通過無償的、被視為休閒活動一環的部落格
書寫活動，追求、表述其自我成長與認同。文本資料中，可見收藏家們不斷對
所收之物提出解析，或居民定期感性之性兼具地抒發對社區的理解，這些書寫
樣態其實都在「嚴肅休閒」脈絡下。
部落客們持續性地展現其願意探根究底、投入心力的知性興致，而其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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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書寫中也產生了解與探索後的成長感。整體而言，研究團隊認為「嚴肅休閒」
是數位典藏被使用的重要脈絡。
綜上所述，研究結果指出數位典藏乃展現部落客專業或知性形象，支持部
落客透過書寫表述、經營自身知性成長的資源之一。而就使用數位典藏資源做
為學習資源的使用樣態觀之，研究團隊也注意到，在部分使用脈絡下，數位典
藏資源往往是以「可信」與「專業」的資料來源而獲得選用。
而在取用管道上，透過對數位典藏新知分享的使用樣態進行觀察，可發現
以數位典藏資料為主的主題性活動與產品，對於在同主題上本就較積極了解與
近用的使用者來說，相較於其他使用者而言，有著較高的被接觸性。以對於動
漫文化接觸較深的使用者為例，在文本資料中可以發現，此類型使用者在主動
或被動接觸到 CCC 創作集相關訊息的難易程度與接觸頻率上，往往較其他較不
熟悉動漫文化的使用者來得容易且頻繁。而在接觸到此類訊息後，此類型使用
者的再擴散途徑亦集中在與動漫文化聯繫較深的傳播管道上。尤其是將動漫知
識分享做為自我嚴肅休閒的部落客們，更容易發現此種特色。
而除上開因素外，研究團隊亦自文本資料中發現，易於透過搜尋引擎獲得
近用，也是數位典藏資源被部落客取用的重要條件之一。在文本分析的過程中，
研究發現，內中常有「對某事物不了解，搜尋後發現……」這樣的敘述。由於
部落客通常是邊寫作邊尋找相關資料，於是不論日常隨興或專業需求，搜尋引
擎自然成為使用者尋找資源的主要入口管道。在此狀況下，典藏資源能否被搜
尋引擎主動索引，便成為重要的使用脈絡。
整體而言，本研究在觀察部落客這類主動近用數典資源的使用者之使用脈
絡上，主要以微觀活動角色，而非鉅觀社會結構人口變項來觀察使用者的身份。
並在觀察過程中，發現各種活動角色特質往往都與專業、教育、知性有密切相
關。
事實上，自我展演本就是部落格書寫中的重要脈絡。因此，數位典藏內容
在此脈絡下，便成為部落客用以彰顯自我專業、教育性、知性形象的重要資源。
此外外，數位典藏也是後工業社會個體追求嚴肅休閒脈絡下的自我成長時，可
近用的知性參考資訊。
本研究對相關文本進行脈絡澄清的過程中，發現使用數位典藏資料的部落
客們，在身份展示上，仍以穩定、與其社會位置有關的身份認同為主要展示方
式。此外，越容易被研究團隊辨識，也就是越為顯著的身份認同，大多具有專
業性與教育性兩種特質。此一發現除驗證過往研究的結論外，也說明了數位典
藏資料在現階段的被利用情況，仍以高專業性使用為主流。
此外，本研究透過對使用樣態的考察，發現到部落客們在在被動接觸或主
動取用數位典藏資源的原因、方法及後續分享途徑上，與其自身所處之社會環
境或文化背景有其相關性存在。
如專業嗜好與興趣樣態下的使用者，在主動或是被動接觸到數位典藏資料
後，往往是以較為嚴謹的形式，將數典資料進行再利用後，產出屬於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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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感想，並以類似的方式向第三者進行傳佈。相較之下，遊記、日常生活紀錄、
數典新知分享，以及學習資源彙整等樣態的分享形式，便不如專業嗜好與興趣
樣態來得嚴謹。此種狀況反應出數典使用者在取用數典資源時，會因其取用動
機之不同，而產生不同的傳散模式。
因規劃性活動而取用資源者，在數典資料的再利用和傳佈形式上，顯得較
為嚴謹而有條理。相對之下，因例行性活動之故，偶然觸發使用者取用數典資
料之動機，並在取用後對相關資料進行利用和傳佈時，此類型使用者的分享形
式顯得較為散亂，不如前者一般易於閱讀。
乍看之下，或會認為前者的分享方式，對於數典資料傳佈方面之貢獻較為
巨大。然而，能因日常生活中的特定事物引發使用者近用數位典藏資料的庫藏
站點，並順利取得使用者所需要的特定典藏資源之情形，實已反應了現行數位
典藏資料的積累模式，在資料量的廣度和深度上皆已達到一定的水準，足以支
撐起十七種不同的使用身份，以及五大類使用樣態。對於一般使用者在取用和
應用上，有其貢獻存在。換言之，自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自 2002 年啟動以
來，在文化資產的數位化保存進度上，業已達成可觀的成就。
而就使用者身份及使用樣態的多樣性觀之，第二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所欲達成之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向性，以及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
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業已獲得顯著成就。

49

附錄一：關鍵字與反向連結表
關鍵字搜尋（為主）

搜尋結果

納入樣本

備註

1

數位典藏

896

136

共搜到

2

“數位典藏＂參考

607

1503

反向連結搜尋（為輔）以「用到內容且可逸散」為篩選標準
1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

115

2

http://digitalarchives.tw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目錄導覽首頁

38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
取自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念萱、李嘉維（2009）的 12 個網址
3

0

典藏數位台灣珍藏版
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collection.jsp
（本網站已併入「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之「珍
藏特展」子網頁）

4

1

典藏數位台灣導覽版

36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Hotkey/Hotkey.js
p
（本網站已併入「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之
「HOTKEY 快速導覽」子網頁）
5

0

典藏數位台灣體驗版
http://digitalarchives.tw/portal/technical.jsp
（本網站已併入「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之「技
術體驗」子網頁）

6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之分項計畫

111

3

（已更名為：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
http://teldap.tw/
7

VCenter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

104

16

8

數位島嶼

13

3

182

9

9

http://cyberisland.ndap.org.tw/
數位典藏聯合目錄 [已停 自動轉址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Main.jsp 目錄導
覽頁]
http://catalog.nda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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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只
用平台
式內容

10

數位 101html 版 [已停自動轉址 http://digitalarchives.tw/ 入
口網首頁]

0

0

0

0

11

http://digital101.ndap.org.tw/htm/index.htm
數位 101flash 版 [已停自動轉址 http://digitalarchives.tw/ 入
口網首頁]

12

http://digital101.ndap.org.tw/flash/main.html
經典意像珍藏台灣：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可連 但停止 36
更新]http://www.ndap.org.tw/

3

（網站自 97/07/01 停止更新內容訊息）
13

數位典藏金銀島 [經電話查詢，可連但 2008 年停止更新]

2

1

14

http://dlm.ntu.edu.tw/land/
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 [自動轉址成 http://content.teldap.tw/]

67

10

2172
（關鍵字：
1503／
反向連結：
669）

217
（關鍵
字：136／
反向連
結：81）

http://content.ndap.org.tw/

註：網址下方的括弧內是網址的變動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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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文本編碼表
編碼
1
2
3
4
5
6

年份
2006

2007

網址
http://blog.roodo.com/peishian/archives/2077036.html
http://blog.xuite.net/tetsubinjp/tetsubin/9054920
http://blog.xuite.net/wusha/tiensha/8494934
http://cleverclaire.blogspot.com/2006/05/wicked-cool-website.html
http://danielnmc.blogspot.com/2006/02/blog-post_13.html
http://blog.roodo.com/abun3/archives/4358709.html

7

http://blog.roodo.com/peishian/archives/2757163.html

8
9
10
11

http://blog.xuite.net/chon.lung/v281/10233253
http://histopolitan.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06.html
http://hoher.idv.tw/blog/read-1172.html
http://nc.kl.edu.tw/bbs/showthread.php?t=16118

12

http://www.ph84.idv.tw/vbb/showthread.php?t=55657

13
14
15
16
17
18
19

http://www.wretch.cc/blog/vincentchang/4992974
http://12345tt.wordpress.com/2008/10/01/去南港天地宮求籤～/
http://angelsmileoo.pixnet.net/blog/post/21547467
http://blog.longwin.com.tw/2008/06/favorite_monitor_designer_tool_2008/
http://blog.roodo.com/Alanruo/archives/5007093.html
http://blog.tanjun.info/archives/677
http://blog.udn.com/uppu/2166877

2008

52

文章標題
澎湖的文化資產～石滬
李普同先生書法
霧峰曼谷花園藝術村
Wicked Cool Website
互動典藏
殼上長一圈毛的蝸牛
臺北市立美術館：2006 臺北雙年展、明日建
築展、李石樵百歲紀念展
國家臺灣文學館
漢學研究相關網站列表(法國)
史丹吉氏蝎虎(Hemidactylus stejnegeri)
蘭嶼的植物 (一)
請問各位大大知道台北哪裡買的到線藻跟綠
水種嗎？
如果米芾是 GQ 雜誌總編輯
去南港天地宮求籤
[見聞] 眾邪退散，鍾馗驅鬼
好文: 用小畫家來做螢幕色彩校正(校色)
為愛聆聽
[攝影]古蹟巡禮。理學堂大書院
三訪阿裕海產店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http://blog.xuite.net/littlepan/Rocksoulforever/15792502
http://blog.xuite.net/puydufou2005/ecology/18654556
http://blog.xuite.net/tayjih/gogo/16466331
http://blog.xuite.net/wen0314/text/19205682
http://blog.yam.com/888/article/14639280

[學習]數位典藏-董氏針灸網站
旗魚與鮪魚 marlin & Tuna
台北二二八和平公園~路過
求籤求天求心安
杜英樹：生長快速的台灣原生樹種
【發現，泰雅織布之美─尤瑪‧達陸與野桐
http://blog.yam.com/benjamin29/article/15550063
工坊】
http://blog.yam.com/tinge/article/14279992
安平追想 1661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8/11/03/500tomb
同仁五百，成仁火中
http://civiliantalk.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0.html
【台灣特有種】台灣野草莓
http://ecological2007.blogspot.com/2008/06/blog-post_18.html
十八尖山生態之旅(四腳蛇 1)
http://keatsli.pixnet.net/blog/post/22169893
天涯海角（11/2 修文）
http://lovelyrenata.pixnet.net/blog/post/23351073
小記
http://mmdays.com/2008/06/26/touch-computing/
洪一平: Touch Computing
http://mypaper.pchome.com.tw/lliao/post/1307200667
說說草原古代玻璃器
http://nchu-bjc.blogspot.com/2008/10/2008-10-30.html
東海岸的北歐情緣
http://nuclear718.blogspot.com/2008/10/httpcontent.html
黑星寶螺
Rachel Chen 佩宣分享珠寶產業設計、經營模
http://rachelchentw.wordpress.com/2008/12/28/rachel-chen 佩宣分享珠寶產業
式現況及未來 50 年發展透視-東方觀點 V.S.
設計、經營模式現況及未來 50/
西方預測
http://taichi-sayings.blogspot.com/2008/10/blog-post_19.html
(十二)三墳五典八索九丘
http://tw.myblog.yahoo.com/yore4/article?mid=-2&next=14467&l=a&fid=26
蟹節的傳統美食
http://www.2home.com.tw/bbs/viewthread.php?tid=4131
杜英樹: 生長快速的本土良材
http://www.peachen.com/2008/06/midsummer.html
盛夏剩下那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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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http://www.wretch.cc/blog/atabeads/24631249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http://www.wretch.cc/blog/julanyeh/13656238
http://www.wretch.cc/blog/twinkle1114/11962866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8/09/blog-post_21.html
http://youjunhong.blogspot.com/2008/07/blog-post_9823.html
http://youwinlin.blogspot.com/2008/05/blog-post_13.html
http://163.30.192.132/adm_category_list_detail.asp?e_categoryid=11&e_paperid=
1770
http://89sky.net/vbb/showthread.php?t=8698
http://army.chlin.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4&extra=&page=2
http://blog.sina.com.tw/classicmx/category.php?pbgid=40922&categoryid=230671
http://blog.udn.com/lym079/2664333
http://blog.xuite.net/alsuka/blog/26174075
http://blog.xuite.net/hyl2009/blog/28237570
http://blog.xuite.net/luki.wu/12/24984540
http://blog.xuite.net/onebottle/peacock/29752835
http://blog.xuite.net/tony11092001/b2/25741626
http://blog.xuite.net/travelbeam/blogs/27134332

58

http://blog.xuite.net/wild.fun/blog/24380707

59
60
61

http://blog.xuite.net/yikinki123/kinki/28982623
http://blog.yam.com/Hualeanman/article/25137590
http://blog.yam.com/lookluke/article/2554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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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54

透過＂海角七號＂深入排灣族的 Ata-琉璃珠
串文化
賽德克族正名感恩祭典活動（新聞&花絮）
【攝影】郎靜山
鄭和不曾到過台灣－系列３－銅鈴
王耿瑜的《九歌》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紙雕版畫動手做- 親近本土藝術家的捷徑
關於水丁香
歷年中華民國國慶閱兵
線上廟宇-天地宮
可以拜拜的網站（天地宮）
[中心遊記] 20090814 台南溪頭
朱里安諾與華山溫暖的午後陽光
南門公園—甘棠遺蔭
「譯」曲同工 - 我的翻譯兼職 by 榕樹先生
網路拜拜收驚
花蓮「清涼溯溪親水樂」
有關阿里山頂笨仔觀星園民宿驅趕食蟹獴事
情
饕餮
民國 50 年代的瑞穗第一代北回歸線指標碑
090502 大武壟盆地的珊瑚礁故事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http://blog.yam.com/meson/article/19675145
http://blog.yam.com/ttssww/article/20028927
http://coolmoonintaiwan.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_10.html
http://eiteight.pixnet.net/blog/post/29774313
http://erostree.pixnet.net/blog/post/25566430
http://fk2009.pixnet.net/blog/post/26006264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oogle/?p=685
http://gis-tech.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5.html
http://huang987.blogspot.com/2009/10/internet-resources-for-elementary.html
http://jameswublog.com/tsao_mlb_firsthit/
http://joimk.pixnet.net/blog/post/23031004
http://kaggilach.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20.html
http://kaggilach.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2471.html
http://miyamay.idv.tw/miyamayradio/archives/94
http://myloveginger.wordpress.com/2008/09/04/天地宮抽籤/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12550425
http://omgbiology.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3816.html
http://only-perception.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20.html
http://pop-upkingdo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30.html
http://pylin.kaishao.idv.tw/?p=1314
http://rainbar.blogspot.com/2009/12/2009-12-06.html
http://soundoffall.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http://stockton0.pixnet.net/blog/post/25361265
http://takayukiroom.blogspot.com/2009/01/200901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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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觀音寺
2009 媽祖起駕
小劇場為什麼常用多線式的敘事？
PANDORA
1394 線的秘密
玄奘大師--史詩電影
新舊地圖相套疊、時空交錯一瞬間
大型影像的網頁呈現方式
開學了，網路上有些資源適合小學生呢?
曹錦輝敲出台灣人在大聯盟史上第一安打
[玩] 燃燒吧!!!金紙
民國六十三年海尾村村民大會動員月會
蔡德東
一段珍貴的記錄
天地宮抽籤
生命禮儀
中文斷辭系統
關於原住民的冬季傳統服裝
劇場立體書：台灣掌中戲
北投埔林炳炎
桃園神社
[生活雜記]尋訪記憶中的城樓
斯可諾義麵坊 SOGNO Pasta & Pizza
1 月 17 日，三鶯部落自救會抗爭尾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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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a01293.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4999.html
http://tw.myblog.yahoo.com/anakus-moonlight/article?mid=23769
http://tw.myblog.yahoo.com/hsu-042/article?mid=5003
http://tw.myblog.yahoo.com/jw!dOP8b0WRGB6Utlsi81LeVGI-/article?mid=2891
4
http://tw.myblog.yahoo.com/jyyou-you9529/article?mid=2861
http://ventuspinus.blogspot.com/2009/01/1892-1995.html
http://viviberries.blogspot.com/2009/07/taipei-july_22.html

93

http://wakaka214.pixnet.net/blog/post/28475770

94

http://wind989.pixnet.net/blog/post/223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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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tlaspost.com/landmark-1068283.htm

8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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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byhome.com.tw/mboard.php?op=d&sID=2200526&bid=27&r=4&p
age=1
http://www.keepon.com.tw/ActiveSite/Message/One.asp?MessageID=85059
http://www.kleinerfisch.com/blog/2009/02/一個技術分享-擴增實境
-augmented-reality/
http://www.ledi-web.com/guestbook/board.asp?page=31
http://www.lilychen.net/f2blog/rewrite.php/read-673.html

101

http://www.neo.com.tw/archives/1775

102

http://www.nlps.hc.edu.tw/rewrite.php/read-3217.html

103

http://www.wretch.cc/blog/c8917374/1805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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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來越紅 鹿谷鄉清水溝溪溪濱芙蓉步道
清朝龍袍十二章紋
台中二日遊--- (一) 霧峰林宅
第 759 次捐血(捐血日 2009 年 4 月 5 日)【附贈
以前的一段影音訪問】
彰化縣秀水鄉 馬興陳宅 (益源大厝)
攝影巨人─ 郎靜山 (1892-1995)
七月三日 – 超期待的故宮博物館
南港天地宮：提供線上收驚、放天燈、求靈
籤、今日運勢占卜、小遊戲與小圖示
[台南] 翻新。忠義國小(原台南武德殿)
網路版-燒金紙 *求籤 *放祈願天燈 *收驚一次滿足
一些線上求籤網
山友能為做的事-建立帆布水池
一個技術分享–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樂蒂國際影友會
[台南行流水帳] Day1－擔仔麵與赤崁樓
台灣 Web 2.0 網站泡沬危機? 創始團隊紛紛
浮現轉型徵兆
[網站推薦]一群教育噗浪客共同收集的教育
相關書籤
保留原味的「義芳居」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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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retch.cc/blog/classicme/16883125
http://www.wretch.cc/blog/doulos/9578015
http://www.wretch.cc/blog/HappySewing/9652261
http://www.wretch.cc/blog/jessup/15814674
http://www.wretch.cc/blog/lungchin/20963512
http://www.wretch.cc/blog/putin/13729368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2685.html
http://5rams.blogspot.com/2010/08/200988_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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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rilapple13.pixnet.net/blog/post/2266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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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siilo.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html
http://bear-oj.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10.html
http://blog.163.com/sendoh_seven/blog/static/27362646201091173343340/
http://blog.lib.pu.edu.tw/blog/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514&blogId
=9
http://blog.roodo.com/ixs_comic/archives/13546019.html
http://blog.roodo.com/kcn/archives/12132779.html
http://blog.sina.com.tw/a1823145/article.php?pbgid=5568&entryid=591874
http://blog.udn.com/nonigood/4749392
http://blog.xuite.net/changtigee/art/38624523
http://blog.xuite.net/liubonnie/new/41196288
http://blog.xuite.net/ntuenseclub/2010/36069146
http://blog.xuite.net/ntuenseclub/2010/36069146
http://blog.xuite.net/onebottle/peacock/3102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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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蜻蜓雅築—海角七號的琉璃珠製造所
台南與安平追想曲
[台南]火燒蝦的美味
大稻埕與莊永明先生導覽
【地質】 傳說中的地震魚
過年來玩應景遊戲...燃燒吧！金紙！
打陀螺、台語和佛教經典
2009 年 8.8 水災一周年回憶錄小林村專輯
(四十一)～(四十二) 故宮－仙萼長春－紫白
丁香、桃花
改良戲之前
采田福地--平埔族傳說
檔案中的庶民故事：邢大與狐仙
雲門舞集 薪傳
不只是國家？從義呆利看動漫的擬人化創意
台灣氫年：李香蘭
王忻去思碑
不多說了，總之
絢麗的水族世界
台北松山煙廠創意園區
各類生物圖鑑索引
各類生物圖鑑索引
Virtual Museum - 琺瑯器 by 榕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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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xuite.net/puydufou2005/poem/38981638
http://blog.xuite.net/sean_henry/2funnykids/36871666
http://blog.xuite.net/wangyuland/2008/40570684
http://blog.xuite.net/zitan/wretchblog/37972010
http://blog.yam.com/amimimodel/article/29409339
http://blog.yam.com/BlogIndex.php?BLOG_ID=scotttomlee&CATEGORY_ID=3
178321
http://blog.yam.com/hero_h/article/29091823
http://blog.yam.com/lalylul/article/15219209
http://blog.yam.com/scotttomlee/article/31805295
http://blog.yam.com/verna/article/30054853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02/10/ccc3
http://cartoonbox.nrox.net/viewthread.php?tid=2700&extra=page%3D1
http://cch1000.blogspot.com/2010/11/chiangs-genealogy-index.html
http://cgclassroom.blogspot.com/2010/07/0721.html
http://cgclassroom.blogspot.com/2010/11/1111.html
http://chienjeff.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_25.html
http://chinese-watch.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7030.html
http://darkdarling-otherthings.blogspot.com/2010/06/83.html
http://edumeme.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html
http://esinyd.blogspot.com/2010/08/20100816.html
http://fineceladon.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01.html
http://fribillfish.blogspot.com/2010/01/20100126.html
http://go2012ya.blogspot.com/2010/04/1937-70088-23-20080526-20071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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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南別業 王維
潮境海洋中心看魚趣
水中動物資料區
下班後的小旅行
很有發展性的桌遊：中原大戰
CCC 創作集 5 – 城市大冒險 小感
華視點燈【說故事的人-黃英雄的故事】
淡海新市鎮記事(一)
北城百畫帖 讀後感
找客家古蹟資料
CCC 創作集又要出第三集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創作集
蔣式家譜宗譜採集
數位創作與設計教學課程
[11/11]術三忠分組比賽看這裡
親子同遊:臺灣博物館土銀展館-古生物大展
承乾宣化代天
走，練功去～
促進中文資料產出的幾項建議
七夕快樂!
感謝公主~別人的分享
20100126 黑鮪魚標本數位典藏
組員~許淑芬~針對七美雙心石滬作簡介

149

http://grace2002.pixnet.net/blog/post/12200147

15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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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cbooks.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6784.html
http://hcplace.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http://huiyu4615.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html
http://jasonliao.posterous.com/37883476

154

http://jefftsou.pixnet.net/blog/post/1215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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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ellyfishingstat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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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hongpu.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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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60
161

http://kaleidoscopehill.pixnet.net/blog/post/32692498
http://kokaiko.pixnet.net/blog/post/31853254
http://leelanoilclass.blogspot.com/p/blog-page_2908.html
http://linchunsheng.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07.html
http://love79.pixnet.net/blog/post/23674558

162

http://luckyroger.pixnet.net/blog/post/318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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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4s5.blogspot.com/2010/08/20100808.html
http://magical-creatures.blogspot.com/2010/03/2010-03-15.html

165

http://magical-creatures.blogspot.com/2010/05/channa-gachua.html

166

http://medialand.com.tw/blog/article.asp?id=1259

167

http://miss-suzi.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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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植物名彙-台灣植物資源調查研究史極重
要的專書著作
《山海經》
林田山
彩繪過去 認識現在 構築未來
你知道神荼和鬱壘是誰嗎
華陀五禽之戲-郭廷獻新版與張鏡影原傳版本
的比較
練習生火: 有關教育和部落文化的札記
中埔@另一格: 典藏中埔～道路發展故事篇
----《藤埔公路、深東公路》
[誌]2010 年中研院院區開放參觀日
Treasure Hunter [日本語版]
臺灣名家畫作欣賞
台北電話局高等官官舍
斑點長翻車魨
【機車旅行日記】中橫公路(合歡山、廬山溫
泉)
2010 光陰地圖
新進魚隻
台灣真的有 Channa gachua? 而且多到要拿來
做外來種入侵風險評估???
產品介紹單元 趣味變身
【廣播】影壇空前損失…神岡空難與陸運濤
驟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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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omoore.pixnet.net/blog/post/25422510
http://mubanpi.pixnet.net/blog/post/32630964
http://olivia-dcm.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html
http://ophelia0360.pixnet.net/blog/post/27009823
http://paine0602.blogspot.com/2010/01/paine-at-ncku.html

173

http://papilio0204.pixnet.net/blog/post/9726627

174

http://phchena.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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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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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chena.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03.html
http://phylliskuo.pixnet.net/blog/post/19267715
http://plog.tcc.edu.tw/post/750/64035
http://qfxnews.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html
http://richter.pixnet.net/blog/post/25744375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f2blog/index.php?load=read&id=1320

181

http://tw.myblog.yahoo.com/coffee-hwa/article?mid=3157

182
183
184
185

http://tw.myblog.yahoo.com/historian-pengshan/article?mid=493
http://tw.myblog.yahoo.com/hsuan-20060409/article?mid=4967
http://tw.myblog.yahoo.com/jw!jbQZiXWTBxPzdlGd9tyf/article?mid=3189
http://tw.myblog.yahoo.com/lee-mon/article?mid=19232
http://tw.myblog.yahoo.com/modern-china/article?mid=5190&prev=-1&next=518
松山機場歷史，不只六十年
9
http://tw.myblog.yahoo.com/moon886-idvtw/article?mid=10989
花蓮長光石棺遊記

186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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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產榮興
生活：台北行
數位典藏成果展參訪心得
皮影戲與畫像磚
[聚會]Paine at NCKU_教授的退休歡送
昔日官衙今天為祠──金門瓊林蔡氏新倉上
二房十一世宗祠
賽德克族文化資產及靜觀、平和部落日治期
轉化型穀倉
蕭邦馬祖卡和陳其寬作品中的國族感傷
黑冠麻鷺
五下社會「原住民」文化參考網站
粘菌寄生入侵熊蟬
良田變沼澤
台灣文學作家系列廣播節目
一生總要去一次蘭嶼.6 月份蘭嶼 5 天 4 夜露
營旅遊計劃
台灣屬於一夫一妻的情感結構嗎？
典藏‧數位‧臺灣
snail 蝸牛 腹足類軟體動物
產卵的桑天牛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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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myblog.yahoo.com/wayne888pro/article?mid=26398&sc=1
http://wakaka214.pixnet.net/blog/post/32767304
http://waterland-taoyuan.blogspot.com/2010/08/100807-08-1.html
http://webtools168.blogspot.com/2010/10/digitalarchivestw.html
http://wuyufan.blog.ntu.edu.tw/2010/09/23/ccc/
http://www.acewings.com/cobrachen/forum/topic.asp?TOPIC_ID=6328
http://www.chses.ptc.edu.tw/ReadNews.asp?NewsID=1298
http://www.keepon.com.tw/ActiveSite/Message/One.asp?MessageID=89573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79&t=1311467&p=5
http://www.sunchi.idv.tw/gscity/gscity/viewthread.php?tid=5241
http://www.wfps.tp.edu.tw/iweb/society/index.asp?m=1&t=1t&s=35

199

http://www.wretch.cc/blog/crazygrass/26732761

200

http://www.wretch.cc/blog/DeeNow/9632529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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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206
207

http://www.wretch.cc/blog/fool4jesus/10903840
http://www.wretch.cc/blog/stupidroy/27450446
http://www.wretch.cc/blog/sula987qqq/27445353
http://www.wretch.cc/blog/swimmer0305/2683915
http://www.wretch.cc/blog/yehouse/9030402
http://wyt1985.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_27.html
http://ybonbon.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html

208

年份不
http://ally-wonderland.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html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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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鳥銜環雙連玉杯
觀音山遊記
花東史前文化
線上藝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國科會出版的「少年快報」
國軍準則教範/軍訓課本因該外包給他們
數位典藏教案
我的 GT 登山鞋防水測試...慘!
有沒有玩溪釣的? 溪釣苦花
岡山 1949
社會學習領域
[北投] 荒廢的古蹟。前日軍衛戌醫院北投分
院（國軍北投醫院）
【時事】 十萬伙集，十萬串連，延續受虐狗
生命 邪惡的人類，請不要再買賣動物
斷頭的吉他-吉他手保卜的故事
麟洛車站
【迎神賽會】萬華統一祭典影片
紡織娘--台灣騷蟴(Mecopoda elongata)
台大法律生的咖啡夢
中國古畫討論會
郵票肖像人物---郭雨新
我的志願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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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http://blog.huayuworld.org/ChenLiLing
http://shopping.pintoo.com/tw/productzoom.htm?where_con=VVNFUl9LRVk9Jz
AwMDI2Jw==&class_name=U2hvd3BpZWNl&product_name=SDEwMjY=
http://tuitionet.blogspot.com/
http://tw.myblog.yahoo.com/anakus-moonlight/article?mid=23769&prev=-1&next
=23733
http://wikiwiki.pixnet.net/blog/post/25474990
http://www.wfps.tp.edu.tw/iweb/society/index.asp?m=1&t=1t&s=35
http://www.wretch.cc/blog/cathyshiue
http://www.wretch.cc/blog/norarun
http://yenzheng.blogspot.com/2011/02/rest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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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兒哇多
故宮: 十二月令圖
TUITIONET
清朝龍袍十二章紋
欲望蔓延
社會學習領域
凱西
靈魂的重量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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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
（一）文獻回顧
從行動者網絡理論視角開始
本計畫於99年進行初始，當時基於之前歷時對於數典推廣的觀察所累積的認
識在於漸次清楚與其從CC 出發、從特定的一種commons的操作出發，不如說在
三年來的過程中經驗推廣者、使用者、典藏者對CC 的各種提問，問題似乎不全
是CC 設計的問題；典藏者、推廣者、使用者的交鋒顯現出我們社會、社群對於
「共有」、「分享」的概念與經驗上的扞格。共有、分享是什麼？該如何？需要
什麼？我們覺得更應該自收集的資料中研判本地在建立各式commons 上的共同
問題與議題，而這也正是計劃在第三年（2009）後的重要收穫。也就是說，CC 之
為一種台灣當前推動commons的經驗範例，除了有在授權專業上的困境與挑戰之
外，CC 以及其他在數位典藏推廣過程中遭遇的對於「分享」的質詰與抗拒可能
共同昭示了本地在建立commons 上有待面對、處理的文化、社會挑戰。在99年
度之前，我們以 “Commons” 和 “Knowledge Commons” 為關鍵詞，同時也以該
領域的知名學者Ostrom, E.、Bollier, D.、Suber, P.等為文獻蒐集的線索，蒐羅了
許多文獻閱讀的資料。在反思性的閱讀過程中，我們發現國外既有文獻對知識公
共財的討論，大多仍依循傳統對公有物的討論路徑，以理性選擇論作為討論的起
點或對話的對象，相反地，對情感連結的討論著墨較少。因此，當時我們瞄準以
理性選擇之外，討論情感性連結的集體行動文獻，其中，以美國當代社會理論家
Randall Collins 提出以IRC 理論（Interaction Ritual Chain）描述人們因情感性連
結、共享價值而形成社群的分析取向，其可以超越既有理性選擇論的分析模式，
更適切地把握究竟人們何以意願形成知識公共財社群的動力機制。
本研究從99年計畫開始，循政治生態學以及行動者網絡理論的觀點，從深度
訪談、網站、社群行動分析以及文獻閱讀、參與相關學術論域（國際與本地會議）
討論中，掌握捕捉推廣數位典藏與隨之而興的社群的發展軌跡、互動歷程。我們
放棄傳統社會科學上從因求果的思考路徑，而採取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研究取徑的行動網絡理論(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角度觀視推廣。推
廣的目的、方法、涉及的社群、原有的社會政經文化語言腳本各有不同、推廣時
所動用的科技平台在設計腳本與使用腳本上又各有不同，因此，與其設定幾個變
因，而求其推廣果效，我們認為應該厚描推廣過程，以求進一步瞭解推廣、永續
的路徑與挑戰。
ANT 認為，人或非人之行動者的能力或利益不具有先驗的本質，而
在網絡中被促動（enact）或被展演（perform）的結果（林文源，2007）網絡中
行動者之間的界線是變動的，其利益也不斷被重新界定與安排。以 Callon
（1999）研究扇貝的經典案例，他從三位科學研究者就法國某地干貝繁殖的問題，
討論干貝、海流、漁民與科學家的互動關係，其中，自然與社會、人與非人的二
元性問題被轉換了；過程、事件取代了原本原因、因素，研究者聚焦在「轉變
（translation）如何發生」。「干貝如何固著、增生？」研究者們界定一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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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其關係網絡。所謂的行動者括了人與非人（干貝幼生、漁具、設計的水道等
等）。嘗試固著干貝的研究者以各種機制、裝置來徵召這些行動者/行動體
（actant），而過程中，經過多方協商、往還，並不總能成功。Callon 指出，面
對許多不確定性，研究者企圖打造的是一個僅在特定時間與地點穩定的同盟，這
種看重「轉變」的認識論看待社會一如看待自然一般，認定不確定性本為自然，
這與傳統上一開始就認定了「社會」為何、範疇在哪兒的研究視角與視野大不相
同。
在由 Susan Leigh Star 與 James R. Griesemer 合寫的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 and boundary objects 一文中，提到科學工作(science work)的異質
性，像是包括了來自不同領域的科學家、生手專家、人類與實驗的動物等等，不
同的角色、不同的理念與作用，因此科學工作的互動溝通中滿是異質的成員（行
動者，actor）相互牽引拉扯的軌跡。行動者必須同時面對異質性(heterogeneity)
與協調合作的需求。該篇論文申論在機構組織情境脈絡中描述詮釋發展的可行架
構。行動者網絡研究中重要的概念「轉譯」
（translation）指涉的正是在各個位置
上的行動者在不同社會世界之間來回往復後形成新的體系、連結，而承載新浮現
的價值繼續發展的機轉。理論家 Latour, Callon, 與 Law 以 interessment 指稱，而
Star 與 Griesement 則以邊際客體（boundary object）指稱。正是這種有關互動、
互動牽引的社會世界的發展扣合了數位典藏推廣團隊的經驗、我們的觀察。協
議、共識 (consensus)從來不會自然發生，每一個過程中的角色、行動者（actant）
都意味著身處各自位置、本就鑲嵌在不同網絡，究竟來自不同網絡的行動者過程
中遇合溝通的時候，會有什麼樣的挑戰？因為物件、客體（objects）
、方法
（methods）對不同角色而言意味著不同的意義，所以，行動者必須能夠執行化
解歧見、融合意義的任務（the task of reconciling the meanings）
。如何進行？轉譯
者（translators）要能夠將非專家的關切轉譯成專家的關切（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ncerns of the non-scientist into those of the scientist），以科學社群而言，就是要
將非科學家的關注，像是出資所在意的，轉譯給執行核心研究發展工作的科學家
知道。
有興趣進行轉譯的人不只一方，有待被轉譯的知識想法與價值也不只一端。
因此 Star 主張要以生態（ecology）的角度審視各種網絡中行動者彼此勸說、遊
說、互動的機構制度；這是一個生態系。放到數位典藏推廣團隊的推動經驗、發
展軌跡而言，亦是如此。從行動者網絡理論角度觀之，沒有誰的觀念價值優於誰
的。行動者網絡中各方的知識不是來自個體自經驗中所淬煉的某種實在知識，而
是一種將彼此的、多方的經驗串連而生起來的故事、是社會性的。
因此，行動網絡理論（ANT）能提供什麼樣的新的提問角度？
1. 分析的不是經驗對象，不是經驗對象的表徵與詮釋，而是既作為不同行動者
互動之條件，也作為結果的網絡之建構的具體過程。是此具體過程生產了行
動、表徵與詮釋（所謂的「真實」），真實不外在於此過程：不是等待探測的
對象（起源），也不是過程的產物（終點），它就在過程之，因而變動不拘，
因而所有後來者的互動都會改變/生產真實。也就是不會只誕生一次，也不會
只有一種身份，雖然不同版本與身世會形成後繼過程的障礙/資源，而且後續
的改動也不是隨心所欲。換句話說，在認識論層次上，ANT 基本上取消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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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模型」
，如本質/表象。真實內在於過程之中，因而隨著研究的進程而改變，
真實是生產而不是發現。取消深度模型會遭遇兩個困境：（1）所見所聞就是
真實本身，這是早就進入歷史垃圾堆的實證主義認識論；（2）全然的相對主
義，用尼采主義的術語來說是 perspectivism，以及因而導向成王敗寇的邏輯
（畢竟我們生存的世界並非如此的相對，總是存在著某種程度的共識，或常
識）
。這基本上是尼采主義被批評的重點。ANT 肯定不會擁抱實證主義，而
在某種程度上，的確有成王敗寇的邏輯，如 ANT 總是強調聯盟的強與弱。
2. 在 ANT 的理論視角下，要能從「一粒沙中見世界」
。
當看到任何機器、個體、社會制度、文本等的時候，都要能將其看作是網絡
與過程的「暫時」結果，它們不是成品（不管是人還是物）
，而是仍在過程中
的網絡的「代理人」
（agent）
，或者可用現在流行的術語「節點」來理解。所
謂的節點就是不同網絡與力量交鋒所形成的暫時性平衡的場域。
舉例來說，一台傻瓜相機需要被理解為諸多零件在某種邏輯下的組合，而這
些零件背後又代表不同的工廠與技術，配銷網絡、廣告、使用者的想像與想
像的使用者，相機與電腦的連結，乃至與網路分享（使用內容的各種方式，
而背後當然又是不同的生活型態、使用者的認同等）、網站（如無名小站、
youtube 等）
。需要特別注意，因為語言敘述的原因，上面的陳述容易誤解為
這些看不見的網絡支配/生產了傻瓜相機，當然這些既有的網絡有影響力，但
不是單方面影響了相機的設計、生產與使用，同時不能忽略，是相機作為節
點，讓這些網絡得以匯聚，形成某種關係，並讓網絡中不同的行動者表現某
種行動者的特質，因而改變/建構了原有的網絡與網絡中的行動者，例如，是
這樣的網絡建構了 6 歲到 96 歲的使用者群體。
再例如，當我們閱讀小說時，不只是手上那個文本在工作，同時包括小說作
為某種文體的體制（這讓我們對小說有某種期待、需要與理解）
，包括塑造此
體制的印刷術、市場與文字共同體等。如果我們總是已經生存於各式各樣的
網絡之中，如果我們使用的各種機器都已經被網絡穿透，都必須理解為網絡
關係下的暫時性平衡，那麼 ANT 強調不要預設行動者的特質/本質如何可能？
因為每個行動者都不是漂浮在空中的「自由人」
，而必然是身處於不同網絡之
中而具備了某種特質（就算因為這些特質不是固有而不能稱之為「本質」）。
因此，可以這麼認為，對 ANT 來說，一切都在過程中，因而一切都是轉譯，
是轉譯開啟了爭論，也是轉譯結束了爭論，但是爭論落幕之後，不是得到了
原先發問或爭論的答案，而是改變了爭論的問題與對象，雖然參與者們可能
都會認為自己仍然在爭論相同的問題，也得到了可接受的答案。
3. 每個真實（reality）的生產過程總是同時具有兩個相互爭論的模態：positive
modalities（背後是擴散模型，此模型會讓真實遠離生產自身的條件，ANT 對
科學社會學的批評以此為代表）與 negative modalities（背後是轉譯模型，此
模型會讓真實返回生產自身的條件）
。擴散模式是在爭論結束之後，從終點開
始回溯起源，然後建構一個從誕生、發展、成熟、傳承的線性系譜。即便最
終的產品與一開始的設計不完全相同，也可以理解為設計概念實現的過程，
其中一脈相傳。在這個意義下，擴散模式永遠都是勝利者述說的故事，永遠
都是支配者的話語，目的在掩蓋轉譯過程，讓聯盟隱形，從而確保聯盟的戰
力。試想不清楚敵軍兵力佈署，甚至分不清敵我，勝利如何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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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模式則要求研究者考察產品的不同樣態（這些不同樣態其實只是叫著同
一個名字而已，但根本不是同一個產品）
，看到不同樣態的轉化過程（不是演
化也不是擴散或發展）經歷了什麼樣的結盟與背叛，以及招募的新成員如何
被組織進一組特定的關係之中。
4. 如果沒有，甚至看起來某個陳述已經是其他陳述成立的基礎（它已經變得不
可或缺了）就表示爭論已經塵埃落定，真實已經被自然化，擴散模型取得支
配權。那麼就更要把這個看似自然的「事實」與支持此「事實」的整套說法、
概念與分類以及圍繞著這些說法的聯盟都當作問題，當作特定行動網絡取勝
後的結果來看待，是分析的對象，而非分析的前提。換言之，每個自然化了
的事實就是 ANT 研究者得知網絡中有哪些行動者的入口。
如何開始 ANT 的分析？如何結束？根據上述 ANT 的基本預設，倘若真實在過程
中，而且不會只是誕生一次，同時網絡參與者與建造者又像斷了線的風箏，可以
無遠弗屆的擴張，那麼分析如何結束呢？我認為答案還是 ANT 的一貫立場：網
絡的強與弱。分析要擴張到什麼地步？所勾勒的網絡參與者是否足夠？是否沒有
掛一漏萬？這些都沒有理論的答案，關鍵在於為什麼研究者要開啟一個研究與分
析？在 ANT 的視角下，答案應該是為了要爭奪現實。換言之，這肯定預設了某
個現實（背後是競爭者聯盟）的存在，而所有的研究也必然都存在於較量之中。
因此，對於那個研究者要爭奪的現實而言，「足夠」就是「足夠」了（這提供了
支解該現實的起點），而對於自己想提出的真實而言，則是當聯盟強度足以對抗
甚至戰勝之前的現實之際。甚至可以這麼說，網絡參與者要往哪個方向擴張？要
擴張到什麼地步？是要根據敵方的戰略佈署與聯盟而定，因為重點是戰勝從而贏
得真實，而非「如實展現真實」。
同理，研究如何開始？就在於先找到敵人聯盟所賴以成立的諸多「黑箱子」以及
黑箱與聯盟建構之關係與方式，然後在時空中穿行，以便打開黑箱重起爭論，用
Latour 在書中的論點來說，就是擬定讓敵方聯盟分裂與打造自己聯盟的策略1，
核心便是轉譯過程與策略。在這個意義下，所有的 ANT 研究都必然是轉譯的研
究，同時強調研究互動的 ANT，互動不只是在結盟與招募的過程中，更是內建
於真實之中。
例如在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 的文章中，Latour 拆解的黑箱包括科
學/社會的先驗區分、巨觀/微觀的先驗區分、實驗室內/外的區分等，這些區分被
視為當然，被當作分析的前提由許多不同的聯盟組成，包括科學社會學、為知識
而知識的科學價值觀（其中，雖然科學社會學作為批判科學的論述，但是卻相反
相成地鞏固了科學/社會相互隔離的框架）
。而這些黑箱所要掩蓋的，是新的知識
/權力關係，這種新的關係的特徵是以非政治的姿態操作政治權力（p.247），「科
學事由其他方法達成的政治」
（p.258）。說「非政治」指的是不同於以往認知的
政治（如政治人物對政治權力的爭奪與使用，如選舉，如操控國家機器）。說這
是新的政治權力指的是它的確能動員與代表某個集體，也就是取得權力，而且確
1

這些策略的原則都可以在 行動中的科學 第三章對轉譯的討論中找到。但關鍵不在於此，而在
於具體的研究與分析，也就是具體的較量之中，成王敗寇。這應該也是女性主義對 ANT 之批判
的切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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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造成了改變，例如改變日常生活習慣，改變都市規劃、重建醫院等。建構出此
新的知識/權力關係就是 Latour 要爭奪的真實1。爭奪的方式就是完成此一 ANT
分析下的翻案文章，希望招募新的科學社會學研究者參與到新的研究典範。
這挑戰了數位典藏計畫原本預設典藏物、數位平台（本身就是推廣平台？）的優
越性。沒有先驗二分的、典藏與推廣相互交織、難以界分。這可以從之後的深訪
分析中看出。

全球的推廣經驗
文獻回顧的部分也包括當前各地具體的數位典藏推廣上，也包括了各地政
府、文化典藏推廣機構、乃至個人的作法與案例。Roe（2010）的研究中就舉出
典藏之用，甚至及於拯救受困礦災災區的人員（典藏資料提供了對於該區岩層地
理狀況資訊），在究責公部門與個人上數位典藏更提供了重要資訊。因此，讓大
眾知悉典藏在何處、如何接近使用就成了日常生活、公共領域中當代當前重要的
工作與承擔了。Roe 同時強調典藏者推廣者應當向社群領袖、商業團體領導者、
與國會議員立法委員等鼓吹介紹典藏機構以爭取更多經費支援，文中引例說明公
眾對於典藏資料認識的重要性。Benson(2008)則以美國國家典藏與檔案管理（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為例，說明其將典藏物
數位化的過程與相關議題。正因為機構典藏物甚豐，所以國家採取與民間公司合
作的伙伴方式，將典藏物數位化；論文探究此種伙伴關係（partnership）的進行
方式。Campbell(2004)的論文也就美國國家典藏計畫析論政府在典藏一事上與各
種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厚植構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厚植國家文物數位典藏的
基礎。Freedman(2003)論文探究的是圖書館此一古典典藏知識處所如何在數位時
代提供更多公眾可於實體、於虛擬環境中接近使用典藏的機會。

（二）深度訪談與其他
99 年度主要研究工作與發現：深度訪談
99 年度的訪談提問基本上分為以下數項：
一、典藏推廣部份：
1. 從期中交流與網站說明看來，團隊進行的推廣活動與平台包括了紙本、廣播、
藝展、問卷、網站等，請問團隊對於數位典藏推廣的思考是？之所以有此提
問是因為過去不少推廣團隊在思考推廣數位典藏時，想到的就是利用網路平
台承載數位化了的典藏品，希望在網路上交流，貴團隊所思所行大不相同。
請問推廣計劃次第開展的過程中，對於典藏、推廣的作法、以及「數位化」
的重要性的想法是？
2. 在沒有參加數位典藏計劃之前，對於現今已經數位化的珍貴資料的保存與提
供近用的方式是？
3. 提案之初，所欲收藏典藏的對象就是刻正進行的所收藏、推廣的資料嗎？欲
典藏推廣目前典藏資料的原因是？
4. 當初設想的逐步推廣觸及的對象與現今觸及的使用者，可有異同？
5. 設計之初，可曾參考哪些本地或國外的推廣平台？推廣範例？請說明。
1

這可算是延續了 Foucault 的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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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貴團隊在推廣過程所希望、應該建立的實體社群上有什麼樣的想像？ 在
台灣進行類此的教育推廣，挑戰為何？貴團隊如何因應？如何修正推廣目
標？
二、有關使用者：
1. 請問貴團隊對於現在你們網站使用者的想像？在網站上是否真正觸及所想像
的目標使用者？為何？
2. 目前為止，貴團隊認定的數位典藏平台使用者（團隊應該不認為「網路」是
唯一的數典平台）對於平台與使用是否曾提出建議、意見？
三、權利關係（社群文化）
1. 以下問題是數位典藏計劃中商業推廣與非商業推廣過程中都極為重要的一個
課題 ──請問計劃主持人，對於團隊所典藏、推廣提供的資料或拍攝的影片
等，是否立有明確的授權的規則？何以故？對於文物、生命經驗的數位典藏，
在網路上供公眾近用的人己權利關係的想像與認定是什麼？
2. 就盤點而言，因著各團隊典藏物件的特殊性，在進行盤點時難易程度不一。
請問進行盤點時可曾遭遇什麼挑戰？如何因應？
四、永續經營
1. 貴團隊參與數位典藏計劃以來，對於整個大計劃以及貴團隊進行的推廣計劃
而言，若論永續，有什麼樣的想法與建議？在政策、資源、想像與合作上有
何建議？
2. 從中央、地方、學校的各級教育政策、資源、本地的相關文化觀念、以及個
人與團體社團的資訊科技能力、對其的想像等各方面而言，您覺得哪些對於
「永續」形成最大的挑戰？
在訪問不同的推廣團隊時，我們會視該團隊推廣上特殊經驗（所屬與在地社
群、經手文資生命史、互動網絡與各種行動者（包括物件）的特殊性等等）而發
展不同的問題。例如，以訪問「蘭嶼原住民媒體與文化數位典藏加值應用計畫」
為例，我們的訪談問題題綱就包括了，
1. 在地居民或社團（蘭恩文教基金會、文史工作室）對於參加典藏計畫時，最
大的考量（想望與擔憂）是什麼？團隊如何說明以及取得信任？
2. 您在文章中曾說「僅以媒體為中心的思維是不足的」，經歷了 5 年的數典計
畫的嘗試之後，對於蘭嶼文化之保存的集體行動中，數位資料在其中的角色？
可能發會的效用？
3. 雖然讓蘭嶼原住民自己發聲可以克服主流媒體的刻版印象，但會不會也有變
成滄海之一粟、被稀釋掉的危機？假如的確有此危機，您如何因應？
4. 在「數位典藏應用於數位學習之初探」一文中，貴團隊提出了三個方向：語
言學習、技能學習、知識學習，想請教具體的教學方式、成效與困難？
5. 我們在文章中都讀的出來，貴團隊希望能藉由數位典藏計畫（不論是經費還
是典藏行動）來經營、組織在地社群，強化在地社群面對主流社會的力量。
因此，在 5 年的嘗試之後，我們想請教典藏的數位內容對於蘭嶼在地社會的
意義是什麼？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的關係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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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一個網路與電腦使用都低度發展的地方，您認為數位典藏計畫之永續經營
的關鍵是什麼？
7. 以您所執行之計畫的經驗為基礎，現在回頭看，您覺得數位典藏是什麼？有
沒有不同的作法與可能性？

我們先大量閱讀了推廣團隊成員所曾經書寫為文的論述、參酌建置的所有數位網
站、過往在推廣團隊期初說明、期中交流時發表的經驗等再提出具體提問。這些
提問也融合了我們觀察追隨數典推廣多年的經驗，因此，也企圖從中回答我們自
己對於推廣時因地（文化社會風土經驗）置宜的諸多問題。
而 99 年度本計畫在深度訪談推廣團隊部分共計訪問 7 組團隊，如下所示：

編號
1

受訪時間
99/3/24

2

99/4/8

3

99/4/22

4

99/5/5

5

99/12/10

6

100/6

7

100/6/27

99 年度數典徵案團隊受訪一覽表
受訪者
職稱／單位
徵案名稱
蕭旭峰
副教授／國立臺 昆蟲數位資訊網
灣大學昆蟲學系 之加值應用計畫
暨研究所
─台灣昆蟲分類
圖鑑暨昆蟲百科
學習知識庫(1/2)
許惠美
助理教授／佛光 「自由軟體公民
大學學習與數位 團體運動」典藏
科技學系（所） 與推廣計畫
謝顒丞、 教授兼系主任及 穿針引線─刺繡
專任助
所長／國立臺灣 數位典藏之推廣
理錢曉
藝術大學圖文傳 應用及社區服務
珊
播藝術學系（所）
郭良文
系主任／國立交 蘭嶼原住民媒體
通大學傳播與科 與文化數位典藏
技系
加值應用計畫
陳順孝
副教授／輔仁大 救災重建行動知
學新聞傳播學系 識庫(1/2)
陳雪華
教授／國立臺灣 臺灣文獻數位典
大學圖書資訊學 藏教學研究應用
系暨研究所
計畫：《歌仔冊》
唸唱學習知識網
(1/2)
張正、
主編／《越南四 四方友好支援四
黃洛斐、 方報》
方—中越中泰＜
林周熙
四方報＞多元推
廣應用計畫

隸屬分項
四分項

四分項

四分項

四分項

四分項
四分項

四分項

就以上各團隊在與我們對談中審視分享推廣典藏部分，以「昆蟲數位資訊網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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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應用計畫─台灣昆蟲分類圖鑑暨昆蟲百科學習知識庫(1/2)」為例，台大蕭旭峰
老師說明此一自 93 年即開始執行（當時不是數位典藏推廣計畫）的計畫，從創
意加值到典藏推廣，對於團隊而言，並沒有刻意區隔過往持續至當時的行動，甚
至從學界研究人員的角度而言，爭取計畫經費、持續關注自己行之有年的研究課
題就是最大誘因。這並不表示推廣團隊不關心推己及人，以昆蟲研究領域而言，
主持人指出這課題與其他學術專業的可能差別，
我們學科比較 general 一點，像物理、化學、數學一些學科，不
容易。我們昆蟲把它推廣成一個學科，生物的一個分支，它適
用只要你有興趣都可以這樣做，適用範圍沒辦法去設定哪些人
會去使用。要讓更多人有興趣，所以盡量從各種可能角度去切
入做推廣。（底線為訪談者加上）

所以，就提問中所問到的對於觸及社群的想像，蕭老師表明開放的意思。而本來
思考的是實體博物館陳列展現，當網路興起，數位的典藏呈現擺脫了過往動輒需
要龐大經費、空間的典藏推廣問題，何樂不為？
就台灣目前由學界領軍進行數典推廣的方式而言，一開始許多人都有在壓力
日大的學界進行應用型研究的調適挑戰，但是就像行動網絡理論的經典例
子—Latour 研究巴斯德細菌研究的一樣，炭疽病研究之初，研究者要調查全法國
的病毒狀況，可是實驗室的科學家不可能親履其地去做，那不是研究者的專長，
所以他一定要設法把它變成是在實驗室裡面，他才能夠控制，所以對科學家來說
要怎麼把它「轉」過來，那是他必要要做的；做完之後要如何「轉回去」、為當
地在地所用？這正是 ANT 理論研究書所討論的。所謂的轉譯的「轉」正在於研
究這些原本難以對話的社群如何溝通交流。
對學界研究者而言，不可能放棄自己熟悉的，然後應國科會去寫一個己身不
熟悉的計畫，所以重點是研究者如何將國科會的要求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呈現、整
合，然後在最後成果發表的時候把他轉成國科會可以接受的方式。從行動網絡理
論的角度來看，整個發展不可能不去管技術物的物質條件的改變，數典推廣的主
持人、計畫團隊正也是如此。
訪談中不少受訪者就都提到，以過往本計畫曾經不只一次訪問的管中祥老師
為例，他的影片放在 peopo 就是比放在他的網站更多人看；整個公民新聞會被重
視，跟整個傳播的技術門檻降低有很大的關聯。雖然管老師非常堅持用非常專業
的剪接、非常專業的器材，但是這樣的一種傳播形式會受到重視，是因為這傳播
技術門檻的降低，每個人都可以拍、每個人都可以放到網路上，因此才會開始注
意非傳統媒體的影像紀錄，只有在這個技術物底下展開的世界裡面，公民影音的
資料才會被使用、才會被廣為流傳。與推廣計畫主持人管老師放在自己網站相
較，之外的非專業的網站更受到重視。因此，推廣與技術物（actant）的演化極
有關係，仍然是要有這些技術物才能夠把他又轉譯到一般人的興趣上。所以你會
發現他只有在一般人感興趣的平台，他所拍的影像才會發生作用，如果放在他自
己的網站，效益比不上其他的來得大。每一年進行訪談，推廣者經驗到的、所運
用的、在典藏與推廣上所發生的都隨著技術物的發展而有不同。
如蕭老師主持的昆蟲研究所得所知，這知識資訊固然以其為一生活化、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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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可經驗的主題有其推廣優勢，但是主持人也言及原本推廣的路徑打算循教育體
制內學科學門所需教材教學的管道，卻也因為當前各級學校教育並沒有此一科
目，而就以升學考試為導向的教材出版而言，團隊以外的出版單位希望以學童在
校受教的課題為篩選標準來出版、推廣，所以呈現推廣的標準與團隊不一：

例如你們沒有要配合九年一貫的…例如九年一貫有這個蟲，你們為
什麼用那個蟲，這樣我們不是全部要改了嗎！

商品化數典結果固然因勢利導、趁勢利用既有的傳送（delivery）網絡，但是也可
能破壞了典藏團隊原本對於應該被推廣、被介紹、被認識的寶貴文資知識的思
考；推廣就是典藏的意義正在於推廣部分、從商業利益角度出發的部分，未必不
理想，但是以這例子而言，出版社推廣所引發、值得深思的問題會是推廣了的部
分正是升學考試要注意的部分，所以推廣了的還包括應考才是應用，其他都不被
思考。這樣的推廣可能可惜了資訊社會、知識社會中數位典藏推廣的苦心孤詣。
就觸達使用者而言，蕭老師主持的昆蟲研究推廣計畫也揭示了另一個重要議
題，這也正是討論永續時必須嚴肅以對的。徒網路、徒數位平台其實不足以自行；
數典推廣這幾年已經逐漸發展出與網路相伴相生的一些推廣模式，那正是走出網
路、實際接觸可能的使用者。蕭老師的計畫一如交大浩然數位圖書館、一如東華
大學楊懿如老師帶領的蛙蛙世界團隊，他們走到各個學校，實際接觸，以各種方
式（示範、活動、協助再製、創作等等）推廣：

就是去上個課，順便跟他們說我們有在做、推廣這個東西。我們
之前就被人家質疑過說做一個網站，網站其實是被動的，人家其
實不會上去看，那我們就要去宣傳說我們有這些東西，你們要上
來看。我們就做這些動畫、廣告，或是一些貼紙什麼東西，然後
宣傳。最好的方法就是當面跟他講，就是去上課阿這樣。所以我
們現在大概以上課方式去做，那我們的對象就是很廣泛。

自由軟體的許惠美老師也提到：
對。他們會很 eager 說他們能 offer 什麼樣的當我們有這個計畫之後，我們
社群的老師更興奮。（訪問者：你說的社群老師是中小學？）對。他們會很
eager 說他們能 offer 什麼樣的幫忙。我說你們不要太緊張，我會看…以前偶
而我會去，現在就比較 regular，我們去做會議紀錄。然後他們有一些活動
我也會去看、幫他們做紀錄。
蕭老師團隊同時每週固定到台北市市立動物園推廣。數位平台本身不意味著典藏
問世了，必須仰賴活動行動，去連結（networking）。數典推廣在計畫結束之後，
向目前與過往推廣團隊經驗取經之處為何？可以怎麼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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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廣典藏問題中所問到「提案之初，所欲收藏典藏的對象就是刻正進行的
所收藏、推廣的資料嗎？欲典藏推廣目前典藏資料的原因是？」，大部分的推廣
經驗都並未死守提案上所言的典藏內容物，當推廣進行了一段時間，信任隨之建
立，在地社群爭相提出典藏物件、典藏的主意，豐富了原本的推廣內容，這樣的
情形所在多有。以許惠美老師的自由軟體計畫而言：

我們那個社群也蠻有趣的，幾乎都是男生，資訊組長，或有人升遷
了變資訊主任這樣，或有人還是回去當老師，我是覺得蠻好玩的。
他們目前還要做一個自由軟體資訊交易的影片，我自然就會投入那
樣的一個計畫，然後協助他們。因為他們會覺得說在 youtube 上面
拍很多教育的未來…可是給人都是那種很強的競爭，你要是不怎樣
就落後等等，用的音樂也蠻讓人緊張，你就看到一些數字（方老師
助理：他是說中國有多少人口，假如這些人口只有百分之一聰明的
話，數量有多少，然後這些人已經比美國哪個州人口多了。現在你
學到的東西，三年後市場需要的東西你現在根本沒學過，所以到底
你要怎麼辦？類似這樣的東西。對。就是讓人覺得很有壓迫感。後
來我們就覺得我們要做一個影片出來，但是應該用我們的觀點來陳
述。最主要是我覺得再宜蘭推自由軟體已經到一個瓶頸。就是說像
免費、我們剛講得守法那些東西，對老師來講並不是很強的訴求。
其實老師關切的是這樣的東西對我的教學有什麼實質的改變。所以
你從那樣的 approach 去跟老師對話，他才有可能去接受這樣的工
具。
就推廣存續的議題而言，在訪問郭良文主持的推廣團隊時，我們問到「在一個網
路與電腦使用都低度發展的地方，您認為數位典藏計畫之永續經營的關鍵是什
麼？」，之所以提出這問題正在於過往倚賴網路甚深的數典推廣遇上基礎建設不
普及的蘭嶼，過往經驗難以複製，而推廣團隊尤需在推廣與永續上發展宜地、長
久的方法。
郭老師從他們團隊在當地如何建立信任開始談起：
我們 credit 信譽建立的還不錯，因為蘭嶼很小，只有六個部落
兩千個人。兩千人裡有所謂的文化工作者或知識分子其實更
少，這群人其實網絡很密切。島很小就一條路繞一圈，農會是
最大的超級市場，天天都去買東西天天都碰面，會口碑相傳。
去年我們去兩次…
蘭嶼每次去就是關係的拓展，網絡越來越廣。這次去也是啊，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當你的東西比較深耕跟當地人有互動的時
候，你得到的回饋也會相對多很多。如果你只是想去要東西，
得到的就很有限。當你去那邊做服務的時候，彼此會口碑相傳，
說交大有個團隊很熱心願意幫忙做這做那，那有些人想到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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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就會想認識我們或主動給一堆資料。我們處裡的容量是
有限的，但不會拒絕，我的作法是全收。所以很多事情是根本
不在計畫裡面的，可能是未來一兩年要做的事，只要經費能運
用就先做，或是我有其他經費來源，
郭良文老師團隊提到，在蘭嶼當地與住民建立信任感，雖然缺乏普及的數位平
台、網際網路，在建置數典上，藉由眾人捐輸，也推廣了數典這件事情，也讓更
多在地人加入建置。這是一個很奇特的例子，因為在地人拿出來要典藏的東西，
但是因為自己未必能用網路，典藏了的，自己未必得見，但是在認識數典、認識
團隊的過程中，也開發了非數位的典藏推廣方式，讓族人得以接近使用；也讓更
當地人加入數位平台，還是持續了深耕的工作。

（三）99 年度其他研究活動與發現：新的推廣典藏行動的產生、平
台的運用
我們在 99 年參與各項活動，雖然交流、參與的論域、對象未必是數位典藏
團隊，但是藉由其他網絡、其他社群團體推廣行動反思數典推廣目前作法。我們
於 99 年 5 月 27 日上午 9：30 到下午 5 點參與 2010Peopo 公民新聞論壇，本次會
議的核心問題是公民新聞未來可如何發展？在此主軸下分成四個主題，從公民記
者的培力，到公民記者/新聞與地方事務的連結，以及效益之擴大，到最後探討
公民新聞之未來發展。其中涉及對新聞專業之反思，對全球化之回應，對地方社
會之認同，對社會改革之想望。相對於數典一直以來的作法（內容數位化然後推
廣）公民記者一開始就是數為內容並且已經推廣了，參與此次會議希望能藉此反
思目前數典的作法與觀念，而因為數典推廣團隊中不乏公民新聞記者，因此這場
論壇中的討論也得見數典推廣的經驗分享、難處與挑戰的討論交流，
上午場次：
A.致詞
政大校長致詞（可作為理解主辦單位的基本立場與討論框架的重要線索）
從公視 公民新聞平台（peopo）從 2007 年開始，八八水災作為斷代（由被報導
者提供新聞，異質、多元），挑戰了傳統的新聞觀念與方法。在這個新的媒體時
代，我們必須面對新的問題：
1.如何不被過多、凌亂的資訊淹沒？
2.分眾的時代，如何讓資訊到對的地方？如何讓不同社群相互溝通？
3.在此新的情境下，如何用新的方式思考公正、客觀的觀念？
4.對學院、專業訓練的新挑戰
第一場 新媒體與新公民
主持人：政大傳播學院院長
禮堂內外代表擁有詮釋之權力的差別，也是專業新聞與大眾之間的權力差別。然
這一切都開始／已經受到挑戰。
歷史斷代：從大眾傳播（傳播給大眾）到大眾來傳播（技術發展是關鍵）
。面對
此歷史斷代，院長找到杜威關於社區智慧的觀點，指出 新聞是當代的社區智慧，
而 empowerment 培力：力量不只是意願與態度，力量還是能力（明辨是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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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透過杜威的概念，找到面對新歷史的方式。
與談人：管中祥、大暴龍、張正揚
（一）大暴龍
從板橋生活誌到公民行動記事簿
大暴龍從下面這個問題開始自己的公民記者之路：要作什麼新聞？怎麼開始？
他的答案也很簡單：從身邊開始。
（人、事、物）
，把報導對象當作客體，然後逐
漸進入「有爭議性」的議題，當能夠將自己與報導對象分開之後，便能開始意識
到報導者與對象的關係，於是「價值」問題浮現到前台。
大暴龍認為自己第一則公民新聞是社區資源回收，關鍵不在於被報導的對象，而
在於新聞製作完之後，放給社區的人看。社區居民跟著大暴龍一起從社區生活抽
離開，看到自己的行為。
公民新聞逐漸擴散之後，公民繼者數量逐漸增加之後，如何面對主流媒體與
alternative（如，苦勞網、小地方）的關係？大暴龍認為在地的公民記者如果能
多照顧到自己當地的新聞，其他記者就可以不必到處跑，換句話說，他是以分工
的方式來處理，主流媒體處理層次高、綜合性的議題，而公民記者則結合社區，
提供在地觀點。
（二）管中祥（媒體觀察基金會）
公民新聞需要批判與行動：媒體的在地實踐
管中祥從下面這個問題開始思考公民新聞『公民新聞為什麼要「批判」？不是報
導自己身邊的生活就好了嗎？』
他的答案如下：
1.只要報導就必然涉及價值
2.批判不是一般刻板印象所說是來亂的，而是反思自身與生活環境、個人與社會
之關係
什麼叫做公民的新聞與觀點？基本上，管中祥的論點很接近彌爾的「社會學的想
像」：要培養一種能力，能將在地事件與相對遙遠、抽象的社會結構問題連結起
來，看到在地事件如何由社會結構的不同力量所穿透與影響，以及社會結構如何
經由在地事件而被具體化，並因而被改變。換句話說，所謂的公共，不是從對向
來定義，而是從看事情的角度來定義。
管中祥投入的公民記者培訓課程中，幾經嘗試與調整，從解讀媒體開始，再進入
到新聞與影像的製作：
1.別讓媒體綁架妳的孩子（對象：中小學教師、家長）
2.搞懂媒體：作個獨立特派員（傳播權的傳播）
3.社區影像紀錄班
4.社區影像工作隊
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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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費：自費教學
（2）人力：共同協力、自我培力
（成立教學小組：博士班學生、大學教師、媒體觀察的工作人員）
（3）教案：自制教材、資源共享
（4）作法
1.從生活經驗談媒體再現（激發報導與經驗之落差）
2.自己的老照片（從老照片反思生活經驗）
3.攝製技術教學
4.學員彼此互訪
（5）除了有技術也要有意識
1.社區議題演講
2.社區議題的分組討論
3.事件現場的走訪與體驗
幾年下來，學員與助教漸漸變成老師，成立社區影像工作隊
媒體識讀：識讀媒體、多元理解、公共參與、實踐公民權
公民新聞：多元發聲、公共參與、實踐對話
（三）張正揚
美濃愛鄉協進會，運動經驗（美濃水庫抗爭）是主要提問角度：自己無法掌握媒
體，如何與媒體打交道，如何讓媒體能替自己發聲？
後來轉換跑道到旗美社區大學：農村是一所學校。張正揚有意識地讓公民新聞與
社區營造綁在一起，讓新聞平台（社區大學 blog）成為處理地方事物的平台，成
為建構社區意識的重要媒介。
在此基本概念下，旗美社區大學 blog 有意識的建立高雄縣 9 鄉鎮的地方誌，以
及培育地方記者。
小地方新聞網與 peopo 不同，在於 peopo 缺乏經常性的交流與討論，儘管如此，
peopo 也不需要甚麼功能都具備，因此 peopo 可以考慮跟地方團體合作。張正揚
舉八八水災為例。當時資訊量過大混亂，不只是主流的新聞、政府救災資訊，peopo
本身也因為量過大而變的雜亂，那時旗美社大平台就作為整理分類的功能。
問題與討論
1.如何吸引別人點閱成果？需要打廣告嗎？經費來源？
大暴龍：利用 peopo（背後是公視）平台的影響力。
2.如何引導學員與不同意見者的相互溝通與理解？
管：因為學員背景差異極大，對話在課程中就自然發生
課程內容不會只有單一社區的範圍，而且我們不是只聚焦單一社區層次，而
是從社區、個人層次進入，想辦法連結到社會結構。
（很接近 mills 的社會學的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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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訓練新聞的寫作與製作能力？
管：只要能說話就應該能寫作，最簡單的就是自拍，對著鏡頭講話，然後放上網
就行了。
大：peopo 上就有「教學 123」，有問題就可以找到人幫忙。
本計畫成員參與觀察反思，提問：只要讓新聞來源多元，從使用者出發，就會達
到多元嗎？
一般的討論基本上都把這些問題都當作前提，
「科學事實」
。但是這樣會忽略了使
用者不是孤伶伶的個體，而是身處在一定社會關係之下，那些社會關係由具體的
事物、觀念與工具所構築，很可能得到的不是多元的內容，而是主流價值的不同
形貌。關於這個問題，可以參考其他領域所發生的案例，例如源自 1970 年代西
方對專業主義的批判，以及承繼此批判路線的參與式規劃。
第二場 地方事與公民運動
主持人胡元輝
公民運動的關鍵是扎根地方，而公民記者乃公民運動之一環，來自草根，也終需
回歸草根。
（一）孫曼蘋：以公民新聞的想像為起點 建構日常公共生活議題
公民新聞是什麼？答案就是常民參與、在地發聲。這不是新鮮事，歷史可以回溯
到 200 年前工業革命的歐美，以及 100 年前處在革命動盪中的中國。然後再到
20 世紀末，搭上新聞傳播科技列車，出現了「公民新聞／媒介」術語。換句話
說，孫想構築出一個歷史演化的系譜，從中定位當前的公民新聞，公民新聞是常
民參與的當代形式。
然而，在台灣特定的社會脈絡，公民新聞開創了一個嶄新的公共傳播形貌：公民
參與、社區傳播、在地談話，超在地社區新聞網站交相作用等等。
雖然上文將公民新聞擺放在常民參與的歷史脈絡中，但公民新聞的定義，始終未
曾定型，是個有機體，它涉及到下面幾個重要的概念：公民、民主社會、政治、
媒體，以及這四個概念之間的關係。如果用一言以蔽之的話，可以說公民新聞關
心的是「在日常生活脈絡下的公共事務」。而立論基礎是：公民「近用」概念，
民眾有權越過專業組織來自制資訊、服務社區／群。
公民新聞的特徵是：公民在溝通過程中採取「主動」，除了時常生產內容，同時
會改變傳播環境，並且將其傳播經驗從個人層次，傳播到社會公共的層次。
公民如何參與？可從日常生活中尋找議題，重要的是要能貼近社區脈搏，如，今
年底的五都選舉。然後，從個人層次括及到社區層次，設定公共化議題。而公民
新聞與傳統新聞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報導與行動相互作用，整合社區資源，如，
七星潭 BOT 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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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公民新聞最大的挑戰，但也可說是最大的作用，那就是長期、持續、系統
經營議題。主流媒體可能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經常無法追蹤議題，但是公民新
聞與社區的親近性，使得公民新聞必須也應該要長期、持續、系統經營議題。如，
縣市鄉鎮及議會報導、社區環保、地方多元文史及文化政策等。如此方能與主流
媒體互補，如，從無米樂到有米樂。
小結
社區媒介是社區連結的重要機制。
社區公共領域、對話、討論、發現、解決、有助追求美好生活。
可以創造、強化社區展現自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本計畫成員參與聆聽觀察反思：演說的基調是在既定的社會體制與權力框架下，
強調「素養」提昇，厚植民主能力。這是很典型的以美國式民主政治為案例的自
由主義政治哲學典範。
（二）何宗勳（公民監督國會聯盟 執行長）
公民運動的公民新聞議題經營
影片欣賞：菲律賓的選舉遊街、演講、投票。該影片為何執行長由正式管道取得
到菲律賓進行選擇觀摩時所錄製。根據何的說明，這是菲律賓的地方選舉，該地
方由該候選人家族把持，如果不投票給他，他就會用一些「辦法」讓此人離開。
影片中菲律賓第一次使用電子投票，其中完全沒有保密設施，而投票機器不停故
障，監票人員也不知所措。
何執行長對公民新聞的界定方式，不是由新聞專業切入，而是作為公民運動的一
環來理解，基本的出發點是過去社會運動的經驗。雖然當前是電視頻道暴增，資
訊撲天蓋地而來，但是社會發生的議題與行動，經常還是得透過新聞頻道，由專
業記者播報，才能傳播。而專業新聞頻道可能因為政治立場、商業利益、收視率
等考量，經常讓社會運動者花了許多力氣卻無法將運動的訴求、價值、意義等順
利傳播，於是作為社會運動者的何執行長便開始加入新聞製作與傳播之路，同時
認為這是新一波的公民意識。
公民新聞的基本原則與精神：
1.草根 事件的受害者、自力救濟與公民參與等。
2.知識
3.行動
非政府組織經營困境
社會對非政府組織概念還是偏向社福、宗教，排除了政治領域與社會改革。換言
之，社會對非政府組織的想像是把 NGO 當作衝突的緩衝瓣，而不是改革社會的
孵化器。其實如果不把政治窄化成「政治人物的生涯」
，而是當作處理公共事務，
那麼所謂的公共性的核心便是政治。而公共領域的主要參與者便是這些取向殊異
的 NGO 團體。
也許可以將何執行長關於 NGO 的困境理解為台灣社會改革的困境：我們只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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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 NGO，雖然公民可以投票，卻又被藍綠分裂，而人民投入在選戰中，就越
讓權力集中在國家機器，同時就使得社會部門（公共領域）越加虛弱，最終成為
政黨的附庸。於是，在這樣的困境下，NGO 需要人才投入，社會的失業率攀升
之際，人才仍不願意進入 NGO 工作。
何執行長原先在環保聯盟工作，上述的困境，以及作為克服此困境的可能出路之
討論，都以環保問題為例。這個脈絡與發問角度是理解何執行長所謂的公民新聞
的紅線，對他來說，公民新聞之誕生，甚至公民新聞之性質與意義，都是建立在
社會運動之困境與突破的脈絡中。
台灣當前環境問題：
1.官商關係綿密
2.環保署屬於弱勢部會
3.產業無法轉型
4.資源不夠透明
5.環境議題邊緣化
群眾對於環境問題的認識與警覺仍集中在「肉眼可見環境公害」，而對於看不見
的危害，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疏於察覺，更別提蝴蝶效應這種在遠方的災害，
其實與我們的環境問題唇齒相依。最後，經常將環保問題扭曲成環境保護與經濟
發展二選一的局面。
社運團體要如何突破困境？
1.對參與之議題要夠專業
2.堅持與有恆
3.奉獻
4.策略聯盟
除了這些社運團體的努力，還需要新聞媒體對外的傳播，才能成為公共議題。但
是當前媒體生態是：
1.財團化
2.意識形態（我想指的是藍綠的分化）
3.至入性行銷
4.收視率導向
5.娛樂化
6.分眾化
使得社運團體變的越來越邊緣，有話卻無法傳播。於是公民新聞就是可能出路而
浮上台面。公民新聞要能調查、分析、揭露，同時必須對外傳播，傳播的方式除
了主流新聞媒體之外，借用逐漸獲得認同的公民新聞平台，以及由公民記者與網
路組織起來網絡，就比較容易散播。再者，除了作為新聞材料之外，公民新聞也
是作為策略聯盟的重要材料與資源，而且公民新聞不只是傳播調查報告，也要能
傳播社運團體的行動。
網路開啟 NGO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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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路魔力
2.向海絡因
3.黏著度高
4.與其他媒體並存
5.讓人掏心掏肺的魔力，多重人格、原形畢露
使得網絡似乎能夠突破既有的新聞管道，以及人們面對新聞接觸新聞的方式與態
度，同時，連運動的形式與策略都為之改變，例如，記者會現場直播、微網誌、
blog 等，都有機會影響到主流媒體追蹤。

（三）楊志彬（社區營造學會）
希望公民記者發揮更大社會影響力
公民記者的價值就在於促進不同群體、不同議題之間的對話，這樣的對話除了增
進相互瞭解之外，更重要的，是因為看見其他社群與議題，而能看見自己的社群
與議題，從而培力社區（扣聯議題場的社區討論、激發更多的社區人事成為公民
記者生產社區報導）。
他認為目前公民新聞平台已經做得很好了，如要能更進一步，可以從三個方面著
手：
1. 鼓勵文化弱勢社群的議題：遊民、外配、移工、農民、原住民、罕見疾病家
庭等弱勢社群生活的觀點與自主觀點。
2. 鼓勵更多的社群討論與更廣泛的社會對話：
3. 對應社會大議題，發展整體社會力量：八八水災社區重建議題、新五都選舉
鄉鎮合併升格議題、10 年 2000 億農村再生條例爭議與農村發展議題

問題與討論
1 何謂社區媒體？
楊：社區人士有沒有辦法在觀點和作法上提供不同的角度。
2 公民記者被挑戰專業性的問題，而傳統媒體工作又逐漸流失，報導完全商業化
何：對 NGO 來說，所有的管道都不能放棄，但是管道多樣，仍然有助於不同角
度不同主題的內容之傳佈。
3 公民記者與學院訓練之間如何互補與合作？
楊：過去有種說法是「認證」，例如有機農業認證，但是該認證太貴，所以找到
另外的方式，連結上社群，讓社群集體來完成「認證」。
本計畫成員參與四場會議的感想：
學院本身是問題的一部份，學院老師的發言角度與邏輯與運動者有明顯差距，脫
離社會脈動，而且朝向國家，幾乎就是官方說法的生產者與傳佈者，關鍵不在於
控制內容，而在於論述的監督人，控制形式與分類框架、說的方式，其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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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業主義」。相對來說，公民新聞一開始就是要改變既定的主流媒體的生產
與傳布框架，其實也可以說針對「專業主義」。兩造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在這整天
的會議中擦出火花，殊為可惜。
下午場次
第一場：公民新聞與大眾媒體：擴大公民新聞效益
何國華 公視新聞部 經理
聯合新聞網線上新聞副總 李彥甫
馮建三
鍾聖雄 www.88news.com 採訪編輯
何：
88 風災後的重建，在地聲音是很重要的訊息，但主流媒體在定點深入報導的部
分，幾乎撤手。因此在地公民記者的報導變的很重要。另外在一些環境議題上，
公視新聞部都相當依賴 peopo 公民記者。
李：
與其說主流媒體，不如說商業媒體。從商業媒體的角度來討論，重點不外維持一
定商業機制的運轉；跟主不主流無關。
聯合報現在的目標是朝向未來媒體：影音、及時、行動、互動
Web 1.0: 下載、使用、接受
Web 2.0: 上傳、分享、發表
在未來媒體的時代，每一個人開始都可以自己控制資訊的錄出，不再是被動接
受。我們（每個人）就是媒體。而且，讀者知道的比記者多。三個例子：美食、
大聯盟（球賽的評論）
、地方性或隨機性事情（如災害發生當下）
。從議題專業的
角度來看，記者並不會懂得比讀者多，因此如何讓讀者成為新聞生產的一環，變
的很重要。生產內容不再是專利、採訪新聞不再有特色、業餘專家角色更吃重、
記者角色定位可能轉變、職業與業餘的合作不可避免。然而，一些問題也是需要
考量的，比如新聞續航力的問題，商業新聞必須考慮新聞續航力，不能夠久久才
一則新聞，也不能不考慮新聞的接受度。而業餘公民記者不需要考慮新聞續航力
的問題。公民新聞不足以提供足夠續航力的新聞，但公民新聞有利於單點突破、
單線放大、全面進擊。這是補商業新聞的不足。
馮：公民傳媒要自力擴張也要責成政治力介入規劃
台灣與美國有兩點傳媒意識非常接近：1.置入性行銷嚴重。2.最少反思公權力是
否有責任重新分配資源以壯大公民傳媒。
美國在 2009 想法有調整，他們認為一般民眾對傳媒有四種想法是必須要驅除
的：1. 許多人認為傳媒的生死與他無關（因對傳媒生厭）
、2. 認為傳媒危機會自
動解決，business model 是必然出現的。3.汰舊換新在市場過程本就自然的。 4. 政
治人和媒體人常限於意識型態或各種利害關係，而無法真切解決問題。美國聯邦
交易委員會提出六大構想，其中重要的三項辦法是：
1. 公共電台與電視應大幅投入地方新聞報導；
2. 公私立大學應該把資源投入於報導本地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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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設地方新聞的全國基金。
鍾、小非（莫拉克新聞網）：
小非：
公民新聞和主流媒體之間沒有界線。所謂現在大眾媒體的工作人員，其實是作為
勞動者的身份，大過於作為公民的身份。一般（商業）媒體下的工作人員，也因
為是勞動者，比較無法發揮公共性的角色。莫拉克新聞網成立的目的，是為了單
一事件而存在，現在的商業媒體，不可能對單一議題投入那麼大。公民記者沒辦
法追上政府製造災難的速度，只能投入單一事件。然而，公民記者的生存問題還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有一定的經費支持。公民記者和商業新聞一樣，被信任
是相當重要的，以公民記者來說，查證還是基本的工作。然而，公民記者經常被
拒訪，這部分其實很需要商業媒體幫忙。商業媒體有時候受制於企業，無法追某
些新聞，這些部分就可以跟公民記者合作。商業媒體和公民媒體之間是可以合作
的。公開互動是贏得信任重要的一環，我們都會公開所有訊息，而這樣子，也逐
步建立了莫拉克風災的信任度。商業媒體在信任度上，其實反而往往比公民記者
難。
鍾：對傳媒來說，沒有媒體危機，只有商業危機。經營公民記者來說，寫東西被
信任是很重要的，被信任才會有人願意討論，才會產生公民的力量。公民記者首
先是公民，是先基於公民關心公共議題的態度，而不是一開始就是擺出要採新聞
的姿態。這跟一般專業新聞教育要求記者不介入、不成為新聞的主體不一樣。
聽眾發問：
問：莫拉克新聞是如何創立、
小非：一群關心災後重建的人，一起集資，購買相關的新聞，然後慢慢形成討論
的社群。
問：有沒有跟商業媒體談過合作？經驗如何？
小非：我們是很想跟大媒體合作。當主流媒體不寫、不報的時候，一些公民記者
會覺得自己寫的新聞是不是沒價值。時有一次做整版的大愛新聞，當地的居民和
公民記者，覺得終於被注意，後來中時的主管也有後續聯繫，但後來一週後，中
時在這個問題上，卻採取了不同的立場。
問：聯合報如何經營公民新聞？
李彥甫：商業媒體和公民媒體不容易合作。以聯合報來說，公民新聞的經營是失
敗，很大原因是我們是商業，我們不易取得公民記者的信任。商業媒體存在已久，
有很大的讀者，支持反對都很多，但我們沒辦法要求記者或主管去面對第一線讀
者的質疑。商業媒體在新聞傳播能做的互動很有限。
第二場：People Power：公民新聞的未來發展
與談者：羅世宏、陳順孝、鄭國威（Global Voice）
、MR. Friday（M.M. DAYS）、
朱淑娟
陳順孝：近年公民新聞都得到新聞獎項，說明了公民新聞現在愈趨肯定。莫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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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的救災、輸送，都是靠公民新聞的網絡架整個資訊傳布、查證的體系。
公民媒體的強項是可以深入議題，貼近在地居民的視野瞭解事情，比方大愛村，
公民記者觀察會觀察到一些小細節，如石頭上刻的靜思語等等諷刺的現象。
參考一下國外的經驗和台灣現在公民新聞發展的瓶頸，有幾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建立社區資訊交流中心：各地社區新聞都能成唯一個中心，橫向連結。
2. 建立分類網站聚合平台
3. 新聞強化：強化政府資訊公開，讓一般公民可以取得，而不是讓公民記者也
有記者特權（BBC 已釋放新聞素材）。因此推動資訊透明是重要的工作。
4. 汲取群眾智慧
Ex: 公視有話說節目曾經透過 twitter 決定討論題目和來賓
另外，公民記者如果可以有經費支持，走向專業化，成為新聞中小企業是相當重
要的。
羅世宏：公民新聞某種意義也可以看成公民自力救濟的行為。
鄭國威：參與全球之聲 4 年。目前參與蒙古國公民新聞的建置。News is
conversation.全球之聲的願景就是讓各地的人都有自由發生的機會。公民新聞的
重要性之一是因為一般商業媒體不會到各地方。
有兩個問題值得思考：
1. 當國際媒體在形塑台灣的時候，台灣的公民能不能參與形塑自己？
2. 如果使公民的聲音力量放大？
一般來說，公民記者從身邊的小事關心起。現在所缺的不是公民新聞的生產，而
是欠缺公民新聞的專業編輯。
Mr. Friday：現在的部落格已經有不少專業性部落格。網路時代的新聞，來源多
元、更佳個人化。
網路時代新聞的散佈有一些明顯不同的特徵：
1. 新聞閱讀方式不同、2. 新聞參與方式不同
在經營網路必須會使用年輕人的語言，例如朱學恆，非常擅於使用年輕人的語
言，號召人很強。
以下是一些不錯的資訊匯集、統整網站
Trendmap：可以看出當下各地區重要的資訊類型
http://trendsmap.com/
newsy:綜合評比各家資訊，統整訊息。
http://www.newsy.com/
朱淑娟：環境報導專業記者，有十年的專業記者經驗，但是公民記者需要其他的
技術，如影像。專業新聞的困境是：新聞自由了、自由新聞不見了。公民記者反
而才能擺脫政治、金主的壓力，做自由報導。有些公民記者會認為沒有記者證，
不能到一些正式的場合，如環評會議，但實際的經驗是，就大方到現場，如果真
有被擋、趕出來再說。事實上，通常可以進去。又，如果又認真報導，也會受到
歡迎。主張公民記者應該記錄大事，而不是關心身邊的小事（與鄭國威立場不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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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什麼辦法使公民新聞的瀏覽率提升：
朱答：文章寫完不是放在部落格就好，這樣不會有人注意到，必須要自己去推廣。
到臉書、twitter 去嚷嚷。社交微網誌的傳布力很強。
問：公民記者是召喚公民還是記者專業？公民記者是媒體的中小企業還是新聞的
血汗工廠？
陳：有些議題不是一般公民能瞭解，同樣也不是一般記者也能瞭解的。而是需要
專業、長期經營的人才能瞭解。如何形成新聞的互助組織才是重點。另外，記者
的專業往往同時意謂著記者在採訪上具有特權，這是不對的，資訊應該公開。另
外，正是為了避免公民記者被新聞中心剝削，所以要發展公民記者中小企業化。
朱：公民記者經常沒有收入，生活不穩定這確實是個難題
（2010 公民新聞論壇紀錄與反思結束）
我們在過去一年半中，同時思索觀察推廣觀念、文資等各種新發展的平台
（platform）
，從而反思數位典藏推廣可能行動。以參與在地各種相關討論、學術
交流而言，計畫助理參與 99 年 9 月 25 日、26 日「返景入深林：理論與實踐研
討會」，在世新大學舉辦（http://hermes.hrc.ntu.edu.tw/csa/）。25 日週六下午 4 點
到 6 點 C4 該場「以博物館之名，搞文化行動之實」，與數典文化傳散相關，助
理出席該場、現場紀錄。
方念萱老師受邀出席 99 年 11 月 13 日 (六) 在交通大學召開的「第七屆台灣
資訊社會研究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中「自由文化研究」(Free Culture Research)
的專題座談 (panel) ，擔任報告人。座談總時間是 80 分鐘，參與發表、回應的
成員分就自由文化與著作權法扞格（以日本同人誌為例）
、公眾授權條款相容性、
CC 與財產權議題等主題發言討論。
以展示平台的參觀分析而言，我們就曾針對台北當代藝術館展覽「大玩特玩
遊戲美學」 （展期到 99/10/10，網站：
http://www.mocataipei.org.tw/_chinese/index.asp)參觀分析。在推廣正是典藏、典
藏必須推廣的前提下，典藏不代表死的，當然是持續發展、持續變化的文化產物
與現象，而展示的平台可以是網路、可以是活動（教學場域、社區大學等等）、
更可以是傳統的博物館、美術館。而數位藝術、動畫遊戲更是現下最引人注目的
文化樣態，而藉由傳統展示平台展場與民眾產生互動的美術館來展示新興的典
藏、發展的文化，其效果值得注意。我們的思考記錄方向包括了，與過往展示平
台方式的區別？觀眾反應？參觀的群眾與過往參觀美術館博物館的差別？在美
術館中展出的遊戲與你自己過往在線上、在網路環境裡看到體驗到的異同？「遊
戲」呈現出來，是以「遊戲」的面貌？如何與美術館中展示的「藝術品」
（畫作？
創作？）結合？因為遊戲這平台與其上圖文創意是創意產物、也是商業產物；是
平台管道、也是內容創作，因此在推廣、呈現、與運用上更凸顯了諸多在資本社
會推廣的作法與爭議，以這次展覽的當代美術館為例，美術館博物館本來就是一
個社會中進行典藏展示文物最古典、最重要的機構與場所，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
地方展出推廣當代最重要的文化創作（遊戲）的同時，為公眾質疑其客觀性、非
商業性。這些與進行非商業推廣但是也亟思能運用商業行為刺激創意、發展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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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廣者而言，有重要關係。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這正是我們去年參考了幾
個策展的原因。以下是由計畫研究助理葉孟儒執筆整理的心得與推廣相關之處整
理如下，
參展前相關資料整理：
（一）「小紅點計畫」發起源頭－Facebook 公開活動 http://0rz.tw/94A5Y

（二）相關新聞
1. 當代館遊戲美學 網友嗆鬧場

2010/08/23 - [中國時報/文化新聞/A10 版]

【吳垠慧／台北報導】
台北當代藝術館現正舉辦「大玩．特玩：遊戲美學」，卻有民眾在臉書上指
出，展出三款電玩全來自美國同一家公司，質疑當代館以「 遊戲美學為幌子，
為特定企業抬轎」之嫌！並在網路發起「小紅點計畫」，號召民眾在展出作品下
方貼上標示「售出」的小紅點。針對這種表達不滿的方式，館方除了密切注意，
也不排除以法律程序來維護展場規範。
「大玩．特玩」以全球當紅電玩《魔獸世界》
、
《暗黑破壞神》和《星海爭霸》
為主題，展出經典圖像及模型共六百件，讓台灣觀眾了解電玩藝術的發展脈絡。
但這三款電玩全來自美國的暴雪娛樂公司。
網友在臉書上以「公營美術館商業化，台北當代藝術館被企業包場！那一起
去當代館買作品吧！」的揶揄標題，指出當代館「看似探討『遊戲』在當代流行
文化之中的『美學』特質，但進場一看，全數展覽作品竟然出自同一家遊戲公司，
原來遊戲美學只是幌子，實際上是要為特定企業抬轎！」
因此，網友號召對此現象不滿的民眾，帶著小紅點貼紙入館參觀，挑好目標
作品後，把小紅點貼在作品下方並拍照，證明「買到這件作品」
。
當代館館長石瑞仁表示，有十五年歷史的暴雪娛樂每年都到亞洲參加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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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去年他們在北美館看到皮克斯展，自認旗下產品的價值不比皮克斯遜色，
聯繫當代館首次以藝術展方式探討電玩文化。」
他說，網路上也有持肯定的聲音，「有人建議台灣相關產業要來看展覽，了
解美國如何把電玩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產業。」
石瑞仁指出，上周五甫才開展，短短三日就已湧入五千多位參觀民眾。他歡
迎各方對展覽提出意見，但若以這種侵犯的方式，「被館方發現，我們會反拍對
方的行為，也不排除提告。」
2. 電玩藝術展 網友發動抵制遭圍剿 2010/08/23 - [中視新聞-18:2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AGeYMz-T0

在當代藝術館展出的「大玩特玩─遊戲美學展」，有網友在臉書上以「公營
美術館商業化，台北當代藝術館被企業包場為題」，號召網友帶著小紅點到館內
參觀，把小紅點貼在作品下方拍照，並且證明買到這件作品來搞破壞，對於這個
現象中視新聞在北美館做了即興採訪（美術館參展民眾：我不認同，因我覺得商
業和藝術掛鉤並沒有什麼太大的問題。參展民眾：親自去看展覽，他們也應該會
很高興才對。）（記者：對這種破壞行為，你認不認同？美術館參展民眾：不太
認同。我覺得不 OK 耶！還是要尊重展覽吧！同上，我是不認同吧！因為...）
這項魔獸世界等三個經典的遊戲，有模型草圖和裝置藝術 600 件，展覽可以
讓民眾了解人物和故事的創作過程，其實富有教育的意涵。也因此這項貼紅點搞
鬧場的行為並沒有引起共鳴（參展民眾：超沒素養的！）。
網友在臉書上痛批這個小紅點計劃說:「低能兒」「不要臉」「好失敗」又說
「你真的了解「當代藝術」四個字嗎？這種無聊加犯罪的事也敢拿出來揪
團！」也有網友痛批「這是憤世嫉俗的白痴行為」大玩特玩─遊戲美學展從禮拜
五到星期天三天，參觀人數就已經破了五千人。

（三）針對「小紅點計畫」的相關討論
1.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星海爭霸版：【問題】臉書的小紅點計畫??
http://forum.gamer.com.tw/C.php?page=1&bsn=03037&snA=1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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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TT WOW 魔獸世界版：[心得] 誰說電玩動漫就不是藝術?

（四）觀察
不論是 Facebook 上的活動網頁、相關遊戲討論區或主流媒體報導，清一色反對
「小紅點計畫」，甚至是嚴加撻伐，斥責主辦者是假道學、低能兒，並號召網友
以煽動暴力為名檢舉該活動。面對強大的批評聲浪，至今未在媒體露臉也沒有公
開身份的主辦者 Moca Sold 及其死忠支持者余虹申（均為 Facebook 的 ID）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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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cebook 的活動網頁上孤軍奮鬥與大批反對者持續進行筆戰，明顯可見「小
紅點計畫」缺乏組織性，匿名的主辦者利用網路平台精神喊話卻無力動員實際的
抗爭行動，雖然有 144 人同意會參加小紅點活動（對比於 1207 人不參加）
，但根
據遊戲美學展場工作人員表示，只有在八月開展初期見過零星的小紅點貼紙，目
前則完全不見蹤跡，被譏為鬧劇的小紅點計畫最終也只有 Moca Sold 與余虹申兩
人登台演出，在 Facebook 這個虛擬舞台出聲現影捍衛其立場。

二、參展心得：
參觀時間：9 月 11 日星期六，下午一點半至四點半。
訪談概況：在最後一個展區隨機挑選參展民眾進行簡短訪談，總計訪談十人，九
名為男性、一名女性，並另外訪談一名現場工作人員。（另外有三名參展民眾拒
訪）
（一）與一般美術館展覽的異同－展覽空間、作品
z

比照藝術展覽，每一幅畫作均裱框並帶有作品名牌，以中英文標識作者
與作品名、媒材、創作時間，唯遊戲美學展的名牌少了作品內容解說。
（上排二圖為梵谷展照片，作品名牌上有長串的文字解說畫作內容；下
排二圖為在遊戲美學展拍攝的照片，名牌一概省略內容解說。）

z

除了一般常見的平面畫作（人物設計圖稿、遊戲場景概念圖、CG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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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圖等），遊戲美學展同時包含了許多動態展覽品。下左圖看似一幅
靜態畫，但它其實是一台利用畫框為保護色隱身在眾掛畫裡的小型液晶
螢幕，畫框中的人物會跑會跳還會揮刀出招，用以展示遊戲角色的 3D
動態模組。下右圖則是環型劇院，以 360 度視角的動畫影片呈現遊戲世
界中的地理環境與氛圍。這些動態的展品不僅使展覽更加活潑有趣，更
顯露了策展者試圖將電玩遊戲內容不可或缺的 3D 建模技術與 CG 動畫
製作納入藝術美學一環。

z

A

遊戲美學展的展場佈置採用了大量的聲光效果和裝飾道具，樓梯間、轉
角處、地板上經常可見大範圍的影像投影（圖 D）
。
「恐怖」展區的走廊
處處懸掛著遭受酷刑至死的白骨，並使用血紅的燈光和突來的怪笑聲營
造詭譎的氣氛（圖 C）。展區內部除了圖稿必定會配置一台以上的液晶
螢幕播放有聲的遊戲預告片或片頭動畫，同時，展間內的主要喇叭還會
不停廣播英語的遊戲介紹（沒注意聽內容，不是很確定）
，而且音量之
大能阻擾對談，經常參觀各種藝術展覽的女性受訪者就表示：感覺比較
像是電玩展的氣氛，跟常見的藝術展不太一樣。明顯與一般美術館展覽
「安靜、素白」的展場佈置風格（圖 AB）有很大的差異。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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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z

在遊戲美學展不只能一覽暴雪遊戲公司的官方作品，粉絲的同人作品及
參展觀眾的即興繪畫創作也是值得駐足欣賞的特殊展品。策展者在展覽
出口處設立了「粉絲遊藝」區，展示了來自世界各國遊戲迷的同人畫作
（左上圖）。在連結相異展區的座位區休息處也提供了便利貼、筆記本
和奇異筆讓參展觀眾發揮想像力描繪出心中的恐懼（右直圖，桌牌上的
文字），參展觀眾即興完成的作品可貼在一旁的大型板牆上供其他人覽
閱（左下圖），有受訪者認為：那個牆我印象很深刻！看大家的圖文很
有趣，心靈有交流到。我自己沒有玩過暴雪的遊戲，對設定圖之類的展
品共鳴不大，但在看到這些粉絲創作後心裡卻頗有波瀾，覺得整個展場
最有生命的作品都在這面貼滿便利貼的牆上。能直截了當看見觀者對展
覽主題的詮釋想像（同人畫作）、能直接感受觀者對展覽內容的情緒回
饋（便利貼圖文），這種觀眾之間的分享交流是很難在一般美術展覽經
驗到的（根據個人經驗，看完梵谷展後你只能跟其他參觀民眾一起擠在
出口的小賣店用購買周邊商品表露感動激賞之情）。

（二）與一般美術館展覽的異同－參展民眾、行為
z

根據觀察，遊戲美學展的參展民眾大多數為年輕男性。訪談的九名男性
年齡均為二十歲上下，職業以學生居多，清一色為暴雪遊戲的玩家（包
含「前任」
、
「現任」
、輕重度等類型不一）
，參展動機完全是粉絲取向，
受訪者：三款遊戲我都有玩，最喜歡魔獸世界，想知道遊戲幕後的製作
過程所以過來。受訪者：這些遊戲只要是大學男生都多少碰過一點吧！
我現在是沒在玩，來這邊找回青春的記憶。唯一的女性受訪者拿著單眼
相機很仔細的拍下每一幅作品，我以為她是少見的熱血女性玩家勾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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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的興趣，沒想到她並沒有接觸過任何一款暴雪遊戲，因為就讀美術
設計科系的關係，本身就經常參觀各式藝術展覽拍照取材，砥礪實力。
z

人手一台相機，是遊戲美學展觀眾的獨有行為。魔獸世界展區的「霜之
哀傷」
（上排圖左）為一拍照的熱門「景點」
（上排圖右）
，由照片可見，
遊戲美學展的展品周圍並沒有設立明顯的阻擋線、也沒有禁止觸碰的標
牌，像「霜之哀傷」的模型也沒有玻璃圍罩保護，對比於一般美術館展
覽設置的層層阻隔要求觀者止步數尺遠（下排左右兩圖的對比）遊戲美
學展的參展民眾可以非常靠近這些展品。拍攝展品照片不只是身體上的
可接近，同時也代表心理上想像展覽作品的擁有、親近，詢問拍照動機，
受訪者回答：這些圖很難見到，所以拍下來收藏當紀念。也有更簡潔有
力的答案：就喜歡啊，不然咧？

z

人人有相機，人人無導覽，也是此次參展觀察到的獨特現象。根據個人
經驗，參觀梵谷畫展租借語音導覽器是要收費的，但服務台前仍舊出現
了希望聽到作品詳細解說的人龍，參展過程中人人手拿導覽器、戴著耳
機，根據掛畫旁的數字選擇音軌，駐足在畫前用眼睛欣賞、用耳朵聆聽
作品的面貌與精神。強烈對比的是，雖然遊戲美學展的語音導覽是一項
免費的服務，但在整個展場內卻幾乎沒有人使用，詢問受訪者不考慮租
借導覽的原因，數名受訪者不約而同回答：都看得懂啊！一名暴雪遊戲
的死忠受訪者就表示：每個種族、角色我都認識啊，我知道的搞不好比
導覽多吧！參展觀眾的「懂」，不只是語音導覽器材租借率低、作品名
牌沒有內容解說的原因，也是吸引新族群踏入美術館的誘因，受訪者提
到：我踏進美術館看展覽已經是好幾百年前的事了吧！（我：為什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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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因為看不懂啊，去看那個都要先了解藝術家生平，沒有解說根
本不知道畫有什麼意義，這個（指遊戲美學展）是我本來就很有興趣的
東西，自己就看得懂，沒有壓力。對於這些身兼玩家的參展民眾來說，
遊戲美學展的展覽內容是和自己切身相關的，雖然打著藝術展覽的旗
幟、用了藝術作品的形式包裝，但他們看展時面對的不是那個遠到不能
再遠又語言不通甚至生死相隔（如果看的是梵谷展）的原畫作者，也不
需要臆測畫裡出現的每個物件是不是都帶有象徵隱喻，作品的意義並不
是依附於作者之下，而是扣連在觀者的經驗之中，這點可從參展者的對
談內容得到印證（我偷聽來的，兩名年輕男性站在演示蟲族士兵的設定
稿前交談）：A：喔，蟲族還蠻強的啊！雖然每個兵都很弱，但就跟蟑
螂一樣一次生一堆用人海戰術壓死你，如果是神族的兵單隻就很強，但
是數量就很少。B：問題是蟲族太醜了我不想用。他們觀看的並非畫作
在構圖、色彩方面的藝術美學價值，反而是透過畫作省視個人的日常生
活經驗。
如果將「大玩、特玩、遊戲美學」在台北當代美術館的展覽視為一推廣活動的話，
展場的參觀群眾自然說出因為自己正是行家、懂的不比導覽者少因而無須導覽的
話語，但是參觀者依然絡繹不絕，這正點出現今知識社群集結聚眾的原因除了「求
知」，更是建立「社群感」、「我群」的重要。而如電腦網路遊戲一類原本就在網
路原生的主題、社群卻也對於線下集結、動用「傳統」方式感到興趣，這也說明
網路不是唯一的聚眾平台。至於商業、非商業的份際與討論，網路與媒體的報導
提供了諸多反思商業、非商業推廣典藏的切入點。

參考書目
Roe, Kathleen D（2010）Let's Give Them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Advocating for
Archives. Provenance: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Georgia Archivists,Vol. 28,
p5-18,
Benson, Esther E(2008).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Private Partnerships A New
Trend for the Digital Age? DttP: A Quarterly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ractice & Perspective, winter2008, Vol. 36 Issue 4, p29-32.

92

（三）產出文章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Leticia Nien-Hsuan 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Paper submitted for presentation at IAMCR Conference in Portugal on July 22, 2010

93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s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help authors to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public domain, the
notion Creative Common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year 2003 after its initial
release in the States in 2001.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ese years an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 Taiwan, Creative Commons is officially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increase public’s accessibility to the digitalized knowledge resources.
However, the sense of Creative Commons isn’t all that comm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here. The full accultur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demands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a common-pool resour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latform to enabl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igitalized loc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gital archive did not meet the expect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since some owners of the assets are reluctant to release the rights of the
cultural and knowledge artifact; the fear for that the internet has paved the way for
free-riders’ take-awa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diminishing incentives for the creation
of more commons provokes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the
western notion of free and open culture in conduct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ere raise the issue of ‘what is “common”
for us in our culture after all’ and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re-written the original
top-down desig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diffusion program and a variety of
participatory common culture is thus created.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lineage of the developing social movement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nd after that,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laims -- commons as
a resource and a commons as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is introduced. For many
Taiwanese community workers, the difficulty of adopting the imported Creative
Commons lies in 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the notion – Even though Creative
Commons promotes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the idea in and of itself is grounded in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and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participatory,
co-constructed cultures of many knowledge communities here. With the aid of
Elinor Ostrom’s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unbounded commons, the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activists’ and scholars’ efforts in promoting digitalized archives rewriting the
cultures of the commons here. And also,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llenges in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public knowledge in a fully-digitalized world that is not
all that common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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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Internet has altered the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work, the copyright regime built upon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property right and guarded by the legal tools has challenged the free culture netizens
cultivate and dream about. In 2001, Creative Commons was founded and the next
year it released its first set of licenses to help one to license ones works freely for certain
uses, on certain conditions, or dedicate ones works to the public domain. In global context,
copyright in Taiwan is not a domestic issue. Before the notion and the design of
Creative Commons was introduced in Taiwan, the movement and the activists
advocat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were the ones cultivating the notion of commons;
they are the ones in public forums discussed about how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can really enhance creativity. The same academic team that supported
the 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 affiliated with Academia Sinica joined the global
iCommons project and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collaborated with the Creative
Commons in the States since then. This paper seeks to ad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hen it comes to the digital repositories, the project in Taiwan is not the sole case;
projects such as the World Digital Library,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 (UN),
American Memory Project (US Library of Congress) are emerging worldwide.
UNESCO’s main mandates have it that to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all forms of
knowledge in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s the major goal.
Therefore, UNESCO supports initiatives to improve and increase content on the
Internet.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of similar nature will be drawn upon
for reference also.
National, or even international massive digital archiv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it help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since mainly the preserv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igitalized heritage
rely upon this legal framework since the free flow and use of the common heritage is
the main concern. Regarding the agenda of the project in Taiwan, it’s stated in phase
1 (2002-2007)
…The scope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ccumu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reby serve as
a key link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Digital archiving is a lifetime work dedica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nation’s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derlined by the author)
When the project marched into the second phase(2007 till now), the goals have it that,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o showcase Taiwan’s
linguistic,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o develop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archives to a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o help create a better
civilization for humanity
Looking into the agenda and the blueprints of the project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internal conflict emerged. While at the phase I, it aims to boost the knowledge-base
economy, the whole idea about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property regime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information (cultural asset). However, the project at phase II
concerns about bridging digital gap, show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omoting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he paradigm underlying the national project see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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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to common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infringements of the private
owners’ property rights. The clash between the goals of two phases in fact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revolving around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commons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challenges emerged; the original task of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is
to draft the model of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however, as far as
the delivery and distribution concern,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grounded on the digital archiving,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The emerging questions regarding ‘commons’ are What constitutes successful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What constitutes ‘commons’?
Developed the idea from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The idea (again, stolen from
the FSF) the creative commons was to produce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artists, authors,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could use to announce to the world the freedoms that they want
their creative work to carry. If the default rule of copyright i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express
meaning of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s that only “some rights [are] reserved.” For example,
copyright law gives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exclusive right to make “copies” of his or her work.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ould, in effect, announce that this exclusive right was given to
the public.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ed:Through the lens of creative
commons, how do different communities respond to the practice of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Latour’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is
adopted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society) taking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s-building. Throughout 2 years, 20 teams engaging in promotion
(community-building) activities are interviewed. On-site observations are adopted
and related document analyzed.

Literature Review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ection drafts how the role of Creative Commons in
archiving and disseminating cultural assets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creation. After that,
three central concepts of ANT will be introduced to illustrate how this anti-essentialist
approach works in tracing the process of networking. Finally, I use one empirical
study to exemplify how ANT has already been applied in studies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similar natur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and the Community of Free Culture
a common is the infrastructure for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nd we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the law in terms of how to expose
and integrate as much knowledge as possible at the lowest possible transaction
cost (John Wilbanks, 2008)
The idea (again, stolen from the FSF) was to produce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artists, authors,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could use to announce to the world
the freedoms that they want their creative work to carry. If the default rule of
copyright i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express meaning of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is that only “some rights (are) reserved.” (Lessig, 2005)
As Bollier(2003)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commons?’ in his book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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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t, the American commons include
tangible assets such as public forests and minerals, and intangible wealth
such as copyrights and paten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government research,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broadcast
airwaves and public spaces. (p. 3)
Boiler argues that Americans are losing the right to control commons they are
supposed to ow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re said to be the forces animating this
silent theft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complicit in not sufficiently protecting the
commons on citizens’ behalf. As private interests seized the American commons,
many business sectors are enclosing common resources that were once commonly
shared. However, Boiler finds it that most common resources are largely
unrecogniz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s common resources and these resources have
little legal protections or institutional defe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mat of
public-domain library is used in presenting common resources to the public in
reigniting the appreciation for commons. With the aid of web 2.0 collaboration,
users upload material to collections online and thereafter, different archives are set
and people of similar interests get to share each other’s work. Creative Commons
exemplifies alternative type of public-domain library. While the transaction cost for
us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ecuring rights to copyrighted works can be high and
non-negotiatable, Creative Commons that is organized by a number of law scholars
encourages artists, writers, software writers, and other people associated with creative
work to donate their intellectual works to the public domain. With the hope that this
will encourage the diffusion and the use of the works, Creative Commons develop
various types of licenses so to acknowledging the original creat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timulate greater use of the works. Along with the agents in other countries
join the league, Creative Commons works more than the provider of legal innovations;
Creative Commons emphasizes ‘share, remix and reuse and’ the claims echoes the
calling of free culture,
As for the Creative Commons movement in Taiwan, the ‘import’ and
‘transplantation’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carry the claim such as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enhances creativity. To contextualize the movement,
the activists advocat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are the ones cultivating the notion
of commons during the pre-cc ear in Taiwan. When the creative commons is
introduced, it is the doing of the 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 (affiliated
with Academic Sinica) that joined the global iCommons project, and CC is thus
introduced in Taiwan
ANT(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related concepts
To put it tersely, ANT calls for a focus on heterogeneous actors -- people, ideals,
symbolic constructions, and material elements. It is argued that while including
materiality-technology-in analyses of certain practices we should refrain from
essentializing the ‘effects’ of ICT. The various actants networki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values and meanings are translated and negotiated, and by this doing, the
alliance thus forme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akes place if each actor is ‘able to
render “himself” indispensable to other actors by creating a geography of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 (Callon, in Neresini, 2000) McInerney(2009) cited Latou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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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to define translation as how actors align the interests of other actors, each of
whom understands the technology in a different way and moves it in a direction that
best serves him or her. Therefore, at beginning each actor’s interests may be different;
interests are transformed as they are translated. Near the end, ‘the resultant
sociotechnical systems are highly contentious’ (McInerney, 2009, p. 208).
The Analysis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nature that adopted, remade, and distributed the digital
archives are interviewed and their different conceptualizations on commons are the
research meant to explore. We categorized the groups/communities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 The communities mainly composed of people from academia
They are domain-knowledge-based and the goal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 is
mainly the preservation. Insisting on the screening the proposals of further promotions
(e.g., archived assets collected from aboriginal groups) by other groups, they harbor
great distrust towards any kind of promotion of digital assets conducted by people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 circle of domain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creative
commons, they are regarded as Anti-CC – the commons is considered as the
irresponsible towards the embedde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archived assets.
B. Advocators of ideas, not adopters of CC
The second type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project are the communities mainly
composed by activists, e.g., environmental groups. They have been practicing
preservation of assets that may not carry certain level of value from outsiders’ point of
view, however, value clashes do not impede them from cultivating the alternative
values and building communities. The goal i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s through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interestingly enough, when asked abou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adop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creative commons, they consider that the CC is
irrelevant to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what they have been doing for quite some time
since the community is just like commune, “ As long as the ideas are broadcasted and
known to the public, it does not matter if our names are on it” The presumption of
property right that the Creative Commons relies upon does not fit into their
framework. The interviewee said:
Even for CC, it still takes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as property, and I doubt that
notions helps to build community at this stage. We create all this collectively.
Internet has it that whatever we upload online, it is for common use already. We
will have to re-construct our ideas about community online, then to cultivate the
new notions on property.”
C. Promoters of Archived Assets and CC
There are several groups that adopted the Creative Commons as their legal
frameworks in their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and along the way of promotion,
the commons is practiced by all the members. However, the challenges did emerge
along the way –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virtual community can disseminate the newly
emerging concept and principle may hold,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practice, the
boundary of the community is shifting all the time and not all the participants honor
the principle set by the founding members.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comm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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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the endeavors emerged and the virtual assets were abused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n the legal framework creative commons is not honored. In the cases of
Taiwan Baseball Wiki and Civilmedia Platform, the abuse of the archived material
took place and it challeng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ies.
Conclusion
Elinor Ostroon (1990) stated it in her book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at
the mechanism of Governing Commons are consensual, contextual,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resource has to be clear. The communities that practice the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should be gauged from these angles. And also, according to Ostrom & Hess
(2007), the notion of knowledge commons which highlights the specific nature of
intellectual and knowledge assets, there are several dimensions warrant further
examination: Bi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ion of the community, rule-in-Use.
And the analysis of action situations 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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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廣實務計畫執行成果
一、編輯出版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藏富於人》
子二計畫的原初目標，即是希望透過傳播學領域的專業知識，來試圖達成
數位典藏成果之「公共資產近用」(Commons Access)與「公共資產傳播」(Commons
Distribution)兩項任務，故規劃「學術與文化公眾授權」為主要研究取向之一，
從國外理論思維、趨勢案例的調查檢閱，近年來回歸到耙梳本地數位典藏推廣
的各種樣態，期能分析、提煉出關於數位典藏的推廣良方。在針對數位典藏計
畫單位與公開徵選團隊進行深度訪談的過程中，逐漸衍生出案例書的構思：除
了提呈研究報告與建議供各相關單位參考外，更盼將此一研究脈絡延伸至推廣
實務──不同於學術體例，範例書乃是選取具有獨特性與啟發性之案例，以深
度報導的形式，將數位典藏介紹給一般社會大眾。
98 年度首度出版的數位典藏推廣範例專書《日藏生活》
，延續「將部分數典
成果視為公共資產」的概念，鎖定六個文化及非商業推廣的案例進行介紹：







浩然藝文數位典藏圖書館
千里步道
蛙蛙世界學習網
公民行動影音紀錄資料庫
南港天地宮
臺灣棒球維基館

在內容上，書中著眼於案例推廣者對於典藏推廣的想法、多樣化媒介的運
用，以及推廣工作所能發揮的捲動效果如何串連相關社群共同協力等，試圖讓
此案例書涵蓋不同領域的推廣工作。在形式上，子二計畫協同專業的文字工作
者、攝影師、執行編輯、美術編輯等，為六個案例做深入淺出且生動活潑的文
字、影像紀錄。完成的 120 頁全彩書寄送給相關典藏與推廣單位、臺北市各圖
書館等，除了讓相關的線上從業人員得以借鏡他人成果，更讓一般民眾能透過
輕鬆的方式入門，進而瞭解、使用數位典藏。
98 年度的《日藏生活》一書大獲好評，故 99 年度除了持續進行數位典藏推
廣範例書的出版計畫，更加以延伸拓展：在既有的紙本外，更將書本內容展示
於網站公開分享、釋出，未來更擬上傳至 iPad。希望藉助不同媒體（平面、網
路與行動裝置）的傳播途徑、媒介特性與受眾群，既豐富傳散的形式，亦擴大
傳佈的對象。

（一）籌備過程：案例篩選（99/03-05）
在國家型計畫下，可分為機構型典藏與公開徵選團隊兩種執行數位典藏的
形式。由於機構典藏的資源較為充裕，故子二計畫秉持著鼓勵、協同推廣公開
徵選團隊之目的，在 99 年度的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中，以公開徵選團隊作為主
要的介紹標的。由於公開徵選團隊計畫的執行年度為當年的八月至隔年的七月
底，且大多數的執行成果於計畫中、後期才會逐步顯現，故配合公開徵選團隊
的時程，規劃 3 月至 5 月為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的籌備階段，進行案例之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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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至 11 月為執行階段，完成書本的採訪、編輯與印刷作業。

子五計畫推薦

方念萱老師推薦

公開徵案團隊
期中報告

預訪

公開徵案團隊
心得交流會

案例篩選

圖 4-1：篩選案例之資訊來源
在籌備過程中，案例篩選主要有五種資訊來源：
1.

公開徵案團隊期中報告

公開徵選團隊依據計畫時程於 2 月份提呈的期中報告，恰正成為本書篩選
案例之基礎資料。子二計畫在籌備之初，即蒐羅公開徵選團隊之各式報告並深入
研讀，以對各計畫之執行背景、目的、內容等基本元素有具體瞭解。
2.

子五計畫推薦

子五計畫為四分項內執行公開徵選團隊徵集、評選、審核、成果發表等業
務之子計畫，針對入選之公開徵選團隊，除定期的管考作業外，並隨時電聯追
蹤或實地探訪，對各計畫的執行狀況具有相當程度的掌握。故子二計畫在篩選
案例時，亦廣納子五計畫對各公開徵選團隊的意見與評價。
3.

方念萱老師推薦

子二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政大新聞系方念萱副教授執行數位典藏計畫多年，更
長期投入「學術與文化公眾授權」相關研究，訪談多位公開徵選團隊之計畫主持
人，故能從訪談經驗出發，輔以數典相關理念觀點，對個案提出精闢分析。
4.

公開徵案團隊心得交流會

參與子五計畫舉辦之心得交流會，聽取各計畫提呈之簡報，瞭解計畫執行概
況，會後並接觸有興趣之計畫，獲取計畫內容與推廣活動之相關資訊。
5.

預訪

針對有興趣之個案進行預訪，包括電話聯繫瞭解計畫執行狀況以及親自參與
該團隊的推廣活動：
 99/03/14：參訪台北市立動物園之「2010 數位昆蟲－童話世界－昆蟲數位典
藏展」。
 99/05/08：參訪宜蘭中山國小「益智游藝樂育系統加值開發與推廣特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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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主持人會談。
 99/05/18：參訪台中科學博物館參加「國際博物館日」並與計畫人員會談。
掌握資料來源後，初期的篩選標準仍大部分延續 98 年度執行數位典藏推廣
範例書的觀點：
 儘量篩選非商業性、非機構典藏，針對後續較欠缺行銷宣傳能力者，給予曝
光鼓勵之機會。
 典藏內容、推廣方式與使用對象是否契合，形成良善完整的推廣模式？
 授權方式：不排除商業授權，但應考慮非商業與商業授權間的比重。
 社群經營：是否考慮到後端的使用者？使用者回饋、參與甚至協作的空間為
何？
 其他：是否具備差異性、多元性，避免內容與形式的近似雷同。如內容或族
群等定位或經營上是否具特殊議題性，可彰顯出與其他徵案的不同處？
根據上述的團隊資訊與篩選標準，第一輪篩選出九個案例（如下表），除了
摘要出典藏對象／方式、目標受眾、推廣之媒介形式、授權狀態等基本資訊，更
試圖進行內容或型態分類，並給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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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9 年度 CASEBOOK 案例評估
文化生態主題
典藏對象／方式

目標受眾

台灣昆蟲數位資訊網之
加值應用計畫－台灣昆
蟲分類圖件暨昆蟲百科
學習知識庫

徵案名稱

根據現有的系所內收
藏將之數位格式化，建
構成線上知識庫

對昆蟲有興趣者、國
中小學童
(未有明確社群經營
－沒有設定社群，而
是給所有的學習使
用者；但有區分，目
前先針對小朋友)

1. 昆蟲 3D 環物數位化
2. 電子書
3. 昆蟲動畫
4. 有聲出版書（昆蟲動畫的實體化）
5. 與台北市立動物園昆蟲館合辦昆蟲數位
典藏特展
6. 昆蟲知識之教育推廣(國中小學)

推廣之媒介形式

台灣植物探險－林業試
驗所數位典藏數位內容
推廣應用計畫

以現有之資料庫素材
進行加值應用與推廣

對植物有興趣者、一
般民眾

穿針引線—刺繡數位典
藏之推廣應用及社區服
務
（尚無網站）
(方老師已訪談)

往年（95）計畫已進行
內容建置，將現有之刺
繡資料及作品轉為數
位儲存格式
今年則針對既有之數
典資料進行加值應用
與推廣

透過館校合作將數
典內容推廣到社區
民眾
合作機構包括：文教
基金會／美術館／
社區大學／啟聰學
校等，有明確推廣對
象

1. 多媒體動畫影片（植物學家為主題）
未說明
2. 網頁資料教材（植物園／植物圖譜／植
物標本）
3. 開發商品：植物博物館紙塑模型
4. 志工培訓與解說教育（12 場）
5. 台北植物園合作（教材提供／假日導覽）
6. 電子書／互動影音教學光碟
創用 CC
7. 社區巡迴（展覽與工作坊)
8. 巡迴活動展版
9. 推廣工作坊（對象區分為種子師資／弱
勢團體／一般社會大眾）
10. 教學材料包
11. 徵集活動（教案／材料包）
12. 活動影像紀錄

益智游藝樂育系統加值
開發與推廣
http://www.uemuseum.co
m.tw/index.aspx

往年（97）已將私人收
藏之相關游藝益智類
型古籍資料進行數位

進行市調，研究高齡
少子化趨勢，但推廣
範疇較為廣泛而模

1. 開發行動博物館／游藝行動多寶格展示
箱
2. 推廣工作坊（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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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狀態

個案優點

個案缺點

台大所有，可供個
人與非商業目的
使用
(除出版物部分上
線外，其他皆免費
提供閱覽)

97 年度開始迄今，資料庫內
容完整，並開始進行推廣
畫面豐富度高：
昆蟲、加值應用成品、展覽
+解說、學校推廣、其他活
動
訪談對象：團隊、動物園
方、參觀的老師／家長／小
朋友、校方
經驗分享：洽談出版之過程
／考量；台大永續的概念規
劃
畫面豐富度高：植物、影片
片段、開發商品、解說活動
訪談對象：團隊、植物園
方、參觀民眾

傳統典型之案
例，操作模式手法
並不殊異，但中規
中矩恰如其分
網站雖設計有留
言版以供互動回
饋，但比重低。

未提及
但過往網站
http://blog.ueplay.c
om/

畫面豐富度高：刺繡（美術
館／教師、學員成品)、工作
坊、展覽（社區／美術館）
訪談對象：團隊、美術館
方、校方、教師、參與民眾
／學員
經驗分享：串連合作之過程

迄今無網站，難以
確認該計畫的進
度
亦為較傳統典型
之單向數典推廣
模式
沒有網站建置計
畫（掛在美術館
下）
有明確合作機構
與推廣對象，但後
續似乎並無社群
經營之規劃。

畫面豐富度高：益智玩具
（古籍資料／產品開發）、
工作坊、成果發表會

提及之合作方案
雖多，但較為零散
無系統，推廣對象

(方老師已訪談，2009 年)

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數
位典藏計畫
http://lanyu.nctu.edu.tw/so
ngs/
(方老師預計 5/5 進行訪
談)
過往計畫成果網站：
http://lanyu.nctu.edu.tw/

糊
3. 教案／遊藝益智博物館推廣手冊
之前合作開設工作
4. 教學系統設計規劃（教具+教學模式）
坊者有：嘉義廣播文 5. 主題產品開發
物館、大學、國小、 6. 遊戲開發
基金會等
7. 部落格／網路論壇
網站規劃有「社群服 8. 實體成果發表會 or 趨勢論壇
務」之欄位，但尚未
建置完成
（94 迄今）透過田野、 合作對象：蘭恩文教 1. 計畫成果資料庫（蘭嶼廣播電台、蘭嶼
訪談、活動參與等，與 基金會、蘭嶼廣播電
雙週刊、飛文季刊、紀錄片、照片、歌
地方共同決定主題與
台、蘭嶼雙週刊、當
謠等）
典藏內容，將蒐集之資 地文史工作者等
2. 協助集結蘭嶼笑話，以漫畫形式呈現，
料建置成資料庫
有明確之社群
並聯繫出版（網站上呈現電子書形式）
3. 360 度環景導覽
4. 燒錄相關影音資料提供合作單位利用、
保存
典藏，
今年則進行後續的應
用與推廣

採創用 CC

創用 CC

訪談對象：團隊、合作之館
方／校方、參與學員
經驗分享：商品開發與教學
系統設計之過程（與學界／
產業界合作，期中報告提及
如工藝研究院、童玩博物
館、台灣傳薪民俗工藝社、
玩具研發中心等單位）
畫面豐富度高：原住民之祭
典活動、部落日常生活、文
化習俗、歌謠等
訪談對象：團隊、合作之地
方單位、原住民
經驗分享：地方從被動到主
動參與資料庫建置的過程

亦不明確，迄今尚
無法看出社群經
營之成效

為內容徵案，無推
廣
有明確之典藏對
象，此社群對數典
內容也有參與決
定之空間，但數典
成果如何作有效
傳播利用？（社群
／大眾對資料庫
的使用程度？）

弱勢團體培力
徵案名稱

典藏對象／方式

目標受眾

推廣之媒介形式

授權狀態

個案優點

個案缺點

原住民數位典藏資料庫
推廣與部落創意產業敘
事再典藏
（尚無網站）
(方老師已訪談，2009 年)

以數典推廣應用與 E
化課程撫平原住民的
資訊落差，培力其再典
藏的能力，以及部落產
業行銷經營之能力（社
區大學共同購買平台）

原住民
與新竹縣市社區大
學合辦課程，並有助
理進駐部落，應有社
群經營

1. 工作坊課程（延伸出課程系統與教材）
2. 建置協作平台

未說明，但為協作
系統，開放公眾近
用的可能性高

1. 迄今無網站，難
以確認該計畫
的進度
2. 無法確定未來
再典藏培力的
成效

沿客家媽媽社交網
絡輻射而出，有社

1. 訪談並攝製短片紀錄，主題包括食（客
家私房菜）、衣（衣夫人手作布工坊）、

創用 CC

議題／族群殊異性：原住民
培力、縮短數位落差
畫面豐富度高：工作坊、駐
村、部落產業、再典藏過程
訪談對象：團隊、社大、師
生、志工 or 下鄉助理、部落
產業經營者（有機農業產
銷、原住民美食、民宿）
經驗分享：深耕部落、培力
再典藏過程／數典永續經
營的思考與規劃（合作聯
盟：社大、企業、志工）
議題／族群殊異性：客家地
區之庶民典藏結合創業輔

從使用既有數典成果
→培力部落自行建置
典藏內容／發展部落
產業
當代客家人物傳奇
http://hakkamama.ning.co

發掘／典藏客家地區
婦女的生命文化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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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採用 NING 平
台有協作可能，但

m/
(方老師已訪談—2009 年
底)

表於協作平台

群，但多實體互動，
較少反映在網路
2.
3.
4.
5.

住（農村綠美化之觀光旅遊特色)、行（地
方之網路創業行銷）
、育（狀元學堂—語
言文化傳遞）、樂（山歌傳唱計畫)
形成教材
開設課程／工作坊
策展、商品開發、產業推廣活動
多媒體互動網站：影片、電子書、繪本、
遊戲；有聲書

導（結合教育部、縣政府、
勞委會等多項產學計畫）
畫面豐富度高：食衣住行育
樂皆可拍攝
訪談對象：團隊、地方產業
經營者（衣住行）
、（育樂）
課程師生
經驗分享：朝向庶民典藏的
轉折、針對網路平台之試驗

目前尚不明顯
典藏內容較為散
漫無系統，是否有
加值利用的可
能？或數典僅為
行動培力之工
具？

社群經營／公眾參與
徵案名稱

典藏對象／方式

目標受眾

國家數位典藏之在地融
入與轉化－東港溪流域
內之普及式社區推廣，主
題是公眾參與空間人文
資訊建構及審議式東港
溪 2.0 願景行動型塑
http://web.actkr.org.tw/
(方老師已訪談，2009 年)

透過社區推廣與公眾
參與導入並建置地理
資訊系統、審議式願景
型塑與行動議程
故主要是社區文史資
料與 PPGIS 成果，以
及公共參與模式之積
累

透過社大網絡的社
群擴散，有社群經營

審議民主引進台灣當代
社會實踐過程數位典藏
計畫
http://zhncku.med.ncku.
edu.tw/web/

審議民主實踐經驗的
紀錄與推廣
針對不同議題進行公
共審議，彙整議題資
訊、紀錄審議經驗，累
積文件、影像與影片等
資料，最終形成可供參
考之案例模式。

透過合作夥伴，有明
確之社群對象：
世新、南一中－公民
教育)
社大、臺灣環境資訊
協會、臺灣青年公民
論壇協會、台灣少年
權益與福利促進聯
盟等－審議操作

推廣之媒介形式

授權狀態

1. 社區推廣課程、工作坊、讀書會（數典
創用 CC
與 PPGIS 培力）
2. 主題調查（以災區重建主題進行田調、
訪談、讀書會及公共參與)
3. 行動與活動影像紀錄、最終的文化／生
態調查報告產出
4. PPGIS 課程系統：教學文件、工作手冊、
範例樣本
5. 世界咖啡館（共同參與／願景型塑）
6. 公民新聞記者：學生實習（新聞稿產出）
1. 網站，議題資料庫
未說明
2. 活動會議舉辦與記錄：土地信託（座談
會／工作坊／焦點團體／世界咖啡
館）
、災後重建世界咖啡館、北投纜車世
界咖啡館、鹽水溪（座談／願景工作坊/
公共論壇）、全球暖化高峰會
3. 針對合作伙伴的說明會、
（數典、審議民
主操作模式之）課程講座和研習
4. 與學校（世新、南一中）合作公共審議
及政策（教材、教案）
5. 與台南社大合作審議民主讀書會／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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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優點

個案缺點

議題／族群殊異性：災區重
建與公民行動
畫面豐富度高：當地人文生
態、各式活動皆可拍攝
訪談對象：團隊、參與各活
動之在地人員
經驗分享：經營地方社群與
數典想像間的結合過程

舊版網站設計不
良，主軸內容不明
確
新版網站雖已建
置，但內容尚未完
成，目前看不出實
績

議題／族群殊異性：公共參
與
畫面豐富度較低：各式活動
會議（注意舉辦時程）
訪談對象：團隊、合作伙
伴、參與學員
經驗分享：

有明確之合作伙
伴及目標對象，但
回饋或網站上的
社群經營效果並
不顯著。雖欲將網
站改版，但尚未完
成，故無法得知成
效

6 月初首度舉辦編輯會議，邀集計畫主持人、計畫共同主持人與執行編輯共
同討論案例並制訂本書的方向主軸。經由計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副教授執行 98
年度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的經驗分享，認為《日藏生活》過於偏重功能性的推廣
模式介紹，故重新釐清 99 年度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的觀點：植基於數位典藏計
畫即將宣告結束的背景脈絡，思考永續經營的可能──在政府不予提供資源奧援
以進行數位典藏與推廣的情況下，除了組織機構尚得以存續外，唯有經營社群，
培育數位典藏的人才種子，藉由社群內自發性的分享與回饋，才可望有源源不絕
的內容生產與應用交流。故 99 年度的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取名為《藏富於人》，
將焦點轉回到團隊，放大團隊本身，並著重於團隊、典藏對象與社群間交會的故
事。此次遴選出的案例為：







蘭嶼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
客家媽媽的故事
國家數位典藏之在地融入與轉化-東港溪流域
台灣昆蟲數位資訊網
穿針引線—刺繡數位典藏
益智游藝樂育系統

（二）實施情形：
（99/06-11）
案例決定後，自 6 月份至 11 月份，為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的執行階段。
1.

案例採訪、撰稿、排版、定稿

本書的內容主體：六則案例報導，乃由子二計畫聘請專業之執行編輯、美術
編輯、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共同協力完成。可分為下列步驟：
審閱定稿

文稿審閱
美編排版

文字撰稿

採訪攝影

消化資料
採訪大綱

聯繫約訪

圖 4-2：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執行流程圖
(1) 聯繫約訪
首先與該公開徵選團隊取得聯繫，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採訪，並瞭解計畫執
行內容與進度。取得同意後，確認可接受採訪的時間，並協商當天的採訪重點與
行程。通常會配合團隊的工作時程或推廣活動進行採訪，可順道訪談相關人員，
並拍攝活動情形。如東港溪團隊即是在聯繫約訪階段，發現其貓頭鷹公路綠廊計
畫尚在前置作業期，未成熟到足供採訪，故緊急撤換案例，由台中自然科學博物
館遞補。
(2) 消化資料並提呈採訪大綱
由於累積一年的成果相當豐富多樣，許多團隊更是長期投入、執行多年，為
求訪談能在短時間內切中要點，須仔細研讀消化相關資料，思考未來報導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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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藍圖，詳細規劃提問內容及當天的拍攝重點：
 採訪對象：計畫人員、推廣活動合作對象、推廣活動參與者等。
 拍攝重點：人（推廣者／合作者／使用者）
物（典藏對象／典藏工具／典藏衍生商品）
活動（戶外／室內）
若有出差之需求，應說明該場訪談的重要性，以取得計畫主持人的核可。
(3) 採訪攝影
詳細之訪談提綱與時程紀錄請見下表。訪談當天務求克盡職責取得所需資
料，但往往計畫趕不上變化，若現場執行狀況與預期有所落差，需儘早規劃補救
之道，如詢問事後補訪或借調照片的可能性。
(4) 文字撰稿
採訪完畢後，先請文字記者完成稿件，經計畫主持人審閱，開會討論後發回
修改。此階段因應文稿之不足，可能需要補訪。
(5) 美編排版
文字定稿後，由美編針對文稿內容與圖片資源，依據其美學觀點，選擇適合
的圖片進行修改編排，經計畫主持人審閱，開會討論後發回修改。此階段因應圖
片之不足，可能需請團隊協助補拍或提供照片。
(6) 審閱定稿
完成初稿後，還需請受訪團隊過目，協助指正。文字與排版經審閱修訂，最
終完成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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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案例之訪談提綱與時程紀錄
蘭嶼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
06/15-18：隨團隊前往蘭嶼訪談並拍攝工作情形
1. 「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數位典藏計畫」是「蘭嶼數位典藏計畫」
的延伸？可以和我們談談「蘭嶼數位典藏計畫」是怎麼開始的，
為甚麼會選擇以歌謠作為計畫延伸？
2. （承上）可否談談計畫初期蘭嶼數位資源的狀況嗎？
3. 老師會不會覺得這個案子開始執行得太晚？
4. 對於這裡的第一印象是什麼？對於這片土地與計畫有什麼樣的
想像？
5. 談談執行初期比較特殊的事件，或是運用什麼樣的方法拉近距離
ex.教電腦、帶孩子到台灣看醫生？
訪談提綱 6. 計畫執行過程最感挫折與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7. 第一期數位典藏計畫的報告提到，曾經遭遇部份影帶因涉及蘭嶼
原住民的文化習慣與肖像權問題，在資料公開上有其困難，這部
份有什麼具體例子嗎？
8. 整個數位典藏計畫的短、中、長期目標？
9. 最急迫保留的（甚至是數位典藏亦無法做到的缺口）？
10. 典藏團隊在節慶期間有什麼樣的工作計畫？
11. 經歷過實際執行，針對整個數位典藏計畫有沒有什麼建議？
12. 面對蘭嶼的反核廢料抗爭，身為一個觀察者您是採取什麼樣的態
度來面對這件事情？
台灣昆蟲數位資訊網
06/10：前往動物園拍攝「2010 數位昆蟲－童話世界－昆蟲數位典藏展」活動現
場
08/18：專訪計畫主持人蕭旭峰老師
08/26：專訪木柵動物園昆蟲館吳怡欣館長
訪談提綱 1. 您在 88、89 年就開始參與數位博物館的計畫，93 年是進行昆蟲
分類鑑定方法、數位資料與科學圖鑑出版品，及大專教科書之應
用；97 年才開始數位典藏的部份，請問這幾個計畫當中是否有
接續性？而 93 年期的主題為創意加值、97 年開始的主題為應用
及推廣，可否就這兩個計畫的經驗談談過程中的階段性任務，以
及您期待完成的目標，與目前所達到的成果。
2. 這幾年執行下來的成果如何？是否與計畫擬定的目標有任何變
化？可否就目前的發展概略說明？
3. 在數位典藏計畫開始執行前，於教學資料整理過程中，是否曾經
思考過推動數位典藏的可行性？亦即您申請計畫的動機為何？
4. 除了數典計畫的執行目標，在進行數位典藏的工作中，是否有您
個人期許達成的理想與展望？
5. 在應用推廣的部份，您做了許多努力，例如出版、辦展覽等，是
否希望將昆蟲學科有趣的一面讓更多人認識？除了向下紮根之
外，希望帶給一般民眾什麼影響？可否談談在計畫執行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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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因昆蟲學科的有趣面向，引發每日忙於生活又無昆蟲學科
專業知識的普羅大眾對昆蟲學科產生興趣或想要進一步認識的
小故事？昆蟲學為何又如何可以引發我們探索的興趣？另外，您
曾經提到小朋友對於昆蟲都很感興趣，但隨著年紀漸增便開始失
去興趣，請問蕭老師，您覺得原因何在？
6. 可否談談在應用出版過程的經驗，在「愛麗絲之昆蟲奇遇記」出
版過程中面臨到的內容、銷售與出版方交涉的問題，您提到出版
社考量到銷售問題總會想要干涉書籍內容的方向，後來您選擇自
行負責編輯、印刷完成並交由台大出版，而這套書截至目前為
止，一般人的反應及評價如何？而這套書的讀者群是以小朋友為
主，可否談談您從一開始出書的想法、緣起、歷程與內容的規劃，
是否有令蕭老師印象深刻的讀者回饋？
7. 在所有推廣方式當中，如書籍、網頁、到學校授課、昆蟲展，何
種方式是最有效的？在這些方式中，其實是逐步進行的，例如
93 年開始做的昆蟲分類鑑定方法、數位資料與科學圖鑑出版品，
及大專教科書之應用，到 97 年開始進行的數位典藏的應用與推
廣部分，如與台北市立木柵動物園推出的成果展，在您的經驗
中，最能為大眾所知並獲得最大迴響的是哪一種推廣方式?
8. 今年 2 月份您於台北市立動物園舉辦了「數位昆蟲童話世界─昆
蟲數位典藏展」，展期到 6 月底，是才剛落幕的活動，根據媒體
報導指出舉辦展覽的用意是將深藏於台大的學術資源用最可親
的方式走入大眾生活，並以以虛實整合方式，透過標本與多媒體
和觀眾分享典藏知識，您的用意是否也是如此?而展覽中運用觸
控式螢幕欣賞昆蟲典藏影像，或在電子書上瀏覽日本學者留下的
珍藏手稿筆記，還有大螢幕上觀察、用自己的雙手轉動精細的昆
蟲 3D 影像等方式呈現數典成果，請談談舉辦這個展覽的過程與
運用的技術。由於展覽開幕時間為春節，過年時有許多家長帶著
小孩前來參觀，現在昆蟲展結束之後，是否有做總體效益評估？
另外，是否有什麼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例如民眾在參觀昆蟲展
時給你們的回饋？
9. 在您執行此計劃數年以來，認為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讓數典更為
人所認識、讓效益能夠更加擴張？
10. 請談談昆蟲這個學科對您而言的重要性？認為它引人之處為
何？在數位典藏計畫中，您希望能夠為學術、為大眾保留或建立
什麼？希望未來這個計畫能夠存在什麼樣的價值？
11. 在台灣這個生態豐富的地區，站在學術的角度，您認為可以對於
在昆蟲學的推廣上，什麼是學者力量可以做到的？此外，既然台
灣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從廣義來說，是否應該有什麼機制去全
面推廣？如何做到？
12. 可否談談您及團隊在執行此計畫的甘苦談？
穿針引線—刺繡數位典藏
06/09：前往明德國中拍攝推廣活動現場
06/12：前往鳳甲美術館拍攝推廣活動現場
08/27：專訪台藝大謝顒丞老師
110

08/31：專訪社區大學王棉老師
09/13：專訪鳳甲美術館翁淑英執行館長
1. 從 95 年開始「藝術典藏升級傳統產業之研究 藝術加持，產業加
值」計畫至今，將產出的數位內容成果做推廣應用，在兩個階段
的計畫當中，是否有您預設的階段性任務，目前所達到的效果為
何？
2. 從第一期的商業應用走向第二期的社區推廣，可否請您談談這整
個歷程的改變？您曾經提到產學合作的部份有商業、非商業的考
量，可否針對這部份深入說明？
3. 您在應用推廣的部份與鳳甲美術館有密切合作，且在計畫中與北
投社區大學、臺北市立啟聰學校、北投地區明德國中、清江國小、
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和王棉幸福刺繡坊等單位合
作，請問如此豐富的資源您是如何將其整合？動員社區居民的成
果如何？
4. 在做社區推廣時，您所抱持的想法是數典必須要被運用，重要的
概念就是要讓社區民眾來使用他們博物館的館藏，甚至把博物館
的館藏帶進社區內。所以你們具體規劃了整套的社區活動中心、
學校的展覽，以及 DIY 動手做的學習，請問在這個過程中是否
有讓你們印象深刻的故事，一般民眾或小朋友的反應如何？
5. 請談談這次和聽障及弱勢團體合作的部份，主要的目的為何？希
望未來可能有什麼發展？你們在巡迴中設計過問卷，看使用者回
饋，目前是否有相關的分析結果？
訪談提綱 6. 您與鳳甲美術館合作已久，申請這個計畫是否也與跟鳳甲美術館
的合作有關，可否談談雙方從一開始到現在的合作模式？
7. 您曾提到和鳳甲美術館的合作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有在做典藏
的東西，為了有更多資源所以主動來找你們共同合作電子書與教
育推廣，請問鳳甲美術館在您的計畫中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未
來當數典計畫結束後，鳳甲又能給你們什麼樣的支援？
8. 除了鳳甲美術館 300 件刺繡的數典以外，在整個穿針引線的數典
推廣，具體而言運用了哪些資源與工具？而商業推廣的部分最重
要是否還是銷售？團隊介入銷售部份會否有爭議？
9. 在與鳳甲美術館合作此計劃的過程當中，協助他們完成後續永續
經營的模式是否在你們一開始的規劃當中就已經設定？而這樣
的模式是否可以套用到其他單位上？
10. 您過去曾經接受許多私人美術館、博物館（如世界宗教博物館、
謝森展北埔的個人收藏）的委託進行數位典藏的申請，可否談談
在這一塊您的經驗，以及如何輔導這些私立單位永續經營。
11. 從您對於各型態的數位典藏與應用推廣的投入可以看出，您認為
數典的價值在於如何被認識、被看到，您也曾經提到為曾獲得總
統教育獎的肌肉萎縮症患者邱俊瑋創作不懈的例子，您認為透過
這個例子的產官學合作可以成功把數典推廣出去，可否請您談談
在這個例子上您的看法？
12. 可否談談您及團隊在執行此計畫的甘苦談？
游藝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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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前往日月潭拍攝推廣活動現場
08/19：專訪計畫主持人張世宗老師
1. 請向我們的讀者介紹一下老師自己。
2. 我聽說「益智游藝」是源於三本「天書」。在聊「益智游藝」之
前，可以先聊聊這三本天書的來龍去脈嗎？
3. 什麼是「益智游藝」？
4. 老師如何定義「益智游藝」？
5. 老師認為「益智游藝」的重要精神為何？
6. 為什麼老師會對「益智游藝」產生興趣？
7. 請談談最初老師選擇「益智游藝」進行數典計畫的契機。
8. 「益智游藝」具體來說都在從事什麼樣的活動？
9. 要進入「益智游藝」的世界需要具備什麼樣的條件？老師如何讓
「大部分」的人來瞭解「益智游藝」？
10. 請談談為了推廣「益智游藝」老師作了哪些的準備？舉辦了哪些
活動？
11. 在這當中曾遭遇過什麼樣的困境？老師如何面對並轉化這些困
境？
12. 在方念萱老師的逐字稿當中，老師曾說過人類需求及全民市場的
概念恨重要，那麼對「益智游藝」來說還有什麼是重要的？
13. 過去「益智游藝」在推廣上有什麼樣的成果？
14. 目前正在進行什麼樣的工作？
15. 是否有達到當初預估的階段性目標及效果？
16. 未來有什麼樣的計畫？
訪談提綱
17. 在日月潭教師研習營時，我看到了很多有關於舊瓶新裝（舊想
法，新遊戲）的概念。可以請老師談談其中有哪些是比較特別的
例子？老師是在什麼樣的情況下選擇這些舊瓶子（舊想法）的？
裡頭想裝什麼？又是怎麼裝的？
18. 在日月潭教師研習營時，老師有特別提到今年拿到補助的一些新
製品，可以跟我們聊聊這個部分嗎？
19. 在方念萱老師的逐字稿當中，老師曾說過自己發現有銀髮族市
場。可以跟我們多談一點這個部分嗎？銀髮族市場在「益智游藝」
的過去、現在、未來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未來「益智游藝」會
怎麼處理這一塊市場？過去、現在及未來會有什麼樣具體的計畫
或行動嗎？
20. 在方念萱老師的逐字稿當中，老師曾說過以教育單位為對象，試
著把數位資料做成了真正的東西；而在日月潭教師研習營活動當
中，我也看到了那些實體化後的東西。不知道，老師是否有計畫
增加以銀髮族為單位，再把數位資料實體化。如果有的話是哪
些？又為什麼會選擇這些部分？
21. 消費主義是很有趣的遊戲。設計是視覺的、概念性的抽象手法。
老師如何將這些與「益智游藝」作結合？
22. 在方念萱老師的逐字稿當中，老師曾說過想把物件當成工具來研
究軟體，目前進度如何？老師會如何活化老祖宗們的智慧，有何
策略來突圍日、韓及歐美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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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為「益智游藝」的總舵手，老師認為日後該如何在概念、素養、
技術層面上，做到真正的「藏富於人」呢？
24. 不知道老師聽過明和電機這個日本團體嗎？！標榜著天底下最
無用、最弱智、不足掛齒的明和電機。「明和電機」可以說是一
個藝術團體，但是，他們把創作當「商品」，所以他們對外總是
以「公司」自稱。然而，他們的「商品」不僅履獲國際藝術大獎，
還有一批「粉絲團」
，每次出國演出，
「粉絲團」就跟著加油，成
為相當特殊的「明和電機」現象。某個程度老師的推廣方式和明
和電機很類似，不知道老師對於「益智游藝」是否也會有類似的
作法或企圖心？或者有其他的想法、作法？
客家媽媽的故事
9/29-30：前往苗栗流東里訪談當地民眾與計畫主持人陳弘正老師
訪問陳老師題綱
1. 您所進行的數位典藏內容是以人物故事為主，這與其他數位典藏
團隊多以「物」為典藏內容有很大的不同，請問您決定以「客家
媽媽」作為典藏主題的動機為何？又為何會選定苗栗作為您典藏
內容的地點？
2. 您在計畫中結合了教育、媒體、網路資源等，請問您所設定的階
段性任務中，各個平台與工具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您如何運用這
些工具在典藏計畫中？在計畫進度上，是否在不同階段規劃了不
同的成果呈現？
3. 您將客家媽媽的類型分為了食、衣、育、樂、住、行，請問當初
為何會這樣分類？在紀錄客家媽媽故事的時候，您如何選擇人物
素材？而目前您除了運用拍攝訪問過程之外，還用了什麼樣的方
式去作典藏紀錄？
4. 您典藏計畫中的呈現手法，包括拍攝客家媽媽的訪談、簡單攝影
報導等形式，與紀錄片或主題深度報導的表現手法一致，可否請
您談談以這樣的方式進行數位典藏的價值為何？
訪談提綱
5. 您在計畫進行當中所典藏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以數位音樂製作
典藏客家山歌，請問在整體計畫中，選擇典藏內容是否有一套標
準？
6. 您在第一期計畫中與學校合作，藉由教授小朋友影音紀錄課程的
方式來進行典藏計畫，可否請您談談一開始以這種方法進行的優
缺點，以及實際執行後的成果與檢討？並說明導致您第二期改變
作法的重要原因。
7. 您的計畫集結了計畫成員集結了來自學術界、媒體界以及國中小
教育單位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各方專家所共同組成，包括親民
技術學院數位媒體設計系的數位內容製作團隊、中央大學學習與
教學所的網路媒體 Web 2.0 團隊、文化大學中文所的民間故事採
集團隊、公共電視新媒體部的公民新聞網團隊、亞太電太暨奇峰
電台的客家人物專訪團隊、苗栗縣教育局暨數位機會中心、流東
里社區發展協會、造橋平興社區發展協會、峨眉鄉眉城農產行銷
中心、頭份鎮召會聚會所等民間團體，請問如此多的團隊在您的
計畫中各自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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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的典藏計畫中相當具有人情趣味，請問您認為在這些客家媽媽
的故事中，哪些是特別值得被提出來討論的？
9. 您運用新的社群平台 NING 作為凝聚交流平台，可否先介紹一下
這個平台的優點？另外請談談您如何透過操作這個平台來達到
將客家媽媽內容推廣出去的目的？其他參與者如何成為內容的
共同創造者？
10. 您曾提過，未來當數典計畫結束之後，透過社群平台還是可以將
此計劃延續，可否談談延續此計劃的具體作法？您是否認為社群
可自行操作衍伸內容？
客家媽媽們的題綱
1. 請談談陳老師與您在這幾年合作的重點項目是什麼？有何具體
成果？
2. 請問在陳老師的紀錄當中，您是否了解陳老師所進行的數典計畫
的內容？
3. 您認為藉由陳老師的計畫將客家媽媽的人文、歷史、風情做數位
化保留，有何價值存在？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計畫？您是否希望這
個計畫能夠有何延續與發散？
4. 請談談截至目前為止您與陳老師合作過的典藏內容？未來有何
其他規劃？
5. 請談談就您所知當地居民對這個計畫的反應評價與參與程度。
科博館
09/21：前往科博館拍攝展覽現場，並專訪計畫主持人徐典裕老師
1. 在您的計畫中希望藉由科博館每年二百萬網站瀏覽人次及每年
三百萬來館參觀民眾為基礎使用者族群，透過展示科教活動行事
曆服務系統與參觀前、中、後服務平台的整合與串連，擴大被觸
及管道及服務可及範圍，拓展新的數位典藏使用族群，請問效果
如何？數典的資料庫應用率是否有確實提高？是否有任何評估
數據？
2. 您嘗試以會員服務機制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為基礎，建立使用者
與博物館間緊密互動聯結，主動提供個人化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資源，建立社群化永續經營及行銷推廣模示。請問在這部份您如
何實際去經營？會員們或是參觀民眾的反應如何？
3. 最初在計畫構想中提出搭配虛實整合的數位典藏學習推廣行銷
訪談提綱
模式，一方面為實體博物館帶來可觀的參觀人潮，又能夠與數位
典藏加值應用共構互利雙贏之永續經營策略的動機為何？
4. 您除了科博館之資源外尚跨機構聯合目錄數位典藏資源與科博
館實體博物館展示、科教資源，將生命科學及物種演化為學習主
軸之八大學習主題及科普化學習內容，重新包裝成為有學習主軸
之自然科學重要議題學習加值資源。可否說明您如何建構學習主
軸來吸引學習興趣？
5. 計畫中針對不同參觀族群設計了不同的學習內容，請談談針對一
般大眾、科博觀眾及 K12 族群學習內容設計主軸有什麼樣的差
異？參觀博物館虛實的闖關行程是否只針對兒童設計？
6. 計畫目標中談到透過大眾傳播業跨媒體平台，將創意加值產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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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生命演化的故事系列動畫傳播出去，請說明在這部份實際操
作方式為何？目前是否已經在進行？
7. 在虛實整合參觀行程中結合了許多新的數位工具及平台，如參觀
前階段，於兒童數位博物館網站提供「虛實整合任務專區」，以
NPCs 學習元件串連線上學習任務；參觀中階段，則透過 Kiosk
／小筆電提供多人進行之協力式探索學習模式，由平台提供探索
學習任務指示，路線指引、任務指示、探索提示、線上作答、拍
攝任務等方法進行參觀中探索任務；參觀後階段，提供線上相關
延伸學習任務、線上評量及兒童部落格、系統主動推薦等個人化
服務。請談談在工具選擇及執行上是否面臨了什麼困難，及團隊
如何克服？
8. 您在計畫中也藉由教師族群 Web 2.0 經營平台，以現有數位典藏
及科教資源來推動國內進行學習應用，培養中小學教師將數位典
藏資源融入教學，並達成社群經營、班級經營及學習單、教案、
知識分享之目標。請問您如何培訓這群教師經營平台，其中的工
作機制為何？
9. 請問計畫目前執行至今，是否各個階段的項目任務皆已完成？您
自我評估計畫效果如何？是否滿意？是否有後續的發展計畫？
10. 請問在科博館實際操作虛實整合參觀與經營的經驗當中，是否有
任何建議可以提供給其他博物館作為參考範例？
2.

邀請推薦序與條列版權頁

預計於十一月底完成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的一校稿，故於十月中旬邀約總
計畫共同主持人李德財院士與四分項計畫主持人劉靜怡老師撰寫推薦序，於十
一月中旬收稿。
另依據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公佈的出版品規範文件，條列
版權頁資料，經計畫主持人審閱通過。
3.

封面設計

六個案例大致完成後，請封面設計依據已定的文字內容與圖片資源發想、構
思書本封面，提供四款作品做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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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計理念為：《藏富於人》意指透過收藏前人或他人的智慧與生活經驗，
讓文化得以累積與分享，進而達到傳承的目的性質；則收藏可說是保存，保存後
便能分享，從而「藏」具有分享的正向價值意義，亦即「藏」=「存」=「享」。
在設計的表現上，以鑰匙孔的形態傳遞出「藏」的意涵；且鑰匙孔的造型類似於
人體外型，以象徵藏之於人的內涵，更可解讀為：我們所「藏」，來自於他人所
「享」。另外，以中文「門」字的一半形態，傳遞著開啟分享或邀約的意思，同
樣呼應了欲將其珍藏邀約他人開啟分享的「藏」=「享」一體兩面的意象之中。
4.

申請 ISBN

ISBN 如同書的身份證，是為因應圖書出版、 管理的需要，便於國際間出版
品的交流與統計所發展的一套國際統一的編號制度。由於本計畫已第二次出書，
毋須再填寫申請單位資料，僅需填寫「國際標準書號申請單」，附上排版定稿之
書名頁、版權頁影本，向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即可。
5.

聯繫印刷廠商並簽約

在六個案例大致完成、可掌握全書頁數後，即尋求印刷廠商報價，並簽訂
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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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書籍配送與上網

書本印刷完成後，寄送到全國各地的社區大學、博物館，台北市各圖書館
提供大眾閱覽。
此外，預計將全書內容公開展示於於子二計畫網站「典藏生活」。

圖 4-3：子二計畫網站之出版品網頁

7.

授權合約
(1) 執行編輯合約書與美術編輯合約書

為確保本書能如期完成，在與執行編輯、美術編輯商定合作細節時，即簽
訂合約書，包括審查、修改、驗收方式，計價、付款方式等。
(2) 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授權書
由於本書內容不僅是印刷出版，為求普及到廣大群眾，還將公開展示於計
畫網站，甚至未來擬上傳至 iPad，在消極意義上為免觸犯著作權法規，讓全書
內容得以於多元管道間充分曝光利用；在積極意義上避免授權手續繁瑣影響大
眾取用、改作的意願，子二計畫特別委請萬國法律事務所代為撰寫授權同意書，
取得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的充分授權，並秉持著 CC 授權的概念釋出，讓本書內
容能廣為流通、使用。

（三）成果檢討
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已進行到第二年，基於過往累積的經驗，許多執行面
向與細節皆有前例可循，節省重新摸索的時間與精力。然而，在執行過程中仍遭
遇下列問題，可成為往後計畫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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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例篩選難度
許多團隊皆為延續型計畫，往往聯繫約訪的時點，為該團隊業已執行完部分
計畫、但未來計畫尚在規劃之中。如本年度選擇臨時將東港溪計畫團隊挪換為台
中科學博物館，即因其正處於災後重建計畫、社區公民記者實作計畫業已完成、
貓頭鷹公路綠廊計畫尚未啟動的中介時點。又如本年度決定採訪客家媽媽計畫，
但如何關照以往的成績（已執行完畢的客家衣夫人的故事），又維持計畫的延續
性、發展性（尚未執行的流東里社區），面臨難以取捨、平衡的困境。
(2) 文字工作執行難度
數位典藏本身具有一定的進入門檻，文字記者需理解相關的產業知識與技術
資訊。此外，本書挑選的案例皆是執行多年的團隊，其長年來的執行軌跡與豐富
的積累成果，以及與數典總計畫、其他合作機構間盤根錯節的脈絡關係，在在為
案例執行增添了深度與複雜度。
文字記者不僅需在短時間內消化上述資料融會貫通，且往往歷經多次採訪
（含計畫主持人／團隊、合作對象、使用者等等），才得以備齊素材撰寫稿件。
要將既深且廣的資訊深入淺出地於五千字內生動且完整的表達，已屬不易；加上
子二計畫求好心切，平均每份文稿歷經 2-3 回合的往復修整，甚至需要補訪取得
資訊，才得以定稿，此一漫長的審稿過程更讓文字工作具備相當難度。
(3) 人員流動率高
為執行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的編輯出版作業，子二計畫特別尋求出版業線
上的專業工作者進行合作。由於是以非固定薪資聘請自由接案工作者，加上上述
的文字工作執行難度，使許多寫手容易心生退卻、流動率高。
本年度自六月中針對第一個案例蘭嶼達悟歌謠進行訪談後，即面臨團隊要
求與文字表現難以磨合的問題，撤換文字記者後又陸續洽談過三位可能人選，終
於在八月尋找到合適寫手，維持穩定的合作關係，完成後續五個案例的採訪書寫
工作。人才尋覓的困難，除造成作業時間的延宕外，前前後後耗費在人事溝通協
調上的精力更是可觀。
(4) 美編工作執行難度
除了文字工作亟具難度外，美編作業也不容易。在圖源有限的情況下，美
術編輯必須篩選具吸引力、畫素足夠且符合內文的圖像搭配文字，相當考驗其
專業能力──由於採訪僅能拍攝當下極其有限的場景畫面，而內文卻往往涵蓋
一年（甚至多年）以來的計畫內容，故亟需團隊自身提供照片彌補不足之處；
然而，團隊是否有留存相關圖片？圖片是否專業可用？素材的多寡，將影響圖
文搭配的豐富度。如本年度採訪的客家媽媽，其業已執行的衣夫人的故事雖擁
有相當多的精采展覽照片，卻礙於畫素過低而無法於書中呈現，殊為可惜。
(5) 角色拿捏
因數位典藏計畫臨近尾聲，許多徵案團隊亦感受到無以為續的壓力與困境，
而於採訪過程中不時流露。顧及到本範例書之目的是作為向社會大眾介紹數位典
藏的入門書，故僅擷取適合素材加以報導；然而，此類對計畫政策的意見雖未能
呈現於書本當中，卻是數典計畫不能迴避的課題。由於子二計畫的層級並無權責
加以處理，故轉達總計畫相關單位，盼能提出恰當的解決之道，避免投入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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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所建置的數典成果，因後繼乏力而無人聞問。

119

二、建置「典藏生活」子計畫網站
子二計畫自 96 年度起始，即設定「數位典藏使用者」為主要的研究取向之
一：累積前三年的學術研究成果，99 年度進入數位典藏第二期計畫的中期階段，
子二計畫亦預計從「學術為主、推廣為輔」的計畫主軸，逐步轉為學術研究與
推廣實務齊頭並進，將過往研究積累轉換成推廣實務，不僅促進與擴大數典成
果在文化、學術和產業層面的應用，實踐期間所吸納的各方意見與經驗亦將回
饋給學術研究，以達學術研究與推廣實務相輔相成之雙贏功效。故 99 年度子計
畫網站「典藏生活」的構想，即從「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延伸發展而出，期
盼透過網站建置與推廣的實做，試驗歷年的研究所得與建議。
子計畫網站的原始構想擬以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為基底，蒐羅數位典藏相關
案例、資訊、趨勢、評論等，並定期發行電子報。但隨著資料檢閱與討論過程，
數度修正網站的主軸架構：


99/03-04：原初之網站架構設計如下圖。延續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與「學術
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的方向，本階段以「典藏案例」與「典藏授權」（包
括智慧財產權案例、創用 CC 網站資源等）為資訊搜尋主軸。

計畫簡介

典藏 v.s.授權

典藏授權

新聞大事紀

資源共享

98 案例書

數典傳佈社
群協作平台
典藏案例

99 案例書

專題報導

各期電子報
電子報
及時快訊
相關連結

留言版

圖 4-4：子計畫網站原始架構圖


99/05-06：經過兩個月的資訊蒐集與檢視，發現內容與「數位典藏與學習電
子報」、「臺灣創用 CC」網站多所重疊；為做出區隔，本階段修正網站內容
主軸，將資料查找方向轉為國外資訊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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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7：發現國外資訊需要較長時間翻譯消化，致使內容產出速度緩慢，加
上資訊本身的有趣度也不高，幾經深思熟慮，決定仍維持國外資訊介紹的內
容主軸，但放棄電子報定期出刊的形式，改弦易轍以活動舉辦來補強內容不
足的缺失。

至此，子計畫網站「典藏生活」的執行方向大致底定：採取資訊更新與活動
辦理並行的方式，豐富網站的形式與內容，引領使用者認識並使用數位典藏。

（一）網站內容：彙整國外數典案例與趨勢新知
為避免資源之重複與浪費，99 年度網站建置計畫普查數位典藏相關網站內
容，發現隨著科技進展，國內數位典藏相關之中文資訊普及、研究發展優異；唯
囿限於語言隔閡，對於國際的潮流趨勢尚難同步。如中文典藏網站可用「名稱＋
超連結」的形式呈現，讓使用者自行點閱，不必額外耗費心力陳述；國外網站則
亟需翻譯介紹。故擇定國外資訊介紹為網站內容提供之主軸，除了既有已出版之
推廣範例書 CASEBOOK 可作為國內案例的內容基底外，將進一步引介國外數位
典藏相關新知、技術與網站，既提供入門者對數位典藏的基本認識與瞭解，更期
能促進相關從業人員從中吸納新知、交流經驗。
1.

籌備過程
(1) 內容產製

自 5 月起確立以國外資訊作為網站內容主軸後，協作平台小組即全力投入網
站內容的產製，詳細流程如下圖：小組成員各自進行國外資訊之蒐集、閱讀，於
小組會議中提呈摘要共同討論，具備特殊性與報導價值者將進一步撰寫成文。因
考量到網站媒介性質，建議搜尋相關影片（若為英文發音影片將製作字幕）共同
呈現，以豐富內容、吸引瀏覽閱讀。最終整理文字、圖片與影像，完成稿件。

整稿

影片字幕
翻譯

文章撰寫

分析討論

閱讀消化

資料蒐集

圖 4-5：網站文章產製流程圖
(2) 架構發展
內容產製初步分成兩大方向進行：


網站介紹：思考網站介紹所需的各個面向，設計模組並隨時增修欄位類目。
此外，須思考網站介紹的層次──應從數位典藏的角度來點明該網站具備何
種價值、為何可提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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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議題：具有特殊主題、議題可介紹，比如說一篇文章或一個事件，它可
以是一篇文章的直接翻譯，也可以是數篇文章彙整出的概念。

隨著內容累積與資料查找過程之衍生需求，漸次發展出各個更明確具體的類
目。如國外網站介紹依網站性質區分為「圖書典藏」
、
「古蹟典藏」
、
「網路／多媒
體典藏」等不同類目；特定議題則可抽出「公眾授權」
、
「合作形式」
、
「技術介紹」
與「推廣策略」等數位典藏的相關概念。此外，籌備過程中亦曾提出「國外數典
大事紀」此一類目構想，側重於介紹國外新趨勢、活動與科技新知等資訊。
2.

實施情形

隨著內容、類目逐漸成形，最終整併各個分類與文章，修訂出完整之網站架
構，並據此建置子計畫網站「典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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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典藏生活」子計畫網站
資料來源：http://www.digital-life.org.tw/
「典藏生活」網站

數典案例

數典新知

數典出版

數典活動

關於我們

好站連結

圖 4-7：「典藏生活」網站架構圖
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1) 數典案例：介紹國外數位典藏網站，共計介紹圖書典藏、古蹟典藏、網
路／多媒體典藏、影音典藏、藝術典藏等五項類別共計 18 個國外網站，
包含文章介紹、表格模組、圖片、影片等豐富而多樣的內容。國內典藏
網站以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所介紹的網站為主，單純提供網站名稱與網
址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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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數典案例之網站與介紹文章

圖書典藏

古蹟典藏

網路／多
媒體典藏

影音典藏

藝術典藏

世界無國界，從兒童閱讀做起
（國際兒童數位圖書館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
http://en.childrenslibrary.org/ ）
從紙本到網路媒體，數位古騰堡革命再啟動
（古騰堡計畫 Project Gutenberg
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
世界電子書展
以網路科技穿越時空之河──數位虛擬博物館「永恆的埃及」
（永恆的埃及 Eternal Egypt http://www.eternalegypt.org/）
CyArk 歷史遺跡數位保存計畫
（CyArk http://archive.cyark.org/）
Heritage Key 虛擬實境網站──歷史古蹟的創意再現
（Heritage Key http://heritage-key.com/latest）
網路數位圖書館
知識從此唾手可得
（網際網路檔案室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archive.org/）
UKWA 紀錄網路灰色文獻，填補數位科技黑洞
（UK Web Archive http://www.webarchive.org.uk/ukwa/）
書寫你的典藏！從國家資料轉化為個人服務的英國檔案館
（英國檔案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efault.htm）
眾志成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數位化計畫
（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index.html）
世界記憶計畫，全世界共襄盛舉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畫 Memory of the World
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1538&URL_DO=DO_TO
PIC&URL_SECTION=201.html）
亞歷山大圖書館再復興 重整歐洲知識文化版圖
（歐洲數位文化圖書館 Europeana http://www.europeana.eu/）
數位保存聯盟 搭起國際數典組織知識橋樑
（數位保存聯盟 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
http://www.dpconline.org/）
典藏無形風景，大英圖書館繪製聲音地圖
（英國聲音地圖 UK SOUND MAP
http://sounds.bl.uk/uksoundmap/index.aspx）
ARKive
博物館可以做什麼事？ArtBabble 的經營哲學
（ArtBabble http://www.artbabble.org/）
跨越平台與館際的界線，V&A 博物館
（英國維多利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http://www.vam.ac.uk/index.html）
ARTstor
（ARTstor http://www.artstor.or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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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藝文數位典藏博物館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
千里步道 http://www.tmitrail.org.tw/da
蛙蛙世界學習網 http://learning.froghome.org/
公民行動影音紀錄資料庫 http://www.civilmedia.tw/
南港天地宮 http://digitalarchives.tw/Theme/TDtemple/index.jsp
臺灣棒球維基館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
國內典藏
蘭嶼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 http://lanyu.nctu.edu.tw/
客家媽媽的故事 http://hakkamama.ning.com/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http://digimuse.nmns.edu.tw/
台灣昆蟲數位資訊網 http://www.imdap.entomol.ntu.edu.tw/
穿針引線—刺繡數位典藏
http://www.ntua.edu.tw/~gca/embroidery/about.htm
益智游藝樂育系統 http://blog.ueplay.com/
(2) 數典新知：包含產業趨勢、技術發展等相關資訊，如介紹最新的技術與
服務，並延伸說明其如何可為數典所用，以協助數位典藏成果的傳佈推
廣。共計產製 9 篇文章如下：
表 4-5：數典新知之介紹文章
CC 授權讓教育重任變輕盈：Pratham Books 推廣活動介紹
WordPress：部落格架設工具中的航空母艦
互動式歷史年表──老歷史與新科技的絕配調味
數位內容趨勢專題（一）：Pottery HD
數位內容趨勢專題（二）：Fotopedia
數位內容趨勢專題（三）：Discovery
數位典藏的推廣神器──LBS 適地性服務（釋疑篇）
數位典藏的推廣神器──LBS 適地性服務（應用篇）
數位典藏的推廣神器──LBS 適地性服務（實作篇）
(3) 數典出版：為擴大閱讀範圍與影響力，子二計畫所編輯之數位典藏推廣
範例書除了印刷出版外，全文內容亦將刊載在網站上供大眾免費瀏覽。
目前 98 年度出版之《日藏生活》全文已上線。
(4) 數典活動：子二計畫所舉辦之宣傳推廣活動雖另行建置活動網站，但在
「典藏生活」網站中，仍提供連結至該活動網站頁面。
(5) 關於我們：介紹團隊與網站之源起與目的。
(6) 好站連結：篩選出數位典藏計畫、數位典藏機構、創用 CC 等，主要之
數位典藏相關網站提供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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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好站連結網頁內容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成果入口網
拓展台灣 數位典藏計畫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
計畫
台灣多樣性知識網
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家型數位計畫
中央研究院 數位典藏資源網
creative commons
臺灣創用 CC
3.

http://teldap.tw/
http://digitalarchives.tw/
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index.
php
http://aspa.teldap.tw/
http://knowledge.teldap.tw/
http://tech2.npm.gov.tw/da/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blog/

成果檢討

除了既有的 98 年度推廣範例書《日藏生活》外，99 年度總計介紹 18 個國
外網站、9 則產業或技術新知，自行產製的文章共計 27 篇，成果相當豐碩。然
而，檢視整體籌備、執行過程，仍有下列幾點需持續改進：


執行成效：典藏資訊本身的進入門檻較高

就內容產製之執行面向而言，子二計畫的網站目標對象雖然希望兼顧典藏端
與使用端，但在網站內容篩選機制中，乃從數位典藏角度出發，討論該資訊是否
具備介紹的價值，從而產製成果具備一定的產業知識，較適宜數位典藏相關從業
人員瀏覽，對普羅大眾而言則稍顯艱澀乏味。由於典藏端與需求端兩者所需求之
內容性質並不相同，目前偏重典藏端的內容產製或未達到最佳化的傳播效果。故
建議未來可針對一般大眾設計較淺顯易懂、生活化、趣味化的版本，先吸引大眾
進入瀏覽，再引領其延伸閱讀其他文章，或許是較為可行的策略。


內容價值：成本效益考量

就內容產製之價值面向而言，是否達成資訊傳遞的目標？引介國外資訊的工
作曠日廢時，但耗費大量心力積累的內容資料卻受限於網站瀏覽率不高而少為人
知，殊為可惜。為讓產出內容發揮最大效益，建議未來可嘗試利用多方管道進行
內容應用（如結合既有電子報發送），以擴大目標族群，而非侷限於單一媒介。

（二）網站活動：
「師生合照」募集活動（99/09/15-10/12）
檢閱相關研究文獻，近年來國外數位典藏相關網站不乏應用社群媒體進行典
藏與推廣的案例，但要達到成功的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實屬
不易。為了強化使用者參與的可能性，子二計畫從日常生活脈絡的實踐著手，設
計相關的數位典藏推廣活動，讓使用者在其中不僅是被動的資訊接收與處理，而
能逐步轉向主動的參與分享與內容共構。
生活脈絡乃由人們不斷重複且被視為理所當然的各式活動所構成，諸如新
年、端午、中秋等時令節慶，或開學、畢業、結婚等人生軌道。在這些習以為常
的慣性中，所謂的生活脈絡易為人所忽視，但其中潛藏的規則與結構卻形成導引
人們行為與思考的框架，故依循日常生活脈絡的行銷設計較容易掌握與預測。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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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子二計畫搜尋、整理民眾生活脈絡中重複實踐的例行常規，配合開站時間，
於 99 年度 9 月選擇教師節作為數位典藏推廣活動的規劃主題，設計相應之趣味
性徵集活動「師生合照募集」，將生活脈絡的題材扣連到數位典藏的應用，以生
活性、趣味性為包裝，吸引民眾在環境氛圍下近用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與相關之
數位典藏資料庫，應用素材加以創作分享；期能破除傳統對數位典藏的學術性想
像，降低一般社會大眾的進入門檻，並在參與過程中，讓使用者逐漸接觸、認識
並體驗數位典藏的本質意涵。
1.

籌備過程
(1) 取得授權

為促進使用者參與內容共構而非被動接收資訊，徵集活動在規劃設計上涉及
對典藏素材的搜尋、改作與分享。故子二計畫首先普查採取創用 CC 之素材（詳
附件一），發現在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內採取創用 CC 授權之數位典藏素材，多
選取「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之條款；選取「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條款者僅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與法鼓佛教學院 CBETA 中華
電子佛典協會。此外，部分頁面同時呈現「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與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兩種衝突性條款，也將此一經驗回饋給
總計畫辦公室，協助其修正相關資訊。
由於採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條款之典藏素材並不符合
本次活動需求，故子二計畫針對「師生合照」之主題，根據先前在 Facebook 上
紅極一時的古人團，就中選取 60 個耳熟能詳的古人姓名，進入數位典藏成果入
口網搜尋相關素材，以連繫授權事宜。搜尋結果（詳附件二）如下圖所示。

5% 2%
9%

50%
23%

無資料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歷史博物館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1%

圖 4-8：古人圖片素材分佈圖
根據具備古人圖片素材之多寡，子二計畫選擇前三位資料庫進行聯繫：
¾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館：典藏內容為私人捐贈之書畫。因創作者
與創作年代較近，尚未超過智慧財產權的保護年限，且創作者散逸
各處，館方並未取得所有作品的權利讓與；故多數作品館方只擁有
物品所有權，不具有智慧財產權，也無從進行授權。根據機構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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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申請程序，子二計畫篩選 50 幅與古人相關之畫作提交申請，僅
畫家歐豪年之四張作品得以授權。
¾

國立歷史博物館：同樣面臨創作者與創作年代較近，仍在智慧財產
權保護年限之問題。且該機構對於非商業用途僅容許一次性授權，
對於子二計畫提呈之徵集活動，認為授權程序為二次授權（機構授
權給子二計畫，子二計畫再授權給使用者）而不予同意。

¾

國立故宮博物院：無法提供整個資料庫配合活動使用，而需條列素
材請求授權；故篩選出相關素材如下，並以公文書明徵集活動緣
由，成功取得授權。惟過程耗時甚久，從電話協商、公文簽辦到取
得授權，歷時達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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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申請內容
素材內容
素材數量（共 265 張）
歷代聖賢半身像 冊
計 62 張
至聖先賢半身像 冊
計 120 張
聖君賢臣全身像 冊
計 46 張
歷代帝王半身像 冊
計 37 張
(2) 活動宣傳
為宣傳「師生合照」募集活動，子二計畫設計活動 Banner 置放於「典藏生
活」網站、製作活動海報透過政大校內群組信與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發送；同
時規劃三款 Facebook 廣告輪流刊登，強化訊息曝光量與能見度。


活動 Banner：針對主題製作活動 Banner，置放於子二計畫網站「典藏生活」
首頁。

圖 4-9：「師生合照」募集活動之 Banner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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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子二計畫網站「典藏生活」首頁之活動 Banner 置放。


海報設計：利用活動 Banner 與試做之師生合照範本等素材設計海報，進行
宣傳。

圖 4-11：「師生合照」募集活動之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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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政大校內群組信：將活動海報以校內群組信的方式寄送給政大全體
師生與教職員工。

圖 4-12：政大校內群組信宣傳
¾

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網站：將活動海報
更新於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網站，將同
時聯播於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

圖 4-13：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網站消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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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新聞聯播
¾

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請 TELDAP 電子報協助發佈於第二八八
期電子報，除了寄發給訂閱者外，亦同時刊登在數位典藏與學習電
子報網站上。

圖 4-15：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第 28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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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廣告：應用師生合照之試做範本作為基本素材，搭配團隊共同腦
力激盪出的文案，設計出三款 Facebook 廣告，委託業界專業公司代為操作
廣告投放事宜，於 09/17-26 期間輪流刊登於 Facebook 上，並隨時調整曝光
方式以取得較佳的曝光效益。
表 4-9：三款 Facebook 廣告設計
標題：想知道古人老師碰到現代學生，
會擦出什麼火花嗎？
內文：典藏生活徵求最富創意的師生合
照，快上活動網站玩典藏、拿大獎！
圖片：「一粽解千愁」

標題：師生合照大募集，首獎一千元全
家禮券！
內文：你有欣賞的古人老師嗎？典藏生
活教師節活動懷舊開跑，讓你輕鬆玩數
典，還有大獎拿！
圖片：「正妹釣魚篇」

標題：你是否厭倦每天電視不斷播報補
教人生的戲碼？
內文：典藏生活徵求你與形象清新的古
人老師，一同合照拿大獎！
圖片：「歐啪──正妹搔鬚篇」

本次 Facebook 廣告刊登同時測試了三組廣告，其中「正妹釣魚篇」因在標
題中特別提及獎項內容（便利商店禮券）而廣告效果特別好，說明了文案對於廣
告效益的影響，可提供做為未來活動之參考。
活動過程中也測試針對不同族群投放廣告，但因預算跟時間都不足以做更進
階的測試，感覺效果有限。建議未來可針對不同族群投放廣告、更精準的鎖定客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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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Facebook 廣告效益表
廣告名稱
曝光次數
集客力
點擊次數
點擊率
21606
2
0.00009
歐啪──正妹搔鬚篇
2255100
0.001
633
0.00028
正妹釣魚篇
5010
0
0
一粽解千愁
註：「集客力」的部份是因為看到朋友有給予該廣告「讚」，而被吸引進來的訪
客比例。

2.

實施情形

圖 4-16：「師生合照」募集活動之活動網站首頁
本次活動分兩階段舉行：
(1) 第一階段：9 月 15 日至 9 月 26 日的投件期間，收到作品共計 8 件，臚
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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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師生合照」徵集活動投件作品

白米麥茶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君子樂山樂水，與老子同遊；無樂，
與山水同樂。

蒲蒲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其實老子的排球技巧可是嚇嚇叫的！
在排球場上真是令人熱血沸騰阿！感
謝老子大師的教學！

小豬斑斑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周公您等著！我絕對會成為您最優秀
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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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東方先生，該減肥啦！！

菌菌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孔明老師~~我好愛你喔！！

小豬斑斑與老師的合照 2
我的告白：
杜甫兄牛肉白酒醉飽而死，真乃吾輩
之風範！貓奴，上菜！

史蒂芬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孔老夫子的諄諄告誡，雖然都是常
理，但常理反而最容易被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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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與老師的合照
我的告白：
詩人說你「酒入豪腸，七分釀成了月
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
吐就半個盛唐」，世人認你是詩酒謫
仙，也許樽中月影才是你的故里，讓
你醉裡尋歸，乘著傳說往月亮走。記
得啊，醉不上道，縱是月滿如歸，切
記小心腳下步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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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的票選期間，共計瀏覽人次與投票數
如下圖所示。
表 4-18：各參賽作品頁面的流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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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活動網站各頁面的流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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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得獎名單與票數
獎項
人氣狀元獎
人氣榜眼獎

人氣探花獎

獎品
全家禮券 NT$1,000 元
全家禮券 NT$500 元

得獎者
熊熊
白米麥茶
菌菌
蒲蒲
小豬斑斑
小豬斑斑 2
史蒂芬
Joy
林于雅
Penny Wu
欣維特
MeiZi Wang
小雨熊
Julie Cheng
黃鈺玲
Isabelle Collé
洪婷慧
郭政豪

全家禮券 NT$200 元

幸運推手隨行杯
人氣推首獎
幸運推手文具組

得票數
19 票
15 票
6票
1票
1票
1票
1票
1票

3. 結果檢討
(1) 活動舉辦：借鑑他人、檢討自我
綜觀整體活動，由於參與度與流量皆不如預期，故首先放眼外界，尋找成功
案例作為參照，發現數位典藏計畫中行之有年（今年進入第五屆）的兩項大規模
徵件活動：商業應用競賽與教學活動設計競賽，其詳細規則辦法如下：
表 4-20：數位典藏相關競賽之活動辦法
活動名稱

目標對象

徵件類別
海報設計組

2010 第五屆數
位典藏與數位 設計相關師生
學習商業應用 自由創作者
競賽

文化藝術設計組

人物玩偶設計組
2010 數位典藏
與數位學習教
學活動設計競
賽辦法

教師
師範院校或教
K12 組
育學程學生
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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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優選 10
獎金 2 萬元
第一名 8 萬
第二名 5 萬
第三名 3 萬
3 名佳作各 1 萬
第一名 8 萬
第二名 5 萬
第三名 3 萬
3 名佳作各 1 萬
第一名 8 萬
第二名 5 萬
第三名 3 萬
3 名佳作各 1 萬

時程
投件：
99/06/30-10/15
初選：99/11
票選：
99/12/16-100/01
決選：100/01
頒獎：100/02
投 件 ： 99/10/15
截止
初選：99/11
決選：100/01

第一名 8 萬
第二名 5 萬
第三名 3 萬
3 名佳作各 1 萬

社會組

頒獎：100/02

觀察上述兩項活動，雖然參與門檻高，所募集的創作型態在構思與技術上皆
有一定難度，但之所以能持續舉辦，是由於活動規劃的整體元素能環環相扣：


目標族群明確：可針對特定族群進行有效宣傳，如商業應用競賽辦法即至大
專院校之相關科系進行宣傳，使其活動的目標對象（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能
力與意願參與該項競賽）能得知此一訊息。



活動時程長：投件期間從六月底至十月中，長達三個多月，故儘管創作作品
具有設計與技術上一定的難度，但參賽者仍有充分時間準備，構思醞釀並
加以完成。



獎金高：儘管創作參賽作品並非易事，但由於獎金額度高，仍可吸引不少參
賽者投入。

借鏡他人的模式案例，反觀本次子二計畫所舉辦的「師生合照」徵集活動，
存在下列種種缺失：


活動時程短：對一個新網站、新活動而言，徵件加上票選總共一個月的活動
期還是稍嫌倉促。特別是活動前置的宣傳期並不足夠，在大眾尚未得知此
網站或此活動時，活動就已結束；或得知此網站與此活動時，已臨近徵件
截止日期，使有意參賽者沒有充裕的時間完成其作品。



目標族群模糊：在宣傳上，因對象為普羅大眾，沒有限定族群對象，宣傳力
度反而容易分散，得知訊息者未必是有能力、有意願參與活動者，而有能
力、有意願參與活動者未必得知此一訊息。



宣傳媒介無法發揮效用：



¾

群組信：就政大校內群組信而言，首先是群組信過多，大部分收件
者並不點閱廣告信件就直接刪除；且部分收件者習於使用其他網路
信箱而非學校信箱，故使此一媒介路徑宣傳效果不佳，難以接觸到
受眾。如要吸引點閱廣告群組信，應將最大誘因（獎項）置於標題
開頭。其次，即便大眾透過此一媒介路徑得知活動訊息，仍存在兩
種問題：其一是一般大眾能熟悉並使用影像處理軟體以完成參賽作
品者，其實比例不高，有可能收信的受眾並不熟悉影像處理軟體，
無法完成活動任務；其二，收信的受眾即便熟悉且能使用影像處理
軟體，但由於訊息來源為校內群組信，唯恐競爭的參賽者眾多，降
低得獎機率，導致參賽意願低落。

¾

電子報：與群組信的狀況相似──易被視為廣告信而忽略，或心裡
上認為群發廣被的範疇過大，唯恐競爭激烈，反倒降低參賽意願。

¾

Facebook 廣告：經遍詢一般大眾的網路使用習慣，點閱 Facebook
廣告的機率其實不高，此從廣告效益表（表 3-10）中亦可得知──
三則廣告合計總曝光次數高達百萬，但實際點閱人數僅六百多人。

程序困難：此徵件活動涉及圖片的選擇／搜尋、作品構思、圖片合成、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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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等多項作業，相較於問卷、按讚或推薦等一般網路活動，操作程序明
顯較為複雜，需有一定誘因才能提升參與意願。建議未來的活動規劃若針
對一般大眾，其募集條件需降低技術難度，讓所有人皆有能力可完成。


操作困難：除了使用影像處理軟體的能力成為此活動的進入門檻外，故宮所
提供的圖像解析度極低，也增加技術操作上的難度。



獎金小：經調查發現目前一般中小學的徵文活動，獎項金額約在 3-5,000 元，
高中以上的徵文活動則從 8,000 元起跳。以本次徵件的活動難度而言，僅千
元的獎項金額可謂吸引力極低。



整體的勞動報酬比率／成本效益太低：綜觀上述因素，此一徵件活動整體而
言具備創作難度、並非簡單動作，但對具備技術能力者的誘因不足──獎項
金額過小，兼之擔心參與人數多、得獎機率不大。總總因素衡量之下，覺
得勞動與報酬不成比例，導致參與意願低落，而較傾向參與大規模、獎金
高的競賽。
(2) 活動價值

「師生合照」募集活動原始目的，是希望透過趣味性的徵件活動，吸引大眾
對數位典藏產生興趣、參與活動使用典藏成果，並培養其持續使用數位典藏之習
慣。然而，本次活動卻無法達成此一促進近用與持續使用之目標：


資料性質

本次故宮資料提供的形式：低畫素的圖片與 matadata 格式（也是一般數位典
藏成果的常見形式），往往讓使用者覺得資料不好用、無趣味性，而降低再度造
訪該網站的可能性。


授權問題
¾

具備權利的典藏素材有限：以此次活動籌備之經驗為例，首先是採
取 CC 授權模式的典藏素材不多，即便採取 CC 授權，也未必容許
改作，或素材類型並不符合。欲使用主題符合且具備合法權利的素
材，以六十個古人名字在數位典藏成果入口網進行查詢，有高達一
半（32 個）名字查無資料；另一半名字可查詢到相關圖檔才得以
進行請求授權的程序。

¾

授權程序繁瑣：在前述籌備過程中亦曾提及，相關圖片之權利歸屬
分散於不同的機構單位，必須分別洽詢請求授權，過程繁雜耗時。
且一般機構皆以條列式申請作為普遍的表單格式，僅針對有限範疇
授予權利，並不符合徵集活動鼓勵使用者自由搜尋、創作之理念，
實不利本活動之推廣與執行。

¾

使用形式受限：受限於條列式的授權申請，本次徵集活動僅能提供
限定範圍的圖片資料，從而也限定了使用者使用資料庫的形式──
使用者僅能從特定網址連結到特定資料庫、利用特定關鍵字搜尋。
一方面，子二計畫為避免參與者誤用未經授權的圖片，在活動網頁
上三令五申要求參與者只能使用限定資料庫、限定關鍵字的圖片，
違者自負法律責任；過於嚴肅的聲明反而嚇阻使用者的腳步，在心
理上對「典藏成果」與「授權」產生麻煩、不好用的負面印象。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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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限制性的使用違背了網路媒體資訊偶遇的使用性質與習
慣，使用者往往取得所需資料就離開，無從激發其進一步使用資料
庫或連結到其他相關網站的興趣。
資料可用性不高、典藏素材有限、授權程序繁瑣與使用性質受限，不僅是此
次徵集活動所遭遇的困境，也可能是未來數位典藏將共同面臨的推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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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使用 CC 授權之數位典藏資料庫整理


在成果入口網內標示 CC 授權之資料
單位

國家圖書館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資料庫名稱
機構典藏
善本古籍典藏數位化子計畫
典藏日據與光復初期史料數位化計畫
臺灣省府委員會議等會議檔案
臺灣省級機關檔案數位化子計畫
臺灣客家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臺灣客庄文化數位典藏計畫
臺灣客家圖書數位典藏計畫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化典藏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貝類相之數位典藏
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臺灣魚類相之數位典藏

公開徵選計畫
中華佛學研究所－CBETA 中華 佛典數位典藏內容開發之研究與建構-經錄與經文內容標記與知識架
電子佛典協會
構
中華佛學研究所
數位典藏多媒體檔案之研究與建置-西藏珍藏語音檔案研究計畫
台灣沿近海海洋生物標本之數位典藏- 魚、貝、甲殼類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臺灣東部黑潮漁業文化數位典藏
台北植物園植株數位化計畫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

林業試驗所昆蟲標本典藏
林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典藏數位化計畫
林業試驗所圖書館日治時期林業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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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狀況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部分為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版；部分為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台灣野生植物標本暨生態影像之數位典藏
究保育中心
台灣昆蟲與螨類資源數位館之建立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
農業試驗所典藏昆蟲標本數位化計畫

台灣佛教數位工具資源的建構與研究
法鼓佛教學院－CBETA 中華
佛教文獻詞彙數位資源之建置與研究-數位時代的佛學工具書與
電子佛典協會
整合服務
國立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台灣大鱗翅群模氏標本與文獻數位典藏計畫
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學系 台灣頭足類資料庫
《中國時報》新聞攝影底片之數位化——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裡
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的政府與政黨新聞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
臺灣及鄰近地區水域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類及蝦、蟹類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人類學研 打里摺文物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究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 台灣大型甲殼類標本之數位典藏
研究所
魚類典藏標本及魚類自然棲地資訊數位典藏之研究
國立台灣博物館館藏貝類腹足綱中腹足目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台灣博物館館藏貝類模式標本及淡水貝標本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博物館 －地學組
國立臺灣博物館館藏貝類腹足綱原始腹足目標本典藏數位化計
畫
國立台灣博物館館藏哺乳類標本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博物館－動物學組
國立臺灣博物館館藏蛇亞目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博物館館藏蜥蜴亞目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台灣博物館植物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
國立臺灣博物館－植物學組
國立台灣博物館植物標本典藏數位化計畫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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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3.0
3.0
3.0
3.0

台灣版
台灣版
台灣版
台灣版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3.0
3.0
3.0
3.0

台灣版
台灣版
台灣版
台灣版
台灣版

在網站標示 CC 授權之資料
單位

資料庫名稱
公開徵選計畫

授權狀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
國立中正大學
淡江大學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果樹種原標本數位化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 台灣版

公民行動影音紀錄資料庫
臺灣棒球維基館
益智游藝樂育系統加值開發與推廣
台灣「外省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料庫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2.5 台灣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5 台灣
部分為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5 台灣
版；部分為其他授權方式，須洽詢該計畫

東華大學

蛙蛙世界學習網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計畫機構

數位島嶼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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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古人圖片授權資料蒐集
1

名字
孔子

圖片

典藏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國立故宮博物
院

2

孟子

3
4

墨子
莊子

國立故宮博物
院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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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老子
5

國立故宮博物
院

6

國立歷史博物
館

姜子牙

147

7

屈原

8
9

秦始皇嬴政 無
唐太宗李世
民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國立故宮博物
院

10 王昭君

11 武則天
12 白居易

國立故宮博物
院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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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杜甫
14 王維
15 李白

無
無
國立歷史博物
館

16 元世祖忽必
烈

國立故宮博物
院

17 成吉思汗
無
18 漢高祖劉邦

國立故宮博物
院

19 漢昭烈帝劉
備

國立故宮博物
院

149

20 項羽

國立台灣戲曲
學院

21 張飛

國立台灣戲曲
學院

22 趙子龍
關雲長
23

無
國立台灣戲曲
學院

國立歷史博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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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諸葛亮

25 周瑜
26 岳飛

國立故宮博物
院

無
國立歷史博物
館

27 陶淵明

國立故宮博物
院

28 倉頡
29 蘇武

無

30 貂蟬

無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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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李清照

32 司馬相如
33 司馬光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無
國立故宮博物
院

34 魯班

國立歷史博物
館

35 包青天

中研院民族學
研究所

36 宋太祖
趙匡胤

國立故宮博物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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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明太祖
朱元璋

國立故宮博物
院

38
39
40
41

王守仁
王安石
辛棄疾
國姓爺
鄭成功

無
無
無

42
43
44
45
46
47
48

吳三桂
陳圓圓
李自成
雍正
康熙
乾隆
李煜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49 慈禧
50 李蓮英

無
無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國立故宮博物
院

153

51
52
53
54

梁啟超
秋瑾
荊軻
文天祥
朱熹

無
無
無
無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55

國立故宮博物
院

56
57
58
59
60

戚繼光
魯迅
史可法
左宗棠
華陀

無
無
無
無
國立歷史博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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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料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歷史博物館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圖資中心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2
7
15
6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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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協同推廣計畫執行成果
一、與公開徵案團隊之合作推廣
子二計畫長年以來配合四分項下子計畫五「推廣應用公開徵選計畫」，從提
供徵案主題、配合審查工作與期中／期末管考作業，以及參與期初說明會／期中
心得交流會／期末成果展等，從本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之觀點，提呈各
項實質建議與協助。
整體協同執行之流程如下：

圖 5-1：公開徵選計畫執行流程
由於徵選計畫的執行期程跨越年度（從當年八月到隔年七月底）
，故 99 年度
子二計畫協力之業務涵括：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中審查、第二次心得交流會、成果展廠商評選、
期末成果展與期末審查。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提供徵案主題、提供審查委員、期初說明會與第一
次心得交流會。

由於 98、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的作業時間略有重疊之處，為使說明能清晰
易懂，以下將按流程順序分述各項執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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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公開徵選計畫時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8月

9月

98 年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研擬 99 年度徵求主題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初說明
會（98/08/18）
確認 99 年度徵案主題與國科會
公告（98/09/02）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第一次心
得交流會
研擬 99 年度產學合作徵求主題
研擬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審查
委員名單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中審查
（99/03/30）
98 年度成果展廠商評選會議
（99/05/12）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第二次心
得交流會（99/05/31）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審查結果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初說明
會（99/08/27）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成果展
（99/09/08-14）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末審查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第一次心
得交流會（9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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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月

5月

99 年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一）研擬徵求主題
子二計畫基於長年來累積的研究成果與訪談經驗，提供二項徵案主題，鼓勵
徵案團隊可朝此方向構思與努力：
1.

從使用者想像與生命記憶出發之新製典藏計畫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計畫，自前身數位博物館計畫執行至今，文物數位化成
果非常豐碩。雖整體數典計畫已開始針對使用者面向進行積極規劃變革，然目前
內容多以學術使用為主，與常民生命記憶尚有距離。為期能貼近使用者需求、亦
或彰顯在地特殊獨特之生命記憶，故規劃此案。
「數位典藏」的概念目前正歷經轉型，已有人相繼提出「最急需被數位化收
藏的不應只是古典的，還有那些不斷消逝、消耗的」這種訴求。故本徵案之目的，
在於從使用者自身想像與使用需求、亦或是從徵案參與人之生活脈絡所反思出發
的典藏新製內容建置規劃。徵案著重使用者圖像描繪、使用目的規劃、說明該標
的物之典藏必要性與專殊性等。期望透過此徵案執行，以達與現行數位典藏計畫
成果互補之效。徵案需求包含：
(7) 本徵案規劃需從使用者需求端、徵案團隊自身生命脈絡、地方記憶、或
反思數位典藏意涵等各面向，來發想各式具原創性之典藏標的物、以及
典藏方向。本徵案力求貼近常民生活，以彰顯當代特色人文、歷史流動
感、或文化多樣性等。
(8) 典藏內容建置與推廣方式不限，惟需以「非商業」
、
「原創性」
、以及「永
續經營」為主要規劃前提。
(9) 於細部計劃書中請詳列：






目標使用者需求分析
典藏標的物於現今之典藏及保存必要性、急迫性、專殊性
典藏方式設計、未來推廣計畫、以及應用可能性
社群經營規劃
團隊過去相關專案經驗與團隊成員組成

(10) 本徵案尤其鼓勵各式傳播技術實驗與實踐，如善用現存網路 web2.0 社
群經營概念、wiki 模組、podcasting、RSS、數位學習軟體 Moodle 等、
亦或是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試驗、行動通訊平台播放試驗等各種多媒體
設計，以達數典成果傳播綜效。
(11) 為避免相關授權爭議與執行困難，如徵案團隊欲典藏建置之內容非自建
或自有素材，請於細部計劃書中提出合作意向書及內容使用授權書等。
2.

數位典藏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徵案計畫

數位典藏第二期計劃至今將屆三年，以「推廣」為宗旨的計劃仍戮力尋找行
銷推廣數位典藏的公共資產的模式與契機。然而有鑑於目前一般社會大眾對於
「國家數位典藏工作與成果的普遍認知不足」，故在數典成果真正進入文化創意
產業鏈之前，完整的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策略應為首要工作，是以規劃此徵案。
此「數位典藏文化行銷徵案計畫」
，
「並不以」數典商業加值應用為探討目標；
而是以「數位典藏品牌 branding」、「文化推廣策略擬定」、或「個案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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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向。主要問題意識為：如果視數位典藏成果為一種「文化品牌」，那麼該如
何經營品牌 branding？可搭配何種文化推廣模式？可向什麼樣的群眾推廣？如
何可彰顯其「文化創意社會公共財」質性，而釐清文化意涵？又如何再激發創新
等？期透過本徵案計畫，能為數位典藏計畫擘畫公眾藍圖、以及開展永續經營之
道。徵案需求包含：
(1) 本徵案要求團隊從「文化創意公共財」角度，切入分析數位典藏成果本
身品牌經營之道，文化意義、與文化行銷可行模式，並搭配現象觀察分
析。
(2) 本徵案由典藏機構與行銷推廣團隊共同組成為佳。
(3) 本徵案性質可包含：
 「文化品牌」與「數位典藏」關連的概念與相關理論說明
 擇定數典個案，進行使用者需求分析
 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策略規劃與執行
(4) 本徵案要求執行團隊對於數位典藏主要成果、典藏內容、數典整體架
構、既有平台等具深入瞭解。
(5) 徵案規劃如包含使用特定典藏內容，請於細部計劃書中提出機構合作意
向書、或內容使用授權書等，以避免相關授權爭議與執行困難。
依據上述徵案主題，99 年度入選之計畫如下：
表 5-2：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子二計畫主題通過名單
申請人
陳順孝
陳弘正

夏林清

葉飛鴻

項潔
徐典裕

申請機關
計畫名稱
延續性／新計畫
從使用者想像與生命記憶出發之新製典藏計畫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
救災重建行動知識庫
新計畫
學系
延續性「當代客
親民技術學院數位
當代客家人物傳奇-客家媽媽
家人物傳奇-客家
媒體設計系
的故事 2.0 (II)
媽媽的故事 2.0」
延續性「紀錄片
「消失的勞動者~生命述說與
與生命敘說社會
草根運動的影音再現」以基隆
輔仁大學心理學系
互動研究：數位
客運工會合法罷工事件與東
（所）
落差跨越與典藏
菱電子關廠女工為例
公共性的探討」
縱橫山林間－日籍人類學者
國史館
在台踏查成果應用與推廣計
新計畫
畫
數位典藏品牌經營與文化行銷徵案計畫
國立臺灣大學資訊
臺灣大學數位典藏創新推廣
延續型
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中心
延續性「虛實整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
虛實整合數位典藏教育品牌
合數位典藏加值
館資訊組
經營與行銷計畫
應用與社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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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謝佩璇
李丁讚
鐘詩文

賴淑玲
林宗岐
許鴻龍
賴淑玲

國立成功大學工業
與資訊管理學系
（所）
國立清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業試驗所植物園
組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
學院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
事業發展系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
學院

SL 虛擬空間無限學習與文化
推廣研究-古早鎖具機構模型

新計畫

原住民數位典藏資料庫永續
經營與部落產業文化創新

新計畫

林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數位
典藏應用推廣計畫

新計畫

探索數位的福爾摩莎─HD 高
畫質節目製作與跨媒體播放
平台加值應用總計畫 (III)

延續型

動物追蹤技術探索福爾摩莎

新計畫

子計畫二：以高畫質影音
延續型
(HDTV)探索福爾摩莎 (III)
子計畫三：以跨媒體播放平台
延續型
探索福爾摩莎(III)

（二）期初說明會
為使未來的計畫年度各項作業進行順暢，子五計畫舉辦期初說明會，提供機
會讓數位典藏各相關子計畫與入選徵案團隊相互認識、彼此瞭解。期初說明會的
進行流程如下：



各個子計畫向徵案團隊介紹子計畫內容。
徵案團隊報告各自的執行內容。

子二計畫應配合事項；準備子計畫簡介之投影片，並由計畫主持人至會場報
告，說明子二計畫內容。
表 5-3：期初說明會活動紀錄表
時間／地點
活動主旨
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公開徵選計畫期初說明會
99/08/27，國科會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初說明會
由計畫主持人與會，並簡介子二計畫
計畫主持人孫式文

（三）心得交流會
子五計畫將於計畫執行期間舉辦兩場心得交流會，主要讓各個入選之徵案團
隊報告進度、近況與困境，並提供交流機會。除了各團隊得以在會中分享經驗、
交換意見、討論合作可能外，亦邀請各子計畫列席，就計畫的專業角度提出建議
與困境的解決方案。
子二計畫應配合事項：計畫主持人至會場支援擔任場次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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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心得交流會活動紀錄表
時間／地點
活動主旨
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時間／地點
活動主旨
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第二次心得交流會
99/05/31，國科會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初說明會
赴會聽取簡報，瞭解各徵案團隊執行內容、進度與心得
助理卓珊、巫冠昇、執編鍾玉喬
第一次心得交流會會
99/12/14，國科會
99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第一次心得交流會
赴會聽取簡報，瞭解各徵案團隊執行內容與進度與心得
助理卓珊

（四）期中審查
於時程中期，子五計畫亦會請各子計畫協助考核，針對公開徵案團隊提交的
期中報告，給予審查與建言。主要評估的面向包括：預算執行情形、人力運用情
形、工作進度（與落後原因）、執行困境與解決方案等，最終提出綜合意見。
子二計畫應配合事項：計畫主持人閱讀期中報告書，並給予意見。
表 5-5：期中審查作業紀錄表
期中審查
時間
作業主旨
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99/03/30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中審查作業
針對下列六個公開徵選團隊，詳細檢閱期中報告書，瞭解執
行情形並給予審核意見：
 福爾摩沙之聲品牌行銷之媒體平台建置與推廣策略研究
 異人的足跡Ⅲ－影音旅遊商品多元應用與整合推廣計畫
 【蚯蚓的希望工程】子計畫五：數位內容商品開發計畫
 【蚯蚓的希望工程】子計畫二：動畫製作計畫
 蚯蚓的希望工程子計畫一：劇情短片創作《匍匐‧飛翔》
 建置新聞倫理與勞動權資料庫
計畫主持人孫式文

（五）成果展廠商評選
於計畫執行尾聲，子五計畫將籌備成果展，將一年來各徵案團隊的努力成果
展示於眾。由於此一成果展的會場布置歷來都外包給其他廠商負責，故子五計畫
將邀集各子計畫主持人出席評選會議，聆聽各廠商報告設計理念與展場規劃，共
同討論並選擇出最適合今年成果展方向的廠商。
子二計畫應配合事項：計畫主持人與會，進行廠商評選。
表 5-6：成果展廠商評選活動紀錄表
時間／地點
作業主旨

成果展廠商評選
99/05/12，國科會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成果展廠商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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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聽取廠商簡報策展計畫書，並投票選出適合廠商
計畫主持人孫式文

（六）期末成果展
於計畫執行尾聲，子五計畫將籌備成果展（時約一週），邀集各公開徵案團
隊展示一年來的執行成績，盼使大眾能認識並近用數位典藏。
子二計畫應配合事項：出席參觀，瞭解各公開徵選團隊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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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期末成果展活動紀錄表
時間／地點
作業主旨

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活動紀錄

期末成果展
99/09/08-14，台北市信義公民會館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成果展──數位視野生活真體驗
臺灣擁有許多珍貴的人文、自然資源，卻常因時空的限制，總
在不知不覺間遺忘了它的美麗。自民國 91 年開始，懷抱著美
好願景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啟動了，臺灣美麗的身
影透過數位典藏資訊的視角，再現百年風華。本年度成果展為
32 件計畫執行一年的成果展示，結合文化、學術、社會、教
育四大領域，展現臺灣多樣性的生態人文、社群經營、公民參
與、文創品牌、旅遊、歷史、文學、藝術資產等數位主題內容。
派員參觀
執編鍾玉喬、文字林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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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期末審查
於計畫最終，子五計畫將請各子計畫協助考核，考核結果將攸關該徵案團隊
後續計畫之申請。主要評估的面向包括：






計畫執行之經費配置、人力運用與進度規劃等執行層面
重要執行成果（是否符合推廣應用之具體性與普及性）
學術成就（如論文發表、人才培育、學術活動、教材規劃等）
技術與經濟發展面向（技術創新、專利申請、產業合作、經濟效益等）
社會影響力（推廣效益、社會福祉提升、提供資訊服務等）
子二計畫應配合事項：計畫主持人檢閱期末報告書，並給予分數與意見。
表 5-8：期末審查作業紀錄表
期中審查

時間
作業主旨
配合事項

參與成員

99/12/30
98 年度公開徵選計畫期末審查作業
針對下列六個公開徵選團隊，詳細檢閱期末報告書，瞭解執
行情形並給予分數與審核意見：
 福爾摩沙之聲品牌行銷之媒體平台建置與推廣策略研究
 異人的足跡Ⅲ－影音旅遊商品多元應用與整合推廣計畫
 【蚯蚓的希望工程】子計畫五：數位內容商品開發計畫
 【蚯蚓的希望工程】子計畫二：動畫製作計畫
 蚯蚓的希望工程子計畫一：劇情短片創作《匍匐‧飛翔》
 建置新聞倫理與勞動權資料庫
計畫主持人孫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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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總計畫與各分項計畫推廣工作
子二計畫於 99 年度以合作、支援、參觀等形式，參與其他計畫、團隊舉辦
的學術或推廣活動，協助數位典藏展現多元面貌並向外傳散，俾使各界能看見數
典內容推廣與應用之更多可能：






01/16-17 合辦「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01/27-02/01 支援「2010 台北國際書展」之數位典藏計畫攤位
03/05-19 支援「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98 年度成果展」
11/11-14 參觀「2010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之數位典藏計畫攤位
12/04-12 支援「99 資訊月」之數位典藏計畫攤位
茲分述如下：
表 5-9：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建立數位公共領域──理論建構與在地實踐國際研討會」
時間／地點
99/01/16-17，台大法學院霖澤館 1 樓國際會議廳
會議簡介
會議以「數位公共領域」為核心焦點，邀集法律、新聞學、

配合事項

論文發表量

傳播學、社會學等領域之國內外研究者，就數位時代下公共
領域概念於不同學門中之理論研析與在地性實踐議題，進行
深入探討與研究成果分享。 研討會由「數位公共領域與管
理效能」
、
「數位公共領域的經驗、動能與文化」
、
「數位公共
領域與在地文化」三大面向出發，議題涵蓋創用 CC 與資訊
近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與資訊開放概念間之衝突
與平衡、由資訊使用者角度探索資訊系統介面、原住民與第
三部門於數位典藏活動中之參與、數位人權之現況與不足、
數位公共形成之過程與模式等。
1. 子二計畫負責籌備 01/17 場次
2. 計畫主持人孫式文、共同主持人方念萱、前共同主持人
翁秀琪於會中發表論文，共計三篇。
3. 計畫專兼任助理陳儀芳、卓珊、李嘉維、謝昇佑、施伯
燁、楊佳寧、王思涵等赴會支援並紀錄。
共計 3 場演講、11 篇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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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錄

表 5-10：2010 台北國際書展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配合事項

2010 年國際書展
99/01/27-02/01，台北世貿展覽館
每年的國際書展是展現臺灣出版業成果的舞台，匯聚國內外
相關專業人士的關注與參與，持續提升臺灣出版界的整體形
象。因應國際趨勢，數位出版成為 2010 年國際書展的一大
焦點；除了電子書、未來教室等熱門議題，數位典藏與數位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學無涯 藏無垠」為主題，也成功
展示教材數位化與典藏資料庫整合的成果。
子二計畫提供展品，並由計畫助理陳儀芳、李嘉維赴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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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錄

表 5-11：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98 年度成果展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98 年度成果展
時間／地點
99/03/05-19，國科會
活動簡介
每年成果展乃是將計畫成果藉由電腦展示、書面資料等多元

配合事項

化的方式呈現予社會大眾，期能增加民眾對數位典藏與數位
學習的興趣及認知。
子二計畫提供展品，並由計畫助理卓珊赴會支援。

167

活動紀錄

表 5-12：2010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配合事項

2010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99/11/11-14，南港世貿展覽館
文建會主辦的第一屆臺灣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是串聯台灣
文創產業及挖掘潛力新星的起點；數位典藏計畫也在會中展
出將數位典藏資源落實應用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加值成果。
計畫助理卓珊前往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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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錄

表 5-13：99 資訊月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配合事項

99 資訊月
99/12/04-12，台北世貿展覽館
每年的資訊月向來是資訊科技發展趨勢的風向球，其中規劃
「政府館」，旨在讓民眾瞭解政府在前瞻科技政策的用心與
努力。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也將參與盛會，
展出計畫成果。
子二計畫提供展品，並由計畫助理卓珊赴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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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與國內研討會及推廣活動
子二計畫於 99 年度亦參與多場國內相關研討會與活動，從中吸取各界發展
經驗，內化為計畫未來推動時的參考方向：









03/30 參與數位典藏與學習之產業發展與推動計畫所舉辦之「典藏機構商業
化知識分享活動（一）：當數位典藏遇上數位內容新浪潮」
04/16 參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料館舉辦之「國家電影資料館數位典藏與數
位學習加值應用工作坊」
05/07 參與「拓展台灣數位典藏計畫」主辦之「台灣多樣性知識網教師體驗
營──數位教材花路米」活動
05/14 參加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規劃之「TELDAP 電子新聞工作坊」
05/15 參加「STS2010 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年會」
05/18 參加文建會與科博館舉辦之「2010 國際博物館日」
05/27 參加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舉辦之「2010PeoPo 公民新聞論壇」
09/25 參加「返景入深林：理論與實踐」研討會
茲分述如下：

表 5-14：典藏機構商業化知識分享活動（一）：當數位典藏遇上數位內容新浪潮
典藏機構商業化知識分享活動（一）：當數位典藏遇上數位內容新浪潮
時間／地點
99/03/30，台北國際藝術村幽竹廳
活動簡介
介紹數位典藏產業化的成果，並提供典藏機構與產業界一個
經驗交流的場合。會中分別由典藏單位、使用者及產業等三
活動網址
配合事項

個不同面向出發，提供不同角度的經驗與觀察。
http://www.iiiedu.org.tw/courseware/2010eDM/20100330/20100
330.htm
計畫助理卓珊與會。
活動紀錄

170

議程：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薛劍鋒協理介
紹電子書產業概況

表 5-15：國家電影資料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加值應用工作坊
國家電影資料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加值應用工作坊
時間／地點
99/04/16，台灣金融研訓院
活動簡介
讓學術界、政府機構、教育單位以及社會大眾進一步認識國

配合事項

家電影資料館執行「臺灣電影數位底藏及推廣計畫」的豐碩
成果，並期盼在交流過程中激盪出新想法，增加推廣應用的
價值與效益。
計畫助理卓珊與會。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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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流程
09:30
09:30-12:00

13:30-14:30

13:30-14:30
14:30-15:0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6:50

主講人
主持人開幕致詞

丁維欣
美國阿拉斯加安克拉治大學藝術教
育副教授
午休用餐
產業界協助國內博物館在
林芳吟
中小學教育數位學習發展
頑石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情形
張麗華
中小學教師數位典藏教學
國立政大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藝
與數位學習推廣經驗分享
術與人文教師
溫淳雅
聯合目錄系統介紹展示
數位核心平台計畫總計畫聯絡人
林盈志
臺灣電影數位典藏中心介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料館專員、臺
紹展示
灣電影數位典藏及推廣計畫聯絡人
電影資料館數位典藏加值
薛常慧
應用實例經驗分享－以《藝
紀錄片《藝霞年代》導演
霞年代》為例
李天礢
諮詢與討論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料館館長、台
灣電影數位典藏及推廣計畫主持人
思考數位資產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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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台灣多樣性知識網教師體驗營──數位教材花路米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台灣多樣性知識網教師體驗營──數位教材花路米
99/05/07，臺灣師範大學

活動網址
配合事項

step-by-step 網站實作教學，引領教師利用台灣多樣性知識網
的數位典藏資源製作數位教材。
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p=1134
計畫助理卓珊與會。
活動紀錄

議程：
第一課：主題課程

知識網典藏搜尋、個人知識櫃、Google Map 藏品地圖、
線上簡報介紹

第二課：進階課程
第三課進階課程

Step by Step 藏品地圖、大事年表、線上簡報實作
教案分享、知識網進階應用

表 5-17：TELDAP 電子新聞工作坊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配合事項

TELDAP 電子新聞工作坊
99/05/07，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協助提升新聞專業能力，幫助掌握電子報撰寫重點與最新數
位內容發展趨勢。
計畫兼任助理巫冠昇與會。
活動紀錄

議程：
時間
10:00-10:10
10:10-11:00
11:10-12:00

流程
主持人致詞
《數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
投稿介紹
數位出版暨數位內容行銷
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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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李宗焜教授
張仲君小姐
誠品網路事業部營運長
薛良凱先生

12:00-13:30
13:30-14:20
14:20

午餐時間
電子報新聞採訪寫作技巧
聯合線上副總經理
與分享
李彥甫先生
主持人總結
李宗焜教授

表 5-18：STS2010 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年會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活動網址
配合事項

STS2010 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年會
99/05/15-16，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自 1980 年代以來，「科技與社會」研究(STS)以燎原之勢擴
展全球。本屆主題為「差異與連結：STS、工程與社會」
，高
雄市為台灣的工業重鎮，不論是五輕、中鋼、台船及許多工
業遺址，都與 STS 研究有密切關係，故在會前及會後，大會
均精心安排與 STS 相關的參觀行程，希望讓與會者更能夠瞭
解「工程與社會」之關係。
http://www.yaw.com.tw/sts/2010/2010-01.html
計畫共同主持人方念萱與會。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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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2010 國際博物館日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活動網址
配合事項

2010 國際博物館日
99/05/18，台中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際博物館日是國際博物館協會為鼓勵民眾認識博物館，同
時提醒博物館正視不同的社會挑戰所發起的國際性活動。今
年針對「文化資產保存與社會和諧」此一主題規劃系列活
動，盼讓使大眾瞭解文化資產保存對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
性，並推廣「和諧共存、文化學習、尊重包容」等理念。
http://www.brightideas.com.tw/518/
計畫專兼任助理卓珊、吳倍華、林祖儀與會。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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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3:30-15:00
主題講座：文化遺產的社會意義
主持人：施國隆副主任（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
主講人：傅朝卿教授（成功大學建築系）
與談人：何傳坤主任（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廖嘉展董事長（新故鄉文教基金會）
15:20-16:50
主題講座：記憶重現、文物保存、博物館展示與社會和諧
主持人：周明主任（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主講人：陳國棟研究員（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
與談人：鍾興華局長（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
李莎莉執行長（北投文物館）

表 5-20：2010PeoPo 公民新聞論壇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活動網址
配合事項

2010PeoPo 公民新聞論壇
99/05/27，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院劇場
網路科技一日千里，臺灣公民新聞的發展也隨之風起雲湧。
本次會議的核心問題是公民新聞未來可如何發展？在此主
軸下分成四個主題，從公民記者的培力，到公民記者/新聞與
地方事務的連結，以及效益之擴大，到最後探討公民新聞之
未來發展。其中涉及對新聞專業之反思，對全球化之回應，
對地方社會之認同，對社會改革之想望。
http://www.peopo.org/event/2010forum/index.html
計畫專兼任助理陳儀芳、謝昇佑、吳欣隆與會。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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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177

表 5-20：「返景入深林：理論與實踐」研討會
時間／地點
活動簡介

活動網址
配合事項

「返景入深林：理論與實踐」研討會
99/09/25-26，世新大學管理學院
臺灣社會研究學會試圖搭建讓致力於結合理論與實踐的朋
友們得以交流與激盪的平台。此次研討會議題包括：運動組
織與社會介入、文化行動主義、論述作為鬥爭的場域、批判
知識份子的再生產等，希冀召喚社會研究的學術隊伍，正視
社會研究理論與實踐並重的必要性、擴大研究的場域、澄清
分析的視野、創造批判知識份子再生產的機制。
主要聆聽場次：
「以博物館之名，搞文化行動之實：
『行』與
『不行』」
http://web.bp.ntu.edu.tw/WebUsers/taishe/assembly.htm
計畫兼任助理盧沛樺與會。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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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今年度之主要成果價值與貢獻，主要以兩大
研究領域之成果為主，分別是「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
、
「數位典
藏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此外，本計畫亦努力協調時間，協助並參與國內、
外各項研討會及推廣活動，以將相關活動紀錄與舉辦經驗作為日後參考，並賡續
辦理推廣範例書出版作業，以將公開徵案計畫相關成果向外傳佈。
以下分就學術成就面、社會影響面、其他效益面、綜合績效指標等，詳述本
計畫 99 年度之成果價值與貢獻。

一、學術成就面
延續子計畫過往研究架構，本計畫 99 年度主要執行重點仍著重於數典面
貌、數位內容傳佈原理、現象、使用者習慣以及形塑出數位時代公共領域的面貌
等基礎性調查領域，以瞭解台灣數位典藏與推廣之現行成效。為達此一目的，本
計畫特將研究領域細分為「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
、
「數位典藏學
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兩大面向，並於相關研討會上進行研究成果之發表。
以下為本計畫之學術成就面之內涵。
（一） 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
在「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之核心研究價值，在於透過廣泛
性的資料收集與內容分析，對於現行社群網站上之數位典藏使用情形做一基礎認
識，並嘗試透過深化理解不同社群使用行為，以及思考如何透過行為分析與調查
的相關研究程序，建構一可有效運用於台灣數位典藏推廣活動上之使用者理論、
並實質協助數位典藏成果被運用於知識共享層面上。
延續 98 年計畫研究成果，本計畫於 99 年度除持續關注「準社會互動」與「意
義建構」之理論建構，以對社群互動情形進行深入瞭解外，更進一步運用「行為
考古」
（Behavioral 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與概念，將網路視為遺址，將數位
典藏視為是一種與人互動的人造物，在網路上收集使用者自發性的以數位典藏為
題材的溝通、言說，作為分析資料，探討數位典藏的社會性使用與情境脈絡。換
言之，本研究將從網路上遺留的數位典藏的使用痕跡，去探索數位典藏在網路使
用者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境以及溝通意義浮現的脈絡。
本計畫於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研究領域發現，數位典藏的使
用情形，顯有隨時間推演而日趨頻繁的趨勢，且使用數位典藏資料的部落客們，
在身份展示上，仍以穩定、與其社會位置有關的身份認同為主要展示方式，其於
數位典藏資源的利用情況上，仍以高專業性使用為主流。此外，使用者們被動接
觸或主動取用數位典藏資源的原因、方法及後續分享途徑上，與其自身所處之社
會環境或文化背景有其相關性存在。
而本計畫亦曾於 98 年所撰寫之 98 年度結案報告書中指出，在實踐典範下，
使用者與技術物之間的關係並不是單純可以用理論化的規則來描繪，也無法像
「說明書」一般「指引」人機活動。透過 99 年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從使用者使
用樣態上的多樣性發現，典藏藏品的性質歧異越大，越有可能觸及不同身份及不
179

同使用樣態的使用者。因此，本計畫認為未來在針對「數位典藏網路資源」「數
位典藏網路資源使用者」進行研究時，不能去除實踐脈絡（包括了時間、空間、
科技物）所交織的時空，且務必著重日常生活中的科技使用環境，並透過實際的
觀察和解讀，如此方能貼近使用者使用脈絡中的真實情節。

（二）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
「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之研究核心價值為學術研究、文化推
展、以及促進知識共享，其關鍵討論議題在於重新審視國內數典工作之典藏意
識、思索理想推廣與授權模式、以及建構本地 commons 文化觀等。
數位典藏政策推行至今，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一本計畫之初衷，將核
心關注議題置放在數位公共領域下，探討學術成果中「學」與「用」議題，同時
也關心文化知識公共資產如何能被一般使用者所接近使用，包含了探討社會、經
濟與政治因素各方面對公共領域的看法。99 年數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
究，採取 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研究取徑的行動網絡理論(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角度觀視推廣。由於推廣目的、方法和涉及社群的原有社會
政經文化語言腳本各有不同、且推廣時所動用的科技平台在設計腳本與使用腳本
上又各有不同，因此，與其設定幾個變因，而求其推廣果效，我們認為應該厚描
推廣過程，以求進一步瞭解推廣、永續的路徑與挑戰。
透過訪談過程，本計畫注意到一點，在現行數位典藏推廣情形中，徒網路、
徒數位平台其實不足以自行；數典推廣這幾年已經逐漸發展出與網路相伴相生的
一些推廣模式，那正是走出網路、實際接觸可能的使用者。各典藏推廣團隊為達
最佳效果，已紛紛走入社會，到各個學校，實際接觸，以各種方式（示範、活動、
協助再製、創作等等）進行推廣。也就是說，數位平台的建置和數位典藏的問世
之間，其實並不是一個理所當然的等號，而是必須仰賴各式活動去行動，去連結
(networking)平台與典藏對象間的關係。
進一步來看，執行推廣計畫的各個團隊並未死守提案上所言的典藏內容物，
往往是在推廣進行了一段時間後，與典藏計畫的執行對象間的信任隨之建立，產
生信任感的在地社群爭相提出典藏物件、典藏的主意，進而豐富了原本的推廣內
容，這樣的情形所在多有。
而透過「大玩、特玩、遊戲美學」在台北當代美術館的展覽，也使本計畫
進一步體認到，現今知識社群集結聚眾的原因除了「求知」
，更是建立「社群感」
、
「我群」的重要，此一現象也驗證了「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中，
關於專業性使用的相關發現。一如電腦網路遊戲一類原本就在網路原生的主題、
社群卻也對於線下集結、動用「傳統」方式感到興趣，這也說明網路不是唯一的
聚眾平台。至於商業、非商業的份際與討論，網路與媒體的報導提供了諸多反思
商業、非商業推廣典藏的切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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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影響面
本計畫繼 98 年出版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日藏生活》，於 99 年度賡續辦理
第二冊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藏富於人》出版計畫，並於 100 年 1 月出版 1800
冊，分別無償配送至各參與機購部會、公立圖書館、博物館、社區大學、子五計
畫下各徵案團隊，以及編輯過程中相關受訪人員及參與人等。
而從各方返響觀之，此一無償配送形式已成功使得各受訪團隊的典藏和推廣
成果得以觸及到數位典藏計畫中的非預期性用戶，並成功激發一般民眾近用數位
典藏資源的動機，使得數典資源的使用者層面有了更加寬闊的發展空間。
以內湖區公所為例，該公所人文課承辦同仁除致電本計畫辦公室索閱數位典
藏計畫的各項出版品（包含 98 年、99 年推廣範例書）外，亦主動要求本計畫能
夠與區公所合作，舉辦以新移民和該公所服務同仁為講演對象的數位典藏推廣活
動。
由是可知，本計畫執行成果以成功將數位典藏資源的推廣觸角，深及到地方
單位，並有助於一般民眾強化對數典的認識及使用能力。

三、其他效益面
隨著科技的進展，一般民眾在接觸各類資訊上所需要的有形及無形成本實有
日益降低的趨勢。然而，儘管接觸網路及其他資訊管道的門檻已日漸降低，但是
並非有了接觸網路或其他參與技術的管道，就可以讓個體轉化為公民社會中成熟
的公民。在全球化世代中，如何有效透過各式傳播媒介，持續促使媒體成為成熟
公民社會中的監督要角，並使民眾得以透過媒體轉化而成為成熟公民，是當代傳
播學界的重要課題之一。
積極參與國際傳播社群所舉辦之年度研討會議的原因在於，作為媒體與傳播
研究領域中的專業組織，參與研討會的研究成員，其研究領域多能跨越學科藩
籬，且妥適運用深含理論並採用複合式的研究方法，足以提供各地學者接觸傳播
與媒體研究領域的管道。
在此前提下，國際研討會為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耕耘者提供了許多線上與
線下的機會，共同打造一個強而有力的學術支持網絡。在此一學術支持網絡中發
佈有關台灣數位典藏相關研究訊息，除可拓展本地數位典藏活動之國際知名度，
並吸收其他海外先行者的珍貴經驗外，亦有助於本地數位典藏的互動平台、形
式、後續社群建立、運作維持模式之參考。
在此同時，我們也希望無論是來自使用者、各類推廣者的心聲、國內外相關
環境發展與政策案例等，都能在充分紀錄回應後，經由計畫與會人員與國外研究
人員的充分研討，發展出一套合宜的推廣策略及運作模式，以從根本上強化台灣
數位典藏作為公眾資源的分享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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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績效指標表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發表論文

學
術
成
就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1. 反思數位典藏與推廣之
本計畫成員分別於 99 年 7 月
方式當中，從傳播領域
及 99 年 12 月前往葡萄牙和美
1.〈隱喻與數位文化：由
之相關理論中發展出 2
國進行論文發表，於會中和國
傳播與價值批判的角度省
篇研究文章，並經由研
際學者進行經驗交流，除吸收
思〉
〈隱喻與數位文化：由傳
討 會 或 期 刊 進 行 發 表 TSSCI 期刊論文 1 篇
國外經驗外，亦向外拓展台灣
播與價值批判的角度省
用，以呈現本計畫之研
數典資源能見度。
2.〈COMMON Sense Isn't
思〉一文入選 TSSCI 期刊
A 論文
究成果與各項產出，並 國外研討會論文 2 篇
all that Common：The
《新聞學研究》，經審核
另外，計畫主持人孫式文之研
增進數位典藏領域之學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通過並同意於民國 100 年
共計 3 篇。
究論文，獲得 TSSCI 期刊《新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術交流。
刊登。
of Digital Archives in
聞學研究》審核通過，並於
2. 運 用 傳 播 領 域 理 論 基
Taiwan.
100 年 7 月刊登
礎，分析數位典藏執行
與應用現況。
3. 〈How Alignment works
in pictures.〉
本研究團隊 99 年度成員
充分運用本研究資源，召集對
組成以「數位典藏之學術應 含主持人 1 位、共同主持
完成「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相關主題感興趣之在學生加
B 研究團隊
用與文化傳佈」為研究主題 人 1 位、專任助理 4 位、
佈」子計畫研究團隊各式
組織專案研究團隊
入，針對相關主題深入討論。
養成
之研究團隊，充分用運研究 博士級兼任助理 4 位、碩
行政規則、人才養成、與
並與傳播學院院內其他研究
資源。
士級研究助理 8 位，共 18
研究執行。
團隊協同交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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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目標值
C 博碩士培
兼任助理共計 7 位
育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培養博碩士生共 7 位

計有 4 位博班研究生、8
研究團隊成員撰寫相關研究
位碩班研究生參與子計畫
論文
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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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實際效益

1.
數位典藏計畫之內首次為
使用者導向，進行「數位典
藏平台使用者行為問卷調
查」
、
「數位典藏平台使用者
調查執行：
行為焦點團體調查」。透過
1.「數位典藏平台使用者 文獻蒐集及調查分析，讓國
內各相關機構對於數位典
日誌調查」
藏使用者樣態有更深度理
D 研究報
2.「CC 線上焦點團體調 解，並有助於技術分項未來 共四項調查研究執行。
告
查」
針對網路平台改善時參考。
3.「徵案團隊深度訪談」 此外，展開數典內部「徵案
團隊深度訪談」，透過文獻
4.「大眾媒體報導調查」 蒐集及調查分析，記錄徵案
團隊所面臨之推廣困境，並
將分析結果提供給數典政
策擬定時參考。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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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日誌研究，乃針對
特定與非特定數典網站
使用者部分：以日誌分析 之研究，分析各類使用者
法進行之數位典藏使用者 使用網路情形，提供未來
行為調查為創新性研究， 網站設計時更具需求面
目前國內僅少數相關研究 價值之參考。
報告、或研究成果。
CC 線上焦點團體部分：參 CC 線上焦點團體則向外
與美國 CC 組織之全球性 拓展至國際層次，與國際
線上焦點團體，提供台灣 參與 CC 人士和組織接
區經驗參考
軌，交流台灣區之 CC 經
推廣部分：以深度訪談方 驗也發展出合作式意義
式進行數位典藏內容推廣 建構的理論實作。
團隊之執行情形，目前國
內無相關研究報告、或研 推廣團隊的實際推廣、授
權問題亦是數位典藏推
究成果。
大眾媒體報導：針對數典 廣執行政策設計之重要
相關特定議題進行大眾媒 參考之一。
體之報導調查研究，目前
國內並無相關研究報告、 大眾媒體報導調查則是
首開數典於傳播報導研
或研究成果。
究之先河，其成果更能提
供數典政策規劃時之實
用建議。

績效指標 目標值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1. 參 與 葡 萄 牙 布 拉 加
IAMCR 2010 國際研討
1. 參與國外相關研討會，
會
E 辦理學術 2. 參 與 美 國 洛 杉 磯
了解國外發展現勢，與
參與國外研討會 2 場。
活動
國際接軌。
Conference on the
Iamge 2010 國際研討
會

技
術
創
新
社
會
影

收錄公開徵案團隊之典藏
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
與推廣經驗，提供一般民眾
F 形成教材 CASEBOOK《藏富於人》
範例書 1800 本。
近用與熟悉數典相關領域
1 本，共印 1800 冊。
知識的普及性管道。
G 專利
H 技術報
告
I 技術活動
J 技術移轉

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1. 國外會議參與報告一份。

推廣範例書共印製 1800 本，
除寄贈各公私立單位及合作 收錄各典藏推廣團隊實
對象外，其餘由各合作單位保 務操作經驗。
管與開放相關人士索書。

S 技術服務
P 創業育成
彙整國外數典案例與趨勢
舉辦「師生合照」募集活動，
Q 資 訊 服 設置「典藏生活」子計畫
新知，增加一般使用者近用 設置網站一個
臉書廣告曝光次數達 225 萬
務
網站。
數典資源的管道。
次。
有效促進研究生或相關領 專任助理 4 名，兼任助理 降低失業率，提昇國民生產毛
R 增加就業 專兼任助理進用共 9 名
域畢業生就業。
8 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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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目標值
響

預期效益

初級產出

Y 資料庫
Z 調查成果
AA 決策依
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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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效益

重大突破

陸、檢討與展望
一、

執行檢討

本計畫執行期間為 99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6 月 30 日止。計畫執行期間，
以「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及「數位典藏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
究」為主要研究框架，並完成各領域之具體產出；唯因計畫執行期間，除相關研
究資料龐雜，分析費時外，亦因推廣範例書編輯作業多有延宕，故申請計畫延期
至 100 年 6 月 30 日止。以下分就理論建構工作、研究執行工作、推廣執行工作
及活動籌備參與工作等分而述之，也作為明年度計畫執行之參考。
（一） 理論建構工作
本計畫研究數位典藏與學習之兩大領域：「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
調查」及「數位典藏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研究理論涵蓋傳播、科技、法
律等面向，理論引用也包含知識公共財研究、行動者網絡研究、理性選擇研究、
實踐研究、使用者研究、人機互動研究、隱喻研究、著作權研究、媒體框架研究
等。除兼具基礎理論的堆砌和創新研究的探索外，亦積極規劃將研究成果提供給
各分項計畫作為後續發展之參考。
（二） 研究執行工作
99 年度於研究工作執行上，因本計畫主於研究性質之故，因此，花費較多
時間於相關理論基礎研究之建構，而除了文獻彙整之外，亦執行各項研究方法之
調查，例如深度訪談、部落格文本資料收集與編碼分析等，為「數位典藏使用者
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及「數位典藏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兩大面向之研究
領域累積了紮實的基礎。
而植基於各項研究之需要，本計畫也與數典相關計畫、組織與專業人士進行
合作。如深度訪談的對象，皆選擇參與數典計畫之徵案團隊進行訪談，訪談對象
包含內容產製與典藏推廣、都會區與偏鄉區，機構典藏與運動推廣等性質皆有。
除仔細記錄各徵案團隊的執行經驗與困境外，本計畫亦嘗試藉由訪談合作，將各
徵案團隊於徵案進行期間所面臨之問題具體化提出；又如使用者脈絡及樣態調
查，計畫成員所蒐羅之部落格文本資落各具意義、藉由分析文本作者的各自使用
經驗，更能一舉蒐羅多元的使用心得，形成對數典營運改善之有效建議。也提供
給後續計畫進行時，諸多合作對向之參考，以延續歷年之成果。
（三） 推廣執行工作
本計畫於 99 年度出版《藏富於人》一書後，本計畫除當年度進行宣傳外，
也於各項公開場合持續展示該書籍，並免費贈閱給有興趣索書者，目前該書也應
總計畫辦公室之邀，與 98 年度出版之《日藏生活》一併完成電子版改版，期以
在數位空間裡，傳散給更多元之閱聽大眾，收達推廣之效果。

綜觀而論，本計畫從上述「理論建構工作」
、
「研究執行工作」
、
「推廣執行工
187

作」等三方面所做的計畫執行檢討，雖於執行進程上與原規劃稍有差異，然而至
延展其間結束為止，各式研究工作、活動辦理、績效指標，以及經費執行率，皆
已符合預期年度規劃，並獲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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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子計畫未來研究規劃

綜觀本計畫於 99 年度的執行總成果，以傳播理論與工具研究，深入分析數
位典藏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工作是否落實，本計畫採取兩個研究領域分別進
行：「數位典藏使用者使用脈絡及樣態調查」及「數位典藏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
研究」
。而 100 年新的計畫年度開始，本計畫維持 99 年計畫基礎上，仍以「數位
典藏學術研究執行」
、
「數位典藏推廣實務研究」
、以及「數位典藏協同推廣研究」
等三大項作為計畫執行目標。以下先就分季執行期程說明：
第一季：持續深度訪談研究進程，銜接發展本計畫前三年研究計畫成果；
國內外相關領域發展現況資訊蒐集與分析；文獻蒐集與閱讀，深化使用者
行為調查與 commons 理論內涵建構； casebook 個案挑選；籌組專案會議與
審定執行公開徵案案件；協同參與各式數位典藏活動或會議。
第二季：文獻蒐集與閱讀，深化建構理論基礎；區辨本年度使用者調查聚
焦社群，蒐集分析相關研究成果；整合本地 commons 雛型案例，搭配國外
發展經驗分析；調查執行研究方法確立與問卷籌備；casebook 規劃個案採
訪撰寫；協同執行公開徵案。
第三季：確立主要研究方法與執行方式；規劃協調調查委託執行單位，以
及使用者調查執行；相關深度訪談規劃執行； casebook 進行採訪寫作與攝
影等編輯；協同執行公開徵案與各式相關推廣活動；參與國外相關研討會；
101 年計畫執行規劃。
第四季：調查與訪談資料分析撰寫，完成理論與調查產出；後續相關深度
訪談研究執行；casebook 完成出版並發送至各相關單位，並蒐集相關單位
對推廣模式之建議；推出 casebook 電子版；協助公開徵案進行成果匯集；
成年度成果報告書撰寫。
綜合「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過廣執行成果與現象觀察，本計畫 100
年度將後續研究任務歸納如下：「數位典藏學術研究執行」、「數位典藏推廣實務
研究」、以及「數位典藏協同推廣研究」等三大項，其任務目標規劃如下：
（一）數位典藏學術研究執行
1. 「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¾ 主要研究標的：整合虛擬與實境的社會性使用
(1) 延伸 99 年度所進行一般網路使用者研究，承接過往理論發展與研究取徑，規
劃加做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的研究──將以網路上數位典藏社會性使用
的資料分析結果為依據，選擇使用過和沒有使用過數位典藏資源的休閒場域
與景點(Venue)，再挑選數位典藏對應、適用該休閒場域與景點的相關資訊，
利用「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置放資訊，然後蒐集、分析
實地造訪者的「簽到」(chick-in)數量、留言與回應，以觀察數位典藏社會性
使用的結果可否有效的推估、甚至營造人們取用數位典藏資訊的生活情境。
此外，本研究也將在「適地性服務」設定後的 2 個月，再次上網搜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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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社會性使用的資料，觀察「適地性服務」可否會提升數位典藏的線
上使用。整體而言，100 年度的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希望結合理論與實務，
拓展數位典藏的虛擬與實境的用途。
(2) 研究結果將用以推估數位典藏現有及潛在使用族群的網路活動、數位溝通、
與資訊分享行為，以綢繆符合數位典藏使用需求與習性的傳佈、推廣策略。
2. 「學術與文化公共資產」研究：
¾ 主要研究標的：公共知識與文化的永續可能研究
(1) 植基 98、99 年在韌性理論與政治生態理論對話中所整理出的幾個重點，進行
觀察、訪談、分析、整理。
(2) 強調跨領域研究方法、實證研究進行之後，針對特別的體制機構治理形式更
要能深入紀錄、呈現，俾以展現互動過程，而非只有個別元素。

（二）數位典藏推廣實務研究
1. 「數位典藏推廣範例書 casebook」推廣計畫：
¾ 主要推廣效益：以書籍方式典藏與傳散數典團隊推廣模式
(1) 借助平面媒體的傳播特性，結合文字與圖片，讓讀者從故事的深入閱讀中認
識數位典藏。再者，本團隊也致力於出版一本值得收藏的案例書，在「數位」
典藏的同時，也將推廣團隊的推廣過程以「紙本」典藏下來。
(2) 案例書出版計畫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為這些互動的過程留下文字與圖片
的紀錄，讓推廣不只有「成果」而已，而是將推廣的「過程」也典藏下來。
（三）數位典藏協同推廣研究
¾ 主要推廣效益：增進本計畫與徵案團隊、國內外學者等產學合作機會
1. 延伸規劃多元徵案目標，透過與公開徵案緊密合作，持續提升數位典藏成果
之社會能見度與文化應用多樣性，並吸引一般社會大眾之使用興趣。
2. 協助徵案計畫開發數位典藏創造力與擴大文化公共資產分享。
3. 參與國際相關研討會，將國外經驗攜回國內，也將國內經驗分享給國外數典
研究者。
總個來說，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在第一期的五年中，建立了相當豐富的數位
典藏資料。一期計畫以文物數位化為主要工作內容，二期計畫則以內容成果推廣
為主要目標。其中第四分項，以「促成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文化、
學術、社會和經濟」為主要目標，健全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在教育、研究、社會
等範疇之使用環境。本延續型子計畫自 96 年度執行至今，將根據過去研究累積
所得來的寶貴經驗，進一步把研究成果應用在推廣實務上，參與第一線推廣工
作，從產學合作的雙贏策略，實踐研究所見，達成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的計畫推
廣宗旨。準此，在明年度推廣計畫裡，特別加入更多實際推廣計畫，以作為執行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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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100 年執行計畫

學術與文化
公共資產
研究

數典
推廣範例書
cas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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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推廣型

推廣實務型

學術研究型
數典使用者
研究

公開徵案團
隊協力

參與國際
研討會

【附錄一】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9 年度成果效益報告表
一、論文發表清單：
表：子計畫論文發表清單

編號

1

發表人

孫式文

論文名稱
TSSCI 期刊論文
〈隱喻與數位文化：由傳播與價值批判
的角度省思〉

發表處
已通過論文審查，於 100 年
度刊登於 TSSCI 期刊：《新
聞學研究》

國外研討會發表論文

2

5

方念萱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孫式文

99/12/03「2010 International
〈How Alignment works in pictures〉 Conference on the Image」國
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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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7/18-22「IAMCR 2010」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
文

二、人才培育清單：
No.
1

姓名
巫冠昇

學校

系所

碩士

博士

屬性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V

培育

V

培育

V

培育

V

培育

V

培育

V

培育

V

培育

V

培育

研究所
2

李安欣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傳
播英語
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

3

袁涵郁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4

梅衍儂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5

單欣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傳
播英語
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班

6

葉孟儒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7

盧沛樺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8

吳倍華

私立世新大學

口語傳
播學系
碩士班

9

盧開朗

國立政治大學

V

新聞學

培育

研究所
10

沈孟燕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
研究所
193

V

培育

11

吳欣隆

國立台灣大學

V

建築與

培育

城鄉研
究所
12

林祖儀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
研究所

194

V

培育

三、其他成果：
表：子計畫其他成果整理表

No.

項目或名稱

創作單位與代
表人

完成
日期
（年/
月）

內容

送計畫辦公室留存(是/否)
是

收錄「達悟歌謠
數位典藏與學
數位典藏推廣案
與庶民文化數位
習之學術與社
典藏計畫」等六 100/1
1 例 書 Casebook
會應用推廣分
《藏富於人》
個徵案團隊之典
項計畫
藏與推廣歷程。

圖：Casebook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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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度工作執行時程甘特圖及每季執行進度表
子計畫 99 年度工作甘特圖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銜接、瞭解 98 年成果內容
團隊行政規劃與組織
理論基礎研究
蒐集國內外學術資源近用發展現況
學術資料與潛在使用者發展與現況
數典推廣與實踐之深度訪談調查
新聞資料查詢
推廣範例書相關編輯及出版作業
撰寫年度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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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第
13
月

第
14
月

第
15
月

第
16
月

第
17
月

第
18
月

表：子計畫年度工作執行時程表

月份

工作項目

1-3
召開協作平台籌備會議
月

29
30

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預定

完成召開協作平台籌備會議
99/2/10 開始
4次
99/1/1 開始

實際
99/2/26 落後

進度累計％
辦理情形29
因研究人力調配因素，籌備會議
作業時程有所延誤

99/1/1 符合

25%

專案人事進用

完成專案人事進用事宜

撰寫 99 年度作業計畫書

完成撰寫 99 年度作業計畫
99/1/31 完成
書

99/1/31 符合

撰寫 100 年度綱要計畫書

完成撰寫 100 年度綱要計畫
99/2/28 完成
書

99/2/28 完成

完成 100 年度綱要計畫書一份

專案研究資料蒐集

蒐集整理研究相關資料

99/1/5 開始

99/1/31 落後

因研究小組人力調配因素，計畫
作業時程有所延誤。

蒐集數位典藏相關新聞報 持續進行數位典藏相關新聞
99/1/5 開始
導進行框架研究
報導蒐集

99/1/31 落後

因研究小組人力調配因素，計畫
作業時程有所延誤。
因研究小組人力調配因素，計畫
作業時程有所延誤。

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完成舉辦小組研究討論會

99/1/20 開始

99/1/27 落後

參與 2010 國際書展

派員參與 2010 國際書展

99/2/29 完成

99/2/29 完成

召開推廣範例書編輯會議

完成召開推廣範例書編輯會
99/3/1 開始
議兩次

若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理情形說明落後原因。
預定進度累計至 12 月為 100％，請依各計畫計算方式呈現，可算至小數點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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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1 完成

預定30 實際

18%

月份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參與 TELDAP 國際研討會

派員參與 TELDAP 國際研
99/3/4 完成
討會

參與 98 年數位典藏成果展

派員參與 98 年數位典藏成
99/3/19 完成 99/3/19 完成
果展

進度累計％
辦理情形29

99/3/4 完成

參與國家電影資料館數位 參與國家電影資料館數位典
4-6
典藏與數位學習加值應用 藏與數位學習加值應用工作 99/4/16 完成 99/4/16 完成
月
工作坊
坊
參與專題演講「自由軟體授 參與專題演講「自由軟體授
99/4/20 完成 99/4/20 完成
權條款的法律分析」
權條款的法律分析」
參與「典藏過去，開創未來 參與「典藏過去，開創未來
──從數位典藏到數位人 ──從數位典藏到數位人文 99/5/5 完成
文研究」交流座談會
研究」交流座談會

99/5/5 完成

參加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參加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舉
99/5/27 完成 99/5/27 完成
舉辦之「2010 公民新聞論
辦之「2010 公民新聞論壇」
壇」
出席並支援子五推廣應用
出席並支援子五推廣應用公
公開徵選子計畫舉辦之公
開徵選子計畫舉辦之公開徵 99/5/31 完成 99/5/31 完成
開徵案團隊第二次心得交
案團隊第二次心得交流會
流會
辦理 98 年推廣範例書電子 完成辦理 98 年推廣範例書 99/6/30 完成 99/6/30 落後 因授權問題，需進一步澄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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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30 實際

50%

40%

月份

工作項目
版本上網。

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電子版本上網。

進度累計％
辦理情形29
版權爭議，故有所延宕。

規劃採訪 99 年典藏推廣範
完成採訪六個徵案團隊
例書獲選案例

99/6/30 完成 99/6/30 落後

規劃辦理協作平台上線事
完成協作平台上線
宜

因原始規劃模式不符需求，故重
99/6/30 完成 99/6/30 落後 新擬定運作模式，導致進度延
遲。

7-9 規劃辦理協作平台上線事 完成協作平台上線及相關推
99/9/30 完成
月 宜
廣活動

99/9/30 完成

辦理 98 年推廣範例書電子 完成辦理 98 年推廣範例書
99/9/30 完成
版本上網。
電子版本上網。

99/9/30 完成

參與 IAMCR 2010 年會

參與 IAMCR 2010 年會

預定30 實際

因執行編輯人事異動，辦理進度
有所延遲。

99/7/31 完成 99/7/31 完成

規劃採訪 99 年典藏推廣範
完成採訪六個徵案團隊
例書獲選案例

因適逢暑假，各計畫主持人皆有
99/9/30 完成 99/9/30 落後 安排國外考察行程，訪問時間難
以敲定，導致進度延遲。

撰寫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完成研究報告架構規劃
報告

99/9/30 完成

因研究資料龐雜，需進行大量且
99/9/30 落後 精細的分析作業，導致作業延
遲。

撰寫學術資產與文化研究
完成研究報告架構規劃
報告

99/9/30 完成

99/9/30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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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55%

月份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進度累計％
辦理情形29

預定30 實際

撰寫文化與公共資產新聞 完成撰寫文化與公共資產新
99/9/30 完成 99/9/30 完成
框架分析研究
聞框架分析研究。
規劃出版 99 年典藏推廣範 完成 99 年典藏推廣範例書
因校樣品質不符需求，抽換樣本
99/12/31 完成 99/12/31 落後
例書獲選案例
出版作業
重新印製，導致進度延遲。
撰寫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完成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報
於研究過程中發現新資料，需重
99/12/31 完成 99/12/31 落後
報告
告
新規劃研究架構。
10撰寫學術資產與文化研究 完成學術資產與文化研究報
99/12/31 完成 99/12/31 完成
12
報告
告
月
撰寫文化與公共資產新聞
完成投稿作業
99/12/31 完成 99/12/31 完成
框架分析研究
撰寫 99 年度結案報告

完成 99 年度結案報告撰寫 99/12/31 完成 99/12/31 落後

撰寫 99 年度結案報告

完成 99 年度結案報告撰寫 100/9/30 完成 100/9/30 完成

撰寫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完成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報
100/7/31 完成 100/7/31 完成
1-6
報告
告
月
規劃出版 99 年典藏推廣範 完成 99 年典藏推廣範例書
100/1/31 完成 100/1/31 完成
例書獲選案例
出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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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65%
因計畫延期，故未完成結案報告
撰寫
100%

【附錄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9 年度深度訪談謄稿摘錄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99 年度子二計畫
------ 近傳組深度訪談轉謄紀錄表 -----受訪者姓名

蕭旭峰老師及助理林韋宏、林佑安、蔡宗儒先生

受訪者職稱

台灣大學昆蟲系副教授及計畫助理

電話

02-3366-5530

E-Mail 信箱

sfshiao@ntu.edu.tw

採訪時間

民國 99 年

採訪地點

台大農業昆蟲館

訪談者

方念萱老師、助理謝昇佑、助理陳儀芳

謄稿人

林詩宜／謄稿、助理陳儀芳、謝昇佑／校閱

訪談目的

【方老師近傳組研究訪談】

訪談問題

典藏推廣部份：
1 請問推廣典藏的貴（徵案）團隊從第一年參加徵案至今，這幾
年的推廣計劃次第開展的階段性任務是？
2 在沒有參加數位典藏計劃之前，對於現今已經數位化的珍貴資
料的保存與提供近用的方式是？
曾經參考數典資料庫中是否藏有相關文物嗎？
3 提案之初，所欲收藏典藏的對象就是刻正進行的所收藏、推廣
的資料嗎？欲典藏推廣這資料的原因是？
4 當初設想的逐年推廣觸及的對象與現今觸及的使用者，可有異
同？
5 設計之初，可曾參考哪些本地或國外的推廣平台？推廣範例？
請說明。
6 請問貴團隊在推廣過程所希望、應該建立的實體社群上有什麼
樣的想像？ 在台灣進行類此的教育推廣，挑戰為何？貴團隊如
何因應？如何修正推廣目標？

3 月 24

日； 14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有關使用者：
1 請問貴團隊對於現在你們網站使用者的想像？是否調查過網站
使用者？在網站上是否真正觸及所想像的目標使用者？為何？
2 是否計劃結合運用教材的老師學生的回應內容？
權利關係（社群文化）
1 以下問題是數位典藏計劃中商業推廣與非商業推廣過程中都極
為重要的一個課題 ──請問計劃主持人，對於團隊所典藏、推廣
提供的資料或拍攝的影片等，是否立有明確的授權的規則？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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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於文物、生命經驗的數位典藏，在網路上供公眾近用的人
己權利關係的想像與認定是什麼？
永續經營
1 貴團隊參與數位典藏計劃多年，對於整個大計劃以及貴團隊進
行的推廣計劃而言，若論永續，有什麼樣的想法與建議？在政
策、資源、想像與合作上有何建議？
訪談記錄製作
◎

1.條列式重點記錄
2.逐字謄寫

（方念萱老師以下簡稱方老師；蕭旭峰老師以下簡稱蕭老師）
方老師：我們之前也一直在持續進行訪問，因為我們的團隊是做學術傳佈與文化
推廣，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在數位典藏裡面，在推廣這部份，不同的團隊，
有沒有 workout 不同的 model。計畫已經進行這麼多年，所以我們的訪
談就進入到請問說各個團隊，當然主持人都是學院裡面的老師，有接國
科會案子的經驗，基本上也都有連線的概念，可是就數位典藏的傳承保
存，希望永續。所以我們今年的訪談問題比較多是問典藏推廣單位在過
去這幾年推廣的經驗，以及對於 sustain 永續的一些想法，大概是這樣。
可是這觀念怎麼用，就看蕭老師這邊的一些經驗，因為經驗很豐富，所
以基本上，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幾年碰到的一些挑戰跟經驗。我知道數典
有其他的子計畫團隊來訪問過你。
蕭老師：好像沒有耶！我們的計畫大概從 93 年就開始做了。這個計畫前身是昆
蟲分類鑑定方法、數位資料與科學圖鑑出版品，及大專教科書之應用。
這兩個是接續的，這個是新的，數典做的，97、98。93、94 是上一個，
就是第一期。
方老師：那時候蕭老師這個期不是專案，是子計畫，等於是數典計畫項下的子計
畫，是典藏部分的子計畫？
蕭老師：不是耶，這也是獨立申請的，跟數典沒有關係。那時候叫做創意加值，
現在叫做什麼應用及推廣。
方老師：對對，這是第一期計畫的時候。所以蕭老師這邊看到的 93、94 這兩年，
基本上是在建置，典藏的建置，是不是？
蕭老師：也不是。因為我們同時有很多計畫，像現在我們有三個計畫，一個是第
一分項、第四分項，還有第八分項。
方老師：四分項就是專案的部份，八分項是什麼？
蕭老師：國合。
方老師：喔！OK，國際合作的部份。
蕭老師：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就有類似第一分項的計畫在做，所以利用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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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去做推廣。因為那邊有 support 我這塊。這兩個其實當初是我們在
做類似現在第一分項的內容，所以我們就順道申請了，那時候叫第幾分
項我忘記了。
方老師：這個可以查沒問題。
蕭老師：這兩個是在那時候申請的，這兩個是後來的，97、98。99 就沒有了。
方老師：所以蕭老師剛才說前端兩個算是內容建置，後面是推廣。這個分法可能
沒有辦法很貼切說明這個計畫。
蕭老師：因為我們不是只有專門做這個計畫。我們同時有三個計畫是 under 在數
典底下。第一個計畫從最早第一期第一年就開始做，所以我們做到現在
已經第十年了。
方老師：哇！那個是一直連續的。
蕭老師：本來說第一分項沒有，因為那時候說不 support 了，後來又提出來一個，
我們就加入了，是 conti 的部份，這部份是推廣。其實感覺是延續這個
部份在做，內容大同小異，不過對象有點不一樣。因為我看你們題目沒
有寫到這個，所以大概跟你們介紹一下計畫的整個架構。所以你問我們
為什麼要做這個，因為我們本來就在做的，只是把那個東西拿過來做另
外方面的應用。因為我們本來做的那部份，坦白講他也不要求我們要幹
麻，就是說明資料，頂多建置個網頁。
方老師：我可以先請教蕭老師一下，在參加數典之前，在細項或學術單位裡面，
就已經開始在進行類似像這樣專業上面需要資料的典藏嗎？特別是昆
蟲這塊。
蕭老師：我們在 88、89 年開始做，那時候叫數位博物館，那是更前期，我們就
有參與。
方老師：對對！那我們再把問題往前推，在數位博物館之前？
蕭老師：沒有，完全沒有。
方老師：我之所以這樣問，不好意思，因為我們計畫比較關心的是，推廣的團隊
有些本來在地方社區文史工作他就一直做了。所以他後來會提供給我們
一個參加數典跟參加數典之前，有國家的資金挹注，前後的限制跟調
整。當然在學院當中的人我們比較習慣接近，所以想請問蕭老師在數位
博物館之前，是不是本來就在做。
蕭老師：沒有這麼完整。其實在 89 年之前，我們有照相，而且 88 年以前都是照
slide，根本沒有照電子檔，後來是 slide 列印出來再去 scan，不曉得這
樣算不算。
方老師：可是那個用途是教學，還是已經有系統的把那些資料存藏起來，將來可
以研究。
蕭老師：主要是教學。坦白講那時候我們學校裡面的博物館是沒有經費的，所以
不可能有錢讓我們去做這個事情。我們跟有些人不一樣，有些是本來就
典藏在做的。現在有趨勢說安排台大有個博物館區，所以才開始。之前
博物館根本完全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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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老師：所以博物館到典藏，這個錢的挹注，事實上也可以說是直接刺激帶動這
個典藏。
蕭老師：可以這麼講。其實台大本來一開始要做實體博物館。東帝士本來要捐一
棟給台大做台大博物館，就現在台大總圖的位置。後來實體博物館在談
的時候，這個計畫就慢慢出來，那我們幹麻要花那麼多錢去做實體博物
館
方老師：而且人也跑了（眾笑）。
蕭老師：我們那時候這兩個計畫都是公開徵求的。那這兩個不是，現在這個好像
跟我們的機構計畫合在一起，我們每個系都有申請，機構計畫的第一分
項，少數幾個計畫沒有過，大概都有過。
方老師：我們之前有去訪問數典中心的蔡博士，去年年底。因為台大的情況特殊，
跟別的學校不太一樣。
蕭老師：對。因為我們是以機構為主，但還是有些計畫沒有過，我們是做了很多
年，其實有一年沒有過，所以中間斷了幾次。95 好像沒申請，96 好像
沒有過，97 開始做。
方老師：那在 97、98 四分項徵案這兩部分，蕭老師這邊的經驗，因為數典從我
們的角度，看起來我們這邊問的問題多是我們關心的，在我們的想像，
有的人推廣就是把典藏的東西進行推廣，他不見得是要建立一個使用者
的社群。有些人在推廣的過程當中，希望使用者的社群能產生 content，
再回過頭來。所以每個人對於推廣最後，那個效果的想像不太一樣。稍
微解釋一下問的問題。
蕭老師：我們沒有設定什麼社群。因為我們是教育單位出來，所以我們的對象就
是所有需要這些 information 的人。所以從一開始，從大專教科書，逐
漸現在這幾年小學、幼稚園、中學教課書。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我們做的
東西，用我們最大的能力把它推廣出去，所以最近包括我們很大的展
覽。但我們並沒有設定要成立社群，因為我們的對象是 overall 所有的
學習使用者。我們也許有區隔，這個是高階的、或是這個是童書的。但
我們並沒有設定這個固定誰去使用，倒是沒有。
方老師：我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奇怪，但是因為在過去幾年的訪談當中，有的大學
或研究單位，他參加數典，會認為對他所典藏存藏的資料，最清楚、資
訊什麼是正確，或者在我們社會最需要用的這些人，其實本來就是他在
研究的社群。所以有些研究者或典藏推廣者他認為，在學院裡面做這樣
的工作，典藏本身就是一個 virtue，就是一個很對的事了，所以他不必
去設想其他的使用者。甚至當開放給非學院以外的使用者使用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一些價值上的混淆。這個當然未必是在蕭老師的單位。
蕭老師：我們學科比較 general 一點，像物理、化學、數學一些學科，不容易。
我們昆蟲把它推廣成一個學科，生物的一個分支，它適用只要你有興趣
都可以這樣做，適用範圍沒辦法去設定哪些人會去使用。要讓更多人有
興趣，所以盡量從各種可能角度去切入做推廣。
方老師：我記得蕭老師是不是在這個期中還是期初，不知道是您還是另一位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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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好像講到說，其實針對中小學的使用，在教育上很受到九年一貫的
影響。所以在推廣上…
蕭老師：那其實是我。我們當初在做教課書的時候，就有很大的問題。
方老師：這經驗可不可以，因為從那時候到現在是不是有所突破？
蕭老師：我們一開始，93、94 年的時候，我們算是比較早期。因為那時候叫應
用創意加值，要有東西出來才叫做加值阿，沒有東西哪叫加值！那個
concept 很難定義，所以我們要實體的東西，第一個想到是出書，出童
書出圖鑑。這一搞，那時候我們東西都弄好了，出版社意見非常多。我
們很強調、要證明說我們東西丟到市場上是有競爭力的。問題是說你真
正丟到市場上去的時候就碰到很大的問題，因為出版社要籌資的時候就
要考慮很多，好不好賣。我們的 profession、idea 到那邊去就會全部被
改，那全部改我們幹麻做，我們就把 content 給他就好了，我們不是去
加值這個 content，我們就做我們的 content 就好了，丟給你們做 market。
這樣他們也不要。現在其實真正直接去買，授權的也不多，除非像故宮、
央圖去做一些漂亮的東西，不然你說像我們這種比較學術、這些
information 真正使用不多，我們昆蟲應該算不錯了。有些像要做什麼美
工設計的，他哪有什麼授權。我們的目的不只是這樣，而是希望整理整
個 package 賣給他，那他們的意見就很多，例如你們沒有要配合九年一
貫的…例如九年一貫有這個蟲，你們為什麼用那個蟲，這樣我們不是全
部要改了嗎！
方老師：所以後來？
蕭老師：我們一開始光 93、94 就談了很多出版社，幾乎所有童書的出版社都找
過了，還有做圖鑑的，都簽了，後來還是沒有。
方老師：他們一直持續不斷有針對市場需求…
蕭老師：他們會有自己的意見進來。因為他們編輯進來就會想要主導方向。我們
想法是說如果要這樣子，就不需要做這種東西了。我們要用我們的角度
去做，同樣的我們的角度要加值什麼，創作什麼樣的資料，我們是希望
你們來幫助我們，他們不行。到後來沒辦法我們就全都自己做了，從印
製編輯到最後印刷都我們自己做，連最後要出版都是自己做。因為你知
道我們是國科會計畫，我們個人實驗室不能去出版，因為它的版權是歸
台大。我們也不可能賣啊，因為我們不能開發票。所以後來我們做完之
後就給出版中心，台大有個出版中心去出版。我們都全部做完給他，還
要給他抽成。我們當初其實就沒有設定要賺錢，我那時候一個很積極的
想法，就是丟到市場去看看反應。因為我們一直在講我們數典做得多好
多好，我們產值加進去要 commercialize 做成一個商品的時候，丟到市
場去可能就沉下去了，沒有人看到。
方老師：我打斷一下蕭老師，在這個過程當中，數典計畫本身，有沒有提供什麼
協助？我的意思就是說，譬如我們今年要把訪談的個案出成一本書的時
候，我們也會去找四分項或總計畫，希望知道他們過去有這樣的經驗。
我現在問的原因就是當我們談推廣推廣，理論上這個計畫一直在持續進
行。如果推廣本身是計畫一個重要的目的，這個經驗應該已經累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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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想法。所以當時像單打獨鬥有沒有…
蕭老師：我們沒有什麼管道。甚至我們那時候連印書、編輯的經費都我們自己想
辦法。我所了解那時候也沒有這麼好的支援，現在好像好一點，第二期
有考慮到說每個團隊去幫忙作執行。那時候主要在講智財權，但是我覺
得它美化的東西好像一直都沒有授權，比方說，我們台大現在有搞出類
似一個機構計畫，所以我們各個單位的東西要授權研究，丟給台大的總
計畫去幫我們做，所以我們省很多麻煩，不用跟那個出版社或是想要買
版權的人去談，我覺得我沒有能力做這個事情。他幫我們去談，談到說
你買這個東西多少錢，我授權給你這樣做。這個部份我們如果自己，譬
如說剛我講的，獨自找出版社幫我們出版，這基本上是個很痛苦的經
驗，說實在的，因為他們都有自己的考量。然後我覺得如果我們把這些
東西去掉，專心來做我們的東西，我們可以生產更多東西出來。如果持
續跟這些廠商去交涉，可不可以幫我們印，或幫我們這樣做，會花很多
時間。我們認為很有意思的東西，他不見得有 sense，也許他有另外的
考量，市場的考量，我覺得很難講。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這
種機構。比方說我有一個東西出來，我有一個草稿，或是我都做好了，
你可以幫我拿去賣，賣給廠商，譬如像授權那樣，丟個東西…
方老師：目前的確也沒有阿！所以我才在想說是不是不同的推廣單位會有不同的
經驗。那蕭老師後來你說像經由台大出版社這邊去幫忙，那後來到市場
上，這邊的經驗，就是你捨那個跟廠商、出版社合作的經驗。
蕭老師：我們台大出版社畢竟還不是外面商業出版社的對手。第一個他的通路不
夠大，台大出版社人家以為他是學術出版社，我們出那種童書，甚至
Video、DVD，一般不會有人想要去買。所以台大出版社，現在有好一
點，他有跟很多書店簽約，像誠品。後來這幾年，算是比較普遍，通路
比較大，但是畢竟還是不是商業出版社的對手。商業出版社可以花很多
經費去宣傳 promote，我們就沒有辦法做。所以一般來講就是丟到那邊
去，他賣多少就算多少。我們如果要自己賣，拿給出版社他也不願意幫
我們賣，就是這樣子。
方老師：所以蕭老師到目前為止會認為說，不是在 content 的製作或是網站的過
程，而是在走出版這條路，行銷上面的 model 來講，還沒有找到一個算
是你覺得是比較好、理想的方式。
蕭老師：現在其實等於是我們做完去給他賣。台大出版社跟我們的角色等於我們
寄賣，他幫我們賣這樣子而已，他沒有參與到前面任何一段東西。比方
說有專業的進來的話，對印刷、編輯這些東西，出版社想要做啦，但出
版社甚至想要改你裡面的東西，我不想讓他改太多裡面的東西。當然我
們可以給他做，但改出來怕完全不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東西。那後面這段
其實我們現在都自己做了，包括像編排、校對、印刷阿都我們自己做，
印刷廠也是我們自己找的。我們就做完像這樣一套，然後交給出版中心
去賣。
方老師：可是這個在交給出版中心之前，都是你們自己這些團隊的老師做的？
蕭老師：都是我們自己做的。我們那時候只是很單純想說，我們有很多比較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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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照片，小朋友對動物有興趣，你不能叫去他去看那些硬梆梆的東
西阿，那我們就弄一些卡通，有趣的，然後再進去裡面看。我們那時候
就就是出了這一本、這一套。當初做這套就覺得成本太高了，在市場上
沒有競爭力，家長不願意拿那麼多錢出來買給小孩子。
方老師：我們在訪談看到很多學校單位像輔大織品，他們在沒有參加徵案之前，
他們也都是從頭到尾，包括媒體，所有的製作都自己來，所以我們就覺
得很佩服。但如果說有些經驗大家可以累積，或許有些經驗是可以交
換，可能可以不用這麼辛苦，後面那個行銷的通路…
蕭老師：我們還沒辦法拍那種 DVD，那種更慘，還要有專業團隊進來幫你拍攝、
導演。
方老師：在數典計畫，目前我不敢說那些是不同 model，可是可能蕭老師也知道，
我這樣講可能也是外行人，就是說如果主題有一些類似，像蛙蛙世界或
是像嶺東大學，他們嶺東是跟外面業界的一個等於是傳播公司合作。然
後蛙蛙世界的話，楊老師可能就是變成經營一個像是教學上面在教師的
社群，然後在各地辦一些活動做推廣。我的意思是說，我的重點並不是
在這裡找到一個文化推廣最好的模式，因為每個人都有每個人的脈絡。
所以我想請問蕭老師的是說，那時候有曾經向外面的單位、像傳播公司
之類的合作，因此去，假設啦，不見得會比你們優，但他們可能在寫腳
本或拍攝上有些不同的想法，或是經營那種教師的社群。這些想法蕭老
師有曾經考慮過嗎？
蕭老師：因為我們系上同樣另一個老師在做類似的東西，石老師你聽過嗎？石正
人老師。
方老師：也是數典的老師？
蕭老師：他比我更早，做那個數位博物館。他現在是做國科會的那個科教處，科
學傳播的計畫。所以他的部份就跟我走的方向不一樣，他主要是做，他
現在有影片在公視上播，他在拍昆蟲的影片，介紹給小朋友認識昆蟲這
樣。他的方向就跟方老師剛講的差不多，而且他外面也有很多個活動。
不過他那邊一方面人手比較夠，因為他做推廣要很多人。像我們去年就
曾經試過，去年開始也是到處去跑，就是如果有人要我們去講，我們就
去講。但是後來發現每個都去，很慘耶！一下在台北，一下在屏東什麼
地方…
方老師：那些單位是學校嗎？
蕭老師：我們都是以學校為主，就小朋友阿！從國小、幼稚園甚至到高中都有。
我們可能就發一個通知出來，如果你需要我們去做，我們就去。
方老師：就是老師帶著就去現場。
蕭老師：就是去上個課，順便跟他們說我們有在做、推廣這個東西。我們之前就
被人家質疑過說做一個網站，網站其實是被動的，人家其實不會上去
看，那我們就要去宣傳說我們有這些東西，你們要上來看。我們就做這
些動畫、廣告，或是一些貼紙什麼東西，然後宣傳。最好的方法就是當
面跟他講，就是去上課阿這樣。所以我們現在大概以上課方式去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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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對象就是很廣泛。像這邊應該有…
方老師：最近還有這樣的安排嗎？就是到處去上課。
蕭老師：有，還是有。最近因為我們在動物園辦，每個禮拜都要去上一次。
方老師：對對對，是禮拜四是不是。
蕭老師：對。我們每個禮拜都去上一次。
方老師：我們上次有預約…
蕭老師：他現在已經幫我們安排固定每個禮拜四都要去了。（翻東西）還有一些
是我們送書給他，我們不要他的錢，但我們希望他放在圖書館，我們不
送給個人，我們送給學校。那我們要做個業績，我們就先跟他們講說收
到我們這些書，這是我們的作法。因為坦白講真的不好賣，難怪出版社
沒有把他做掉，真的不好賣。那商業出版社說 promote 是不是請個明星
來做廣告，還是一樣明星都放在頭排，書都放在架子櫃子…
方老師助理：那老師你們的書在動物園有沒有賣？賣得好嗎？
蕭老師：也有賣。賣得還好，也不是很好，賣個二、三十本就不錯了。
蕭老師助理：那個大本的從過年到現在才賣五本。
方老師：因為單價高嘛！1000 塊？
蕭老師助理：900，小本的賣十三本。
方老師：這個會不會跟現在很多家長覺得這些教材會在網路上有，就…
蕭老師助理：哎！我這禮拜過去就很多家長自己問我說，你們怎麼賣這麼貴阿。
因為動物園那個商店也要抽成。所以有媽媽跟我說好想買喔，但一看唉
喲這麼貴他就不要了。
蕭老師：在學校買出版社是八折，他那邊是照原價賣，因為他要抽阿。
方老師：蕭老師剛講得我當然完全知道，因為我們在徵案的說明會或交流會都
會，在分項的子計畫，孫老師也會提醒說網站是被動的，要走出去。可
是，因此也會有些團隊會認為說在網站上面去進行推廣。所以他的網站
上就會設計各種，譬如比較互動，或是計算一些來互動的方式，不管是
人次流量或是留下一些紀錄。
蕭老師：我們曾經有想做這個，就是使用者的分析。
方老師：我們在這裡並不是來要求，絕對不是。只是想說不同的單位、不同的團
隊，資源人數都有不同的限制。所以很想知道各個團隊的經驗。有時候
說網路上看人次，他也不見得就代表特定的。從我們學傳播的，我想數
典會找我們這個團隊，因為老師這幾年都是我們新聞系的老師，可能他
會想說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把使用者目標確定以後，去設計一些策
略。可是也沒那麼簡單。所以也有很多團隊會認為使用者是開發的，一
開始也不知道使用者在哪裡。所以我就是一個 open 的問題，想說蕭老
師這幾年下來，會不會越來越摸索，比較知道使用者比較確定，或者其
實使用者可以是各式各樣，所以反而比較寬鬆，不像當初限定的，說只
是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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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老師：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沒有設定使用者的範圍，所以我們也沒有什麼問題。
我那時候曾經真的有想過要做，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型，就是做使用者那
個型，為什麼沒有做，因為後來做的系統效果不好，因為還要多花錢，
所以我們就沒有前做，那要多花一點錢，設計一個好的系統去放到我們
網頁裡面去。後來我們就比較從被動到主動，所以我就比較不 care 那
塊，反正他愛看不看，我們就主動去推廣，一直累積到最後我們就受不
了了，我們就出來辦一個活動，就豁出去了，反正最後幾年，我們自己
要把它做一個總結。後來我們就鼓起勇氣自己跑到計畫去要錢，也沒想
到他就願意給我們。因為他也跟我們講過他從沒給過單一計畫這麼多
support 的錢。我們那時候算一開始這個展覽要花到兩百七十幾萬，因
為我們裡面都是用電器化的東西。我那時候一個構想，既然我們是數位
的東西，我總不能在展覽讓人家看的是一些圖片、照片，我一定要真的
有數位的東西，全部都要電器化的東西，做互動的、3D 的、什麼電影
院這些東西，那算一算，天啊怎麼這麼多錢，就跑去跟總計畫、跟學校
凹了一些錢，然後就把整個展覽弄起來了。雖然不是很滿意我覺得，但
還好啦！跟我們的理想還差很多，因為我們最後花了一百多萬，還不到
兩百萬，但我們當初是接近三百萬的預算，所以有些東西太貴都砍掉
了。但是總是說感覺上，我那時候就跟他們，還有個問題就是說，因為
我們是辦一個成果展，我們這個展覽光一個月就比你成果展全部從四年
到現在還多，你要看你們的效益阿！他們去國科會看那個展覽，爸爸媽
媽會帶小朋友來看，「爸爸什麼叫數位？」我們在後面置入性行銷，到
最後有一塊跟大家講說那個就叫做數位典藏，大家一看就喔原來這東西
就是數位典藏，在幹什麼的。我覺得這種效果可能遠比我們去網頁阿，
或是去辦成果展還有更有效。所以我們那時候看看，覺得這個不錯，後
來他們教授，李德財教授說也許可以考慮專案去投資幾個計畫讓他們去
做，這個比較大型的展覽，大型活動，這樣他影響力可能會更大。不能
每次都十幾面搭，把所有東西都丟到裡面大雜燴，然後讓大家去看…
方老師：因為那個成果展大概只能走馬看花。
蕭老師：因為其實有些東西很有趣，但是他沒有辦法把它展現出來。但是你要跟
他做，他可能不要。一方面可能要多花時間，一方面他經費也不夠，總
不能小小的展覽他預算就超過一整年預算的錢，所以根本不可能做。
方老師：這個過去像我們過去訪問淡江大學做棒球維基的林老師，他們過去辦展
好像就是跟已經在進行的棒球運動做搭配。那這個展場放在動物園，其
實感覺上也蠻類似。就是說跟已經在進行的東西結合。所以我的意思就
是，當然這本來應該等展覽結束以後，再來請教蕭老師對辦展的評估，
就是說當初在設計團隊辦這個展，除了提到說就是要豁出去了要走出
去，在挑選地點跟思考，或是這個展達到的效益，目前看起來？
蕭老師：還是不太滿意。但是我覺得比原來靜態的好很多。因為我們即使去賣書，
丟到書店去，人家翻翻也不看了，眾多書的一本他不會刻意去看。但如
果擺這邊，他看到這個展他會進去走一走，這樣走進去就會被我們洗
腦，可以這樣講。所以我覺得更貼近，跟我們當初設定的方向是很接近
的。我們主要要針對小朋友，從小朋友影響到家長。因為他們動物園每
個禮拜都有，全台北市的小朋友都會去做校外教學，所以我們就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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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拜四去。其實禮拜二他們也有去，禮拜二是他們的志工日（翻圖片、
指助理）
。所以我們就去教導他們的義工如何帶展，所以他也去好幾次。
先去教他們志工怎麼去講解。
方老師：等於是種子。
蕭老師：對對，因為我們不可能每天去，我們也才幾個人，不可能每天派一個人
去那邊顧在那裡。所以我們訓練他們的志工去講解。
方老師：這個志工教育訓練還會再辦嗎？
蕭老師助理：已經辦了三次了，接著要看他們的要求。
方老師：不好意思我提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們今年的訪談，我們去年我不知道蕭老
師有沒有，今年計畫主持人是新聞系的孫式文老師，但是我們今年在訪
問完之後，在受訪單位同意，我們還是會挑選個案，然後放到這裡面。
就是因為我們做推廣，希望把一些好的模式放在裡面，因為我們是請專
業的攝影及文字記者來做，不是我們自己。所以攝影記者在這本書的經
驗裡面，他會希望放到這本書的專業團隊同意，他可以跟拍。所以我們
才會在今天來訪問的時候，同時問看看這個可能性。因為假定你們接下
來有任何戶外活動，我們就比較想知道一些時間。像展覽或是教育訓
練…
蕭老師：活動的話都是這個、室內展覽比較多啦。研究助理直接到現場去說明。
我們每個禮拜都至少一個學生、助理一起去這樣子。
方老師：那之後可以再問日期…
蕭老師：到六月都還有。
方老師：還會到別的學校推廣嗎？像之前到外縣市？
蕭老師：我們因為最近在弄這個展，所以人手比較不夠。像上禮拜上上禮拜（指
助理）他還要有一天去教導志工，一天去帶小朋友。所以我們現在就不
敢接了，大概等到這邊完會再去接。
方老師：蕭老師我現在看到三位助理跟蕭老師就是這個團隊的全部嗎？
蕭老師：我們就是一個一分項，他做最久（指助理）
，他是八分項，他是四分項。
我們一個計畫大概就是一個助理，都專任助理。雖然我們這個計畫只有
他是助理，但是他要做的我們都拉進來，包括學生都拉進來，沒辦法因
為我們就只有一個人怎麼做。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我們到六月之前這
活動都在進行。
方老師：剛蕭老師提到說，做這個順便置入性宣傳數典，蕭老師您跟助理到各學
校說明，或這展覽，你覺得一般民眾聽到數位典藏，在你跟他說明之前，
有沒有一些理解？那個理解是怎麼樣
蕭老師：要看年級。我們上次去宜蘭，他們有沒有什麼概念（看助理）。一般來
講，國小、幼稚園他們理都不理你，他們要看照片。
方老師：我很好奇，因為是準備教材，老師您在介紹之前，他們知道有數典這個
網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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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老師：一般都不知道
方老師：這個問題我很好奇都會問，因為數典已經做了非常多年，可是不管從搜
尋或各方面…
蕭老師：你去做個問券調查就知道了，可能很多人都不知道。
方老師：我們之前也做過焦點，也做過線上的，但線上來填很多都學生啦！所以
要 reach 到製作教材的老師就是要靠這樣子。所以我們覺得整個數典的
知名度…
蕭老師：我覺得還蠻差的。像我們去那邊看家長帶小朋友去看展覽「喔，這有數
典」不曉得數典是什麼東西，大部分都不知道。
方老師：這名字也蠻生硬的。如果日常生活有經驗體驗，名字就不是大問題。可
是現在一般的感覺是，一般人聽到數典覺得還蠻陌生的。
蕭老師：我甚至覺得學術界有很多都還不知道，不用講一般民眾。
蕭老師助理：而且感覺上我們的數典就只是把典藏數位化而已。在推廣上來講，
跟傳統的模式是差不多的，但資料的呈現是數位上。所以那感受不深
啦！換個名子而已
蕭老師：所以我那時候為什麼會 design 這個展覽，最大的問題就是說我們每次作
成果展，頂多就是一台電腦，那電腦上是什麼，網頁。網頁我家就有了
我幹麻在這裡看。我們現在秀出來的東西，像現在我們在展覽的時候我
們就不是秀網頁，而是直接是 content 的東西，你就可以去互動去轉，
比如說 3D 的，去互動去選，動畫讓他們去播。如果那個東西還是放一
個照片也是可以啦，停在那邊介紹，那意義就不大了。所以我們就想說
花很多錢去做這個…
方老師：這個從我們傳播的角度，也是想要訪問，因為不同的徵案推廣團隊，他
們選擇不同的平台。之前像就在提出那個徵案標準，我們子計畫會希望
選擇一些新的議題，或者是手機阿、MOD。那是前幾年啦！
蕭老師：對那個我們都有想過。
方老師：但並不是每個團隊都能夠這樣。可是我越來越發現像蕭老師講那個面對
面，看起來傳統，但他在促使大家去應用上面，有他不能被取代的功能，
就是直接面對面的溝通，告訴你有什麼，然後怎麼使用。因為蕭老師這
邊用的是一個展覽，這個方式也是在整個推廣上比較少人用。因為要用
的錢多嘛！前例也少，所以我們在想說這部份…
蕭老師：我們是想說他願意給我們比較長的時間去展。如果今天花了兩三百萬只
能展兩個禮拜，那我覺得效果就很差了。所以我一直跟他爭取這段時間
要給我。剛好這段時間動物園的昆蟲館館長跟我是同學，那我幫他他也
幫我。那時候他也是想說放著他也沒有展覽，因為他自己也要想辦法，
每天傷透腦筋去想，那我就跟他說給我，但是要多長的時間這樣。因為
我們展覽不是那種貼貼照片幾萬塊就可以弄起來那種，我們是上百萬的
東西，所以我就跟他說要給我們一段多長的時間讓我做。像方老師剛講
什麼手機、MOD，我們之前都想過。像我們之前那個計畫要做教課書，
做導覽，不知道哪個老師做過，到哪個地方一按就知道什麼鳥阿。我那
211

時候就想到一個問題說，做完後誰要買？一定要有買家。
方老師：就需求的問題，還有價格上…
蕭老師：那個可能價錢更高了，比我們這更高了。手機還要裝軟體，要系統業者
的配合，怎麼可能。同樣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做成手機版，也可以做成
WAP 那些東西去做，但是後來想說要是找不到買家，這些東西也沒有
用。如果假定今天跟系統、電信業者說你可以幫我放上去嗎？你說你不
要錢他也不見得願意放，他要考慮是不是真的能吸引使用者。他們系統
要賺什麼，賺說你要加值。今天系統業者做了，沒有人要加值那等於沒
有用。你說我做完了送給你他也不要。
方老師：就是說今天真的要商業推廣，那個 business model 要怎麼去說服配合的
業者。那這個部份，其實數典多年了，在商業的推廣上，有沒有這樣的
前例我不知道。但如果是非商業的推廣，我在想說展覽這個介面去接觸
到的人可能又不同於其他品牌，所以我想問蕭老師在這個展覽上面，有
沒有一些設計，是能夠問到來參展，導覽完的學生，所謂的使用者他在
參觀或是聽講受教後，使用的一些想法，滿足一些之類的。目前有這些
設計嗎？去評估或收集。
蕭老師：是有想過要做。不曉得怎麼做。因為那時候我們跟總計畫一起合作，他
要我們協助做一個叫學習單。現在他們還在弄，他們有找一個師範學校
體系的老師專門在設計學習單。我們的部分主要是在做導覽跟介紹，跟
訓練義工。現場我們設計完之後，就提供一個平台讓這些在設計學習
單、讀後心得類似感想這些老師進來參與這些東西。因為老師今天帶學
生來參觀這個，他希望說不是浪費時間，希望學生是學到東西，那怎麼
去評量學生，他就從學習單來看。我們學習單目前是沒有跟學校直接合
作，我們現在可能是透過總計畫那邊有個老師要去設計學習單，從這個
地方再發文給各個學校去做這個東西。
方老師：所以等於是各個學校的級任導師帶他們來，他自己可以在班上提…
蕭老師：對。級任老師要有這些東西，你要先給他。我請你們來這邊，會給你們
紀念品啦，來玩不用錢，但是你們要做這個學習。老師很高興，因為他
們本來就要做這個事情，你學習單要設計給他然後請他幫忙去帶，收完
回來你可以 copy 給我們這樣。
方老師：這種比較感覺上回饋到出力氣的你們的團隊設計。從我們的角度，就比
較有個 feedback 可以重新評估傳播效果那樣子概念。
蕭老師：對。因為如果你在展覽上放一些意見單，我跟你講都被小朋友當垃圾折
飛機。
蕭老師助理：他們自己有學習單啦！只是都帶不夠，他們是課外教學，老師自己
都有學習單…
蕭老師：但都不在我們手上，因為我們不是動物園。但我們以後可以跟老師要一
下。當然如果是我們設計的可以這樣要求，但如果是他們設計的我們就
比較不好意思了。
方老師：我相信學校老師會把他們納入教學的一部份，所以他們要去看這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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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有沒有…
蕭老師助理：因為他們一天去不是只看我們那個地方，可能看一個小時就走了。
可是上頭寫的可能是整個動物園，其他的一些東西，貓熊或是跟我們沒
什麼關係。
方老師：我之所以這樣問的原因也只是感覺因為說，這幾年看徵案的推廣的方式
都非常努力跟用心，只是每個團隊幾乎在講的，還是會有一點不知道用
的人在哪裡，反應如何。所以從傳播的角度，影視的東西當然我們可能
用收視率、質化的調查或座談各種東西去蒐集或回饋，對我們來講是比
較重要。可是我相信對於原來在做典藏、推廣的團隊來講，這個東西可
能不見得是 priority。所以我只是想說有沒有用什麼方法知道，訊息設
計上怎麼可以改變。
蕭老師：因為我們的展覽對象是年紀比較輕的，倒是我覺得我們可以考慮跟老
師，因為人數沒有那麼多，一次來大概幾個老師，給老師一些簡單的勾
選。
方老師：所以現在來的這些小學他們就不會受到「喔！這會不會要考試拉，是不
是在教材裡面。」就沒有那麼功利了是不是？
蕭老師：沒有，這是他們固定要戶外教學，他們老師還很擔心不曉得要做什麼，
那我們幫他弄他很高興，來這邊看不是只是走馬看花，有些知識性的東
西在裡面。將來總計畫要參與，我不曉得他們進行的怎樣，因為最近可
能要開始用，他們要設計一個比較精密一點的學習範例，那就是完全針
對這個展覽去建置的一個東西，例如你看到什麼昆蟲，哪些昆蟲是什麼
樣子，類似這樣比較精細一點。你從這個學習單就可以看出他到底是不
是有在看，我們的學習效果是不是有達到。
方老師：這個到六月底嘛。跟著學期，忙的時候也在忙。
蕭老師：每次都不同學校來，還有外國人。為什麼會有外國人，因為我們有做國
合的計畫，來的時候他也很有興趣看我們到底想要幹什麼，我們就跟他
demo 一下我們這邊要做什麼東西。
方老師：在國合計畫項是不是有可能知道，其他國家在數位典藏進行的推廣跟教
育方式？有這個機會嘛。
蕭老師：我覺得他們沒有這個計畫。他們聽到這個計畫都很驚訝，說是很大的計
畫。看我們展覽就說不得了，他們博物館都沒這麼好。因為他們沒有
content，沒有人在做。他們都是小型的，沒有像我們這樣全面性的。他
們博物館做植物的，就有個植物的典藏計畫，動物的就昆蟲典藏什麼
的，沒有全國性的大型活動。
方老師：我們自己也在蒐集國外的例子，很多都是博物館在帶。像歐盟各個國家
整合在一起。不過我們之前也碰到，我們用一個平台是數位藝術展，日
本一個藝術家來，就碰到一個尷尬的事情。日本藝術家聽這個是個國家
型計畫，因為他在日本做了一個成功的典藏，是幫一個老學校，拍了照
片做數位化，學校要重建。他聽說被邀請來策展，是說要幫台北市，那
他說很好啊，國家型計畫。結果他來三個月，我們那個對口單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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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藝術的團體，他們沒辦法取得內容給日本藝術家做，因為授權的問
題。所以最後是按照所有可以免費授權，CC 的材料拿來以後，日本藝
術家複製了一個他在日本做過的數位藝術品，就是你手上帶一個戒指在
地圖上滑動，滑到哪裡就出現照片跟聲音。因為照片跟聲音檔在我們數
位計畫裡面，很多都不是 CC 的。所以我想請問蕭老師你們計畫裡面，
內容完全是自建，所以完全沒有授權的問題？
蕭老師：我們沒有別人的東西，全都是自己的，包括你剛看的這些東西（翻閱）。
我們提供東西給廠商去做，所以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基本上他們不會干
預我們的事情，因為我們是 content 的生產者。只是因為國科會礙於規
定他不能掛給個人，所以他就以學校為單位，所以這也是很麻煩。我們
可能自己做的東西也不能去賺錢做 sales。比如說我現在花很多錢做一
本書，成本能不能拿回來都不確定，我們現在其實坦白講只是好玩而
已，心態上就是看看到底有沒有人想買，效果如何，展覽有沒有人要來
看，只是有一點好奇而已。
方老師：很多就是我之前跟訪問的老師請教，因為這樣子的推廣計畫在性質來講
是應用性比較強。很多在學院的老師過去接的計畫可能就是在自己的領
域深造。所以也有些老師告訴我因為參加數典推廣計畫，他能夠用，在
社會上看到有些人可以利用，覺得很興奮。但另一方面，在學術生涯方
面，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從這些應用型的東西來算 credit，所以有些
老師提到在推廣上對學院中人的一些挑戰。那蕭老師是不是也分享一下
前面一些徵案主持人的經驗。就是剛蕭老師提到走出去啦，對教育上有
沒有用啦，其實這些思考我在猜，可能跟別的過去接的計畫屬性不太一
樣。
蕭老師：對完全不一樣，我們都做研究型的計畫，做這個也是不小心就進來的。
我想法就是已經做這麼久了，應該做一些事情。因為常常被人家 argue
說你們拿那麼多錢到底做什麼事情，有沒有什麼產出。所以我們就想東
西是不是可以包裝起來做個產品。因為正規的教授實在不願意做這個計
畫，沒有 credit，我們出版這個書沒有人理你阿，還被笑說沒事寫這個
幹嘛，會有這個問題。以台大來講我很難想像以後會不會有老師願意做
這個東西，應該會很少。
方老師：所以一般的氣氛還是這樣子。
蕭老師：對。甚至你談到你做科教的計畫都覺得有點格格不入，就是要做研究型
的計畫，會上 science nature 的計畫，做這種計畫就是不入流啦！為什
麼我會做這些，因為我本身 background 做分類的，所以我本來就跟博
物館在一起的，那時候我就想我們博物館很老很舊，又沒有公開場合給
人家看，那我們就參與這個計畫慢慢做。做了很多發現資料很多但是放
在網路上有人會用嘛，很多小朋友很有興趣阿，那我們怎麼不做些東西
給他們玩，所以我們就出版這個東西。坦白講真的很浪費時間，後來的
結果發現也沒有預期的那麼好，一個通路不是很好，銷路也不是很好，
書虧錢也賣得不好。不曉得在幹麻…（苦笑）
方老師：我很希望說我們的計畫像在研究推廣上有一些東西可以供推廣的團隊參
考。當然每個人情境都不同，但我們會覺得既然推廣，尤其是非商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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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這個部份已經是這麼多團隊都著力，可是大家好像都自己在摸索，所
以希望可以蒐集些…
蕭老師：我記得第一期做計劃的時候，那時候的創意加值是什麼，就是把圖片印
在杯子上面，這就叫創意加值，那就覺得這很 nonsense，這就叫創意加
值那我也會啊！我想說除了圖以外，我們還有圖本身代表的東西，那我
們昆蟲本來就很有趣阿，很多行為跟科學的東西。我們就把它包裝成電
影、書、光碟這樣產品，遠比把它印在玻璃杯上面好多了。所以我不曉
得其他單位是怎麼做，我所了解我們產品知識性應該是比較高的。不是
純粹只是賣樣子。像故宮授權部分應該是產值最高的，因為他東西本身
根本不需要說明什麼，一個漂亮的畫，做成什麼東西很多人喜歡，那個
產值就很高，授權金就很高。我們昆蟲本身的照片就有些科學的
background 在裡面，所以我們就利用這方式。書籍是最簡單的，電子書
電子圖鑑啦，但我們先從小朋友開始。這個展覽也是針對小朋友。
方老師：那在網站的設計上，有特別因為針對不同年級的使用者為主，因此才思
考用虛擬的人物腳色或是進一步什麼樣的變換？
蕭老師：我們目前把所有的東西都放在一個網站裡面，那時候有想到要把它做成
一個統版，但目前還沒有能力做，先把這個展覽先做。網站的東西還是
受限於使用的人數不是很高。我們大概平均一個案子一個月 2000 多，
我覺得效益還是太低了，大部分上來網站就是看動畫卡通，我們乾脆就
直接把它弄成書，有興趣就去買。將來這個如果賣不掉就把它放上去，
我們本來就沒打算要賺錢。兩三千在其他單位我不曉得…我覺得是蠻低
的，有些網站其實他們一天就兩三千了。以動物來講，魚的就蠻多人在
做。但他們主要用的社群是誰，是科學的，做 research 的人去用，因為
他們的 database 是非常學術性的東西。我們兩千多個人是來自外面
totally 小朋友…
方老師：那也是蕭老師原來設計的，不能說目標，的確是比較合乎你原來想像的
profile 對不對？小學生。
蕭老師：為什麼那麼多人會來用魚的資料，因為他只要台灣的魚都會上這個資料
庫來找，全世界要找台灣相關的魚類都要上這資料庫來找，當然使用者
就多了。昆蟲全世界基本上全世界都沒有人做很完整的資料庫，因為根
本做不完，昆蟲是全世界動物最多的，數量一百多萬種，全世界生物也
才兩百多萬種而已，昆蟲佔了一半，所以昆蟲其實是比較尷尬的一個類
學，他的資料庫頂多就是提供很 rough 的參考，沒有像魚那麼 specific，
我們連 GPS 的資料也沒辦法做，因為產期資料太少了。所以我們就往
另一個角度去 approach，激發一些想要去做研究人的興趣，所以我們就
從小朋友下手。我發現這個年齡層很奇怪，從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歡昆
蟲，一直唸到國中還有點喜歡，到大學就不喜歡了，研究所都是不知道
要念什麼才來這裡念（眾人笑）。小朋友都很有興趣，但為什麼那興趣
後來都不見了，原因是沒有人提供更多的東西讓他往上走。
方老師：不然理論上外行人會認為說，這東西在日常生活當中會比別的更容易觸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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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老師：對阿。我覺得怪怪的你不覺得嘛。一個東西是小孩子很喜歡。我們這邊
辦小朋友夏令營都爆滿。
方老師：一般社區大學有沒有開這樣的課？
蕭老師：很少。我們如果要到哪個地方去演講，題目是昆蟲，每個學校老師都很
歡迎。到國中就比較慘了，高中更少。
方老師：所以蕭老師當初也是因為現在既有的趨勢，所以設定方向是這樣。也就
是說社會上有沒有人來接觸過，比方說社區大學？
蕭老師：沒有，都是我們主動。即使來我們大概也沒辦法 support 這些東西。
方老師：所以需求也沒有接觸到？
蕭老師：需求倒是有啦！都針對個人，請我、我們團隊助理去演講。但是不是很
多。
方老師：因為像東華大學楊老師那邊他們有在接社團，比較像親子的活動，等於
是爸爸媽媽帶著兒童，不見得跟學校，所以不知道除了跟學校小學之
外，有沒有別的…
蕭老師：楊老師那邊我也不曉得，他花很多精神在做這個社群。
方老師：不過他可能資源比較多，他用老師把他們拉進來一起，他們的 Base 可
能就大很多。
蕭老師：我們昆蟲的業餘者，其實很多國小老師都是愛好者。但是，一直以來這
部份組織都不好，我必須承認，這不是只有我這邊這樣，整個昆蟲界都
這樣。像楊老師那邊就做得很好，很會去 organize 這些人，我想他應該
花很多精神在每個老師的 connection 上面。我們這邊倒是沒這樣做，曾
經 organize 一些業餘昆蟲愛好者，業餘就包括很多國小、國中老師，他
們會來。後來這個組織慢慢就沒有行程。
蕭老師助理：我記得那時候去聽楊老師在分享，他說那時候辦這種小團體，沒想
到來最多的是民宿業者。這些活動是有助於民宿的經營。
蕭老師：就這點來講我覺得他們辦得蠻成功的，因為他把這東西炒成一個話題，
那個地方只要有辦就會有更多人來，另一方面可能他那個地方在東部
嘛，可能人口集密度沒有那麼大，是個比較小的區域。我曾經在想如果
那個東西到台北來辦，可能會辦不起來，會變得很亂很複雜。他在東部
那個區域，他就是整個區域的接上，他可以 organize 非常好，變成他們
有一個名氣出來。我跟他也蠻熟的，因為他以前是台大動物系畢業的，
算是我學姐，我一直很欣賞這部份，在那個地區他經營的很好。如果是
在大都市或週邊，怎麼把他經營起來我覺得難度很高。
方老師：這個也有挑戰…徵案推廣他決不可能滿足每一個人，所以我覺得每個人
看都有不同角度。所以我在訪談時想知道推廣的老師跟團隊，自己設定
的目標是什麼。像蕭老師剛提到民間昆蟲愛好者，本身自動自發組成的
團體動能可能就不像其他，像賞鳥…
蕭老師：我們長期以來昆蟲，職業跟業餘之間本來就不是互動很好，各走各的。
業餘的有另一批人在弄。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學校老師來做這事情，他們
216

可能也不會來呼應這個計畫，他們有自己的活動。
方老師：像貴展覽他們有提供什麼意見？
蕭老師：這個沒有。我們純粹就是針對小朋友，他們就比較沒有意見，他們覺得
這是卡通跟課本的教育。他們業餘的，我們叫蟲友，他們其實算蠻專業
的啦！針對這部份我們還沒有能力去組織他們，因為他們有些做得還蠻
不錯的。
方老師：而且目標也不一樣。
蕭老師：我覺得像青蛙這樣一個 topic，把他弄起來很好嘛。他也許可以 argue 為
什麼只有給青蛙一個的錢，沒有給做螃蟹的。我跟你說螃蟹你弄看看，
你不一定可以弄起來勒，做蛇做鳥要不要，鳥不是更多嘛，我們昆蟲也
很多啊…弄不起來！他一定花很多精神在上面。
方老師：蕭老師剛提供的意見，的確。因為推廣團隊他要走多遠，reach 到誰，
這些他可能也要看這個專業、主題在原來社會裡面腹地有多大，像你跟
提到民間的社團…
蕭老師：所以我覺得每個領域推廣的結果都會不一樣。像你用青蛙的方式來我們
昆蟲推廣，我覺得可能也會推不起來。
方老師：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並沒有想要發展最好的 model，而是想知道每個
推廣團隊遭遇的結構、脈絡上的挑戰。比較配合上台灣推廣的經驗。
蕭老師：坦白講我們最近這幾年整個計畫的理念是什麼，我覺得要讓小朋友對昆
蟲的興趣更具體化一點，以前小朋友對昆蟲有興趣可能是很膚淺的，認
為很漂亮很可愛。我們現在就是嘗試讓他一些學術性的東西，故事性加
進來，讓小朋友看了知道很可愛，記在腦筋裡面有這種東西，而不是單
純只是我很喜歡。我覺得這樣也許可以走得比較遠。以前他可能到國小
五六年級就沒興趣了，現在他可能到國中知道有這東西，會想去做科展
這種想法，會走得比較遠一點。這個想法跟他們做青蛙那種推廣完全是
不同方向。我們主要是想在小學、中學教育有一點幫助。因為這部份也
是小朋友反應最直接，小朋友喜歡，跟大人的社群不一樣。我們當初一
開始也曾經想要設計那種給專業的，所謂專業就是那些業餘的、有些做
很多的，他們有比較好的參考書，後來想想這種市場可能比這個還小，
而且難度也很高。所以剛給各位看的，一開始我們計畫的設計是大專教
科書，因為我們想說我們台大做的是很 academic 東西，怎麼會運用到
小朋友去。甚至審查委員會也會從這角度去看，台大做的典藏當然是以
學術應用上為主，但坦白講我們想半天也不知道這能做什麼學術應用，
主要就是往推廣方向去走的東西，做教科書、電子書、小朋友的童書。
所以就是不行再改一條路，不行再改這樣子。目前最簡單的方式我覺得
還是出版，像我覺得辦展覽就比出版更難。我們有場地提供的人，有經
費支持的人，有設計的人、原創的人，這些人要合在一起，大家都有意
見，不能這樣那樣，但我也不希望他走太遠跑到別的地方去了，所以最
後還是堅持這樣。如果說動物園要給錢，他給的經費很大，他可能就會
主導這個展覽範圍，要做什麼做什麼。當初我們很多錢第一個就是想到
廠商贊助，我們找很多廠商阿，要高畫質、要高科技的，我們的計畫展
217

出最適合，找 sony 嘛，要高畫質又要高解析度的。結果他聽了半天還
是不給不 support 我們，後來我想想也好啦！如果他真的贊助的話，我
們可能就要根據他一些想法去做。後來我們去找，全部的錢都是政府公
家的，沒有私人企業的錢，但很多展覽一半以上都是私人企業的錢。這
部分我覺得其實也是件難題，有企業進來也不見得不好，只是他對我們
計畫認識都還不夠，一方面要贊助這個錢，一方面要找知名度。他願意
贊助熊貓館，因為熊貓館那時候新聞炒很大。他們那時候就跟我們講
說，那時候就是被新聞騙了，熊貓館不如預期那麼多人去，他們投資很
多錢進去耶！我們那邊都失敗了，還要投資你這個…什麼是數典聽都沒
聽過。跟可以贊助展覽特別是大企業，也是很不好講。
方老師：所以蕭老師這個活動，那時候有特別在媒體、公關上去行銷嗎？
蕭老師：主要是動物園幫我們做啦！因為他平常都有一些搭配的廠商，發文去問
看看有沒有人要贊助。
方老師：他有寫新聞稿發到媒體說有這個展？
蕭老師：有阿！那是另一回事。我們是說找贊助商。贊助商是一開始就要找了，
也找了好幾個，從比較大廠，像 sony。sony 因為去年投資有點不太順
利，就…後來有發文給電腦同業公會，因為我們這主要是電腦，可是沒
有阿！我們時間已經到了，已經要展了還拿不到錢，很急阿！我們三百
萬只籌到兩百萬，還差一百萬，對廠商一百萬根本是小 case 嘛！但就
是找不到，所以一百萬那部份我就硬把它砍掉了，沒辦法。
方老師：這種協商花非常多力氣，風險承擔。
蕭老師：對阿。本來想得很簡單，裡面所有螢幕都 sony 贊助就好啦，光螢幕就
幾十萬去了，他一台也不出你有啥辦法，所以我們就從自己計畫去做。
方老師：蕭老師我請問一下，因為這個計畫蕭老師參加四年的過程，可是對於推
廣典藏的部份，我們在思考永續 sustain 可不可以持續下去。在學院的
老師很多接計畫都是一年一期、三年一期，計畫結束了，各自有各自的
盤算。不知道蕭老師這邊怎麼想，就是說這個形式數典計畫做一個資
助，有或沒有，怎麼影響你對於這些資料跟文物的保存跟推廣。或者說
接受數典的資助，你覺得他怎麼樣可以更幫助有心推廣的團隊。
蕭老師：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以前在學校總計畫都討論過了，各個分項都有這個問
題。特別是我們第一分項，做了一堆 content 最後要放在哪裡也是問題。
我那時候就建議，因為我們學校那時候有兩個方向，一個就是成立一個
數典中心，是一級單位直屬於校長底下，另外我的想法就是往博物館發
展。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實體的博物館，學校有贊助一些錢，雖然不是
很多，各個系館已經慢慢成立自己的博物館，以前可能破破爛爛的，現
在就是弄好一點，像一個展覽廳。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台大博物館群，
我覺得這將來應該會持續，或是集中在一起變成一個館也不一定，不過
我覺得實體的東西是不會不見的。反而我們虛擬的東西要放在哪裡是一
個很大問題，我覺得放在博物館是個辦法。將來有實體的博物館，也有
虛擬的博物館。我們一直在覺得說博物館是不是實體的比較不好，虛擬
的比較好，不會壞，但我的思考方向剛好相反。像你剛說計畫如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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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東西要放哪是個問題，如果有個博物館反而可以放在那裡，反而要
寄生在實體上面，因為你虛擬的東西一定是有個計畫在 support，計畫
結束就沒了阿！每個老師自己養一個 server 這個就關掉啦！像台大博
物館是不會不見的，所以最後就把它放在博物館裡面。
方老師：所謂不會不見是說，現在每一年維護他的費用是固定的、體制化的…
蕭老師：因為這些典藏品一定會有地方可以放，只是說展覽廳，現在台大給的錢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裝置。比如說我們昆蟲本來沒有展覽廳，台大就說旁
邊這個教室給你整理一下，你就可以當作展覽廳，類似這樣。我們將來
也許老師會退休、會轉行被 fire 都不一定，這些東西如果不見了怎麼
辦，你放在學校也沒人要阿，放到博物館比較實際。我們的想法虛擬的
博物館應該是寄生在實體博物館下。
方老師：台大博物館他的層級是怎樣？
蕭老師：他現在只是一個附屬，一個功能群，沒有什麼地位。現在主要是圖書館
在主導，以圖書館為首，圖書館館長算是 leader，圖書館為主，底下很
多比方說分圖。各個博物館基本上都是各個系自己在養，平常 routine
的工作是自己在維護。
方老師：所以這個博物館跟數典沒有關係？
蕭老師：沒有關係。其實台大博物館是在杜鵑花節才開放給人家看的。不過我們
現在已經做到跟一般博物館一樣每天都有開放了，除了禮拜一，外人要
去也都可以。比方說你要去看地質系的石頭，以前都沒有開放，現在有，
動物、昆蟲的標本館你都可以去看，因為學校有編一些預算在做這些事
情，我覺得這不會不見啦，即使將來沒有經費還是會繼續辦下去，因為
典藏品都在那裡你也不能把它丟掉。
方老師：這個想法很有趣。是虛擬的衍生在實體的下面。
蕭老師：你有實體的博物館，虛擬的多遠、anywhere 都可以去看，問題是虛擬
的東西要放哪裡是個很大的問題。
方老師：現在是放在哪裡呢？
蕭老師：現在是放在各個老師，或學校。當然中間有在做 ED 備份嘛，他自己放
他也沒辦法用，還是要真的會用的人才可以用。比方說我把我昆蟲的資
料庫放到中研院去他也沒人會用阿，他也不可能去 maintain 他阿。放我
們自己的系裡面博物館，我們自己都有專門的人可以去 maintain 這個東
西。像你地質的東西放到我們這裡來，假設圖書館說我有這麼大能力，
有這麼大 Server，你們全部丟進來博物館，圖書館做一個網頁「台大虛
擬博物館群」，問題裡面誰去維護，圖書館的人沒辦法去維護這資料，
還是要透過原來的人去做。那還不如放在各個分館，做 connection 上來
就好。
方老師：所以目前做法是這樣？
蕭老師：沒有，這是我的建議，因為計畫還在阿。將來如果計畫沒有，各老師要
怎麼，可能網站就關起來了，很可惜阿！我資料都給你了，我沒有虧欠
阿，我資料都放在中研院你可以去用，你會用嗎？你不會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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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老師：因為那個概念只是把它 archive 起來，並沒有 access。所以我們很好奇
就像蕭老師剛那樣講，因為很多人認為這東西已經數位了，就等於是永
續。可是我們推廣的角度，他藏起來沒有人碰得到阿！就是要能夠接近
使用。所以蕭老師剛講的那方式還可以起碼可以確保他可以接近的，也
需將來還有機會資源可以開放。
蕭老師：對阿。像比方說楊老師他做青蛙，將來假設他退休後，這東西誰要管，
他還沒退休前還可以自己管，說不用錢我自己管，退休後怎麼辦。要設
計一個東西可以放到學校去，變成他們學校一個特色，他們學校有這個
database，最好是放在他們系裡面，有生物相關背景的人去維護，將來
是連到圖書館去或是學校網站去。你說他做完後把資料丟給中研院好
了，退休後中研院有人會用嗎，也沒辦法維護阿，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大家都做了這麼多年了，總不希望東西就丟在那邊像倉庫一樣，所
以我們才會成立數典中心。數典中心不光只是跟數典計畫有關係，他
concern 的是將來整體是整個台大典藏數位化的發展，所以他計畫是學
校本身的經費在支持。我們現在還好，要不就放到數典中心，不然就放
到博物館去，當初提出這個想法，在座幾位系的老師也都蠻同意的。因
為每個系、校都有本位主義，台大的東西不見得願意給中研院，政大東
西不見得願意給台大。你說我中間成立一個 data center，大家做完的東
西國科會規定都放到中研院的 data center 來，大家都很心不甘情不願送
過去，送過去你也不會用阿，資料變成廢物沒有用。畢竟我我們做的東
西，像我們昆蟲只有我們學昆蟲的才看得懂，將來無論如何還是要這領
域的人去管理才是辦法。我的看法是這樣子。不過這在總計畫討論就已
經被提出來好幾次了，永續的問題，將來怎麼放，放在哪、誰去管理。
我覺得大家都想得太單純的，放個資料網站，將來要交給國科會或中研
院放，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方老師助理：他都以自然資源的角度去想，可是這是很典型的 human made
resource，只要人不見，他就不是 resource 了。
蕭老師：因為每一比數位的東西，我覺得都有很深的個人色彩在裡面，所以這個
人色彩你沒辦法去掉。能夠把它淡化到頂多那個專業領域的色彩。你今
天動物跟植物的就資料完全沒辦法溝通，也不是把它放在 data center 就
能解決的事情，沒那麼簡單。
方老師：最後一個問題是，蕭老師想請問一下，剛蕭老師提到書賣一賣，覺得那
個行銷的管道，或是 delivery 的效果，可能還是放在網站上讓大家使用
的話，你還是會考慮把書整個電子檔放在上面公開。
蕭老師：會，我們將來可能會考慮這樣做。我們這批賣完可能不會再版，但我們
還要顧慮到現在花錢買書的人，所以這個事情不會那麼快做啦。因為如
果在網路上有，買的人會說我才剛買你就給我丟到網路上去，會被罵阿。
方老師：這個決定是蕭老師或研究團隊自己決定就 OK，還是跟台大出版社那邊，
需要他們同意的地方。
蕭老師：我們有完全的版權，所以應該沒有問題。其實我們本來應該是把它完整
丟上去的，理論上是這樣嘛，因為我們接國科會的計畫，我們這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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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老師：合約上也沒有一定這樣說，他本來就沒有要求你 CC，因為那個計畫從
第一次要求，後來徵案就沒有要求。
蕭老師：不過我們每次都要寫一些報告，產出多少，內容多少，甚至委員會上去
網站上看嘛。你說你不是做了什麼動畫，怎麼都沒看到？我就跟他講說
我們出書了，做成商品化的東西，這商品化的東西將來早晚有一天要
release 出去變成他 use 的東西。這個坦白講其實只是好玩而已，我們沒
有想得太多，我那時候真的很好奇這種東西到底有沒有人要買。我們自
己在這邊看覺得蠻好玩很可愛，丟出去有沒有人要。後來發現大家都來
跟你要，可不可以送我一本這樣，沒有人要買（眾笑）。
方老師：這幾年經濟情況不好，所以我們之前談到像交大浩然圖書館那邊，他們
也開玩笑說是用走唱，一面走一面教學，去各個小學，那個反應也很好。
可是那個可能真的像團隊裡面要有人全力奔走，這對很多徵案…
蕭老師：他們真的要很多助理…我們都是一兩個助理而已，那這樣很累。
方老師：就是說能不能長此以往這樣做。我們在裡面看到說，第一個他有用面對
面的介面，第二個這是可以長此以往的嘛，sustain 的，因為如果資源就
是這樣，專任助理也不可能隨時…
蕭老師：對阿其他什麼事都不用做了，專心做那個就好，不知道計畫能不能支持
這種作法。他跟你講你都沒在做事，整天在外面跑。
蕭老師助理：而且推廣的目的應該是讓很多人來使用，現在變成自己在教，在現。
蕭老師：但你想想看如果沒有去推廣，真的推銷不出去。
方老師：所以我才提到如果整個社會對數典是有認知，會想到我們網站來看，也
許放在數典名下，各種典藏的推廣案子，也許可以比較順利。可是問題
大家對數典的認知很低，甚至還是二線，之後發展的徵案團隊去推廣這
個存在已久的數典，就沒有達到效果。
蕭老師：我覺得數典是比較特殊型的國家計畫，因為其他國家型根本不用這麼
做，他們不用推廣只要 research。只有國家型計畫才一直被質疑這個問
題。因為我們動不動就花國家很多錢，其實這個是有價值的。立委就問
你你這產值在哪裡阿？他們做光電的馬上就生產，幾億幾百億的東西出
來。你這東西產值在哪裡，有時候很難講。像昨天陳雪華老師到我們系
上演講就在講這個，談到產值的問題。立委最常問的就是你這數典計畫
產值在哪裡，我們也不曉得產值在哪裡。
方老師：我們有時候在探討學術傳播跟文化推廣這塊是非商業的，非商業的人家
就更容易讓人家覺得說你要怎麼評估效益。
蕭老師：我覺得我們應該強調那個產值不是經濟效益上的產值，不能 narrow down
到只有錢還是什麼。
方老師：像創意我們在前兩年的訪談當中，有一塊本來就是開放以後，公眾可以
接觸到本來接觸不到的。那個裡面接觸多了，創意就產生了。可是另外
一派意見就是比較商業，就是你保護他，因此有利可圖，會刺激創意的
產生。完全是南轅北轍的想法，如果從推廣上就是走商業、非商業路線，
數典在這邊好像沒有這方面想法。只是我覺得非商業這塊大家好像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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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備一格，又不能評估他的效益，所以我們就很想知道各個徵案團隊是
怎麼思考的，怎麼評估。
蕭老師：那你們有什麼意見（看助理群）？應該讓你們講，我都講不出聲音了。
他從第一期就做了做到現在。他是主要在照相。
方老師：我在訪問張茂桂老師，他就是內容建置。他一分項規定就很嚴格，就是
完全就是內容，界線就是非常清楚，完全沒有任何推廣的。
蕭老師：理論上那個不應該推廣。而且也沒有這方面經驗可以做。
方老師：不過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其實是推廣上面的作法，問的也比較是作法這樣。
蕭老師：對阿，我們主要就是講第四分項。
方老師：儀芳你那邊去看展覽有沒有什麼問題要請教老師？
方老師助理：剛老師都問了。我剛就有偷偷在問。
蕭老師：以你們的角度去看你覺得？因為我們都是，平常問到的都是我們同行，
我倒是蠻有興趣知道說完全不是這領域的人，看法是什麼。
方老師助理：因為我去是禮拜六，然後下雨，就很少人。那天裡面也沒有志工耶，
為什麼？
蕭老師：你要志工要聯絡我們，都團隊去志工才會。他不可能一個人去就站在那
邊等你。
方老師助理：可是我覺得落差是，他之前是有蝴蝶在飛嘛，你可以看可以抓，到
後來就變成數位，別的館好像都沒有這樣子，就是你可以親手摸到他也
可以看到照片。
蕭老師：我們的重點主要都是那些卡通啦！還有一些互動的東西。
方老師助理：裡面有些劇情真的還蠻好笑的，我就坐在那邊看，看能不能把比較
多人留下來，但如果沒人坐在那邊看…
蕭老師：不會，小朋友會自己坐在那邊看。因為你一般的展覽如果不是用這東西
吸引小朋友，我跟你講不會看啦，照片照多漂亮他根本看都不看，你只
要有字的他就討厭，一定要有那種可以玩的，我們後面本來還設計有跳
舞、比賽賽跑的，後來因為經費不夠就砍掉了。
方老師助理：後來變成大滑鼠嘛，可是那好重喔！
方老師：所以蕭老師這些展覽 idea，你們有特別去請教一些有策展經驗的，還是
就是團隊自己設想？
蕭老師：我們一開始想，跟幾個搭配的設計公司在做，他們有美工設計的人，有
立體、平面的。然後我們也討論很久，也很多想法，最後就是丟這個書
給他看，他就說那就照這個書去做就好啦。我們本來想從第二本，後來
從第一本，因為他們覺得第一本人物的特性比較鮮明，第一本愛麗絲是
比較早出來的。所以基本上，他設計我們的 case 也不花什麼功夫，因
為設計的圖幾乎裡面都有了，改一下而已。
方老師：我們是想說宣傳，怎麼讓數典的活動讓更多人知曉這樣子。但這裡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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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利益進來真的就會很困擾。謝謝謝謝蕭老師這麼多東西。
蕭老師：我們沒有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方老師：沒有沒有，我們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談到的這些。只是寫題目變得很…
蕭老師：這書可以送給你們…其實我們去還不只是空手去，我們要去推廣，去學
校講，還做了一些小貼紙送給小朋友，這其實價錢不高。一開始我們還
做了很多種，像鑰匙圈，可是小朋友不懂。
方老師：蕭老師你們去小學講課就是利用教材，這一套網站上的資料來…
蕭老師：都有。
方老師：當天結束，誠實的問，你們會希望當場有人購買書還是？
蕭老師：我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們反而去會送書給他們圖書館。不期望有人
會買。
方老師：所以辦這活動就是告知，讓他們知道這邊有這個資源。
蕭老師：完全沒有廣告效果。
方老師：可是起碼網站上的資源要給他們知道。那是最主要的目的嘛。
蕭老師：有阿，會給他們知道。但我覺得其實低年級中年級小朋友上網機率還不
高，老師可能會上去看。我情況就是放書給班級或是圖書館，甚至手筆
比較大一點就帶一兩本去當贈品，答對問題就送給他，但這不能常做，
成本太高。貼紙就幾乎每個小朋友都有，他們都很高興。
方老師：曾經有小朋友辦活動來你們網站上問問題什麼的？
蕭老師：不知道耶，也許有。我們另外一批人是一般民眾來問蟲是什麼，家裡面
有什麼害蟲，大部分都問這個問題，我們也在做這個事情，算是社會服
務，每個禮拜都好幾個，蠻多的。
蕭老師助理：看起來網站上有互動性的部份，效果還是有。
蕭老師：因為一般你拿去給人家鑑定都要錢。比方你家裡很多害蟲，就照一隻來
看，問我們是不用錢的。即使寄到我們學校來也要錢，我們有個鑑定中
心在幫民眾解決害蟲這些問題，一個 case 多少錢。
蕭老師助理：我覺得這部份好好推廣這服務，網站的流量很快就會暴增。
方老師：我是覺得如果蕭老師之後還要去各個學校，其實可以大膽一點，目的明
顯一點請他們上網來就那天的教學，因為學校會那麼歡迎你們…
蕭老師：我們都有跟他們講說網頁在哪裡。甚至我們一開始要推廣童書嘛，大家
都來買最好，問題是…
方老師：因為等小朋友回家跟爸媽講，二手傳播又講不清楚。
蕭老師：所以我們不敢這樣講阿，說台大跑來這邊賣書，搞不好他們老師都有問
題。所以我們純粹去講昆蟲的知識，放一些內容動畫，給他們這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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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降子而已，最後給他們一些…
方老師：所以我們今天講到的問題：為什麼低年級學童對這個主題這麼狂熱，後
來慢慢就…這真的是很重要的議題。這個團隊 concern 跟別的團隊在推
廣又很不一樣，但從知識傳承來講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所以你們
如果把這個當成自己任務的話，要怎樣去設計思考，這部份就很有意思
了。
蕭老師：其實很多國家都是這樣子，不曉得為什麼。
方老師：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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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 99 年度子二計畫
------ 近傳組深度訪談轉謄紀錄表 -----受訪者姓名

許惠美老師

受訪者職稱

佛光大學學數系助理教授

電話

0960-723934

E-Mail 信箱

hmhsu@mail.fgu.edu.tw

採訪時間

民國 99 年 4 月 8

採訪地點

政大水岸咖啡廳

訪談者

方念萱老師、助理謝昇佑、助理陳儀芳、助理吳欣隆

謄稿人

呂育全／謄稿、助理陳儀芳、謝昇佑／校閱

訪談目的

【方老師近傳組研究訪談】

訪談問題

「自由軟體公民團體運動」訪談問題：

日； 14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典藏推廣部份：
1 請問推廣典藏的貴（徵案）團隊從參加徵案至今，推廣計劃次
第開展的階段性任務是？
2 在沒有參加數位典藏計劃之前，對於現今已經數位化的珍貴資
料的保存與提供近用的方式是？
曾經參考數典資料庫中是否藏有相關文物嗎？
3 提案之初，所欲收藏典藏的對象就是刻正進行的所收藏、推廣
的資料嗎？欲典藏推廣這資料的原因是？
4 當初設想的逐年推廣觸及的對象與現今觸及的使用者，可有異
同？
5 設計之初，可曾參考哪些本地或國外的推廣平台？推廣範例？
請說明。
6 請問貴團隊在推廣過程所希望、應該建立的實體社群上有什麼
樣的想像？ 在台灣進行類此的教育推廣，挑戰為何？貴團隊如
何因應？如何修正推廣目標？
有關使用者：
1 請問貴團隊對於現在你們網站使用者的想像？在網站上是否真
正觸及所想像的目標使用者？為何？
2 是否計劃結合運用教材的老師學生的回應內容？
權利關係（社群文化）
1 以下問題是數位典藏計劃中商業推廣與非商業推廣過程中都極
為重要的一個課題 ──請問計劃主持人，對於團隊所典藏、推廣
提供的資料或拍攝的影片等，是否立有明確的授權的規則？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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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於文物、生命經驗的數位典藏，在網路上供公眾近用的人
己權利關係的想像與認定是什麼？
永續經營
1 貴團隊參與數位典藏計劃以來，對於整個大計劃以及貴團隊進
行的推廣計劃而言，若論永續，有什麼樣的想法與建議？在政
策、資源、想像與合作上有何建議？
2 從中央、地方、學校的各級教育政策、資源、本地的相關文化
觀念、以及個人與團體社團的資訊科技能力、對其的想像等各方
面而言，您覺得哪些對於「永續」形成最大的挑戰？
訪談記錄製作
◎

1.條列式重點記錄
2.逐字謄寫

共 1:55’
方老師：許老師現在在進行的是第一年、第一次參加這計畫。
許老師：對。我們是第一年申請的。
方老師：想先請教許老師，因為數位典藏計畫算應用型計畫。跟過去，所謂過去
就是國科會有一些強調是理論或學術性的計畫，他在本質上不太一樣。
所以許老師接這個計畫，就計畫主持人跟在進行上，你覺得你從國科會
或整個總計畫得到的資訊，跟你在進行上，你自己的感受跟心態跟進行
方式上有沒有差別。之所以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這跟我們現在在關心的
「永續」很有關係。台灣跟國外有一些這樣子的推動，比如像文化扎根，
他還是用 project base，以計畫為基礎。我個人是覺得這方面值得討論，
有沒有其他可能性。不一定是不好，所以想聽看看許老師的想法。
許老師：基本上我回來這才是第三年或第四年，一般來講我們都會申請國科會計
畫，但我第一年那個隨到隨審沒有過。第二年也沒有過，那第三年我們
跟…
方老師：題目跟 CC 相關嘛？對不起我打斷一下。
許老師：那時候不相關，因為那時候其實回台灣的時候大部分是做跟你博士研究
比較相關的，所以那時候會想做那樣的東西。當然後來還有一些機緣，
我們系是學習與數位科技學習，我們的同學很多都是國中小的老師，自
由軟體運動在宜蘭還蠻有趣的，然後我剛好第一年收的一個學生，他算
是宜蘭這個社群的發起人，所以在他的影響之下給我蠻多的想法，也都
蠻不謀而合的。我剛好指導他的論文，也藉此了解宜蘭縣自由軟體運
動，還有一些社群。他叫林仕強，他那時候去做的一個學校是宜蘭縣海
濱的一個國小，剛好校長對自由軟體非常支持。但這個是外面的一個包
裝啦，後來我們到那個學校才發覺，其實校長跟外面講的說法是我們用
自由軟體用得非常多，但是事實上卻沒有這樣。在我們訪談老師跟學生
的時候，知道老師在某種程度上有種 silence，就是校長在一些行政會議
會說一些話，但老師關起門來會說這是我的世界，我跟學生之間怎麼運
作。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所以我就開始跟他們社群有些涉入，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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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資訊網路教學的計畫，所以跟社群的朋友都還蠻好的。後來我又發
現，我之前在做社運的時候，我的老闆是丁志仁。丁志仁後來其實在自
由軟體、軟協那邊一直擔任理事，所以我們也搭上線。所以我們跟教育
部自由軟體諮詢中心這邊也蠻有一些聯繫，我們也請他們來學校這邊做
一些自由軟體的宣導。所以我是沒有做國科會研究型計畫的經驗，但那
時候會申請這個計畫，我也不覺得我會申請到啦！最主要我們系主任是
范國清主任，他本身是中央大學的老師，他算是那種所謂借調。也蠻好
玩的，他要我們系一起提一個計畫，提典藏計畫。他就叫我跟一位男老
師、兩個。我那時候就說其實我不太懂科技，我的科技也許可以處理一
些東西，但這麼典藏比較多媒體、很專門的科技我可能不大會做，後來
就找我跟那個老師去做搭配。做幾次之後我發現雖然那個老師雖然也是
新老師，可是他一點意願都沒有。他就像方老師剛講的，這是應用型的
計畫，跟學術研究有什麼關係。那時候規劃本來是我來寫，因為我對於
社群的一些運動還有一些了解，我可以寫，可能典藏機制部分就請他來
幫忙，後來因為他覺得這非學術，所以意願不高…
方老師：那是在什麼階段？
許老師：徵案已經快要遞件了，所以我就去找了輔大的毛慶禎老師，還有洪朝貴
老師，其實我們之前都熟啦！因為毛老師是唸圖書館的，又處理一些數
位典藏，我就跟他說這個部份。所以其實在寫作這部份她給我一些
idea，然後我來把它做一個整合。後來我整個寫完就跑去找主任，說主
任你叫我寫我也寫出來了，但也不知道怎麼辦。我本來以為主任也要來
跟我們一起執行，結果主任說他自己的案還多，就叫我自己用。
方老師：這是你們單位應用型計畫的一件，他並不是包裹在一個大的裡面？
許老師：應該不是。
方老師：不好意思我解釋一下為什麼要問這些。因為台灣的數典在推廣，特別在
應用方面，要實際跟社群結合的時候，他都會用這種 project base。可是
執行的人在脈絡裡面，其實我自己會意識到大家對應用型計畫，就跟你
的同儕意思一樣。所以我自己在今年訪談裡面比較側重進行應用型計畫
的老師，他在第一年、第二年乃至於第三年，他自己怎麼看待他在學術
的位置上，學跟術上面的配合，以及他的同儕怎麼看待。他自己思考上
有什麼轉變嗎？或是有什麼策略。這是我覺得計畫主持人自己，等於是
學界也在轉變，像政大來講最近很推這種 real project，背後動力是什麼
另論，但我很想知道許老師的自己的經驗。
許老師：其實我們認為後來申請到，也是對社群很好。因為自由軟體的社群本來
就 just for fun，大家可能就來聚會這樣子，他們的一些紀錄跟討論可能
都沒有被典藏下來，所以這也蠻可惜。我自己也有些學術上的想法，像
台灣的一些自由軟體運動是應該被討論的。目前台灣政府對自由軟體其
實是蠻怪異的，就是當你需要的時候就用它…
方老師：像是什麼時候？
許老師：譬如像五一執法的時候。我們最近在做一個 STS 的教案，就五一執法
的時候政府可能會把自由軟體拿出來。但是五一執法已經過了，後來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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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貴老師有寫一篇文章，他是這麼說，現在在推所謂的智慧財產權，智
財權運動在推的時候，某種程度他是掛鉤了請購買正版軟體的概念。他
會覺得整個運動來講，是幫商業軟體做促銷。其實自由軟體的人會認
為，政府應該還有另一個責任，就是我們在講這個概念的時候，也應該
要告訴人民有這樣的 option。
方老師：他只有 copyright，沒有 copyleft。
許老師：對，這其實蠻那個的。在一般的國家裡面，可能會慢慢認為軟體使用有
一些公益的考量，就是大家都可以用，能夠 afford。那自由軟體其實提
供這樣子的可能性，但是這樣的觀念就沒有特別的去做連結，他只是連
結商業軟體利益這部份。所以後來我就藉著這個開始慢慢著墨，其實對
自己的研究也不錯。像我這次投 STS 可能就希望說用比較像 case
study，從個個不同的使用者的角度來看自由軟體在學校的形塑。如果
沒有這個計畫的話，我們可能沒辦法去做這麼多的訪談。我們就去找人
聊，看他們怎麼來看自由軟體，自由軟體怎樣被形塑，被 improvement
在他們的工作或教學上。所以我會覺得找到一個跟學術的結合點。我也
是蠻感謝 STS 社群，因為其實他們在理論上就給了一個批判的基礎。
我以前在美國念是比較偏向科技哲學，我們可能會了解 technology 用不
同的觀點、critical 啦、sustain theory 來看，可是我覺得比較好的連結，
就是要連結到網路上這些 agent 的話，可能還是像 STS 的理論都還蠻不
錯的，也剛好能夠跟這個計畫相輔相成，這是一部分，在學術上。那另
一部份我把這個計畫當成社會參與，或是說我們應該對當地 local 社群
做的 service。我是覺得還蠻奇怪的，當我們有這個計畫之後，我們社群
的老師更興奮。
方老師：你說的社群老師是中小學？
許老師：對。他們會很 eager 說他們能 offer 什麼樣的幫忙。我說你們不要太緊張，
我會看…以前偶而我會去，現在就比較 regular，我們去做會議紀錄。然
後他們有一些活動我也會去看、幫他們做紀錄。之前計劃辦公室有派兩
位助理來看我們的社群開會。
方老師：子計畫五嗎？專案計畫玉奇小姐。
許老師：對，然後跟他的朋友一起去看。我那天一點都不緊張，但我發現我們社
群成員很緊張，開會開得很緊張。
方老師：所以從他們的眼觀來看會認為這是 funding、主要經費來源來考核嗎？
許老師：我覺得他們可能只是來看一下社群。因為如果要考核，他們也要知道要
用什麼樣的級，所以他們來看。平常都很輕鬆因為大家都社群成員，可
是那天就很緊張。我們那個社群也蠻有趣的，幾乎都是男生，資訊組長，
或有人升遷了遍資訊主任這樣，或有人還是回去當老師，我是覺得蠻好
玩的。他們目前還要做一個自由軟體資訊交易的影片，我自然就會投入
那樣的一個計畫，然後協助他們。因為他們會覺得說在 youtube 上面拍
很多教育的未來、未來的教育之類，可是給人都是那種很強的競爭，你
要是不怎樣就落後等等，用的音樂也蠻讓人緊張，你就看到一些數字，
我忘記內容了，但是比如像幾分之幾的人已經怎樣了…（助理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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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老師：是國內還國外做的？
方老師助理：國外的然後翻成中文。
許老師：台灣也有類似像這樣。
方老師助理：他是說中國有多少人口，假如這些人口只有百分之一聰明的話，數
量有多少，然後這些人已經比美國哪個州人口多了。現在你學到的
東西，三年後市場需要的東西你現在根本沒學過，所以到底你要怎
麼辦？類似這樣的東西。
許老師：對。就是讓人覺得很有壓迫感。後來我們就覺得我們要做一個影片出來，
但是應該用我們的觀點來陳述。最主要是我覺得再宜蘭推自由軟體已經
到一個瓶頸。就是說像免費、我們剛講得守法那些東西，對老師來講並
不是很強的訴求。其實老師關切的是這樣的東西對我的教學有什麼實質
的改變。所以你從那樣的 approach 去跟老師對話，他才有可能去接受
這樣的工具。
方老師：所以我多問許老師，您的意思是光用這個誘因，是免費的，其實對老師
來講沒差。因為他的經費來源不是問題，他不用自由軟體然後花錢。所
以反而說他在衡量哪一套軟體或作法對他教學的效益比較大。
許老師：對，我可以舉個例子。像現在教課書都會給出題光碟，就是說你去選題
之後，他就會出一套制式的考卷，那個目前只有在 windows、微軟系統
上可以產生，但在 Linux 上就沒有。這就是一個學校推不起來的原因：
我不能用出題光碟，那不用在講了。所以蠻好蠻有趣的啊！我覺得我剛
開始寫計畫的時候沒有搞得很清楚，本來以為只是一個典藏的計畫，所
以比較放在典藏。後來去開了一兩次會，期初報告跟期中報告其實學到
蠻多的。開始慢慢思考有些計畫不是只有典藏，都會去思考推廣的面。
所以今年我在寫未來計畫的時候，我就把名字都改了加了推廣。因為我
一開始只有想典藏沒有想推廣，不過也好，這是一個階段性。因為典藏
的機制沒有出來，那就沒有辦法…
方老師：如果只是典藏的話，其實可能就是申請一分項，內容徵案計畫。回到剛
剛那個問題，許老師剛回來時候，沒有像一般新進老師申請那種非應用
型計畫，對你來講因緣際會。所以這個應用型計畫是許老師在國內第一
個研究計畫，這個東西既配合你在學術生涯的強項，社群也可以帶進
來，所以你覺得還蠻不錯的。
許老師：對，我會覺得比單做學術型的好，因為我覺得他有一些 social aspect，
跟我自己有一些社會學習相符，所以會比較有意義。
方老師：去年 STS 會議上，我後來去傅大為那邊查，人很少。他跟那個做拼裝
車的林崇熙老師，林老師就在講應用型計畫帶給他的一些視野 insight
講了很多，很有意思。所以在你們系上，你這個應用型計畫的經驗，跟
同儕老師、主任他們分享，他們有些什麼樣回應嗎？
許老師：我覺得我們系上其實都被自由軟體做某種程度的衝撞，就是說你要走學
習數位科技，某種程度上你也要去做一些科技。其實我們學生一直都會
提到自由軟體這個議題，但沒有老師要做，他們就直接走商業軟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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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其實這蠻普遍的，你看一般大學這樣的脈絡，教的幾乎都是商
業軟體。所以我覺得我們系上對自由軟體這議題就不是很熱，大部分人
還是談商業軟體的應用部分。不過我也不知道耶…回到學校教書，同事
間的相處也是，就是你也很想分享，可是每個人的專長還蠻不一樣的。
方老師：所以許老師是把它放在自己的課程教學上。
許老師：對。教學上是有蠻大的幫忙，就是配合 STS 教學計畫。那我在朝陽開
了一門課就是自由軟體與自由文化，但比較談的是那個面向，談台灣的
自由軟體運動、從比較早的 Richard stallman，早期那種 hacker 談起。
後來又對立比較新的 Linus torvalds，那個想法又不太一樣。Torvalds 年
紀大概跟我差不多四十歲左右，Richard stallman 其實年紀還蠻大的，所
以他的想法，對於整個社會責任感都不太一樣。後來當然就談一些
Lawrence Lessig 對於人類智慧的累積，後來再看台灣的自由軟體運動，
你可以看到一次一次的在限縮。當他的文化精神到台灣的時候，沒有那
樣的歷史發展背景，其實是不大一樣。我們的場域比較是中小學，所以
我們就會去談當這樣子的科技到這樣的脈絡之下，人是怎麼體會這東西
的價值。為什麼沒辦法生根？主要是因為有些價值上它並不是我們所認
同。那時候我就會想用行動者網路理論。就是說當這樣子的科技，參與
者在這個 agent，參與的過程當中，沒有辦法也不覺得他是可以幫我們
解決問題的工具的時候，很自然這東西就會慢慢退場，不顯著了。其實
我是覺得我們社群在這裡也是有個難處， 就是我們推自由軟體推到一
個門檻了，意思就是說可能某些學校的 infrastructure 是用自由軟體，譬
如他們的伺服器可能是，因為比較省錢，你就不用去買微軟的 server
等等之類。可是你現在要推到老師用的電腦或是學校一般電腦教室的電
腦，或是在你的 curriculum 把自由軟體帶進來，是有困難。我們現在看
大部分老師能夠努力的場域就是說，好！我對自由軟體認同，我可能在
我的資訊教學裡面會用自由軟體，但通常都是他的 AP 應用程式，譬如
說在 windows 下面。我們前幾天還聽一個笑話，有一個老師離開一個
學校，他之前在推自由軟體推得很勤，校長也到外面去宣揚。結果我們
有個同學的老婆剛好在那個學校，他就說自從他們學校這樣之後，每個
老師都自己帶電腦去學校，意思就是說學校電腦不方便用這樣。我們就
說這好好玩喔，我們來做一個後誰的時代，就是他走了之後看會變怎麼
樣。一樣是個延續性的問題，學校通常都是這樣，作計畫的時候大家好
像是被 assign 一個工作去做，但當這個力量走了之後，這個東西就…
方老師：這真的就是我看數點的…所以我追著問許老師，像許老師覺得現在在做
徵案，除了這個可行性之外，除了用這個方式去推，像我覺得這個比喻，
後什麼時代。數典整個計畫也會結束，六年、再長第三期也有結束的一
天，萬一這個 project base，以你觀察還有什麼樣的方式？因為計畫是計
畫，在推的運動或是社區還是希望能夠持續。像你說碰到瓶頸，也是因
為希望他持續。還有沒有什麼形式或方式，或還有什資源應該到位。我
這樣問層次有點亂。因為他大的可以是從國家的進步…不必想得那麼繁
複，就是許老師自己覺得。
許老師：因為做計畫其實有壓力，有壓力是好的。因為平常如果是社群當然就很
鬆散，依照你自己工作的忙碌程度去調整你的參與。可是做計畫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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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一直參與。
方老師：然後國科會或分項會有一些推廣的指標，看有沒有到位。會是一個提醒。
許老師：而且它會相對有一些資源能夠進來。譬如說有些人可以幫你處理一些行
政啦，譬如你訪談完會有人協助逐字稿的整理之類。
方老師：所以基本上許老師是覺得用這個方式，它可以持之以恆也是個不壞的方
式。
許老師：嗯，不壞的方式。現在國家推很多計畫，在計畫到一定程度之後，就能
夠自給自足。就好像我們現在做一些偏鄉的計畫，他都一直希望我們去
協助偏鄉做一些商業化的模式出來。譬如說幫他們找一些行銷的管道，
發展手工藝之類，之後他們的數位中心可以自行營運。這個我還是想不
出來。當然還是有個 funding 啦！像現在自由軟體的 funding 除了國科
會的計畫，目前來講 funding 不多，因為國家對自由軟體的投入其實蠻
少的。像教育部自由軟體諮詢中心，那個中心是用標案的，還不是常駐
單位，不要看他們是教育部，他們是用一年一標看今年誰標到這樣。他
叫 OSSACC。這就是一個國家對這事情看法的指標，你沒有那個
institution。
方老師：像國外歐盟用一些博物館，當然這制度在社會上已經…聽起來在學界
project base 也是行之有年。可是我們做計畫都知道，你後面 funding 的
policy 一改，這個 project 做完很多資料就束之高閣，在網路上變成孤
島。我就是很好奇說，因為數典這麼多年了。你們兩位有沒有什麼問題
要問？
方老師助理：老師剛有講到自由軟體平行的有個自由文化，那支撐那個自由軟體
的自由文化是什麼？
許老師：我講個例子好了。自由軟體的社群剛剛開始在運作的時候，最主要是在
五一大執法的時候，這些資訊組長都嚇壞了，他們想說會被人家告或是
入牢，冒危險對老師這職業來講是絕對不能接受的。所以他們這群人聚
起來，但他們的聚會是比較技術性的，譬如說我們一起來研習一個 Linux
的桌面系統，譬如說我找到一個自由軟體很好用，我來做分享。這是他
們早期在社群做營運的，比較不去談為什麼我們要這個。如果要說真的
有一點文化，只是在說他能夠讓我們免於犯法，就這樣一個價值。後來
我進了他們的社群後，一直希望能帶給他們一些想法，其實這個科技物
是有他的文化意涵的。我們就會去談像 Richard Stallman 這樣的故事，
就是說這不僅是一個科技的選擇，還是一個文化的選擇，你選擇的是一
個跟人家共有共享的精神，你會認為人類的智慧累積可能是要用這樣的
方式來進行。所以說那時候我們進去之後，我對社群是有一些影響，慢
慢社群開始會去思考這個面向，不要在做那麼多科技研習。因為科技研
習你三年之後就差不多了，可是你會發覺為什麼我們這群人在這邊玩得
很快樂，旁邊那些人依然還是這樣子。他們剛開始只是厭惡盜版或是厭
惡別人用盜版，可是現在外面的現象好像也沒有因此而改變。所以我們
進入這社群，我們比較在乎的是我們怎樣把自由軟體這樣東西跟老師去
談，文化的思維就會慢慢出現。要跟老師談，你就必須知道老師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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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跟環境，他想要達成什麼樣的目標，他的一些想法，而這個東西怎
樣協助他。所以那時候就會談到說這樣的文化怎樣進入校園，而且在校
園能生根。現在明顯看到守法跟免費，只有這樣是不夠，還有沒有其他
價值。我們那社群也是蠻好玩的，因為我們跟教網的關係很好，教網就
是說整個宜蘭縣他有一個教育網路中心，他會決定這個縣資訊教育的發
展。這也是縣政府下面一個單位好像叫教育資訊網路中心，他負責整個
縣資訊教育的規劃跟實施。因為我們跟縣網的執祕很好，執祕其實是我
們系上的學生，我們就說叫執秘下來、跟執祕講要發公文就好了，以後
到我們學校抽查看到有什麼…就這樣子。可是這樣子根本變成一種不自
由了嘛！
方老師：說來好笑，這真的是一個執行上的策略跟作法的問題。你想到一個 key
person 如果他推動這個文化應該很著力，可是在學校風行草偃，不是那
個文化，是上面一個命令下面就趕快跟著做，要心悅誠服也不容易。
許老師：老師都是做那種 token compliance 啦！就是你要我交三件我就交三件給
你。
方老師：因為時間是非常稀罕的資源，你今天如果問我，很多東西在推動的時候，
時間就是固定的。所以你今天我馬上給你，可是文化要進去需要更長的
時間，往覆的辯論。即使對學校來講，這還是很稀罕的資源。
許老師：我們光社群在辯論要怎麼樣推廣自由軟體就已經聚了多少個月，關門在
談那個。而且都是自己的人，算 insider 了，不是說隨便進來的人，都
這樣了。所以要達到一個共識是真的不容易。
方老師：所以我跟許老師分享我的經驗。去年 STS 上面碰到洪朝貴老師，後來
朝貴接受中時訪問，我有上網去看。我有直接問洪老師一個問題：你覺
得在推自由軟體跟 CC 上面，人數有沒有增加？我意思就是我在會議上
好幾次看到洪老師在分享經驗的時候，在場其實會有像去年 XXX 老師
一樣，
「我嘗試但是我受挫，然後就離開」
。那個運動跟想像其實很吸引
人，但進去試試看，沒有辦法 feeling 我的生活脈絡，然後我的時間有
限，我就離開。所以我常在那樣的場合聽到很多其實勇於嘗試，但不是
像運動內部的人，比如學界的老師，就離開的例子。我想問的是，這個
運動能夠真的擴展嗎？你們能不能找到一個策略是真正把原來沒有這
樣實習的人在生活中實踐。如果有這樣的例子，對外面不熟悉的人可能
是更大的鼓勵。因為去年 X 老師在那邊講，出來我們也有再談，也有
別的朋友。最早之前接觸洪老師是在中研院瞿海源老師那在談，談完之
後很多人都去試，但後來都頹然放棄的人不少。可能大家是背景，老師
們把它當工具去對待，用用發現不上手，我還特別來學用工具處理別的
事情，也很功利啦！因為沒時間就離開這樣。
許老師：這個自由運動怎麼來看洪朝貴這個人其實是蠻有趣的。他本身背景是資
訊工程，我們比較是人文這部份，期時有時候我都會挑戰他。因為之前
剛認識的時候他老是講那些守法跟免費，在某些場合是很管用的，也是
震撼了很多老師。曾經有個老師做過一個訪談，他之所以投入自由軟
體，洪朝貴給他很大的震撼。他認為教育的工作就是非常要守法，如果
讓學生犯法，這是不對的事情，教育良心嘛。可是我那時候就會講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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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不可以講一點新的，因為這樣在教育的領域可能是不夠的。可是突然
這樣子，我沒辦法講一個很具體的想法。
方老師：我意思其實不是在講洪老師的作法。洪老師在運動策略上坦白講我自己
覺得改變非常大，很厲害。我的意思是再怎麼變化，這個文化如果要扎
根，具體來講像人數增加，那個思想不只由洪老師一個人在不同場合奔
走，而是更多人用身體力行的方式。可是起碼以學界來講，很多人都是
試了就放棄。
許老師：我是覺得洪朝貴是放火的人，他不是扎根的人。他之前不是推一個百毒
不侵救命碟，我差點受不了。剛好那次 ICOS2009 在佛光辦，有些老師
就說好棒喔，因為老師常會隨身碟中毒，就來做百毒不侵，沒想到一樣
中毒。因為 storage 只要有一些空間在 windows 下用，它的 partition 裡
面只要是有 windows 可以讀取的空間，插進去一樣有中毒的可能。
方老師助理：他會影響到自由那部份？
許老師：可能是不會，但是你插入微軟系統他還是一樣會中毒。那一次我同事就
說你不是說…所以我回去就罵他，說我當你行銷助理好了，你不能口號
那麼大，出去賣確賣不掉。人家叫我全部 format 回 windows 下面的格
式，這有點複雜，他本來是 Linux 的 partition，要回 Linux 下面去重做
（無奈狀）。所以其實推廣者的策略還是蠻重要的，洪老師給我的感覺
比較像點火，扎根要花很多時間。現在即便像說我們到學校去推一些資
訊人物教學，可能學校的硬體都有，可是你就是要陪著這些人去用，碰
到問題可以跟他們互動，讓他們能夠了解。不然就像老師講的，很多人
剛裝，馬上要網路連線就不知道怎麼設 IP，就謝謝了。
方老師：曾經想過用那種放聲思考 speak aloud 的方法，從第一步要跟洪老師走，
會碰到什麼樣的問題。我常跟洪老師或毛老師談，他們很有誠意，可是
不太理解我 encounter 到什麼樣的問題。我想過各種推廣的可能性跟方
法，每次聽洪老師講，我還是從心底佩服他，真得覺得這運動應該可以
走出去，可是中間有個策略上一直在思考。
許老師：後來我們幾次發生這樣的事件後，慢慢了解他在整個運動上扮演的腳
色。他可能跟我以前認識的丁志仁還有點像，他們懂得去跟某些人
negotiate，把這些想法講出來。像丁志仁會去要資源，洪朝貴比較不會，
他不大接計畫，他比較習慣到各地去宣揚這樣的理念，他的成就感也可
以從這過程中得到。但是我們也都很好奇，當他講完之後，就像很多老
師都去參加自由軟體研習，成效如何？都跟我們說也沒用，回來都忘記
了。每個人都說我們去加減聽、加減學，但回來後跟你生活有怎樣的互
動，這是個問號。自由軟體目前我們在研究，基本上大家可能在意識型
態上可以接受有這樣的東西，但要真正付諸在行動上，還是有距離的，
這也是最難的。
方老師：我們在訪問徵案推廣，其他比如說用典藏數位化的文資，應用在教案或
社區大學教材是一回事；可是自由軟體這邊，行動怎麼融入你的脈絡，
用在…這跟其他好像又不一樣。
方老師助理：這門檻特別高，很像學一個平常不會用到的語言，但到特定場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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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更難的是現在電腦大家都用 windows，檔案轉來轉去可以，你用個
不同的電腦檔案又不容，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不是一個人決心的問
題，是環境。
許老師：現在就很好笑。自由軟體社群裡面口水仗也很多。
方老師助理：現在更難。以前都是買個空電腦然後再買作業系統，現在是買電腦
作業系統就灌在裡面了，而且錢就算在裡頭。你要把它變成別的系統是
很難的。
許老師：像那次毛老師我們在朝陽有個案，他說他要買空機，就跟廠商一來一往
把 OS 拿掉，這樣你要少多少錢。
方老師助理：現在會這樣玩的都是自己組裝電腦的，這種人很少。自由軟體 AP
比較有可能推啦，OS 很難。
許老師：每個人在不同的地位，他看自由軟體的視野其實是不同的。洪老師跟毛
老師比較不像，他還是可以容忍我們用。
方老師：觀察很久真得很有意思，在運動推廣上有太多可以…像許老師的學生回
到各自學校，他們是資訊組的，他們的作法在他們執教的學校裡面，整
個灌的軟體跟各方面，全部都是…
許老師：其實後來我們找了三位社群的老師，看他們在學校怎麼推自由軟體。
方老師：他推的目標，標的是說全部自由軟體化嗎？還是說像文化觀念的宣導？
許老師：大部分其實比較 technical，比較成功也比較深化的其實都是推 AP，就
是直接推上面的軟體，OS 的幾乎沒人敢做。
方老師：推 AP 就是說老師這樣做，教導學生，還是說老師自己 ego？
許老師：通常最難的就是跟老師推廣。比較簡單的是我自己是資訊老師，上資訊
課的時候，至少我可以控制這些學生，那我就教自由軟體。我們那些老
師也很有趣，我之前訪談一個老師，他做過兩次自由軟體的推廣，他之
前擔任資訊組長，後來下來，現在又擔任資訊組長，這策略真的差太多。
之前是直接到學校去，我們的版權數有多少個，好我知道，其他作業系
統就是 OS 全部砍掉，直接用 Linux 裝，因為我們學校沒有授權阿，你
要叫我犯法嗎，這是他的第一次。可是很多老師在回憶那樣經驗的時
候，他會覺得好爽喔，可是大家對他們都不太諒解。所以那位老師第二
次擔任資訊組長的時候就用懷柔政策，就是說我們現在有些案子是自由
軟體的案，如果你跟我做這個案子我會給你好處，就是電腦我給你，但
你絕不能裝 Office，只能裝我的 open office，那這台電腦就給你用。意
思就是我就用時間讓你試試看，要你熟了之後比較可能來用，所以他策
略真的改變很多。
方老師：後來你要 coach 那個老師，還是說時間到了來驗收，還是就是鼓勵你？
許老師：我不知道他中間有沒有 training，但老師如果遇到問題的時候，應該會
找資訊組長。
方老師助理：現在推的比較成功的應用軟體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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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老師：現在最好推大概就是瀏覽器 Firefox 吧，其他就是推老師常用的一些小
工具，譬如說我們在教書的時候常會把整個螢幕投出來，但螢幕投出來
學生看很小，所以他們有一個叫 pointfix 的軟體，那個軟體就是你用的
時候有像放大鏡那樣，可以局部做放大。還有個軟體是螢幕畫劑的軟
體，那種對老師來講就很好用。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是螢幕擷取軟體，
因為老師常要做教案要截圖，很多都在網路上，用那個最快，就像照相
機喀擦，檔案就直接匯入文件內，很好用。那種推是最不費力的。有的
老師在推的過程當中就會跟其他老師分享，稍微講一些文化的部份。
方老師：我只是好奇。回到剛那個問題，學生在課堂上學到這些，他在很多系上
修到許老師的課，也修別的老師的課，這個觀念的傳播，就許老師身處
這個計畫推動的位置，會有可能經由學生，聞他們分享在別的課堂上也
分享這樣的概念嗎？然後有些回饋嗎？我一直環繞在許老師教學與推
動的環境，可能我在思考這上面的時候，像我剛在強調，推廣計畫是
project base，而主持人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場域比較是一個人，能用的就
是一個人在計畫經費能用部份。可是如果他在自己的工作場有跟別人
network，somewhat 可能不一樣。當然我的 assumption 可能是錯的。我
舉一個例子，我最近一直在談北歐的家事有給職，我有個學生到法律系
去上課，他告訴我說，教授就跟他說一些亂七八糟的東西跟思考。在課
堂上當然作為學生權利的位置，在課堂上就繼續討論，做為那教授的理
由是什麼，從法學的觀點。我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觀念的 input，繼
續深化我的考慮，它可能走不出去啦，就是說在我的工作場合，這門課
它可能沒辦法傳散到其他地方，可是我覺得對學生是有影響的，因為學
生是在個個課堂之間，不會因為修我這門課而切斷。所以許老師這邊…
許老師：這是個蠻有趣的問題。以洪朝貴老師的例子，他本身是在一個資訊科技，
可是他在那邊待那麼久了對不對，你會發現朝陽也沒怎樣、他們系也沒
怎樣。就是說你會發覺你越是 insider，那個阻力就越大。因為他還是有
一些利益要維護，例如商業軟體或是學商業軟體的老師。我們系好一
點，因為我們碩士班大多是在地的老師，他們本身就有自由軟體的一些
know-how 或是有參加研習知道這些東西，所以在課堂上他們也會分
享，也會有些問題。但是我們其他的課通常都不會做這種社會方面的思
考，我猜在朝陽也是一樣。可是之前我們系上沒有那麼在談自由軟體的
時候，有學生會跟老師或學校衝撞，意思就是為什麼我們學校的郵件系
統或數位平台一定要 IE only。有些人就會覺得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會去反應，那時候有些老師會開始有些 willingness。可是慢慢老師對這
種東西好像…我們一直以為大學應該是社會的良知，理論上啦！像我們
自己是有一些社會運動的過往跟經驗，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 issue，可
是學校其他老師可能看得角度不大一樣。他們可能只是把它當做一套要
學的軟體，或是要教課程的一個 subject。
方老師：所以這個科技從工具的角度來講，這個工具真的可以被用，後面包含了
文化思考。
許老師：它其實蠻強的，你學這個工具之後要達到什麼樣的目的，目的是否
efficient 或是 prof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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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老師助理：可是如果都只是以功能性來考慮要不要使用自由軟體，又失去推廣
自由軟體的意義了。
許老師：對阿。所以他講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台灣的資訊人才培養就是這樣。
方老師：所以許老師你在學校裡，教學上做這個很有意思，除了這個計畫去社群，
尤其你帶文化思考的例子，可能要久一點才看得出來。
許老師：所以我們就會去跟學校的老師對話，你今天不要只看你自己的使用，你
要看這個工具會給學生什麼樣的想法，或文化意涵上有什麼重要性，不
要想說很難用就不用，還是得去。現在人覺得盜版沒什麼，我就跟學生
講很好笑的，現在有人覺得要買音樂的嗎？有需要買軟體嗎？沒有人覺
得需要。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去談這些。
方老師：我們在訪談之前就一直在問受訪的老師跟社區這個問題，我們第一年在
做 creative commons 的時候，音樂張…每次都忘了他名子，他跟猪頭皮
在推 CC，就是說沒辦法阿，科技走在前面，他 enables 盜版的觀念，因
為科技已經這麼便利，那你現在去推 CC，他覺得這東西 timing 是很重
要的。他覺得台灣從美國過來，到 CC 這個文化上，timing 策略要有不
同。因為我們現在還在做這個 creative commons 觀念，可是這觀念有時
候不敵在日常生活當中用行動去証陳說就在那阿。
許老師：後來我們又談了分享的概念，我們就在說你是分享自由軟體還是商業軟
體比較快樂。同學就說當然我們分享商業軟體比較快樂阿！因為自由軟
體都不用錢你自己去拿就好了，商業軟體 Adobe Photoshop 分享是有價
的東西，我多努力來 offer 這樣的。老師對不起不好意思，我上課是很
搞笑的。
方老師：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概念。這跟網路上順手得來傳給別人是很輕易，可
是如果是有價，千辛萬苦得來我跟你分享，就代表…
許老師：我們做研究那時候老師也提到分享這個意涵，就是你的 give 如果是自
由軟體就沒什麼。
方老師助理：除非自己會寫程式，去修改，那個就有特殊性。
許老師：後來我們就跟老師分享說，自由軟體如果要推廣，我們可能要製造一些
分享的情境。我就跟老師說，像在教育上有一些簡單寫動畫或遊戲的程
式軟體叫 scratch，他基本上是使用積木去堆疊然後可以做程式。後來在
一些工作場合如果我要去教，我都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topic。我會
給學生互相去交流，嘿！你的程式碼怎樣，我的如何，去模擬自由軟體
那些程式設計師的脈絡跟想法，所以他才比較能夠去思考。
方老師助理：我記得 epc 在推第一代的時候，他灌的 Linux 版本，因為我有買一
台蠻好玩。他會給你很多程式的模板，你很容易改，改了之後桌面會有
你自己的特色，那個就會吸引人。
許老師：我就會說你怎麼改的，你來教我，然後我們精益求精，怎樣做可以更好，
他們就可以去模擬這種感覺。萬一有天你也不讓我看到你怎麼做的，那
人類的進步搞不好就這樣，那你的樂趣也減少。所以就試著看看能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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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種方式，我們自己想的。
方老師：這已經有開始在做？
許老師：有，我們有開始搭配一些課程。現在我們可能訓練一些我們自己的學生，
可以開一些寒暑假的冬令營或夏令營給國中小。
方老師：所以許老師這個創造分享情境這部份，如果可以記錄下來，變成推動運
動的腳本 script，會很有意思。
許老師：好我會把他記下來，我沒有想到。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在這樣做了。
方老師：許老師我請問一下，宜蘭在推動自由軟體運動之前，有一些紀錄嗎？
許老師：有，其實紀錄還不少。我們之前有一位林光章校長，其實也是一個自由
軟體的推手，他本身的論文就是寫他在他們學校怎麼推自由軟體。我自
己的學生林仕強也是做。後來我一個學生叫趙樹山，都在典藏網站我就
請他們直接就，也是老師好了，給我授權碼吧，我就直接放上去。林仕
強的我不知道有沒有全文，趙樹山的應該也是全文。慢慢累積啦，我們
也慢慢做。
方老師：回到數典，想把這些形式不管是影音還是文字放在網站上面，你自己對
於這個的效果或是推廣的評估？或是推廣的策略除了放在網站，你的計
畫還包括哪些？
許老師：就是現在目前網站上陳列是有一些計畫的目的啦，還有一些我們蒐羅到
跟宜蘭這個社群相關的文獻，我們之前開會的紀錄，還有之前他們開會
的紀錄我們都趕快從快要不行的伺服器裡挖出來，有人計畫丟部落格也
把它弄起來，相關活動訊息我們也都會公告，還有我自己寫的關於自由
軟體的教案。我們會整理一些自由軟體的新聞，國內外的。
方老師：因為許老師去期中交流，徵案的期初可能也聽到孫春在老師，子五的計
畫主持人他常常講說，放在網路上不是推廣，那個推廣還要 push 進一
步。所以許老師對於這個想像是說，希望不同地方社群能夠參考你們放
上去的這些經驗，能夠把這些模式移植。放在網站你的目標使用者是
誰，希望會怎麼用，會有什麼效果？就是從想像，如果別人真的來 access
擷取跟你們交流，行動上你們會輔助進一步推廣嗎？就是放上去以後，
後端接下來你們會怎麼思考。
許老師：我只聽到她跟我說做的東西都要在網路上，沒聽到後面的（眾笑）。目
前還蠻多社群跟我們接洽的，像基隆我就跑了一趟。那個老師在基隆的
森美國小也是推自由軟體，他們還沒有一個社群，但他一直在基隆市政
府裡面，要什麼諮詢都是找他。他自己寫論文，而且他自己在思考自由
軟體的時候，他直接 email 給我叫我去跟他談，是透過社群的脈絡來找
我的。花蓮也是。那個社群其實先於我，所以大家都會知道來宜蘭要找
誰。上個月還上上個月我們就去花蓮，那邊最主要他們社群自己要起
來，就是要跟我們交流看看他們要怎麼經營才經營的起來，也是經由人
際知道的，所以我們就過去。
方老師：這跟我們過去的經驗是相近，就是說數典有科技在內，他還是需要多重
管道來。我很好奇的是，如果今天已經有網站，網站有很多社群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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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發展都在上面，有曾經想過怎樣利用網路上的連結，主動把這個推
過去嗎？不管是地方的教網，主事單 位或是各級學校，如果可以
hyperlink。
許老師：這個我懂，就是 push 的東西要出來。現在教案放上去，也是希望吸引
一些人要教自由軟體，可是他可能缺乏一些素材或議題。但我們的議
題又不像是自由軟體的 knowhow 議題，不是 technical 你遇到問題要怎
麼裝，我們比較像是文化的議題，現在我們就持續建置教案。另一部
份，老實講我們網站也是因為有這個案子才弄起來，我們是自由軟體
所以不能用商業軟體來做 base，所以我們就選了一套 content system
management 叫 joomla，我以前有碰過一些就自己弄。學生通常沒有辦
法幫忙，因為自由軟體有個麻煩，就是中文化的部份不是那麼強，遇
到問題通常只有英文的解答。我大概是等介面弄完之後，content 再慢
慢上。所以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稍微可以見人了，可以開始思考未來要
怎麼 push。Push 的話，我自己網站上也有掛一些友站連結，把不錯的
自由軟體網站掛上去，之後應該就要做對話，找一些自由軟體的網站
像洪朝貴老師的 blog 去寫幾篇文章，寫請看我的…做廣告。就是故意
要去放火，然後欲知下文請看某某某的網站，這樣愛好自由軟體的人
可能會過來。
方老師助理：我在想自由軟體透過網路推廣會不會不方便。比方說我沒有使用自
由軟體，我 download 你的軟體會不會不能開，有這樣的問題。
許老師：現在我們格式上好像不是用那個格式耶！就是直接在網路上看不用下
載，比較少附件。有的話我是用 adobe PDF，大概只有這樣。
方老師助理：在社大有開課程嗎？
許老師：社大我們之前成員有開過。不過他們開的都是非常 technical 的，像伺
服器跟作業系統。可是今年蠻有趣的，我們成員在社大直接組一個社
團，找得比較像退休的老師，然後教他們自由軟體系統，教完後這群學
員的任務就是每個人要社區服務多少個小時。那個校長就找時間幫你找
一個學校跟一個班級，讓那些老師去教。這部份就是這學期開始做，之
後我再去問看看他們進度怎樣
方老師：在宜蘭的社大還是全國的社大系統？
許老師：我也不懂耶！是宜蘭社大，可是他真正上課的地點不是在社大，是在他
學校開課，對象是所有有興趣的。
方老師助理：我想請問是不是在宜蘭，如果剛剛那個自由軟體，如果出了問題馬
上問人家，人家可以給我回復。有沒有這樣的網站或 bbs？因為聽起來
軟體這東西跟使用應該沒辦法脫節，假如只是當文化來推廣，就只是講
一些漂亮的話，可是我就是日常生活有使用上的困難。我舉另外一個商
業的例子，像 apple 就有一個自己的小社群，上面碰到問題去問馬上可
以得到回答，apple 就形成特別的 community。Apple 有些東西不好用，
他們有人寫一寫就丟上來說他改過了，下載安裝就可以解決這問題，這
東西跟 apple 文化形成是有關係的。換句話說假如要推廣自由軟體，如
果沒有那樣一個網站，我使用碰到困難有人可以回覆，沒有這樣社群養
238

不大。
許老師：我懂你的意思。我們本來社群裡面也討論過要做宜蘭自由軟體資源中
心，可是只靠幾個已經在工作的老師幾乎不可能，而且每個人熟的軟
體還蠻 diverse 的。我們那次討論的時候 OSSACC 的執秘也一起過來
討論，現在做得最好的可能是 moodle 這個教學系統。主要因為辛文義
老師在新竹，他本身是非常熱心的高中老師，所以你只要上他的
moodle 補給站，他幾乎 24 小時可以回答你。我那時候想說我們這邊
應該沒有解法，不要說全國，只有在宜蘭如果要狠心的把自由軟體鋪
下去，我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有很多策略，
第一個是軟體。我們開始採購部份硬體軟體，要開始往上談，跟教網
談。就是當你在採購的時候，硬體應該能 support 雙系統，而且未來廠
商不是只能 support windows 系統，也要有能力 support Linux 的，你要
賣我東西 service 就要跟著來。我們現在剛好有個擴大內需的標要開，
這是很大一批，這是一個方法。另一部份就是教育部每年都會給縣的
教網一個計畫，我們想說自己下去沒辦法，一定教網這邊要僱一個人
專門做這個，他們在提案時候我們就包裹跟他們一起上去這樣，看教
部部要不要給。就是說至少要有一兩個駐點人員，光電話網路都還不
行，有些學校就是要 onside 這個人去。我們也問 OSSACC 這個外包中
心，因為外包中心通常就是做仲介處理，他現再基本上也希望在他們
上面成立一些社群，讓社群去解決社群的問題。你有問題 feedback 到
上面，他想辦法去轉介，他也只有三個行政人員，光跑各縣市的推廣
活動就…
方老師助理：所以老師在做的是其實是競爭另一種生活方式，除非有很強的資
源，不然都只是大家茶餘飯後的消遣。
許老師：深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方老師助理：Linux 社群應該還蠻大的吧，以全球來看。只是要用英文…
許老師：對阿！門檻是兩層的，科技跟語言。
方老師助理：學校都教 windows，出去工作也是用這個。怎麼再中間找到一個突
破口。除非有些軟體是 windows 沒有的，像剛老師教案的軟體大家會
樂於學。另外我有困難時能找到人解決。
許老師：現在我們的解法並不會很去 push OS。我們還蠻樂觀 web2.0 時代，所以
我們相信未來很多 service 就在上面解決。你就是開個 browser，你的進
階門檻就很低，所以我們現在都往那方面想。這樣未來可能性比較大，
學校不 care 你的 OS 了，OS 是什麼都一樣，反正可以上 browser 就處
理掉了。
方老師助理：像台大跟微軟簽約，學生可以到資訊中心拿微軟的 office，整個學
校是這樣子，你說我們要推自由軟體。佛光應該也是。
許老師：我們沒有買給學生啦！我們只有買給學校跟 faculty 教職員而已，但簽
約金也都蠻高的。之前談一年要 40 萬，後來劉兆玄當行政院長，再去
說有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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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老師助理：老師剛講一個我倒是覺得自由軟體有機會，就是 web2.0 時代。我
有個學長論文就是在 google document 上寫，老師隨時可以看可以改。
如果以後很多 service 都在網路上的話，依賴 OS 的程度會降低。到時
候最主要的軟體是瀏覽器
許老師：但我也不知道怎麼講，打敗微軟之後還有 google。
方老師助理：我意思是說假設 trouble-shooting 的社群逐漸圍繞建立起來，裡頭
總是可以自己發展修改出新的東西。萬一沒有這你就會不敢進去，碰到
問題沒人幫忙解決。像 windows 大家也是這樣學習過來的。
許老師：就像使用 Mac 代表你的身分地位；你用 Linux 代表你的資訊素養很高。
方老師：我去年在學校旁邊買一台 epc 小電腦，別的老師建議我 ubunto，可是我
自己沒有裝，就請外面公司，他們就說你這個很難啦、不相容，每家說
法都一樣，我自己就擱著。你就知道起步，整個外面環境怎麼會有人這
樣搞，他都幫你 package 好好，我連入門都有困難。許老師不好意思請
問一下，就數典來講，你在之前，去參考徵案推廣把東西 approach 到
網路上，你有在數典計畫或其他的建立推廣、成立社群的經驗上去想
像。還是說徵案過去的經驗、期初交流、徵案說明讓你自然而然把東西
放到網路上。就是在建立東西上網進行推廣過程當中有過什麼樣的思考
嗎？這問題我們每個都會請教。
許老師：我後來聽了一些成果，就期中報告或發表之後，我才發覺我的計畫寫得
不怎麼樣，就是沒有把數典的精神寫出來。我是去看了人家的成果發表
之後，才慢慢抓到數典的精神。剛開始我只是很單純說把這些典藏下
來，以後做研究就比較有可能性，大家了解這個公民運動過程之類，沒
有想到數典還有推廣的部份。後來我跟社群運作就開始慢慢思考推廣，
所以我們社群就要做影片，這就是很好推廣的角度。
方老師：我打斷許老師，記得是哪個徵案或團隊的例子讓你印象深刻嗎？
許老師：好像沒有特別看到影片，但我想想…像什麼蛙蛙世界，每個案子都會作
成果推廣品讓大家去認識他們的案子。我也沒編那預算，我就想那糟糕
了，人家都在做這個，我是不是也應該。後來教案的面像我們不是本來
都會自己寫要做幾件教案，後來我在做期中的時候就把那部份比重增
加，案件數增加，希望能有比較多的推廣運用。然後再搭配影片，我也
在想要不要做成果推廣品，譬如去想一個口號之類。所以剛開始沒有抓
得很清楚，但期中的一些過程就慢慢抓到內涵。之前洪朝貴老師還弄那
個「幫微軟戴上鼻環」我就說 come on！還鼻環，好會下標。他之前有
跟我講過你要有像這樣特別的標題，才在你的搜尋上面會怎麼樣，就人
家找的第一筆會找到你。
方老師：像 20 公克的筆電！
許老師：對阿，不過很難行銷。我每次看也都覺得蠻可惜的，也可能洪老師比較
像放火的人，真的要很辛苦去推的時候，就不一定可以那個…
方老師：我這樣問是因為這幾年參加數典期初、期中，我覺得推廣徵案團隊的老
師都好認真，可是有一個好奇就是，其實每個團隊在推廣用的方式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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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類似。但典藏的東西不一樣，要觸及的社群跟在台灣過去的歷史都不
同。大概是我們這團隊被找進來，因為我們之前翁秀琪他現在離開計
畫、孫式文都是新聞系傳播背景，所以最早希望我們從文化傳播推廣去
orientate，在溝通上去了解使用者的生活脈絡。所以我從這角度去看，
大部分徵案推廣的老師，就會想說別人用什麼工具，循什麼推廣路徑，
我也可以沿用。所以我的問題很多是使用者那端過來的。但因為許老師
剛有講使用者現在是中小學資訊相關老師，有沒有想過其他可能的推廣
特別適用於這個運動。早先有些團隊會辦藝術節，或是新的 MOD 或手
機的平台，如果以媒介來講，現在已經有各式各樣的 platform 跟 media
可運用，但他當然不是科技當道，要是談整個生活脈絡進去。
許老師：我以前常笑 OSSACC 執秘孫賜萍，說你應該去拍個偶像劇，或是找林
志玲，這樣我們自由軟體就可以拍得出來，當然這是開玩笑。我是覺得
自由軟體在行銷上是不夠努力啦。而且我們的 approach 是比較理性的，
每次就是跟你說理。後來我在跟他互動之後，他改變了他一些宣傳策
略，會用一些比較感性的或是絢麗直覺的。像我忘了你裝哪一套系統，
他會像 cube 那樣在轉的，像 Mac 那樣，學生就會覺得很炫。還有一些
plug-in，我上次聽他講 firefox 有些 plug-in 就會在網路上做放大縮小。
他那時候就放棄不一定要用理性訴求，我就是告訴你這東西好玩好用。
我是希望我們影片未來也可以達到那樣的效果。如果論理有些人已經講
得比我們好。
方老師助理：聽起來軟體這東西跟實際運用不可分開。假如這群軟體的使用者在
網路上，不用立即，大家知道軟體去哪下載，有問題會寫 mail 回我，
門檻就降低了。
許老師：自由軟體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遊戲。現在所有小朋友玩的都在微軟系
統上，不能玩就免談了。科技跟生活的 entertainment 是非常重要。Linux
上沒有什麼好遊戲，之前有同事灌了 Linux 一兩個禮拜，小朋友就說不
要了，裡面的遊戲不好玩，那些人不是專門做這方面的。有可能你願意
另外花錢買遊戲機嘛，XBOX、Wii、PS3，你願意整台機器買下去。
方老師助理：可是我們現在講說你不挑戰 OS，在 OS 是 windows 前提下，在上
面開發很多程式是自由軟體，像剛講老師教學生那套很好用，這種軟體
普及性好不好？這種軟體多不多？
許老師：普及性就是大部分只要他知道他都會用。這種軟體就是我剛跟你提的好
用的這些，其他我不清楚，應該也不多。最主要就是它符合自由軟體的
精神，開放原始碼而且免費。
方老師助理：這在網站上抓得到嗎？
許老師：我的網站沒有，可能要去搜尋再去下載。最主要我們之前在宜蘭推廣有
一個成功的策略，就是我們結合聯經，聯經之前出一個 UPP，有點像洪
朝貴的概念，東西在隨身碟上面，但只有 AP 在上面。電腦打開後只要
插隨身碟上去，你要用的軟體不一定要裝在電腦上，可以用他的軟體
方老師助理：老師我有上去你的網站，也許我沒有逛到。你的網站有介紹幾款常
用的自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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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老師：沒有！我沒有介紹自由軟體。你是說應該也要。
方老師助理：因為如果我連名子都不知道，自然搜尋不到。假如我知道好用，在
windows 也可以用。像 firefox 是我看人家用，我才知道去找 firefox。可
是 firefox 也是 google 出錢，跟他說要免費給人家用，目的是把微軟的
IE 幹掉。因為你是免費的所以形象好，但背後老闆是 google 阿，我看
報導是這樣。所以 google 很厲害，他出錢然後有個漂亮的說我是免費
的，符合網民的期待，他也一直在更新，但沒人知道背後出錢是 google。
許老師：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點。其實我們在做計畫時候有點掙扎就是我得到計畫
的時候是叫公民團體運動的計畫，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去介紹這些枝枝節
節，可能很多人連這門檻都不知道，那幹麻還去知道你這公民運動在幹
麻。
方老師助理：像我一直以為 OS 都要改變，那門檻很高。那剛知道我 OS 不挑戰
你，我在上面做自由軟體，而且你平常用得到，能夠介紹人家這東西存
在，可以 download 下來試試看，有問題可以寫 mail 問然後回我，假設
都存在的話，意願會高點，比起把資料放進去。
許老師：我覺得我現在在做一個公民團體運動的典藏，我們是要跳進去還是站在
旁邊，我好像去講太多話變成我的社團這樣，老師也都很 nice 說，教
授你說什麼我們都蠻能接受。
方老師：許老師很有趣的例子。因為有些案子，昇佑和儀芳過去在計畫待過都知
道，因為國科會要求嘛，我們內部有提過一個問題，他一定要學校的老
師來領軍，因為我們有固定的工作跑不掉，可是有的老師就是掛名，所
謂掛名就是他參與的程度不一樣。許老師這個是全心投入，你並不是顧
問，你是行動。所以像管中祥老師跟你一樣也是公民團體行動記錄，他
等於是培訓，出這個錢培訓公民記者去做社會事件的紀錄放在上面，他
的記錄方式其實是一致的，他沒有特別強調他不涉入，因為公民行動記
者在什麼叫涉入上面不會掙扎，掙扎經驗本身就是很好的資料。所以數
典在這上面並沒有太清楚的說明，但是許老師參加的徵案，是第二個，
我上面是主題五對不對，題目是公民團體行動記錄典藏與推廣，以及社
區及公共參與。那個意思有點像有個公民團體在那裡，把他的運動紀錄
下來。許老師說我自己就是運動團體，運動也還在繼續，比較不是一個
紀錄片記錄過去，所以在探討自己的位置。
許老師：沒有。我只是剛好有這個問題呼應到，當我把這些都寫出來的時候，好
像我變成洪老師還是毛老師…不過也對啦，他們如果沒有這個，他們怎
麼去了解公民運動。
方老師：這很有趣。許老師今天如果只是紀錄公民運動，那個價值就是把過去沒
辦法紀錄的資產把他紀錄。可是他被問的是，假設我看了被影響，也想
加入，可是我除了加入這公民團體在宜蘭，我在家也開始實踐，那我要
用什麼觀念。
方老師助理：不過我這問題是老師一直在強調說，除了把資料放在網路上，有沒
有什麼推的，延續下來才會想到這問題。因為假如只是紀錄的話，坦白
說我把它放在網站上我就做完了。我還要做什麼其他的？如果我只是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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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的話。別的我不知道，如果是自由軟體的話，你給我看紀錄片其實意
義不大。不過可能我今天第一次聽這個計畫，所以可能我不知道痛…
方老師：我每次聽洪朝貴老師講話都熱血沸騰，但還是不會用，看他紀錄本身就
希望那我也是有行動力的，就是我認知能跟我行動力結合，不過回去後
就很頹然，覺得自己還蠻身心分離的。
許老師：不過他是真的很像革命，拿破崙那種演講。
方老師：其實他個性是很 mild，不是那種振臂疾呼型的，但我覺得就很有意思，
很像傳道士。許老師不好意思我這邊有些問題再請教。因為我們不管數
典在國家計畫上會有多少年，如果許老師的想像，會一路推展下去，第
一個問題，那個次地開展階段性，第一年第二年…如果你有那個想像，
你會覺得那個是什麼？還是說在行動中做著做著，像第二年計畫申請是
根據第一年的經驗嗎？
許老師：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做這計畫是比較從學術性角度去看，所以我那時
候做典藏只有宜蘭縣自由軟體社群。後來覺得這樣來看自由軟體是不夠
的，因為他本身是個 user。所以我就去找跟他有交集的自由軟體社群，
我們那時候就認識一個，宜蘭縣現在部落格是自由軟體系統，也是一位
叫 Mark，他本身也是一路一直在做自由軟體，這個專案本身是自由軟
體專案，他是台灣的負責人，協助撰寫跟推廣，甚至是某種程度的商業
化，因為他要賣給宜蘭縣嘛！另外一個是 OSSACC，OSSACC 其實是
宜蘭縣自由軟體的窗口，他會告訴他們政府什麼時候要拋計畫出來了，
哪個縣市現在在做些什麼。要看自由軟體在這脈絡下，不同團體不同
人，我們比較從社會學的理論去切。
方老師：那個思考範圍並不是從計劃第一年怎樣第二年怎樣線性思考。
許老師：其實有耶！剛開始是有這樣子，慢慢那個 umbrella 越來越大。宜蘭縣不
是只有部落格系統，還有一家晨鑫科技公司，他本身做自由軟體的，
也協助宜蘭縣做一些自由軟體的導入。另一個是聯經，他有一家聯經
數位，是推那個 UPP。事實上靠社群是沒有用的，如果沒有這些提供
科技服務的協力者，這個是空的。我那時侯想用 network 方式去談，
可是感覺上比較學術性，比較不是 push 一個自由軟體的使用什麼，而
是希望用這個角度去看，每個人在不同的位置上，怎麼協助自由軟體
的公民運動在進行。他們也不一定賺錢，也一樣熱血沸騰。像之前我
們認識一個晨鑫的老闆，基本上他自己有做一個 open office 加強版，
就是 open office 在中文化過程中那個官方版本不是那麼好，他去作加
強同時提供那版本的客服，對老師來講就很方便，如果你們學校用得
是他的版本，可以打電話問他。這就是在這個脈絡跟聯繫上面非常需
要的一環，我們就是用這樣來看。
方老師：許老師剛已經強調說比較是從學術。意思就是說我在問這個推廣計畫開
展，其實學術上一個位置跟立場，本來的角度上不是靠一個，所以你要
看借力使力那 network 發展，所以你會很想注意觀察這東西怎麼長成。
並不是說運動推到這一步，那下一步要推什麼推什麼。
許老師：而且那時候如果說我們是自由軟體公民運動紀錄，這種紀錄是比較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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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要去典藏其他的社群，再繼續下去，從脈絡上來看。所以我們就
是提嘛，第一年先這樣，第二年兩三個再下來看…
方老師：我再問一個問題。假設有數典沒數典，有數典就是說這個 funding 或是
有各種人在稽查，你覺得那個差別會不會很大？
許老師：我想應該蠻大的。有時候你跟他講說要做國科會的計畫，請他來參與的
話，大部分人都還蠻 support 這樣，就是你有 authority 會比較好談。還
有就是你也需要一些人力資源來協助，都有幫助。
方老師：那對方會要求或希望國科會的結果可以 feedback 到他業務、運動或自
己的使用上面嗎？還是他會有一些期待，因為國科會計畫的正當性。
許老師：嗯是正當性，因為你透過這計畫人家比較願意。另外就是目前有些組織
都沒有在做典藏。像我去參加 SLAT 軟體自由協會的也都沒有典藏。我
去我就去典藏，他們可能連照像也沒放在網站上，或是放一下。
方老師：這就是我下面的問題。典藏之前那些國中小老師他們自己成就出來是放
在哪裡？
許老師：他們有自己的伺服器，有自己社群的伺服器，但會議紀錄有時候會散逸，
而且搞不好他們都不做，有時做有時不做。我講得那個 SLAT 是因為我
們參加一些延伸的活動，我就跟那小姐講說我做我給你們，不然你們也
沒有資料。
方老師：當初設想第四個，逐年推廣觸及的對象，跟現在觸及的使用者有沒有很
大的差別。
許老師：目前才第二年，所以還蠻照計畫的。今年簽的典藏同意書，大部分是之
前規劃的，跟他們是有直接密切相關的社群。
方老師：這是被典藏。如果到網站上拜訪、提出問題，有沒有讓許老師覺得，或
在上面，咦原來還有這樣的人對我們的公民運動，他的背景他的環境…
許老師：我現在都把回應關掉了。因為剛開始想說還沒有 ready，沒有人力去處
理回應。
方老師：他有沒有尋別的管道，看到你的網站什麼什麼，這種途徑嗎？
許老師：目前好像沒有。
方老師：我這樣問不代表應該要有啦！因為第一年，我只是貪心的想知道。
許老師：好像還是走一些舊的人際管道，我會 refer 他們來看東西。譬如基隆那
個老師會問我一些質疑，帶我去他們學校看做的一些情況，我就跟他講
說你應該來看看這個人寫的論文或什麼之類，在我網站上有。我就把網
站給他，但不知道他有沒有去看就是。
方老師：我很好奇像中小學這些教師，他有一些組織類似像公會那樣，從這管道
這些運動跟資訊可以帶進去，有循過這種方式嗎？
許老師：像我們現在這個社群有個老師，是葛瑪蘭教師會會長之類。之前再開會
他也提供一些策略，如果自由軟體要推廣可以透過教師會方式去運作。
之前不是要選縣長嗎，選前感覺兩派還蠻持平的，有個校長是我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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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他就試圖說要不要請他們去簽那些東西，後來我們還是說不要好
了，扯進這會讓整個議題模糊焦點。
方老師：許老師你不要介意，我現在問的只是拋開來，不代表第一年要這樣做。
我只是想說詢問各種情況，因為我的經驗也是很有限，頂多像媒體改革
運動、性別，想到別的運動有些路緒，但也不見得是數典，只是想要了
解一下。問題差不多，各位有沒有什麼其他要提出。因為在這階段如果
引起很高注意力跟很多人來詢問，也會涉及到運動本身有多少人可以因
應，那個落差就像他的曝光率很高，可是他能夠回應外界需求的能力很
低。落差一出來別人就揚棄了。口號多沒辦法實際互動。所以可能很多
時候先建立內部的團結。
許老師：對。而且自由軟體公司你真的去都是那種家徒四壁，幾個人的。那種公
司都還蠻艱難的，即便聯經做 UPP 也是那個技術人員那位先生而已。
其實他是內部的資訊人員，只是他覺得這個很好用所以才做，聯經還蠻
會幫他做行銷跟包裝。其實自由軟體還蠻可憐的。他們之前去大陸跟人
家講台灣自由軟體怎麼樣，我們之前去參加一個會差點沒哭出來。自由
軟體有兩個不同的，一個叫 KDE、一個叫 GNOME，都需要中文化。
有一個叫 KDE 的人，還是 GNOME 的人，他是個國小老師負責中文化
的專案，就一個人，他已經做到手不能打字了，他跟我們講他只能用手
寫輸入。可是他就是要去追那個進度，剛好他提交的時間是寒暑假附
近，所以他哪裡都不去就在趕工。中文化的進度如果沒有達到某個指標
的話，你的語系會被拿掉，以後就不會去 handle 繁體中文。台灣都是
以一擋百的，很可憐，而且翻譯超無聊。
方老師助理：我有一個對自由軟體的想像。我覺得自由軟體跟免費軟體的概念上
還是要做個區分，自由軟體的目的不是只是反商業，而是不希望在電腦
科技後人都像白痴一樣，給什麼用什麼。而是過程中原始碼是開放的，
可以做更動、智慧的累積。所以自由軟體的推廣如果走量的邏輯，例如
我有一堆自由軟體可以用，其實是沒有傳達到自由軟體的精神，只是一
個 menu。有沒有可能幾個軟體特別去經營，他的修改程式門檻低一點，
用自然語言就可以修改，可能有些模板，可以讓他了解使用自由軟體的
意義不只是免費，是過程的參與及人類智慧的累積。我記得 epc 第一代
他 Linux 的版本跟其他不太一樣，修改程式的門檻比較低。
許老師：這變得是說像我們這種人不一定很有能力能做，但洪老師他們應該做這
方面。像他之前推 20 公克筆電或百毒不侵隨身碟的時候，我就說 OK
你可不可以讓我看那個東西，我在家自己做。他說不行這個要助理做。
我就說那我開會收一堆隨身碟給助理做…問題是我根本沒有去做的可
能性，關係也沒有改變。我就想說他們應該用到那麼容易，告訴我幾步
驟我去實現這樣的科技幻想，什麼都好。
方老師助理：像現在部落格就可以自己變化。
方老師：阿像那時候在講，我就在說在我們學界裡面那個概念，你可以獨立嘛！
對我們來講這個精神是很重要的。可是 20 公克筆電那次，在分享最吸
引人的就是我可以獨立不依賴微軟或別人，可是…還是要靠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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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老師：所以要賣他東西很難賣。他在那邊推我們在下面追，可是這東西不是我
們想像，跟不上那個腳步。
方老師助理：我上次看我一個同學，當然他是讀資工，他也是用 epc，他就跟我
說那很簡單，門檻不一樣。他的 google 打開你會懷疑那是 google，長
得不一樣，介面可以整個變成自己的。我自己有玩過一陣子 epc，可以
把桌面弄得像 XP，他就是一個模版給你，用自然語言寫你要什麼。我
覺得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自由軟體的意義，免費的軟體一堆，但不一樣
的是我可以改。假如能那樣是很迷人啦！電腦打開跟別人不一樣，那個
是有動力的。
許老師：就是自己的 expression，who you are！
方老師助理：真正最大的問題是檔案不能分享。格式會變掉，很可怕的事情。
方老師：謝謝！我們整理完逐字稿會再傳給許老師一份。我們在交談當中如果有
哪些名詞需要再確定，要再麻煩妳，當然我們會先校稿。聽起來很有趣，
我們應該參加你們一些活動…
許老師：好沒問題。洪老師一直都在朝陽，有時候也會來宜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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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99 年產出 TSSCI 論文

隱喻與數位文化：
由傳播與價值批判的角度省思∗
孫式文∗∗

∗

本文係國科會《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第四分項《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
社會應用推廣計畫》的子二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謝兩位匿名評
審的意見。
∗∗
作者孫式文為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telsw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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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數位媒介的發展讓各類資訊的複製與傳佈變得快捷且
價廉。大眾使用資訊的方式亦隨之改變，相關的著作權理念
因而成為不斷被爭辯的議題。支持強著作權的陣營，持續不
輟地將著作權框架為財產與產權，以合理化擴大著作權保護
範疇的訴求。而推動自由軟體和自由文化的陣營，也相繼建
構出與財產分庭抗禮的隱喻，例如第二次圈地運動、文化生
態、著佐權（copyleft）。本文描述這些隱喻之間相互牽連的
情況，並說明它們在國內與國際層次上的重要意涵。

關鍵詞：文化生態、公共領域、框架、著佐權、數位文化、
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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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本文的書寫，主要是居於下述對於台灣文化場域的形勢判斷：「智慧財產」
的觀念與由此觀念衍生而來的價值取捨，已成為行政與司法體系的主流思維與奉
行原則；然而，數位傳播與網路世代的崛起，已經呈現出有別於官方意識型態與
法律論述主流的新觀點、新想像與新的價值取捨；而且，這種相異崛起的新趨勢，
已經在社會不同的角落引燃難以預期的火花與衝突。另外，自 2010 年起，美國
〈特別 301 條款〉（Special 301，以下簡稱〈特別 301〉）似乎開始由過去的「工
具」性格，轉化成為一種「公器」，而智慧財產的觀念，看來將會在全球的新局
勢裡，有新的變化，引動新的價值取捨與市場區塊的移動。站在台灣關懷本土而
同步放眼天下時，我們需要著手探討以「財產」框架「智慧創作」的主流思維，
它的變異與隱含的網絡，以及在數位傳播與網路世代的崛起之中，與〈特別 301〉
由工具轉變為公器之際，那即將引動的變化趨勢。
以財產框架智慧創作的方式，不只是觀點設定與價值取捨的問題，它也在國
際政經場域裡，成為美國特定工商團體經略全球市場、創造經濟利益的法律工
具。在此脈絡下，本文想要說的是：即使台灣是個小國，自己無法調控國際的政
經形勢與價值取捨，但必須明白，所謂的智慧財產，有其政經謀略與法律工具的
性格，我們不需要將它內化成台灣奉行不移的信仰與價值觀；而且，以財產框架
智慧創作的方式，已經是一種隱喻設定，我們不需要將它內化成唯一合適框架智
慧創作的隱喻。本文想要做的是：由說服傳播的角度，來檢視智慧財產的隱喻如
何約束了政府與法律對於著作權的想像與論述，而在數位傳播的時代裡出現的新
隱喻，又如何引導出對於著作權的新想像與新論述，以及新的價值取捨與人間事
實的解構與重構。
本文第二節將先描述〈特別 301〉的工具性格。在一般的用法裡，工具指有
助於達成特定目標的手段。在目標已經確立的情況下，任何有助於達成目標的手
段，都是工具。公器則是在工具的基礎上，還必須考慮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相互
對待的要求。工具與公器的差別可用對比的方式分以五點來説明：
第一，即使由工具的角度看目標已經十分明確，但由公器的角度仍可再斟酌
該目標背後的價值取捨是否合乎社會公義，是否低估了或排擠到有些人的基本權
利或重要利益，特別是處於社會弱勢位置的人的權利與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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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目標明確且合宜的情況下，即使由工具的角度看手段非常有效，但
由公器的角度仍可再斟酌該手段會不會侵犯、傷害或犧牲有些人的基本權利與重
要利益，特別是弱勢者的權利與利益。
第三，以目標與手段包裹在一起來看公共事務時，工具性格反映的通常是強
者理性下目標的設定與決策，而公器的思考則要求合理的對待別人與自己，而總
願意去考慮他者（特別是弱勢者）的觀點，尤其是他者關懷的事情與需要的資源。
第四，由處事的態度來說，工具性格總以（盡可能）中立而不涉及價值批判
與取捨的姿態去採行有效的手段來完成既定的目標；這是一種有效的將事情完成
的做事態度。對比來看，公器的理念則在於明白公共事務總會捲入價值的取捨，
總要求公平合宜的去考慮他者的觀點、權利與利益，而不會只是有效的把事情做
好而已；這是一種兼顧人與事的處世態度。
第五，從以上四點綜合來看，雖然公器是在工具的基礎上進一步來談的理
念，但在公共事務的領域裡，工具性格與公器理念相互之間是處於對立的位置，
是一種前者通常反映強者理性而後者強調合理對待他者（特別是弱勢者）觀點與
多元價值的對立方式。但請注意，對立不等於二分，工具與公器之間不是二分的
關係，因為公器仍必須有其工具的維度，而工具在公平合宜的對待方式下，能轉
往公器地位的方向發展。
以上工具與公器的區分，是本於平常工具與公器的用法而環繞本文主題加以
演繹而成的概念區分。如果由傳播領域關於言說的文獻來斟酌，公器的理念頗近
於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96, p. 107 ）所闡述的言說原則：「只有在所有
可能受到影響的人以理性言說參與者的身份同意下的行動規範才是有效的規
範」。
本文以此工具與公器的區分方式，來描述〈特別 301 〉的工具性格，並以
多例子、多方位、多角度的描述，去展示並對比出現階段「特別 301」由工具轉
向公器的徵候。工具的使用總限於既定目標與手段之間的思考；但是，公器的使
用還必須考慮到人，尤其是那些明顯地會受到很大影響的人的基本權益。〈特別
301 〉事涉國際競合，因此，由公器的角度看〈特別 301 〉」，自然地會要求必
須以合理、公平的態度，對待並考慮其他國家的人民，尤其是當他們的基本權益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時。在這意義下，公器當然不能只限於既定目標下手段的思
考，而還必須考慮人，以及公共領域裡多元、合理的價值觀、價值取捨與生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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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對此，本文認為，當不再只限於既定目標下的手段思考而必須考慮價值取捨
時，隱喻會是一個重要的主導方式。不過，當事人未必能明白地自覺到自己用到
了什麼隱喻，未必能察覺自己受哪些隱喻的限制與引導，而即使知道自己使用了
哪些隱喻，或受哪些隱喻的限制與引導，也仍未必因此會瞭解到隱喻框架事實、
節制價值取捨的功能。由隱喻的研究與分析切入，是本文的特色。
在第三節裡，本文簡要的整理並說明在過去隱喻是如何節制了法律的想像與
思考。此節的整理與說明，可以說是為第四節做準備。
第四節是本文由一系列的實例描述，篩選重點，進行隱喻分析，而提出新觀
點與新理念的地方。這些例子顯示，智慧財產並非直接就是財產，它其實是在特
定的隱喻框架下形成所謂的智慧財產的事實，以及依此事實而有的價值取捨、是
非判斷與法律的認定與爭議。為了凸顯智慧財產只是可能的隱喻框架之一，並闡
述其實還有更多可能或可行的方案，本節進一步探討並分析公共領域、第二次圈
地運動、文化生態、著佐權等相關的隱喻。這些實例探討與分析，都指向一個簡
單但重要的觀點：智慧財產的爭議，不會只是事實認定的問題，不會只是利益的
競爭，它更是理念與價值觀的競合。本節最後以台灣的「三振條款」為例，說明
台灣在面對智慧財產的爭議時，如何迴避理念與價值取捨的爭議而只由務實的、
利益的角度處理。當全球的趨勢在相當程度上是受到理念與價值觀競合的左右，
以及〈特別 301〉開始轉向公器角色的時候，假使只由務實與利益的角度來回應
現在、規劃未來，長期來看，反而是昧於事實的作法。結合理念的反思與價值的
批判，以及相應的隱喻研究與分析，才能有妥善的、洞察事實與趨勢的務實作法。
最後一節是結論，簡要地總結本文想說的、想做的，以及實例探討與重點分
析的成果。在此有必要先聲明，以下的實例探討與分析，重點在提出一種邀請。
本文預期，當你接受邀請，試著由隱喻的觀點去瞭解、體會這些例子，你將能看
到一個又一個隱喻設定下產製出來的事實，如何在此起彼落的動態過程中，不斷
的衝擊、調節那獲得法律地位而仍穩坐主流位置的智慧財產的事實，以及公器理
念與新隱喻即將改寫智慧財產的概念與價值內涵的新趨勢。

貳、對於「特別 301」由工具到公器的省思
二〇〇九年初美國貿易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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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ve ，簡稱 USTR ）宣佈台灣自〈特別 301 〉除名。台灣的政府官員即
刻召開記者會，宣揚立法、行政機關近年來在保護智慧財的各項施為與努力，並
樂觀預期台灣可望因此吸引跨國企業來台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經濟轉型，並提
升國家競爭力。新聞媒體亦採用官方的說法，援引政府官員的樂觀預期作為標
題，報導此事（林淑媛，2009 年 1 月 18 日 a, 2009 年 1 月 18 日 b；侯雅燕，
2009 年 1 月 18 日 a, 2009 年 1 月 18 日 b；張宗智，2009 年 1 月 17 日；曾
桂香，2009 年 1 月 17 日）
，並以社論、專欄籲請政府持續努力打擊盜版，提高
國內智財權保護意識，掃除盜版王國污名，維護台灣國際形象（吳王小珍，2009
年 1 月 24 日；黃朗倩，2009 年 1 月 17 日）。
然而問題是：自「特別 301 」除名真的能夠提升國家的競爭力與國際形象
嗎？仔細檢視「特別 301」報告本身，應當會看出不同的意義。初步來看，「特
別 301 」囊括全球 77 個與美國有貿易關係的國家。每年的評估報告對此 77 個
國家中被評定為智慧財產保護不力的國家，依情節輕重，列入優先觀察名單
（Priority Watch List ）
、觀察名單（Watch List ）
，或〈306 監督條款〉
（Section 306
Monitoring ）。USTR 於 2009 年列出 46 個智慧財產保護不力的國家（USTR,
2009）； 於 2010 年則列出 42 個國家（USTR, 2010 ）。此數據顯示，全球有相
當數量的國家對於智慧財產的理念與法制不同於美國的觀點。台灣政府官員與新
聞媒體對於〈特別 301〉除名的效益論述，顯然是獨尊美國的價值觀，而忽視其
他的觀點。
在此脈絡下，頗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海盜灣（the Pirate Bay ）的宿主國
瑞典，即使當年的台灣也實不足以稱為盜版王國。海盜灣成立於 2003 年 11 月，
是全球最大、最通用的檔案分享網站。據美國國際智慧財產權聯盟（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簡稱 IIPA ）的 2009 年報告（2009, p. 314 ），海
盜灣已經被翻譯成 34 種以上的語言，全球用戶超過 2 千 5 百萬。
海盜灣雖然在 2009 年 6 月被瑞典的全球遊戲工廠（Global Gaming
Factory ）購買，轉型為合法的檔案分享網站（Ashton, 2009; Bardeesy, 2009）
，但
瑞典還有海盜署（Piratbyrån ）
、海盜黨（the Pirate Party） 繼續推動著作權與專
利改革的運動。雖然這些組織是各自獨立的體系，但瑞典民眾的行為卻讓人看出
其中有趣的連結：當海盜灣在 2006 年 5 月 31 日被瑞典政府查緝而關閉 3 天之
際，成立於 2006 年 1 月 1 日的海盜黨的黨員人數卻立即成長三倍（Ekman, 2006,
252

June 18 ）
，且在同年 9 月的選舉中贏得 0.63% 選票（IIPA, 2009, p. 313）
；2009 年
4 月 17 日瑞典判處海盜灣四名創始人罪名成立，但宣判一週之內，海盜黨的黨
員人數再次倍增，躍升為瑞典的第三大黨（“Why Court Case Has Made Pirate Bay
More Popular Than Ever”, 2009, April 24 ）
；在同年 6 月 7 日的歐洲議會選舉裡，
海盜黨取得瑞典在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18 個席位中的 1 席（Anderson, 2009,
August 27; Edwards, 2009, June 11 ）。

雖然瑞典海盜黨被美國的新聞媒體評論為只有單一主張的政黨，而且是由於
年輕人的浪漫讓海盜黨無視平民百姓們所憂慮的民生議題（例如 Chu, 2009,
December 27 ），但是這個改革著作權的單一訴求，卻讓海盜黨擴散至全球四大
洲（Clarke, 2009, June 21 ）。目前已經有 13 個國家以海盜黨為名成立政黨，其
中德國和瑞士的海盜黨已開始參選（Edwards, 2009, June 11; Hartley, 2009, June
9 ），荷蘭和英國的海盜黨也將在 2010 年參選（Harris, 2009, August 27）。此外，
還有 20 多個國家成立以「海盜黨」為名的民間組織。台灣網友亦有呼應，而於
2009 年 10 月在臉書（Facebook）上成立台灣海盜黨。截至 2010 年 4 月 10 日
止，台灣海盜黨成員共有 275 人。

1

行之有年且擴散全球的海盜運動並未讓瑞典名列〈特別 301〉。雖然國際智
慧財產權聯盟在 2007 年將瑞典列為特別陳述（special mention）
，在 2008 與 2009
年建議將瑞典列入〈特別 301〉的觀察名單，但是未被美國貿易代表署採納。國
際智慧財產權聯盟的 2010 年報告也就不再關注瑞典的海盜活動。反觀台灣的境
遇，自 1985 年起就被國際智慧財產權聯盟設定為掃蕩全球盜版的監控對象。美
國貿易代表署在 1989 年公佈第一份〈特別 301〉，台灣開始名列其中；1992 年
甚至被列為優先指定國家（priority foreign country），並且在美國以提高關稅和限
制進口為報復的要脅下，台灣依據美方的利益，修訂本國的「著作權法」
；1996 年
台灣自〈特別 301〉除名，改列其它觀察（other observation）名單，但依然被持
續監督；1996 至 1998 年台灣配合美國防堵中國大陸盜版與仿冒的行動而自 301
除名；2009 至 2010 年，台灣則因設立智慧財產法院、訂定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行動方案、通過「三振條款」而自 301 除名。整體而言，在〈特別 301〉施行的
22 年中，台灣前後共 16 年被列入觀察名單或是優先觀察名單，1 年被列入優先
指定國家（本節相關事證請參閱 IIPA, 2010, pp. 49-51）。
與〈特別 301〉交手二十多年的歷史經驗讓我們認清一項事實：〈特別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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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貿易談判的工具，而台灣與瑞典的差別待遇，顯示這項工具欠缺一致性的
準則。更重要的事實是，〈特別 301〉不僅不足以表徵美國的多元價值，甚至抵
觸美國民主與自由的普世價值。例如，2010 年國際智慧財產權聯盟利用其推薦
301 名單的權力，建議將巴西、印度、印尼、菲律賓、越南、泰國列入〈特別 301〉
，
而該聯盟所持的其中一項理由，居然是這些國家為了節省行政支出和避免軟體盜
版，而要求或是鼓勵政府相關單位使用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自由軟體。
該聯盟主張，使用開放原始碼的自由軟體將壓縮商業軟體的市場與獲利，因而是
一種侵犯智慧財產的罪行（Chapman, 2010, February 24; Guadamuz, 2010; Johnson,
2010; “OSFA Refutes IIPA’s Attack on Open Source Software”, 2010 ）
。國際智慧財產
權聯盟的論述與行動，再一次的展現美國跨國企業利用國家強權擴張智慧財產保
護範疇的意圖。
所幸美國貿易代表署在 2010 年在〈特別 301〉的審議程序上，做出重大的
改革：建立公眾發聲的正式管道。此項改革初步且具體的做法是：在政府規章網
站（http://www.regulations.gov）裡，開闢 2010〈特別 301〉的資料夾（文案編號：
USTR-2010-0003 ）
，允許任何團體、個人、國外政府上網呈遞書面意見，並且接
受遞交意見者登記參與 2010 年 3 月 3 日的公聽會（public hearings）。諸多主張
改革的非營利組織，例如自由軟體基金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學生自由
文化（Students for Free Culture）、公共知識（Public Knowledge），皆呼籲美國政府
應當以合理使用、公眾利益與文化自由的價值，來平衡智財權中過度嚴苛的法
條，並且批判美國政府為了經濟利益而強迫他國通過嚴苛的智慧財產法的作法，
其實違背了美國的自由信念與民主價值。而前述被國際智慧財產權聯盟點名的國
家雖然皆列名於〈特別 301〉名單，但使用自由軟體等同侵權的理由則沒有出現
在美國貿易公聽會的舉行，使得〈特別 301〉由跨國公司藉著國家力量而經略全
球的工具，開始向具有合宜及公平的理念而發展的公器。過去，台灣的行政與司
法體系沒有正視〈特別 301〉的工具性格，而總在美國經濟制裁的要脅下，在國
內強行修法與執法，並且投注國家資源宣導包裝〈特別 301〉工具性格的表面價
2

。
值。《著作權法》已在許多國人的心中留下惡法的印象（賴文智、王文君，2007）
本節的重點可簡要表明如下：面對〈特別 301〉即將（或可能即將）轉變為
公器的趨勢，我們有必要重新反省所謂的「智慧財產權」背後隱含的觀點設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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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取捨。如此重新反省的進路，不用捲入智慧創作是不是財產、著作權是不是
財產所有權的辯論，而是將重點放在如何不必受限於財產與財產權的框架，由其
他的方式去理解智慧創作以及作者和公眾的權利。探索替代方式，等於是去探索
新的想像，以及由新想像衍生而來的新觀念與價值取捨。本文相信，如此的重新
反省與新想像的探索，能使我們免於自限於工具性格的侷限，並對公器的新視野
與新趨勢能有更好的掌握與準備，而且能更深刻地理解現階段智慧財產權的文化
意涵及其仍有的可塑性與重新調節的發展空間。
參、跨域的法律想像
隱喻在法律的理論與實務中一直是個棘手的議題。二十世紀初，諸多美國大
法官指出隱喻用之於法律所導致的負面效應，並且主張限制，甚至避免使用隱
喻。一九二六年，尚未出任美國大法官的 Benjamin Cardozo 判決母公司需負責
賠償搭乘其子公司鐵路而受傷的乘客。在 Berkey v. Third Avenue Railway Co.
（1926 ）的判決理由中，Cardozo 認為該母公司不當的使用暗藏於所謂的「隱
喻迷霧」（the mists of metaphor ）的訴訟策略，並且對隱喻用之於法律的情況，
提出如下的批判：「隱喻用之於法律需要被仔細的檢視，原本用來解放思想的工
具，卻往往以奴役思想為終」。一九四八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於公立學校教
導學生從事特定宗教的儀式一事，判決為違憲，在 McCollum v. Board of Education
（1948）案中唯一投反對票的大法官 Stanley Forman Reedy 以「法治不應當受到
言說譬喻的左右」，來駁斥「隔離教堂與國家之牆」的隱喻表述方式。
上述的案例，顯示了傳統的法學研究只將隱喻視為是一種表達主觀價值的言
說工具，或只是構作辯論理由以達到說服效果的修辭策略罷了；在隱喻的操弄
下，事實與真相恐怕會被扭曲或完全遮蔽。由此觀點理解隱喻的運作，隱喻顯然
的抵觸了法律必須基於客觀事實的基本要求。但是法律的論理又無法全然的排除
隱喻，特別是在具有高度爭議性的司法審判中，法官對於複雜案情的解釋、推理
與判決，雖然在一定程度上受到法律原則、先例，以及專業規範的節制，但是法
官形成判決理由的心像，往往在不自覺的情況下，受到隱喻的影響，而隱喻的選
用又似乎不得不總夾帶著審判者主觀的價值判斷與意見。法學界常以「半陰影」
（penumbra）來描述隱喻在司法審判中，動搖法律原則的可能性，然而這項「半
陰影」的警告，本身卻也是一個基於隱喻性思考的說理（Bosmajian, 1992; He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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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就實際的現象而言，法律的個個層面，從基礎的原理、案件的分析，以
至判決的理由，皆無法避免去使用隱喻（Smith, 2007）。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
原本只是在法庭中用以論述或說理的隱喻，竟被廣泛的引用，而成為長期主導著
西方法學的發展與司法案件判決的法律隱喻；例如，前文提及的「半陰影」
、
「隱
喻迷霧」，以及「分隔教堂與國家的牆」等等的隱喻表述方式。這些隱喻對法律
的影響，由語言的層次而深入到思考與價值判斷的層次。法律與隱喻之間難以切
割的糾結關係，甚至被推論為是法律本質所使然，而善用隱喻的字面意義與實際
意義之間的弔詭牽連，可以巧妙的遮蔽法律的矛盾本質（Ross, 1989）。
隱喻並非僅是一種修辭策略或弔詭的語言現象。一九八○年代的認知語言學
研究讓我們對於隱喻有了不同於傳統語言學的認識。隱喻是一種跨領域的認知現
象，由熟悉一領域中的觀點取捨，去瞭解另一領域的經驗秩序與推理型態（Lakoff
& Johnson, 1980）。隱喻的跨領域認知，不是任意武斷、無所根由的，而是以身
體活動與感知的型態為基礎，在跨領域的調節中，衍生並同步節制抽象的概念與
推理（Lakoff & Johnson, 1999）。據此主張所建立起的理論，稱為「概念隱喻理
論」（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其分析與描述的模式稱為「二領域模式」
（two-domain model）。
近年來的法學研究開始採納概念隱喻的論述與分析模式，而重新去檢視法律
與隱喻之間的糾結關係。研究法律隱喻的觀點，從語言層次的修辭策略進到了認
知層次的理解、思考與推理，探討的範圍也擴展至法律隱喻的時代背景，及其意
義所根植的社會情境（例如 Smith, 2007; Winter, 2007; Herman, 2008）。隱喻性思
考提供法律原則在適應社會的複雜情況時所需要的彈性。法律的原則與推理來自
於人類的理性與判斷，而人類的理性與判斷不會只依循每一步都要有邏輯形式規
定的推論方式，或是固守脫離情境脈絡後的規則，實際上會是在不斷的與環境互
動下，捲入了富含因應情境的想像力與自行調節的能力。這些想像與調節往往是
以身體活動與感知型態為基礎的跨域認知，也就是隱喻性的思考。深入探討法律
隱喻的運作原則與認知基礎，可以解析法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法律如何
在歷史的脈動中，一方面持守恆常、穩定與可信的公義原則，同時又能在不斷浮
現的新社會情境中調節與變通（Johnson, 2007; Winter, 2007）。
以上述法學研究中新興的隱喻論述與模式分析為背景，下一節將論題集中到
傳播與價值批判的角度，由切近本文的主題，去篩選並解析相關的隱喻現象與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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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由於本文採取二領域模式進行分析，因此有必要在書寫上區分跨域認知意涵
下的隱喻，以及文字言說下的隱喻表述。例如，當如是行文時：

［智慧創作是財產］

其中用到的特殊括號，在本文的約定裡，是要指明括號中所述及的是隱喻性的跨
域認知的型態；而當如下行文時：

「智慧財產」

所用到的常用引號，與一般的用法相當，是要指明括號中所述及的是文字言說下
的隱喻表述。前者是在認知、思想、推理的層次，後者是在文字言說的層次。二
領域模式的分析要點，是由文字言說的層次，去發現認知、思想、推理層次裡的
跨域型態，以及跨域認知的型態如何節制人實際的言說、推理，以及價值的取捨。

肆、隱喻主題
本節分五個小節次，前四個小節各自都以一項隱喻主題為核心而前後相承的
展開。第一小節的核心是［智慧創作是財產］
，第二小節是［著作權是自然權］，
第三小節是［文化生態］
，第四小節是［左右權］
。所做的分析與說明，除了以切
合本文主題與價值批判的角度進行外，也將旁及相關的社會情境與脈絡；有時一
個合宜的隱喻會因社會情勢的變遷而不再適用，或內涵起了相當的變化。第五小
節以前四小節的隱喻分析為背景，台灣的「三振條款」故事為前景，討論故事中
所涉及避風港的隱喻表述，以及相關的言論與觀點。值得在此先說的是避風港缺
乏前四小節中價值反省與批判的內涵，而可以說是只由實務與比較利益的工具性
思考進行。
一、智慧創作是財產
智慧財產權的法令名稱，引導我們以日常生活中所熟習的有形財產的概念，
去理解人類心智活動的成果、價值與權利的管理。此理解方式是一種隱喻的跨域
認知。在［智慧創作是財產］的隱喻結構中，智慧創作是目標域（target domain），
財產是來源域（source domain）， 「是」標示由來源域跨往目標域的理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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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跨領域的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下，智慧創作的處置權利被視為是
財產的所有權，而形成今日通用的智慧財產權。
著作權是一種智慧財產權，承接［智慧創作是財產］的隱喻觀點，［著作權
是產權］也成為我們文化中通用的隱喻性概念。在此一隱喻的設定下，未經授權
的近用或傳佈版權物，即是違背公平正義的侵權行為。法學論域裡常以「海盜」
（pirate）
、
「掠奪者」
（predator）
、
「寄生蟲」
（parasite）
、
「竊賊」
（thief）
、
「偷獵者」
（poacher）
， 以及「搭便車者」
（free-rider）來指稱未經授權的使用者（Loughlan,
2006）。這些詞彙皆以財產權隱喻為核心，因不同的語境而有的隱喻變異；它們
皆導引出侵害他人財產的負面意像，只是各自側重不同的面向，並勾勒出不同的
社會事實。海盜與掠奪者強調目無法紀的以暴力搶奪他人的財物，寄生蟲由「自
體營生而悄然的吸取他人的養分」來比擬「未經同意而一點一滴的竊取別人的財
物」，竊賊與偷獵者側重「暗中將他人之物據為己有」的面向，而搭便車則是坐
享他人的成果。這些隱喻的變異有助於著作權人在不同的情境中，皆能以立足於
公平正義的位置，而貫徹其制裁未經授權使用的主張。
在這些［著作權是產權］的隱喻變異中，偷竊與海盜常被用來阻斷人們深入
思考著作權議題的隱喻（Party, 2009），也是政府單位與商業團體聯手製作文宣
時，最常使用的隱喻。例如，我們在看電影或是出租影片時，會先看到一則宣傳
短片：
「你不會偷車子；你不會偷錢包；你不會偷電影。下載、盜版，就是偷竊。
盜版是犯罪行為」
。在聽廣播時，我們會聽到：
「你知道偷車違法，你知道偷東西
違法，但是你知道嗎？下載沒有經過授權的音樂、影片和軟體，也是一種違法行
為，非法下載就是偷竊創作者的心血結晶，也違反智慧財產權，拒當網路小偷，
3

支持正版，創作市場才能蓬勃發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醒您」
。 這些文宣，邀
請閱聽人以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財產概念，去看待版權物，並將未經授權而近用
或使用版權物的行為，比喻為偷竊。很明顯的，這樣的宣導策略，應用了社會對
於偷竊行為已有的價值判斷與標準，來合理化「著作權法」的立意與規定。
再者，隨著重製與散佈數位檔案技術的發展，最大著作權保護（maximum
copyright protections）的支持者，依循［著作權是產權］的隱喻，而去推動數位
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他們將數位檔案放到「加密」
（encrypted）
的保險箱中保管，而解密的「金鑰」
（key）只提供給付費購買使用權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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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娛樂與軟體產業更成功的遊說美國國會議員通過「數位千禧年版權法
案」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禁止製造或銷售任何可用以規避數位版
權管理的工具。此一法令進一步擴展［著作權是產權］的隱喻，讓著作權利人對
數位檔案採行加門上鎖（locked door）的控制，並將規避者的行為形容為「破門
而入」
（breaking and entering）
，以譴責其蓄意入侵的暴力行為（Herman, 2008）。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金鑰與加門上鎖的控制手段，曾風行一時，但都因惹惱消
費者或抵觸一般的消費習慣而瓦解。時至今日，不加數位版權管理的 DRM─Free
反成為行銷數位內容的策略。）
綜上所述，［智慧創作是財產］、［著作權是產權］的影響，不僅在語言層次
形成通俗的詞彙，也深入到我們思考與推理的認知層次，以及價值判斷的道德層
次，並且經由政策與法律的制訂、行政與司法體系的執法，以及商業團體的操作，
更進一步的建構了我們的社會真實。
二、著作權是自然權
［著作權是產權］的隱喻蘊含著自然權的觀點。雖然，「著作權法」在授予
著作權人有限期的獨佔權時，已然不承認著作權是一種自然權，但是［著作權是
自然權］的隱喻概念卻一直是擴張著作權人私益的論述基礎。主張［著作權是自
然權］的論述，通常以 17 世紀末，洛克（John Locke）
《政府論》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卷二中的財產理論（theory of property）為根據。按洛克所言，
任何物件，因勞動力的介入而脫離原本共享的（common）自然狀態，即成為勞
動者的個人財產。因勞動而取得的個人財產權，是自然的權利，因為勞動力屬於
勞動者，以勞動力去轉化自然物而得到的報償，自然是屬於投入勞動力的人。當
洛克的「勞動─報酬」原則被跨域運用到關於著作權的定位時，很自然的會有如
下的推論：作品是作者的勞動產出，作者的勞動賦予了作者與其作品之間個人財
產的自然權利的關係。依此，結論是：著作是作者的財產，著作權是自然的權利。
洛克的勞動─報酬原則與當時的農耕經驗，特別是其中播種與收割的經驗，
息息相關。私有產權、自然權利與農耕經驗的概念相融合，形成了辯論著作權政
策的法律隱喻──［著作權是農地勞動產權］。這樣的跨域想像，也反映在當時
著名的法律表述裡；例如，1726 年 Louis D’Hericourt 的言說：「人擁有處理其
勞動果實的自由」
；又如 1767 年 Lord Mansfield 的言說：
「作者當然要去收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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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人聰明才智與勞力而來的金錢收益與利潤」（其他相關案例請參閱 M. Rose,
2002 ）。
在此脈絡下，值得來相提並論的是，在《安妮法案》（The Statute of Anne）
立法期間，英國著名小說家 Daniel Defoe 以親子關係為比喻，主張作者應當享有
出版書籍的權利：
「書是作者的財產，是作者創意的小孩，是作者頭腦的孩子」。
以父母與子女的關係來比喻作者與作品的關係，而未經授權的使用就像偷走作者
的小孩般的不道德。勞動—報酬的原則與親子關係都可以用來比喻作者對於作品
的自然權利，此點正是隱喻的一項特性：一個目標域可以由不同的來源域去理
解，而不同的來源域會帶出不同的視野。勞動—報酬的隱喻側重實效與功能；勞
動產物經由市場交換所產生的經濟效益是勞動者的報酬，也是勞動者從事勞動的
動機，勞動者與勞動產物的關係通常終止於報酬取得之時。親子隱喻彰顯的則是
Robert Merton（1979）所說的社會認可與聲譽。這種認可與聲譽是不能讓渡的，
也沒有終止的時候。兩個隱喻各有其適用的情境脈絡；脫離適用情境的隱喻，會
失去其說服性與合理性。親子關係的隱喻不適用於市場交換；父母不能因為養育
子女的勞動，而具有獨佔與販售子女，以換取經濟利益的自然權利。同樣的，勞
動─報酬的隱喻也僅是在市場經濟的機制下可以作為著作權是作者自然權利的
論述依據。
勞動與報酬之間或許有著自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在諸多人類建立的制度之
下，勞動者不必然享有勞動的成果。洛克之所以要主張勞動報酬為自然權利，主
要在於抗拒君權與國家制度的介入，讓個人勞動所得成為個人可以享有的財產權
利。然而，《著作權法》卻是仰賴國家的制度，強行建立起創作的權利歸屬，並
以洛克的勞動報酬的原則來正當化這樣的歸屬是自然的權利。事實上，洛克曾經
為文批判「安妮法案」訂定之前的《特許法案》
（The Licensing Act）
；在他看來，
賦予圖書公司獨占出版與印刷的特權，違背了知識啟智的價值，阻礙了知識的流
通，應當予以限制（M. Rose, 2003）。著作權法制所倡議的權利顯然不是洛克所
主張的自然權利。而且當今的《著作權法》保障相關利益團體勝過保障創作者，
創作者不僅未能從販售、流通作品中獲得合理的利潤，亦無法掌控作品如何複
製、如何公開使用的權利（劉昌德，2008）
，
［著作權是自然權］的隱喻已然變質。
如今，我們已歷經工業革命、數位革命，且進入了資訊經濟的時代，但是［
著作權是農地勞動產權］與［著作權是自然權］的隱喻依然到處可見，並且常用
260

來合理化、正當化著作權所代表的社會正義。例如，近年來關於著作權的政策辯
論與判例中，作者與發明者的付出與應有權益，常被表述為：
「播種」
（sow their
seeds）
、
「滿頭汗水」
（the sweat of the brow ）
、
「心智勞動」
（labor of mind ）
、
「勞
動果實」（fruits of labor ）、「期待收穫」（look forward to reaping ）
，而未經授權
的使用則相對應的表述成「未播種的收割」（reaping without sowing）
（Loughlan,
2006）。農耕雖然已不再是今日的主要生產模式，也不再是多數人的日常生活經
驗，但是在我們的文化中，仍然承襲了許多農耕時期歌頌勞動價值的諺語與詩
詞，例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
粒粒皆辛苦」
、
「春種一粒粟，秋收萬顆子」等等；播種與收割的勞動價值，深深
的根植於我們的文化中，成為不假思索下理所當然的說理方式。再者，在今日的
勞動市場裡，以工作時間與工作成果計算薪資的制度，讓一般的受薪階級還是日
復一日的體驗著勞動─報酬下私有產權是自然權利的觀念。即便在法學研究中，
著作權已不再是自然權，甚至被視為是「特權」（例如 Sandefur, 2007），對公共
領域構成威脅（劉孔中，2006）
，但是在勞動─報酬的文化經驗與生活體驗中，
［
著作權是農地勞動產權］與［著作權是自然權］的言說方式，依然具有相當的說
服力。
三、第二次圈地與文化生態
然而，《著作權法》的立意並非僅是保障著作權人的私產。自 1710 年世界
第一部關於著作權的成文法──安妮法案的制訂，智慧財產最終回歸公共領域也
一直是「著作權法」的核心理念。如何在公益與私益之間取得適度的平衡，一直
是「著作權法」無可避免的議題。著作權制度中一項重要的設計──作品在保障
期限終止後進入公共領域，讓著作權與公共領域之間的關係，乍看之下，似乎是
一種隨著時間移動而保護狀態改變的遞嬗，但實際上卻是形成了 Jessica Litman
（2006）所說的著作權人與公眾之間的對立。這樣的對立，在市場經濟制度下與
財產權利的概念結合，便順勢演變成畫土分疆的地域之爭。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權衡和決定公益與私利的疆界時，總是處於此消彼長、彼長此消的競爭
態勢。隨著著作權保護期限延長、保護標的增生、保護效力擴張，公共領域則相
對的日漸縮減。
著作權制度的畫土分疆不僅限縮公共領域的範疇，同時也框限公共領域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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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的價值與意義。著名的隱喻──「公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描繪了公有地在人們無所節制的牟取私利下，過渡的使用，卻乏人
維護，最終難逃消耗殆盡的命運；此一隱喻影響諸多政治、社會政策的訂定（Lessig,
2002）。公共領域逐漸失去其原有的價值與意義，成為著作權的負面表述；公共
領域普遍被視為著作權保護區之外的，沒有法律保障的荒原（wasteland）（Boyle,
2003a; Samuelson, 2003）。落入公共領域的智慧創作，猶如殞身於垃圾堆的廢棄
財產，任由拾荒者處置（Samuelson, 2003），而「落入公共領域」
（fallen into public
domain）這個法律界通用的用語，更強化了這樣的觀點（Ochoa, 2002）。「落入」
意指物件由上而下的位置移動，上與下對應我們在空間中的經驗，以身體為座標
而感知的方位與方向。這個直立的方位在文化場域中成為具有評價性意味的「方
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居於上位的是比較好的，居於下位是比較差
的（Lakoff & Johnson, 1980），由上位落入下位，是由較好的狀態落入較差的狀
態。落入公共領域的說法為著作權保護區域與公共領域之間標示出上與下的位
階，隱含私利位居於公益之上，著作權保護區域優於公共領域，私人智慧財產的
經濟效益高於公共領域的文化價值。這種方位隱喻常在使用者不自覺的情況下節
制說理的方式與語彙的使用，並且常在不經意中透露出評價的意思。積極推動「著
作權法」改革，建立創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 ）的重要學者，Lawrence Lessig
在 Eldred v. Ashcroft 案件（美國國會通過著作權保護期限延長的合憲性）的辯
論以及相關著述中，也是不自覺的使用了「落入」公共領域的說法。不過 Lessig
在 2004 年出版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 ）書中，改以「進入」（enter）
或是「通過而納入」（pass into ）取代「落入」，而讓公共領域與著作權保護區
至少具有平行的位階。
James Boyle 以英國 15 至 19 世紀的圈地運動類比著作權的擴展趨勢。圈地
運動把公有土地圍起來變更成私人的財產；著作權擴張私人所有權的保護，可以
說是第二次圈地運動，而「這次圈的是心靈的、無形的公有地」，蠶食鯨吞我們
文化中的公共領域（2003b: 37; 2008: 45 ）。Boyle（1997, 2007, 2008 ）主張我
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思維，來重新思考著作權制中公益與私利失衡的議題：由美
國 1950 至 1960 年代興起的「環境主義」中擷取合宜的論述觀點，特別是促成
環境保護運動的兩個概念──「生態」與「外部性」，來思考私人財產的交易與
使用行為，所造成的公共領域損害，以及整體文化的傷害。
262

本文認為，環境主義的論述的確能提供有別於由財產隱喻而來的畫土分疆的
思考框架。文化的發展也需要合宜的生長環境，文化的生態一如環境的生態，有
其脆弱、複雜，以及難以預料的、網狀般的相互牽連。對於任何生態系統而言，
外部性所產生的影響，無論是正面的或負面的，都不會因地域疆界的劃分，而阻
隔其影響力的流動範圍。以生態系統去理解文化的發展，智慧創作所產生的公益
與私利，無法再以地域疆界的概念做出清楚的劃分；兩者之間不再是敵對的競爭
關係，而是環環相扣的相互牽連。特別是在網路蓬勃發展的世代，智慧創作的價
值不會因更多人的使用而減少，反而是在流通與使用中累積價值，在私利與公益
的會合中產生綜效。近期最著名的例子之一是來自台灣，「小胖」為名，以一首
［我會永遠愛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的超凡美聲，在視頻分享網站因全
球點閱率而走紅的林育群。地理地域的劃分，或公私領域的區隔，都難以阻絕因
更多人的使用而同步帶來的「公共分享」與「市場價值」。
四、自由分享與左右權
如何維繫文化生態的永續經營？首先，我們需要認清一項事實：公有物、公
有財的不可佔有、無法獨享的本質，在科技的發展與法律的強制之下，皆可以被
征服、被管控、被財產化（例如，排碳權交易），公共領域的存續無法再單獨的
依賴自然法則，也就是公有物、公有財不可佔有、無法獨享的自然本質，而是需
要建立公共性的規範原則（C. M. Rose, 2003），投入國家的資源建立保護集體權
利的法制條件（劉孔中，2006），創造公共財的經營條件（唐士哲，2006）。
再者，智慧創作在網路上的流通與使用皆涉及授權，但是「著作權法」的授
權方式與概念已不足以因應數位時代的需求（賴文智、王文君，2007）。國際間
諸多非營利的組織業已著手建立經營公共領域的規範秩序，例如「自由軟體基金
會」推動程式碼的公眾授權（general public license），「開放源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ive）推動開放源碼授權（open source license），「創作共用」推動
文化創作與學術知識的公眾授權。國內亦成立相對應的組織，例如「自由軟體鑄
造場」、「創用 CC ──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推動公眾授權條款。國內
的學者亦為文闡述國際間科學公有地的發展，並檢視國內有待改進的現況（例如
翁秀琪，2008），以及創用 CC 的授權精神與條款（例如盧文祥，2007；顏向瑜、
巫國豪、程致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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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用公眾授權之中，富含隱喻特色的 copyleft 為分析案例，以彰顯建立
文化生態的規範秩序的新想像與新價值。Copyleft 是自由軟體運動在 1984 至
1985 年之間創作的新字。Copyleft 中文翻譯為「著作權左派」或「著佐權」（劉
孔中，2006 ；劉孔中、莊庭瑞，2005）。本文直接用原來的英文字進行分析，
如此做的理由將會在分析中明示出來。Copyleft 倡議我們應該保護軟體的使用、
修改、散佈，以及散佈修改後軟體的權利。Copyleft 是一個饒富趣味而與 copyright
正面交鋒的隱喻。先由字的組成來看，copyright 是一個複合名詞，由 copy 和 right
兩個名詞所組成；第一個名詞 copy 修飾第二個名詞 right ，而使得原本可意指
「權利」或「右方」（或其他）意思的第二個名詞 right ，只以「權利」而放到
智慧財產的脈絡被閱讀。Copyleft 仿效 copyright 的組合方式，它承接第一個名
詞 copy，但以 left 替代 right 作為第二個名詞。在 left 的對應下，right 的方位
意義被凸顯出來，而有左右方位的對比。這個左右方位的對比，運用到政治文化
的場域時，對應出政治意識型態光譜上的左派與右派。Copyleft 以 left 替代
right ；在 left 的參照對應下，copyright 中的 right 所指涉的權利，不再只是權
利的概念，而意指了政治立場保守的右派所擁護的權利。Copyleft 承接 copyright
中的 copy 框架，而以左右方位的對比，來隱喻的對比出 copyright 長期以來隱
而未顯的政治意識型態。
Copyleft 不僅在概念的層次上，揭露了 copyright 保障經濟獲益的意識型態，
在具體的施為上，copyleft 亦承接著作權法制中以法令契約達成保護與控制權利
的邏輯，但是所保護的權利以及權利的主體，則與 copyright 相左。Copyleft 倡
議：作者仍應當主張《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權利；然後依據「著作權法」所賦予
的權利，用授權的方式規範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權利；授權契約應該明訂作者允許
他人自由的使用、散佈與修改原作，但使用者也必須採取同樣的授權模式，允許
他人自由的使用、散佈、修改其衍生作品，以確保這些作品（原作以及所有的衍
生作品）能持續的供社會大眾自由的使用。
Séverine Dusollier（2006）援引「用主人的工具拆卸主人的房子」來比喻自
由文化運動所訂定的授權機制。雖然這個比喻饒富趣味，但是主人的稱謂，隱然
的矮化了自由文化運動在左右對比下對等的位階，而拆卸房子的動作，更將自由
文化運動的授權影射為一種破壞的工具。本文認為自由軟體運動與自由文化運動
的授權機制，其實具有深遠的意義，且反映了人類文化中一些歷史久遠、流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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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價值觀。
在古文明和中世紀的文化中（例如古希臘、古羅馬、中國、伊斯蘭文化、基
督教文化），知識與觀念是來自於神的恩賜，或是先人的智慧，著述者僅是天意
的揭示者或先人智慧的傳承者，而非知識與觀念的開創者（Hesse, 2002）。例如，
在《論語》中所言，「述而不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老彭」（述而第七‧1），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第七‧19），「三人行，必有
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不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21）；孔子釋明知識
源自於先人、古代典籍與身邊的眾人，而非個人的創作。又如，牛頓的名言：「我
之所以看得稍遠一些，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此言源自於 12 世紀法國哲
學家 Bernard of Chartres 在比較古希臘羅馬學術與當代學術時所用的比喻：「我
們猶如站在（或坐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因而能比前人看得更多更遠」
（Merton,
1993）。在網路傳播的世代裡，著名的谷歌（Google ）亦在學術搜尋引擎的頁
面引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名言。
知識與觀念不源自於是個人單獨的成就，不是私人所能佔有的財物，自然也
就不能販售。例如，中世紀基督教的新約全書將知識視為是神的恩賜，馬太福音
第 10 章：「耶穌叫了 12 個門徒來，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
病症。」並告誡他們：「你們白白的得來，也要白白的捨去」。中世紀的基督教
依此訂立教規：「知識是神的禮物，所以不能被販售」，販賣屬於神的東西是一
種「買賣聖職的罪惡」。
在 14 世紀到 16 世紀的文藝復興期間，歐洲脫離中世紀以神性來討論人性
的觀點，轉而重視人類本身的價值。詩人、藝術家、發明家的個人成就開始得到
社會的認可，但是他們的才華依然被視為是神的恩賜，著作人對於著作依然不擁
有權利（Hesse, 2002; Witcombe, 2004）。時至今日，我們用以描述具備特殊才華
者的詞彙，例如「天才」、「天賦」、「天資」（genius, gifted, talented）依然保
有這樣的觀點。
將個人視為是知識或觀念之原創者，並擁有他們的觀點是在西方印刷術發明
之後，逐漸發展而成的概念（M. Rose, 2002 ）。在人類的文明中，思想與知識
不為一般人所能私自擁有與販售的觀點，本就是源遠流長的價值觀。不過，在實
際的歷史情況裡，各個文明皆有統治者或宗教組織，透過審查、懲罰（例如中國
的文字獄）、特權（例如許可、執照）的制度，壟斷知識與思想的生產與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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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統治者或宗教組織的權力（Hesse, 2002）。在現今的局勢裡，則是跨國企
業藉由擴張智慧財產權而獨享智慧產品在全球市場所能帶來的利潤。自由軟體運
動與自由文化運動的授權機制，傳承了思想與知識不為私人所擁有的價值觀，並
且進一步的為思想與知識的近用，建立規範性的秩序與原則；這些建制又巧妙的
墊基於《著作權法》之上，而將「白白得來，白白捨去」的理想，轉化成現實情
境裡受到法制、契約強制約束的自由使用的授權，而同時也杜絕任何以牟取私利
為目的，而去壟斷原本得以自由分享的智慧財產的作法。
五、避風港與台灣「三振條款」的故事
台灣在 2009 年 5 月 13 日頒佈修正的《著作權法》，增訂第六章之一網路
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專章。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解釋，該專章是參酌美
國《數位千禧年版權法案》第 512 條安全避風港（safe harbor）的機制，而為國
內網路服務業者建立起頗具隱喻性格的避風港，並且依據《數位千禧年版權法》
通知／取下（notice-andtakedown ）的原則，網路服務提供者只要符合移除侵權
4

資訊的法定要件，就可以主張民事責任之免除。 然而，細看網路服務提供者之
民事免責事由的專章法條，通知／取下並不足以讓網路服務提供者進入避風港，
實質上是需要依據第 90 條之 4 第 2 項「以契約、電子傳輸、自動偵測系統或
其他方式，告知使用者若有三次涉有侵權情事，應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的規定，
才符合民事免責的法定條件。簡單的說，網路服務提供者得以進入安全避風港的
條件，不是移除涉嫌侵權的內容或資訊即可，還需要移除涉嫌侵權的網路使用
者，斷絕其網路連線。網路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的專章裡實際上包裹了一
條在國際間引發諸多抗爭與討論的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法條。
三振出局是《娛樂產業與反假冒貿易協議》（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在數位版權管理的金鑰科技失靈後，所推出的新政策（Wray, 2008,
April 17），並且軟硬兼施的游說各國政府，以《數位千禧年版權法案》為法源
基礎，立法將涉嫌侵權的檔案分享者三振出局，而監視和懲處網路使用者的任務
則交由網路服務提供者負責（Anderson, 2008, December 21; Geist, 2008, April 22;
Knopper, 2008, December 19; Yu, 2010）。歐盟在 2008 年 4 月 11 日投票否決三
振方案，並公開聲明：歐盟的立場是平衡著作權人的權益與使用者的權益；切斷
網路取用的懲處違背比例原則、效力原則以及勸誡性原則，嚴重侵犯公民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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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權，抵觸歐盟的核心價值（江雅綺，2010 年 1 月 25 日；Bangeman, 2008,
April 10; Geist, 2008, April 22; O’Brien, 2008, April 10）。歐盟在後續的會議中持
續反對三振方案。
「三振」在我們通俗的用語中，是一種出局的方式，源自於棒球運動的規則，
打擊手因未能擊中對方投擲的三個好球而被判出局。三振用於法律論域，還扣連
上重刑犯的罰則，在美國部分州的州法中三振法案（three strikes law）是對於第
三度犯下同一重罪者，加重量刑、長期監禁、不得假釋。台灣也在 2006 年 7 月
間援引美國《三振法案》修訂國內的刑法。法律界認為以三振命名網路重複侵權
的制裁是一種誤導，因為制裁並不限於三次出局一種方案，應當關注罰則遞增的
概念，稱之為「累增反應」（graduated response）方為妥適（Gannon, 2009; Yu,
2010）。推動三振方案的娛樂產業和貿易組織組在媒體的發言或訪談之中，皆避
免使用三振，而使用累增反應來淡化斷線的制裁，以迴避斷線所涉及的基本人權
和正當法律程序的爭議。反對的團體則認為，斷線制裁對許多人而言，阻斷了他
們與世界接軌的途徑、摧毀了他們的謀生方式，應當稱之為「數位斷頭臺」
（digital
guillotine ）才足以反映斷線制裁的野蠻與粗暴（Party, 2009; “Will France
Introduce the Digital Guillotine in Europe?”, 2008）。
台灣從草擬到通過《著作權法》增訂「三振條款」的修法程序快速而且順暢，
5

期間從未聽聞行政、立法機關討論過斷線懲罰對於公民權、人權價值以及正當

法律程序的衝擊。報載「ISP 法修正案闖關失敗」
（何蕙安，2009 年 1 月 12 日）
，
乍看新聞標題，以為立法院對於增訂「三振條款」的修法有異議，實際上只是因
為立委主張應當舉辦公聽會，而未能趕在立院第七屆第二會期結束前通過三讀。
而智慧財產局依立委建議所舉辦的公聽會，只有立法委員的助理、著作權團體、
以及網路業者參與（智慧財產局，2009），而人權、公民權、正當法律程序的議
題完全摒除於討論之外。更讓人訝異的是，立法院經濟委員將智慧局的草案修改
為：「以契約、電子傳輸、自動偵測系統或其他方式，告知使用者若有三次涉有
侵權情事，應終止全部或部分服務」（智慧財產局，2009），成為名符其實的「三
振條款」。據報載條文修改的過程：智慧局長「一度擔心改成『三次』造成網友
不便」，當立委提出「網友都很聰明，被抓一次就會換帳號」，「『三振條款』
不到十分鐘就協商通過」（何蕙安，2009 年 4 月 9 日 a）。台灣的立法者預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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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條款」的法律漏洞，居然還用此漏洞消彌歧異的見解，輕率的通過被歐盟
視為是侵犯基本人權、正當法律程序的法條，迫使人民以違法的方式去行使被「三
振條款」剝奪掉的網路近用權。「三振條款」的立法期間，新聞媒體基本上接納
避風港的框架，沒有任何一篇新聞報導質問過立法機關：人民的網路近用權為何
可以由網路服務提供者以制定定型化契約的方式而予以規範？斷線的處罰為何
6

無須經過正當法律程序的審判，而是直接由民間業者進行判決與執行？

智慧財產局對新聞媒體說「通過 ISP 草案後，『美方也會很開心』」（何
蕙安，2009 年 4 月 9 日 b）。美國貿易代表署的代表在 2008 年 6 月 19 日到
智慧財產局進行〈特別 301 條款〉不定期檢討（out of circle review），特別就網
路服務提供者責任限制的立法內容表達意見（智慧財產局，2008）。通過「三振
條款」也成為台灣從 2009 年「特別 301 」除名的條件之一。但是反觀美國本土
的發展，娛樂產業至今未能說服國會支持三振網路使用者的立法（Bridy, 2010;
Kravets, 2009），也未能以安全避風港誘導網路業者三振其用戶，美國著名的大
型網路服務提供者，如 AT&T, Comcast, Cox, Verizon ，反而在媒體上公開否認
參與娛樂產業的三振方案（Albanesius, 2009; Anderson, 2009a; 2009b; Kravets,
2009 ）。
衡諸全球，除台灣外，僅有紐西蘭、南韓、法國和英國立法通過切斷網路連
線的立法，但是他們並未像台灣一樣，將網路斷線交付给民間的商業公司裁決。
7

紐西蘭的現況是立法通過但因民眾的激烈抗議而未實施。 南韓的網路停權交由
文化、運動及觀光部（the Minister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審議裁決。

8

9

法國的網路斷線權限歸隸法院。 法國憲法委員會（Constitutional Council ）曾經
在 2009 年 6 月 10 日宣判國會通過的《著作權法》違憲，主要的理由就是因為
網路斷線必須是經過司法機關審判的決定，不可讓政府以設置的獨立行政機構取
代法院的司法審判（Constitutional Council, 2009）。英國的網路斷線也需要經過
10

司法程序，著作權人需取得法院的禁止令，才能由網路服務提供者執行。

在 2010 年初，智慧財產局公布去年侵權案件查緝結果時，宣稱「『三振條
款』勢在必行」，將在今年內協助網路業者擬定施行細則（伊娃兒‧撒布，2010
年 1 月 5 日）。然而歐盟在 2010 年 3 月 10 日再度高票通過抵制三振方案，
並強制參與反假冒貿易協議秘密協商的歐盟會員國，必需公開秘密協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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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有關斷線制裁的秘密談判（Doctorow, 2010, March 10; Fulton, 2010 ）。反
假冒貿易協議於 2010 年 4 月間，在紐西蘭舉辦第八輪協商期間，特別與美國貿
易代表署分別對外宣稱：該次協商中沒有推動累增反應或「三振條款」的議案或
討論（Kravets, 2010; USTR ,2010）。至今為止，其後三輪的反冒貿易協議也未
再聽聞推動三振立法的協商。台灣的行政體系與官員推斷「『三振條款』勢在必
行」並不盡然符合國際的情勢輿論。
很明顯的，台灣的處置方式是以迴避實質的價值與人權或基本權益的問題，
而似乎只由實務與比較利益的考量，包括避風港的閃避策略與網友一目了然的法
律漏洞，來思考如何回應美方的要求。然而，由前四小節的分析來看，以及前述
「特別 301 」轉向公器性格的趨勢來評估，這種務實的態度反而會造成無法看
清楚長期發展的趨勢，而且無法偵測到已經開始萌芽的新改變。
伍、結論
「著作權法」立法三百年來，隨著科技的創新、社會的變遷，而不斷的修訂。
在印刷術的時代，著作權對抗的是擁有印刷工具的業者為了商業目的而盜版。在
數位時代，人人皆可隨興的使用複製、散佈、改作著作的技術，「著作權法」捲
入大眾的日常生活，讓非商業性的個別使用者，屢屢遭到著作權人或執法機構提
起侵權告訴，這項法制看來是違逆了眾人生活中的常規經驗與價值判斷。這樣的
發展，令人不禁質疑，
「著作權法」保障的到底是什麼樣的公眾權益與社會正義？
再者，如前文談到的，過去「特別 301 」一直是跨國企業利用國家強權而經營
（或掠奪）全球市場的工具。然而，2010 年起，此項工具似乎開始轉化為公器。
這轉化帶來了一項新契機與新要求：我們必須去重新反省著作權法制背後的觀點
設定與價值取捨。本文由隱喻性的思考切入，說明了以［智慧創作是財產］為主
導的隱喻網，如何規約了過去對於著作權的觀點、想像及價值的取捨。本文以第
二次圈地運動的隱喻，描述著作權法制的擴張，以文化生態與左右的新想像，說
明新隱喻如何以新的觀點設定與價值取捨，去調節原先［智慧創作是財產］的主
導性格。第二次圈地的隱喻，提供一個新視角，讓我們看清楚著作權過度擴張後
可能帶來的惡果。文化生態的隱喻，邀請我們去看清楚網狀般相互牽連的事實，
並去領會「圈地或公私領域的區隔，都難以阻絕因更多人的使用，而同步帶來的
公共分享與市場價值」。左右的新想像則邀請我們重新去體悟先人「白白得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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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捨去」的價值理想，以及網路世代「分享」與「自由」的生活理念，如何能
藉由著作權法制的修訂而落實人間。台灣「三振條款」的故事，以及故事中避風
港隱喻表述的誘惑，其實正反現出務實的策略總必須與價值的批判與反省結合，
或者說，兼具理想與務實精神，才是面對智慧創作與文化生態新趨勢的合宜態度。
數位科技與傳播的新發展，已經將我們捲入更為多元、多樣、複雜、變化幅
度更大且難以事先規約的文化場域。曾經合理、有效、鼓勵創新的著作權理念，
在數位傳播的新環境裡，似乎反而成為掠奪市場及壓抑潛在的競爭創意的工具。
以上本文所檢視的新隱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取捨的想像，而為著作權理
念注入新內涵與新的延伸應用的方式。本文預期，在數位科技與傳播一步步更貼
近的融入平常生活脈絡中的趨勢下，多方位而非單一的隱喻想像，是使著作權理
念能以更符合公器地位的方式，形塑出更深刻且合理、有效並鼓勵創新的內涵。
註釋：
1 台灣海盜黨網址：http://www.facebook.com/pages/tai-wan-hai-dao-dang/294417750371
2 以2009 年度的經費為例，智慧財產局的法定預算編列了四億多元（ 447,252,000 ）經費於「推動保護智
慧財產權」的項目，其中六百多萬（6,772,000 ）用於宣導活動以及媒體購買。教育部編列五百多萬
（5700,000 元）於「加強校園法治教育計畫」，其中包含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工作。
3 參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中「影音專區」的「教育宣導」，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2155&UID=9&Cls
ID=60&ClsTwoID=0&ClsThreeID=377&KeyWord=&Page=1
4 智慧財產局對於修正條文的說明，請參見智慧財產局2009 年6 月23 日公佈的
〈98.5.13 修正公布著作權部分條文〉，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3618&UID=9&Cls
ID=35&ClsTwoID=83&ClsThreeID=375&KeyWord=
5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ISP 責任限制）修正草案》於2008 年8 月27 日由經濟部函陳行政院核轉立法院
審查，9 月25 日行政院審查通過，10 月1 日送立法院審議，10 月14 日立法院一讀通過，送立法院
經濟委員會審議，2009 年4 月8 日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4 月21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5 月13 日
頒佈修訂的「著作權法」。2009 年11 月17 發布實施「網路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實施辦法」。參
見智慧財產局大事記，網址：http://www.tipo.gov.tw/ch/NodeTree.aspx?path=2828 。
6 本研究自聯合知識庫和知識贏家搜尋「三振條款」相關的新聞，搜尋期間為2007 年1 月1 日至2010 年5
月31 日，一共取得60 篇新聞，其中只有一篇讀者投書（江雅綺，2009 年4 月22 日）和兩篇外電編
譯（〈非法下載禁上網法國會過關〉，2009 年5 月14 日；游宜樺編譯，2009 年4 月10 日）提及「三
振條款」侵犯人權的疑慮。此外，尚有兩篇論及「三振條款」妨害資訊自由與分享的疑慮（〈網路著
作權侵權，三振〉，2009 年5 月11 日；劉尚均，2009 年4 月22 日）。
7 紐西蘭於2008 年4 月15 日通過《著作權修正案》，增訂第92A 條款要求網路服務者必須備有終止多次
侵權帳號的方案（92A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must have policy for terminating accounts of repeat
infringers ），並規劃該條款在2009 年2 月28 日生效（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w
Zewland http://www.med.govt.nz/templates/ContentTopicSummary____1103.aspx ）。由於民眾的強烈抗
議（“Copyright Protesters Say Law ‘Stripping Rights’”, 2009, February 19 ），紐西蘭政府至今沒有實施三
振方案。
8 南韓在2009 年4 月1 日通過《著作權修正案》，增訂的第133-2 條款是為網路侵權「三振條款」。但是
刪除侵權資訊，以及對於侵權帳戶寄發警告，或是停權，皆有「文化、運動及觀光部」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簡稱MCST）審議裁決，網路服務提供者僅負責執行（章忠信，2009；Ki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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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5 ）。至今為止南韓當局並沒有任何裁定停權的案例（Burger, 2010; Nam, 2010 ）。
9 法國於2009 年10 月22 日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又名《Hadopi 法案》。由新設立的網路著作流通
暨權利保護署（Hadopi ）主管。
10英國於2010 年4 月8 通過《數位經濟法案》（Digital Economy Act, 2010 ），由通信辦公室（ofcom ）
制 定 實 施 條 例 ， 實 施 條 例 的 第 9 及 10 條 是 限 制 網 路 使 用 的 規 則 ， 參 見 網 址 ：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24/contents#pb2l1g17。

271

參考書目
〈非法下載禁上網法國會過關〉（2009 年5 月14 日）。《聯合報》，A12 版。
〈網路著作權侵權，三振〉（2009 年5 月11 日）。《聯合晚報》，A10 版。
伊娃兒‧撒布（2010 年1 月5 日）。〈打擊網路侵權祭三振條款違規占智財案量六成連犯三次，ISP 業者
可砍掉使用帳號；今年將擬訂細則〉，《經濟日報》，A16 版。
江雅綺（2010 年4 月22 日）。〈侵權三振網友權益一網打盡？〉，《聯合報》，A11 版。
江雅綺（2010 年1 月25 日）。〈網路人權淺介—由2009 年的幾則新聞事件談起〉。取自教育部人權教育
諮詢暨資源中心網頁
http://hre.pro.edu.tw/zh.php?m=16&c=1264385782
吳王小珍（2009 年1 月24 日）。〈台灣自301 名單除名，一掃盜版王國污名保護智財權有成不能停頓〉，
《工商時報》，A11 版。
何蕙安（2009 年1 月12 日）。〈ISP 法修正案闖關失敗〉，《經濟日報》，D3 版。
何蕙安（2009 年4 月9 日a）。〈執行是個大問號〉，《經濟日報》，A12 版。
何蕙安（2009 年4 月9 日b）。〈ISP 使用者侵權訂三振條款 立院初審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使用者被抓到三
次侵權權利人可通知ISP 業者斷線或砍帳號〉，《經濟日報》，A12 版。
林淑媛（2009 年1 月18 日a）。〈台美簽投資協定添籌碼〉，《經濟日報》，國際焦點A5 版。
林淑媛（2009 年1 月18 日b）。〈美特別301 台灣除名，十年來首次，有利我對外招商，資訊軟體業添利
多〉，《經濟日報》，國際焦點A5 版。
侯雅燕（2009 年1 月18 日a）。〈10 年來我首度自特別301 除名可望吸引跨國企業來台投資或設研發中
心，對資訊、軟體業助益很大〉，《工商時報》，焦點新聞A2 版。
侯雅燕（2009 年1 月18 日b）。〈提升形像意義重大〉，《工商時報》，焦點新聞A2 版。
唐士哲（2006 ）。〈尋找共享的政治：網際網路與全球公共財〉，《傳播與管理研究》，6(1): 79-100 。
翁秀琪（2008 ）。〈知識商品化浪潮下學術知識公共化的省思：以台灣的學術期刊出版為例〉，《中華傳
播學刊》，14: 3-30 。
章 忠 信 （ 2009 ） 。 〈 南 韓 著 作 權 法 增 訂 網 路 侵 權 三 振 條 款 〉 。 取 自 《 著 作 權 筆 記 》 網 頁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4&act=read&id=208
張宗智（2009 年1 月17 日）。〈11 年來首次台灣自特別301 除名〉，《聯合晚報》，A2 版。
游宜樺編譯（2009 年4 月10 日）。〈防網路侵權法擬建監控系統全球首創！ISP 有權將非法下載用戶斷
線評論家擔心使用者可能轉入地下〉，《經濟日報》，A7 版。
曾桂香（2009 年1 月17 日）。〈可吸引國外高科技〉，《聯合晚報》，A2 版。
黃朗倩（2009 年1 月17 日）。〈名單常變動要小心〉，《聯合晚報》，A2 版。
智慧財產局（2008 年8 月15 日）。〈97 年6 月大事記〉。取自：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2911&Language
=1&UID=5&ClsID=6&ClsTwoID=6&ClsThreeID=328
智慧財產局（2009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正草案公聽會記錄〉。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770&guid=94b82b6347e2-4def-8a9e-b1411e1ce4ac&lang=zh-tw&pat
智慧財產局（2009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正草案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審議通過版〉。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網頁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770&guid=94b82b
6347e2-4def-8a9e-b1411e1ce4ac&lang=zh-tw&pat
智慧財產局（2009 ）。〈98.5.13 修正公布著作權部分條文〉。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3618&UID=9&
ClsID=35&ClsTwoID=83&ClsThreeID=375&KeyWord=
劉孔中（2006 ）。〈論建立資訊時代「公共領域」之重要性及具體建議〉，《台大法學論叢》，35(6): 1-35 。
劉孔中、莊庭瑞（2005）。〈著佐權、創用CC、公共領域與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週報》，1043: 5-6 。
劉尚昀（2009 年4 月22 日）。〈ISP 握尚方寶劍網友剉咧等〉，《中國時報》，生活新聞A8 版。
劉昌德（2008）。〈等待果陀？尋覓屬於創作者的著作權〉，《廣告學研究》，30: 121-125 。
盧文祥（2007 ）。〈著作採用創新授權機制衍生價值共享之探討〉，《政大智慧財產評論》，5(1): 1-28 。
賴文智、王文君（2007 ）。〈數位環境的著作權法制思考〉，《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3(1): 30-38 。
顏向瑜、巫國豪、程致剛（2008 ）。〈「創用CC」──談網路社會中的共享運動〉，《資訊社會研究》，

272

14: 1-68 。
Albanesius, C. (2009). Comcast, others deny ‘three strikes’ piracy plan. Retrieved from Pcmag Web site:
http://www.pcmag.com/article2/0,2817,2343977,00.asp
Anderson, K. (2009, August 27). A new frontier for filesharing: As the government rethinks penalties for illegal
downloaders, a new political party is campaigning for laws to keep pace with technology, Kevin Anderson
talks to its leader. The Guardian, Guardian technology pages, p.1.
Anderson, N. (2008, December 21). RIAA graduated response plan: Q&A with Cary Sherman. Retrieved from Ars
Technica Web site: http://arstechnica.com/old/content/2008/12/riaa-graduated-response-plan-qa-withcary-sherman.ars
Anderson, N. (2009a). AT&T tests RIAA P2P program, but refuses to sanction users. Retrieved from Ars Technica
Web site: http://arstechnica.com/tech-policy/news/2009/03/att-joins-riaa-program-butrefuses-to-sanction-users.ars
Anderson, N. (2009b). Verizon to forward warning letters (but that’s all). Retrieved from Ars Technica Web site:
http://arstechnica.com/tech-policy/news/2009/11/verizon-to-forward-riaa-warningletters-but-thats-all.ars
Ashton, R. (2009, July 11). Can a Pirate change its ways and make money legitimately? Music Week, 4.
Bangeman, E. (2008). European Parliament says “no” to disconnecting P2P users. Retrieved from Ars Technica
Web site: http://arstechnica.com/tech-policy/news/2008/04/european-parliament-says-no-todisconnecting-p2p-users.ars
Bardeesy, K. (2009, August 25). New owner says Pirate Bay will plunder no more;
Swedish company pledges that the bane of copyright holders worldwide has a new model to facilitate legal file
sharing. The Globe and Mail, p. B2.
Bosmajian, H. A. (1992). Metaphor and reason in judicial opinions.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Boyle, J. (1997). A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vironmentalism for the net?. Duke Law Journal, 47, 87-116.
Boyle, J. (2003a). The opposite of property: Symposium foreword.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1), 1-32.
Boyle, J. (2003b).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1), 33-74.
Boyle, J. (2007). Cultural environmentalism and beyond.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70, 5-21.
Boyle, J. (2008). The public domain: 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idy, A. (2010). Graduated response and the turn to private ordering in online copyrights enforcement. Oregon
Law Review, 89, 81-132.
Burger, J. (2010). Filtering & graduated response to infringers. DVD and Beyond 2010 Magazine, 12, 46-50.
Retrieved from http://www.dvd-intelligence.com/_images/features/Burger.pdf
Chapman, S. (2010, February 24). Use open source? Then you’re a pirate! This year the Special 301 watchlist
targets governments that use open source. ComputerworldUK.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mputerworlduk.com/community/blogs/index.cfm?blogId=10&entryI d=2811.
Chu, H. (2009, December 27). A declaration of Web independence; Swedish youths back a budding political party
based on a single issue. Los Angeles Times, Foreign desk, part A, p. 1.
Clarke, J. (2009, June 21). Pirate party to invade Ireland. Sunday Mirror, p. 24.
o

Constitutional Council. (2009). Decision n 2009-590DC of October 22nd 2009. Retrieved from Constitutional
council of the French Republic Web site:
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root/bank_mm/ anglais/en2009_590dc.pdf
Copyright protesters say law ‘stripping rights’. (2009, February 19). The New Zealand Herald. Retrieved from
http://www.nzherald.co.nz
Doctorow, C. (2010, March 10). EU Parliament votes 663-13 against ACTA’s enforcement measures. [Web lo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boingboing.net/2010/03/10/eu-parliament-votes.html
Dusollier, S. (2006). The master’s tools v. the master’s house: Creative Commons v. Copyright. The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the Arts, 29(3), 271-293.
Edwards, C. (2009, June 11). Technology: Sweden’s Pirate party sails to success in European elections. The
Guardian, Guardian technology pages, p. 3.
Ekman, I. (2006, June 18). Politicians smell votes in Sweden’s file-sharing debate.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Fulton, S. M. (2010). Strongest condemnation yet of anti-counterfeiting, ‘three strikes’
from EU. Retrieved from Betanews Web site http://www.betanews.com/article/Strongest-condemnation-yet-ofanticounterfeiting-three-strikes-from-EU/1268242864
Gannon, J. (2009). Graduated response systems. Retrieved from IP Osgoode Web site:
http://www.iposgoode.ca/2009/04/graduated-response-initiatives/

273

Geist, M. (2008, April 22).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Internet policy strikes out. The Vancouver Sun, p. D2.
Guadamuz, A. (2010). Encouraging open source could land you in troub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chnollama.co.uk/encouraging-open-source-could-land-you-introuble
Habermas, J.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W.
Rehg,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Harris, J. (2009, August 27). The pirates thrive on a scrap with the analogue crowd: The utopia envisaged by some
online evangelists would be impoverished creatively, breeding many buskers and no Beatles. The Guardian,
Guardian comment and debate pages, p. 33.
Hartley, M. (2009, June 9). Internet freedom movement wins EU seat; New party advocates stronger online
privacy. The Globe and Mail, p. A13.
Henly, B. (1987). ‘Penumbra’: The roots of a legal metaphor.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15(1),
81-100.
Herman, B. D. (2008). Breaking and entering my own computer: The contest of copyright metaphors.
Communication Law & Policy, 13, 231-274.
Hesse, C. (2002). 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700 B. C. – A. D. 2000: An idea in the balance. Dædalus,
26-45.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2009). 2009 Special 301 Report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Retrieved from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Web site
http://www.iipa.com/2009_SPEC301_TOC.htm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2010). 2010 Special 301 Report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Retrieved from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Web site
http://www.iipa.com/2010_SPEC301_TOC.htm
Johnson, B. (2010, February 23). When using open source makes you an enemy of the state. [Web lo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blog/2010/feb/23/opensource-intellectualproperty
Johnson, M. L. (2007). Mind, metaphor, law. Mercer Law Review, 58(3), 845-868.
Kim, T. (2009, April 5). Upload a song, lose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The Korea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tech/2009/04/133_42594.html
Knopper, S. (2008). RIAA’s gaze turns from users to ISPs in piracy fight. Retrieved from Rolling Stone Web site:
http://www.rollingstone.com/rockdaily/index.php/2008/12/19/riaas-gaze-turnsfrom-users-to-isps-in-piracy-fight/
Kravets, D. (2009, March). AT&T, Comcast Deny RIAA ‘Three-Strikes’ Participation.
Wir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red.com/threatlevel/2009/03/att-comcast-den/
Kravet, D. (2009, November). MPAA wants congress to ‘encourage’ 3 strikes. Wir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red.com/threatlevel/2009/11/mpaa-filtering/
Kravets, D. (2010, April). ACTA backs away from 3 strikes. Wir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red.com/threatlevel/2010/04/acta-treaty/
Lakoff, G., & Johnson, M. L.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Johnson, M. L.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Lessig, L. (2002).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in a connected world (2nd ed.).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Litman, J. (2006). Digital copyright: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Internet.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Loughlan, P. (2006). Pirates, parasites, reapers, sowers, fruits, foxes: The metapho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dney Law Review, 28, 211-226.
Merton, R. K. (1979).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ton, R. K. (1993).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m, H. (2009, March 9). Three strikes rule: Sleeping for seven months. [Web lo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hurips.blogspot.com/2010/03/three-strikes-rule-sleeping-for-seven.html
O’Brien, D. (2008, April 10). European Parliament to Sarkozy: No “three strikes” here. Retrieved from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Web site:
http://www.eff.org/deeplinks/2008/04/european-parliament-sarkozy-no-threestrikes-here
Ochoa, T. T. (2002).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the public domain. 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Review, 28, 215-267.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9). 2009 Special 301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reports-and-publications/2009/2009special-301-report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0).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eleases

274

statement of ACTA negotiating partners on recent ACTA negoti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0/april/office-ustrade-representative-releases-statement-ac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0). 2010 Special 301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reports-and-publications/2010-3
OSFA refutes IIPA’s attack on open source software. (2010). Open source for America.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ensourceforamerica.org/opensource-attack
Party, W. (2009). Moral panics and the copyright war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C. M. (2003). Romans, roads, and romantic creators: Traditions of public proper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1 & 2), 89-110.
Rose, M. (2002).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3r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M. (2003). Nine-tenths of the law: The English copyright debates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public domai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1 & 2), 75-88.
Ross, T. (1989). Metaphor and paradox. Georgia Law Review, 23, 1053-1084.
Samuelson, P. (2003). Mapping the digital public domain: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6(1 & 2), 147-171.
Sandefur, T. (2007). A critique of Any Rand’s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Any Rand Studies,
9(1), 139-161.
Smith, M. R. (2007). Levels of metaphor in persuasive legal writing. Mercer Law Review, 58(3), 919-947.
Why court case has made Pirate Bay more popular than ever (2009, April 24). The Irish Times, p. 32.
Will France introduce the digital guillotine in Europe? (2008). Retrieved from La Quadratuew Du Net Web site:
http://www.laquadrature.net/en/enditorial-will
france-introduce-digital-guillotine-europe
Winter, S. L. (2007). Re-embodying law. Mercer Law Review, 58(3), 869-898.
Witcombe, C. L. C. E. (2004). Copyright in the renaissance: Prints and the privilegio in sixteenth-century Venice
and Rome.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Wray, R. (2008, April 17). Online music sellers look beyond DRM. Guardian.co.uk.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business/2008/apr/17/3
Yu, P. K. (2010). The graduated response. Florida Law Review, 62, 1-42.

275

Metaphor and Digital Culture:
A Communicative and Value-Critical Perspective
Sewen Su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easy and inexpensive. As a result, people’s ways of using information have also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idea of copyright has become a
constantly contested issue. Those who support strong copyright persistently frame copyright as
property right and demand to maximize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contrast, those who advocate free
software and free culture construct a new set of metaphors – such as intangible commons,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cultural ecology, and copyleft – to debunk myths about copyright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interconnections of those metaphors, and explained their
significance both a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Keywords:

copyleft, cultural ecology, digital culture, frame, metaphor,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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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研討會為國際圖像研究社群的年度會議，針對新式數位媒體的「機緣」
（affordances），也
就是針對新式數位媒體如何於物理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資訊交流
（information）
、文化和社會因子(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之間，因使用者的
觀點而產生交互作用，並透過創新的討論形式進行深入探討。
2010 年所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為本會議首次舉
辦，此次會議主辦單位為美國洛杉磯加州大學。根據大會議程，本次研討會
之主旨，在於探討圖像製作與圖像間的本質及其功能性，並匯集有志於建
築、藝術、認知學、通信、電腦學、文化研究、設計、教育、電影研究、歷
史學、語言學、管理、市場營銷、媒體研究、博物館研究、哲學、攝影、心
理學、宗教學、符號學等領域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教師，以及實務工作者，
以跨學科領域論壇之形式舉辦。
本次研討會包含「藝術理論與實踐」
；
「媒
體與溝通」
；
「科技、實踐與再現」
；
「教育」等四大面向，以及分別以「我們
是誰」和「新興中的議題」為討論主題的座談會。
本次會議主旨及討論面向，其研究經驗將有助於目前進行中之數位典藏
使用者研究，以及後續規劃進行之數位典藏適地性服務研究之進行，並可藉
此計畫反思現行推廣政策與想法，以及向外擴散台灣數位典藏經驗。本計畫
基於上述考量，因而規劃參與本次國際研討會。
本次赴美參與研討會之代表，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典藏與
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計
畫編號：NSC 99-2631-H-004-003）之計畫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孫式文
副教授，無其他隨行人員。此次赴美參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會議期間為 12 月 2 日至 3 日，共 2 日。

二、與會心得
本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包含 12 月 2 日至 3 日兩日的
研討會議程，以及兩場座談會議。受限於場地與時間安排，與會人員未能全
程參與所有議程，以下僅就部分議程進行重點摘要：
12/2 13:05-14:05 Room 5
發表人：Dina Samir Gurigis
Alumna and Staf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Ciaro, Egypt
論文題目：‘The Image of Christians and the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hip in the Egyptian Cinema
本文針對埃及電影所描述之基督徒，以及基督徒和穆斯林間之關係進行分
析，指出近年來的埃及電影在處理基督徒形象，以及處理基督徒—穆斯林關
係上較早年電影產出了新的議題，雖然這些議題仍有著某種程度的侷限性。
作為影像史，本論文有助於研究者採用編年史及影像分析等方法，重新檢視
數位典藏中的影像資料，並從中探討當時影片拍攝時的時空因素等相關議
題。
12/2 13:00-14:05 Roo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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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Dr. Paul van Wie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ofstra University
Hempstead, New York, USA
論文題目：Image, History and Politics: Accessing the Language of the
Image
本文從政治和歷史層面出發，指出所有的視覺圖像皆包含有多層意義，並提
出如何運用藝術圖像進行政治哲學與歷史授課的基本原則及框架。此一研究
模式和該文所提之個案，或可運用於數位典藏所保有之大量典藏圖像之上。
研究者可考慮引用本文模式，將諸多典藏圖片應用於不同的教學活動之上，
以擴增數典的應用層面。
12/2
14:10-14:40 Room3
發表人：
論文題目：Landscapes in Time: A Psycho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作者：Neil Boynton

Senior Lecturer, Lancaster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Lancashire, UK
本文透過不同的攝影角度和攝影方式，挑戰一般視聽者對於地標的慣有概
念，並進一步提及影片本身可以作為促進閱聽者與自然結合程度的交流平
台。此一發現有助於促使公開徵案團隊重新省思現行的推廣模式，並可考慮
採用文中概念，重新針對欲保存的文化景觀進行新的取景，以提供視聽者不
同的思考層面。
12/2
14:45-15-15 Room2
發表人：Yuliya Komska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H, USA
論文題目：Sound and Silenc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of Cold War Sites
本文以英國攝影師 Frank Watson 的攝影作品集《The Hush House: Cold War
Sites in England》為討論對象，針對攝影作品中所呈現的「聲音」和「沈默」
進行探討。就台灣現有數位典藏藏品而言，純攝影類的圖像作品亦不在少
數。此作品的研究方法，或可提供新的研究取徑，以供研究者就典藏圖像之
深層意涵進行考察。
12/3
14:15-14:45 Room 3
論文題目：Imagery as Political Action
作者：
Dr. Jeffrey MacLeo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Canad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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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Saint Vincent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Dr. Nick Webb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作者以 2008 年美國總統大選中的 Obama 陣營為例，說明「肖像」—如同商
品 Logo 一般—是如何在此次競選活動中產生作用。透過本文的研究取徑，
典藏團隊或可反思，是否能將相同的形象工程運用於現行典藏藏品，或進行
中之典藏計畫之上，以促使閱聽者在捕捉藏品的第一印象時，能對藏品的內
涵和象徵意義有著進一步的瞭解。

三、建議
本研討會之參與成員跨越學科藩籬，在理論和研究方法上皆多有創新。對於
接受各地學者在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上之各種新知，可說提供了充分的管道。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 結合各個不同領域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
其學術支持網絡除有助於強化台灣數位典藏吸收國外實務經驗外，亦提供了台灣
研究者一個新興的研究成果發佈空間。透過此一研討會，將可藉由國外的互動經
驗，進一步檢視本地數位典藏在平台互動機制與設計形式上的優、缺點，並可成
為社群永續經營之參考。可考慮持續參加，以維持學術互動能量。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
主講者發言摘要
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
與會者名單
其他相關論文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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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會議論文摘要錄取通知、論文摘要及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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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lignment works in pictures
Visual image designers often deliberately align separate entities along with an
axis in a pictorial space to convey certain meaning. Researchers have named this
particular visual arrangement as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Teng & Sun, 2002) or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Schilperoord, Maes & Ferdinandusse, 2009; Ortiz, 2010)
and investigated its cognitive effects in pictorial trope. In visual design, the structure
of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produces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inviting the viewers to
see the depicted objects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Armed with this perceptual
grouping effect, the visual structure of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grouping, pictorial simile, and pictorial oxymoron (Teng & Sun,
2002).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te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is particular visual
structure. The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not only enable the viewers to see
similarity among the depicted objects, as foun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Schilperoord,
Maes & Ferdinandusse, 2009; Ortiz, 2010), but also guide people to see dissimilarity
in those object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exampl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of seeing dissimilarity of aligned objects in image making and
reading.
Key words: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Pictorial grouping
Pictorial simile
Pictorial oxymoron
Short descri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exampl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of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in image making an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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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 N. Y., & Sun, S. (2002). Grouping, simile, and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xymoron in pictures: A design-based cognitive approach.
Metaphor and Symbol, 17(4), 295-316.


¾ Objects are abstracted from their normally

Schilperoord, J., Maes, A., & Ferdinandusse, H. (2009).

situated contexts

Perceptual and conceptual visual rhetoric: The case of

¾ Objects are depicted as being similar in size and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Metaphor and Symbol, 24,
155–173.


orientation

Ortiz, M. J. (2010). Visual rhetoric: Primary metaphors

¾ Objects are placed at equal distance from each

and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Metaphor and Symbol,

other along a horizontal, vertical, or diagonal axis

25, 162–180.



The design pattern of pictorial grouping is
intended to produce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inviting the viewers to see the depicted
entities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¾

¾

¾
¾
¾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is commonly used in
advertisement to express that all depicted objects
belong to the same brand
Pictorial grouping

The visual structure of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may produce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perceptual grouping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creates a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image reading
Simile: Politicians are to ordinary people as sharks are
to other forms of marine life
Metaphor: Politicians are sharks

¾
¾
¾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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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hands together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the contrast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Self-opposing tendency
The link between two hands seems paradoxical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f pictori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grouping.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f pictori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ings of different
kinds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simile.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f pictori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ings that can be
seen as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oxymoron.









Visual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primary
metaphors :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One-to-many alignment
perceptual

conceptual

relation

compatible
compatible

compatible
incompatible

metaphorical
metaphorical

incompatible compatible

nonmetaphorical

incompatible incompatible

nonmetaphorical

Embodiment theory
¾ Similarity is alignment
¾ Similarity is proximity

¾ Similarity is alignment
¾ Similarity is proximity
¾ The nature of an entity is its shape
¾ Constituents are contents
¾ Categories/sets are bounded spatial regions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objects is metaphorical
when similar natures and categories are expressed.
This way of displaying elements is based on
primary metaphors.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objects is literal when a
situation is simply expressed schematically.




Physical closeness encourages noticing
perceptible difference between objects.

Perceptual grouping
Perceptual Comparing
 Perceptual contrasting





Symmetric alignment of the same kind of
objects
›
›
›
›

¾

perceptual : glass ≠ rummer
conceptual: set of nice glasses ≠ ugly glass

¾

Nonmetaphorical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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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Similarity & difference
Special, not ordinarily
Variation within a category

¾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glasses is
nonmetaphorical

¾

Literal meaning: what may happen if one does not use the
recommended product



Symmetric align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 Perceptual grouping: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 Perceptual comparing: similarity & difference
› cognitive dissonance
› Cross-domain mapping (metaphor or simile)
¾
¾
¾

¾

¾

A cigarette is in the same line as some bullets, it is close to them
and shaped like that, and is contained within the same space as
the bullets.
Metaphorical: cigarette is bullet

¾

¾

The snake is in the same
row as the different ties, is
close to them, is the same
shape as them, is included
in the set of ties, and is in
the same spatial area as h
ties
Metaphorical : the bank
help the investor to pick the
right investment for each
moment

¾
¾
¾
¾



The toy car is in the same row as the wheelchairs, is close to them,
is the same shape as them, and is included in the same space as
them.
¾ metaphorical: toys are hospit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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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perceptual :
snake = tie

¾

conceptual:
Barclays investments≠
conservative investments

¾

Metaphorical :
All investments might look
alike but in fact they are not

perceptual : toy car ≠ wheelchair
conceptual: toy= hospital equipment
The ad perceptually rejects what is conceptually stated
Nonmetaphorical: toy is important for children in hospital



¾

perceptual : cigarette = bullet
conceptual: cigarette= things that kill
Metaphorical: cigarette is bullet



Cognitive effects
› Perceptual grouping
› Perceptual Comparing
› Perceptual contrasting
Symmetric alignment of the same kind of objects
› Special, not ordinarily
› Variation within a category
Symmetric align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 Cross-domain mapping (metaphor or simile)
›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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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A. 舉辦國際會議的國際傳播學會介紹：
IAMCR（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將媒體與傳播研究推廣全球
IAMCR 成立於 1957 年，為一媒體與傳播研究領域中的國際專業組織。其成
員秉持批判研究之良好傳統促進世界涵納（global inclusiveness）與卓越。學會宗
旨在於強化並鼓勵新起學者、各種族群（女性、第三世界研究學者等）、經濟落
後地區，如非洲、亞洲、中南美洲學者之參與。
官方語言
IAMCR 官方語言為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IAMCR 目標
z
z
z
z
z
z

提供研究者與其他投身於媒體與傳播工作者交流資訊之場域；
在媒體生產、傳送與接受及其傳播脈絡中，鼓勵系統研究的發展，並特
別關注未妥善發展的學科領域；
激發媒體與傳播研究之興趣；
傳佈研究與研究需求之訊息給研究者，及各樣媒體工作者與負責傳播政
策者；
設法改善媒體與傳播、政策與實踐，鼓勵跨國與跨學科觀點之研究，並
以提升媒體與傳播研究與實務品質為目標，對現實形勢進行資訊交流；
為開發改善教育發展及培訓新聞工作者與其他媒體專業，提出合適研究
做為貢獻。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 IAMCR 主要發起者，並為其提供初始平
台，兩者維持正式顧問關係（Formal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組織準成員包
含各大區域性的傳播研究組織： AMIC (亞洲), ACCE (非洲) and ALAIC (拉丁美
洲) 。IAMCR 與其他組織皆有緊密的合作關係，被視為媒體與傳播研究領域中
具領導地位的國際組織。
B. IAMCR 此一國際學術平台的重要性
因為 IAMCR 提供各地學者接觸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管道，而傳播領域一向以
擁有龐大的聯結點／焦點（focal point）著稱，廣納各種跨學科的觀點，拒絕任
何單一學科見解的分析與詮釋，IAMCR 為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耕耘者提供了
許多線上與線下的機會，共同打造一個強而有力的學術支持網絡。
IAMCR 涵括了哪些活動？
IAMCR 將活動內容劃分為以下數組(Sections and Working Groups)：
z 媒體生產與消費
z 媒體、傳播、參與與社群
z 媒體與傳播政策與法律
z 教育與新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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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跨領域主題

IAMCR 成員所執行的研究均能跨越學科藩籬，深含理論並採用複合式的研究方
法。
活動與服務
使傳播研究公眾化為 IAMCR 的重要工作。隨著越來越多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積極參與全球政治，如何發揮傳播研究人材之實用，成為 IAMCR 這類組織
的挑戰。為達成目標，會員大會督促學會進一步思考、分析，讓傳播研究對公眾
生活有所實質貢獻
IAMCR 會員透過自由的學術思考、表達及職業發展，提升並維護媒體與傳播研
究專業社群之興趣／利益(interests)。IAMCR 每兩年舉辦一次會員大會暨科學研
討會(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大會曾經在布拉格、巴黎、卡
拉卡斯、巴塞隆納、新德里、布雷德、阿雷格理港、首爾、新加坡、雪梨等地舉
辦。每次會議大約吸引了 300~600 名來自 40 餘個不同國家的會員參加。IAMCR
一年出版兩次時事通訊(newsletter)，提供不同活動的最新消息、會員名冊、並將
研討會論文摘要上傳至網站。
二、2010 年年會大會主題：傳播與公民－危機與變革的再思考
「傳播與公民－危機與變革的再思考」為 IAMCR 2010 國際研討會切時關注的主
題。急劇的變革加上對全球化的恐懼與不確定構成了當代的特徵。在這個經濟、
文化與道德同時面臨巨大危機的時代，公民、團體與組織除了重新發掘個人與社
會生活得以存續的方法之外，別無選擇。政治與社會生活的參與對於個人生活有
著實質而長久的影響，是為當代價值的基礎。作為一種權利與義務，參與能改善
社會。媒體不負眾望被視為提倡參與的要角，然而現有的傳統媒體卻無法回應社
會參與的期待，這樣的落差是我們所不願見的。在多數的國家，媒體最終不過是
個臣服於政府或巨大商業利益之下盲從的傳聲筒。新的科技發展卻給了公民逆轉
此一劣勢的機會。不管是以發展或發展中的社會，新的參與想法與實踐正在運作。
遠離政治與學術上對於網路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論述，公民和社會機構捨棄了傳
統媒體，發展出新的參與形式。科技無庸置疑是讓公民得以接觸其他資訊和社會
網絡不可或缺的動源，然而，並非有了接觸網路或其他參與技術的管道，就可以
讓個體轉化為公民－有教育，才有公民。若將捍衛公眾利益的要務全部仰賴媒體
結構的運作、國家和專業媒體的管制是遠遠不足應付的。公民參與－在不同階段
與層次－對於持續發展負責且問責的媒體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公民也意味著，社
會急需專業媒體人員的培訓、媒體業者的策略和國家政策；另一方面，對於傳統
與新媒體一種批判與參與的態度。唯有理解媒體邏輯並讓傳播的權利與義務成為
常識，這樣關鍵的發現和相應而生的參與才會發生。過去，識字是成為公民的必
要條件；現在，能讀和寫遠遠不符公民資格。擁有解讀媒介論述的能力並且具備
採取行動的力量才算是真正的公民。在經濟與道德危機充斥的當代，傳播與媒體
研究扮演了質疑主流媒體，並且開闢公民賦權及參與機制新路的主要角色。這可
歸功於傳播科技社群總是將目光探照於當代的不確定性和僵局。2010 IAMCR 呼
籲各個國家和背景的研究者，同樣作為公民發展研究，而 IAMCR 研討會本身就
是一項公民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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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參與傳播研究組為例，此次會議相關子題：
z 新聞學、公民與參與
z 公民、政治與參與傳播
z 邊緣化的利益相關者與參與傳播
z 參與和環境論、生命科學傳播
z 參與發展傳播的批判
z 參與傳播與發展：聽與說的批判(A Critical Take on Listening and Telling)
z 資訊與通訊技術服務(ICTs)和參與的改變
z 資訊與通訊技術服務(ICTs)和參與文化
z 商務會議
z 參與傳播、研究與創新中介技術

二、與會心得
與會者論文摘要都上傳到網路
（http://www.iamcr2010portugal.com/upload/docs/E2c/Abstracts/Sections/Participato
ry%20Communication%20Research%20S.pdf）
以參與傳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該組為例，援用「參與傳播」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此一概念的傳播研究範疇中諸多研究均與數位典藏推廣（傳播）
有關，例如會
議中從使用者角度論之的參與傳播相關分析就有研究銀髮族社群使用者（A
Study based on Web
2.0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Senior Citizen Contexts of Use）的論
文，而從新興平台 角度觀之的論文開始關注行動科技之為平台、下載參與各式
社群的可能（User participation in locative media）。
個人參與討論的論文角度如下：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Nien-Hsuan Fang --- Dept.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
telnhf@gmail.co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s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help authors to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public domain, the
notion Creative Common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year 2003 after its initial
release in the States in 2001.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ese
years an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 Taiwan, Creative
Commons is officially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increase public’s
accessibility to the digitalized knowledge resources. However, the sense of Creative
Commons isn’t all that comm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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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ll accultur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demands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a common-pool resour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latform to enabl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igitalized loc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gital archive did not meet the expect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since some owners of the assets are reluctant to release the rights of the cultural and
knowledge artifact; the fear for that the internet has paved the way for free-riders’
take-awa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diminishing incentives for the creation of more
commons provokes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the western notion of free and open culture in
conduct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ere raise the issue of ‘what is “common” for us in our culture after all’ and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re-written the original top-down desig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diffusion program and a variety of participatory common culture is thus created.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lineage of the developing social movement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nd after that,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laims -- commons as
a resource and a commons as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is introduced.
For many Taiwanese community workers, the difficulty of adopting the imported
Creative Commons lies in 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the notion – Even though Creative
Commons promotes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the idea in and of itself is grounded in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and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participatory, co-constructed cultures of many knowledge communities here.
With the aid of Elinor Ostrom’s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unbounded commons, the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activists’ and scholars’ efforts in promoting digitalized
archives rewriting the cultures of the commons here. And also,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llenges in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public knowledge in a fully-digitalized
world that is not all that common to everyone yet.

三、建議
ＩＡＭＣＲ為一媒體與傳播研究領域中的國際專業組織，成員所執行的研究
均能跨越學科藩籬，深含理論並採用複合式的研究方法，且提供各地學者接觸傳
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管道。且傳播領域一向以擁有龐大的聯結點／焦點（focal
point）著稱，廣納各種跨學科的觀點，拒絕任何單一學科見解的分析與詮釋。
IAMCR 為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耕耘者提供了許多線上與線下的機會，共同打
造一個強而有力的學術支持網絡。在此一學術支持網絡中發佈有關台灣數位典藏
相關研究訊息，除可拓展本地數位典藏活動之國際知名度，並吸收其他海外先行
者的珍貴經驗外，亦有助於本地數位典藏的互動平台、形式、後續社群建立、運
作維持模式之參考。應持續參加，回饋研究成果。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
主講者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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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
與會者名單
其他相關論文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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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會議論文摘要錄取通知及論文摘要）
---------- Forwarded message ---------From: Chair: Rico Lie <Rico.Lie@wur.nl>
Date: 2010/3/18
Subject: [iamcr2010] Editorial Decision on Abstract
To: telnhf@gmail.com

Dear Nien-Hsuan Leticia Fang:
Congratulations, your submission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has been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IAMCR2010 which is being held
in Braga from 18-22 July 2010.
We have had again a good response to our Call for Papers and managed to
draft an interesting program consisting of 12 different sessions. Your paper
has been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in one of the sessions. The detailed
program will be communicated to you soon, either through the IAMCR website
or by sending it directly to you.
You may upload the full-paper file by logging into our online submission's
platform:
http://www.lasics.uminho.pt/ocs/index.php/iamcr/2010portugal
Please note that final papers will be due 30 April 2010.
You are recommended to start planning your travels to Braga and to organize
your stay in Portugal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 is an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fee and a list of hotels is also available. (Note that the
deadline for early registration is 30 April 2010. After this date the late
fee will be charged.) Please check the website at
http://www.iamcr2010portugal.com/ for details.
We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a confirmation of your participation at the
conference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no later than 15 April 2010.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th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ection.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Braga in July.
Kind regards,
Rico Lie & Pradip Thomas
PCR Section of the IAMCR
-:-:-:-:-:-:-:-:-:-:-:-:-:-:-:-:-:-:-:-:-:-:-:-:-:-:-:-:-:-:-:-:-:-:-:-:-:-:-:-:-:-:-:-:-:
IAMCR Conference 2010, Braga, PORTUG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Minho
http://www.iamcr2010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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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Nien-Hsuan Leticia 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s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help authors to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public domain, the
notion Creative Common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year 2003 after its initial
release in the States in 2001.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ese years an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 Taiwan, Creative Commons is officially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increase public’s accessibility to the digitalized knowledge resources.
However, the sense of Creative Commons isn’t all that comm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here. The full accultur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demands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a common-pool resour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latform to enabl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igitalized loc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gital archive did not meet the expect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since some owners of the assets are reluctant to release the rights of the cultural
and knowledge artifact; the fear for that the internet has paved the way for free-riders’
take-awa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diminishing incentives for the creation of more
commons provokes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the western
notion of free and open culture in conduct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ere raise the issue of ‘what is “common” for us
in our culture after all’ and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re-written the original top-down
desig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diffusion program and a variety of participatory
common culture is thus created.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lineage of the developing social movement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nd after that,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laims -- commons as
a resource and a commons as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is introduced. For many
Taiwanese community workers, the difficulty of adopting the imported Creative
Commons lies in 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the notion – Even though Creative
Commons promotes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the idea in and of itself is grounded in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and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participatory,
co-constructed cultures of many knowledge communities here. With the aid of Elinor
Ostrom’s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unbounded commons, the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activists’ and scholars’ efforts in promoting digitalized archives rewriting the cultures
of the commons here. And also,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llenges in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public knowledge in a fully-digitalized world that is not all that
common to everyone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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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研討會為國際圖像研究社群的年度會議，針對新式數位媒體的「機緣」（affordances）
，也
就是針對新式數位媒體如何於物理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資訊交流（information）、文化和
社會因子(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之間，因使用者的觀點而產生交互作用，並透過創新的討論形
式進行深入探討。
2010 年所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為本會議首次舉辦，此次會議主辦單位
為美國洛杉磯加州大學。根據大會議程，本次研討會之主旨，在於探討圖像製作與圖像間的本質
及其功能性，並匯集有志於建築、藝術、認知學、通信、電腦學、文化研究、設計、教育、電影
研究、歷史學、語言學、管理、市場營銷、媒體研究、博物館研究、哲學、攝影、心理學、宗教
學、符號學等領域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教師，以及實務工作者，以跨學科領域論壇之形式舉辦。
本次研討會包含「藝術理論與實踐」
；
「媒體與溝通」
；
「科技、實踐與再現」
；
「教育」等四大面向，
以及分別以「我們是誰」和「新興中的議題」為討論主題的座談會。
本次會議主旨及討論面向，其研究經驗將有助於目前進行中之數位典藏使用者研究，以及後
續規劃進行之數位典藏適地性服務研究之進行，並可藉此計畫反思現行推廣政策與想法，以及向
外擴散台灣數位典藏經驗。本計畫基於上述考量，因而規劃參與本次國際研討會。
本次赴美參與研討會之代表，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
用推廣計畫」下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2631-H-004-003）之計畫主
持人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系孫式文副教授，無其他隨行人員。此次赴美參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會議期間為 12 月 2 日至 3 日，共 2 日。

二、與會心得
本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包含 12 月 2 日至 3 日兩日的研討會議程，以及兩
場座談會議。受限於場地與時間安排，與會人員未能全程參與所有議程，以下僅就部分議程進行
重點摘要：
12/2 13:05-14:05 Room 5
發表人：Dina Samir Gurigis
Alumna and Staf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Ciaro, Egypt
論文題目：‘The Image of Christians and the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hip in the Egyptian
Cinema
本文針對埃及電影所描述之基督徒，以及基督徒和穆斯林間之關係進行分析，指出近年來的埃及
電影在處理基督徒形象，以及處理基督徒—穆斯林關係上較早年電影產出了新的議題，雖然這些
議題仍有著某種程度的侷限性。作為影像史，本論文有助於研究者採用編年史及影像分析等方法，
重新檢視數位典藏中的影像資料，並從中探討當時影片拍攝時的時空因素等相關議題。
12/2 13:00-14:05 Room 7
發表人：Dr. Paul van Wie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ofstr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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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pstead, New York, USA
論文題目：Image, History and Politics: Accessing the Language of the Image
本文從政治和歷史層面出發，指出所有的視覺圖像皆包含有多層意義，並提出如何運用藝術圖像
進行政治哲學與歷史授課的基本原則及框架。此一研究模式和該文所提之個案，或可運用於數位
典藏所保有之大量典藏圖像之上。研究者可考慮引用本文模式，將諸多典藏圖片應用於不同的教
學活動之上，以擴增數典的應用層面。
12/2
14:10-14:40 Room3
發表人：
論文題目：Landscapes in Time: A Psycho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作者：Neil Boynton

Senior Lecturer, Lancaster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Lancashire, UK
本文透過不同的攝影角度和攝影方式，挑戰一般視聽者對於地標的慣有概念，並進一步提及影片
本身可以作為促進閱聽者與自然結合程度的交流平台。此一發現有助於促使公開徵案團隊重新省
思現行的推廣模式，並可考慮採用文中概念，重新針對欲保存的文化景觀進行新的取景，以提供
視聽者不同的思考層面。
12/2
14:45-15-15 Room2
發表人：Yuliya Komska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H, USA
論文題目：Sound and Silenc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of Cold War Sites
本文以英國攝影師 Frank Watson 的攝影作品集《The Hush House: Cold War Sites in England》為討論
對象，針對攝影作品中所呈現的「聲音」和「沈默」進行探討。就台灣現有數位典藏藏品而言，
純攝影類的圖像作品亦不在少數。此作品的研究方法，或可提供新的研究取徑，以供研究者就典
藏圖像之深層意涵進行考察。
12/3
14:15-14:45 Room 3
論文題目：Imagery as Political Action
作者：
Dr. Jeffrey MacLeo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Canadian Studies,
Mount Saint Vincent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Dr. Nick Webb
3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作者以 2008 年美國總統大選中的 Obama 陣營為例，說明「肖像」—如同商品 Logo 一般—是如何
在此次競選活動中產生作用。透過本文的研究取徑，典藏團隊或可反思，是否能將相同的形象工
程運用於現行典藏藏品，或進行中之典藏計畫之上，以促使閱聽者在捕捉藏品的第一印象時，能
對藏品的內涵和象徵意義有著進一步的瞭解。

三、建議
本研討會之參與成員跨越學科藩籬，在理論和研究方法上皆多有創新。對於接受各地學者在傳播
與媒體研究領域上之各種新知，可說提供了充分的管道。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age 結合各個
不同領域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其學術支持網絡除有助於強化台灣數位典藏吸收國外實務經驗外，
亦提供了台灣研究者一個新興的研究成果發佈空間。透過此一研討會，將可藉由國外的互動經驗，進
一步檢視本地數位典藏在平台互動機制與設計形式上的優、缺點，並可成為社群永續經營之參考。可
考慮持續參加，以維持學術互動能量。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
主講者發言摘要
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
與會者名單
其他相關論文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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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會議論文摘要錄取通知、論文摘要及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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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lignment works in pictures
Visual image designers often deliberately align separate entities along with an axis in a pictorial space to
convey certain meaning. Researchers have named this particular visual arrangement as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Teng & Sun, 2002) or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Schilperoord, Maes & Ferdinandusse, 2009;
Ortiz, 2010) and investigated its cognitive effects in pictorial trope. In visual design, the structure of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produces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inviting the viewers to see the depicted objects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Armed with this perceptual grouping effect, the visual structure of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grouping, pictorial simile, and pictorial oxymoron (Teng &
Sun, 2002).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te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is particular visual structure. The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not only enable the viewers to see similarity among the depicted objects, as foun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Schilperoord, Maes & Ferdinandusse, 2009; Ortiz, 2010), but also guide people to see
dissimilarity in those object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exampl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of seeing dissimilarity of aligned objects in image making and reading.
Key words: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Pictorial grouping
Pictorial simile
Pictorial oxymoron
Short descri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exampl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of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in image making an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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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 N. Y., & Sun, S. (2002). Grouping, simile, and
oxymoron in pictures: A design-based cognitive approach.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Metaphor and Symbol, 17(4), 295-316.


¾ Objects are abstracted from their normally

Schilperoord, J., Maes, A., & Ferdinandusse, H. (2009).

situated contexts

Perceptual and conceptual visual rhetoric: The case of

¾ Objects are depicted as being similar in size and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Metaphor and Symbol, 24,
155–173.


orientation

Ortiz, M. J. (2010). Visual rhetoric: Primary metaphors

¾ Objects are placed at equal distance from each

and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Metaphor and Symbol,

other along a horizontal, vertical, or diagonal axis

25, 162–180.



The design pattern of pictorial grouping is
intended to produce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inviting the viewers to see the depicted
entities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¾

¾

¾
¾
¾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is commonly used in
advertisement to express that all depicted objects
belong to the same brand
Pictorial grouping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creates a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image reading
Simile: Politicians are to ordinary people as sharks are
to other forms of marine life
Metaphor: Politicians are sharks

The visual structure of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may produce the cognitive effect
of perceptual grouping

¾
¾
¾
¾

Two hands together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the contrast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Self-opposing tendency
The link between two hands seems paradox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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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f pictori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grouping.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f pictori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ings of different
kinds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simile.
 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 of pictori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ings that can be
seen as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s apt
for expressing pictorial oxymoron.









Visual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primary
metaphors :

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
One-to-many alignment
perceptual

conceptual

relation

compatible
compatible

compatible
incompatible

metaphorical
metaphorical

incompatible compatible

nonmetaphorical

incompatible incompatible

nonmetaphorical

Embodiment theory
¾ Similarity is alignment
¾ Similarity is proximity

¾ Similarity is alignment
¾ Similarity is proximity
¾ The nature of an entity is its shape
¾ Constituents are contents
¾ Categories/sets are bounded spatial regions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objects is metaphorical
when similar natures and categories are expressed.
This way of displaying elements is based on
primary metaphors.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objects is literal when a
situation is simply expressed schematically.




Physical closeness encourages noticing
perceptible difference between objects.

Perceptual grouping
Perceptual Comparing
 Perceptual contrasting





Symmetric alignment of the same kind of
objects
›
›
›
›

¾

perceptual : glass ≠ rummer
conceptual: set of nice glasses ≠ ugly glass

¾

Nonmetaphorical

¾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Similarity & difference
Special, not ordinarily
Variation within a category

¾

The symmetric alignment of glasses is
nonmetaphorical

¾

Literal meaning: what may happen if one does not use the
recommende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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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ic align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 Perceptual grouping: belonging to the same
category
› Perceptual comparing: similarity & difference
› cognitive dissonance
› Cross-domain mapping (metaphor or simile)
¾
¾
¾

¾

¾

A cigarette is in the same line as some bullets, it is close to them
and shaped like that, and is contained within the same space as
the bullets.
Metaphorical: cigarette is bullet

¾

¾

The snake is in the same
row as the different ties, is
close to them, is the same
shape as them, is included
in the set of ties, and is in
the same spatial area as h
ties
Metaphorical : the bank
help the investor to pick the
right investment for each
moment

¾
¾
¾
¾



The toy car is in the same row as the wheelchairs, is close to them,
is the same shape as them, and is included in the same space as
them.
¾ metaphorical: toys are hospital equipment

¾

perceptual :
snake = tie

¾

conceptual:
Barclays investments≠
conservative investments

¾

Metaphorical :
All investments might look
alike but in fact they are not

perceptual : toy car ≠ wheelchair
conceptual: toy= hospital equipment
The ad perceptually rejects what is conceptually stated
Nonmetaphorical: toy is important for children in hospital



¾

perceptual : cigarette = bullet
conceptual: cigarette= things that kill
Metaphorical: cigarette is bullet



Cognitive effects
› Perceptual grouping
› Perceptual Comparing
› Perceptual contrasting
Symmetric alignment of the same kind of objects
› Special, not ordinarily
› Variation within a category
Symmetric align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 Cross-domain mapping (metaphor or simile)
›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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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A. 舉辦國際會議的國際傳播學會介紹：
IAMCR（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將媒體與傳播研究推廣全球
IAMCR 成立於 1957 年，為一媒體與傳播研究領域中的國際專業組織。其成員秉持批判研究之良
好傳統促進世界涵納（global inclusiveness）與卓越。學會宗旨在於強化並鼓勵新起學者、各種族群（女
性、第三世界研究學者等）、經濟落後地區，如非洲、亞洲、中南美洲學者之參與。
官方語言
IAMCR 官方語言為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IAMCR 目標
z
z
z
z
z
z

提供研究者與其他投身於媒體與傳播工作者交流資訊之場域；
在媒體生產、傳送與接受及其傳播脈絡中，鼓勵系統研究的發展，並特別關注未妥善發展的
學科領域；
激發媒體與傳播研究之興趣；
傳佈研究與研究需求之訊息給研究者，及各樣媒體工作者與負責傳播政策者；
設法改善媒體與傳播、政策與實踐，鼓勵跨國與跨學科觀點之研究，並以提升媒體與傳播研
究與實務品質為目標，對現實形勢進行資訊交流；
為開發改善教育發展及培訓新聞工作者與其他媒體專業，提出合適研究做為貢獻。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 IAMCR 主要發起者，並為其提供初始平台，兩者維持正式顧
問關係（Formal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組織準成員包含各大區域性的傳播研究組織： AMIC (亞
洲), ACCE (非洲) and ALAIC (拉丁美洲) 。IAMCR 與其他組織皆有緊密的合作關係，被視為媒體與傳
播研究領域中具領導地位的國際組織。
B. IAMCR 此一國際學術平台的重要性
因為 IAMCR 提供各地學者接觸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管道，而傳播領域一向以擁有龐大的聯結點／
焦點（focal point）著稱，廣納各種跨學科的觀點，拒絕任何單一學科見解的分析與詮釋，IAMCR 為
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耕耘者提供了許多線上與線下的機會，共同打造一個強而有力的學術支持網絡。
IAMCR 涵括了哪些活動？
IAMCR 將活動內容劃分為以下數組(Sections and Working Groups)：
z 媒體生產與消費
z 媒體、傳播、參與與社群
z 媒體與傳播政策與法律
z 教育與新聞工作
13

z

跨領域主題

IAMCR 成員所執行的研究均能跨越學科藩籬，深含理論並採用複合式的研究方法。
活動與服務
使傳播研究公眾化為 IAMCR 的重要工作。隨著越來越多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積極參與全球政
治，如何發揮傳播研究人材之實用，成為 IAMCR 這類組織的挑戰。為達成目標，會員大會督促學會
進一步思考、分析，讓傳播研究對公眾生活有所實質貢獻
IAMCR 會員透過自由的學術思考、表達及職業發展，提升並維護媒體與傳播研究專業社群之興趣／利
益(interests)。IAMCR 每兩年舉辦一次會員大會暨科學研討會(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大會曾經在布拉格、巴黎、卡拉卡斯、巴塞隆納、新德里、布雷德、阿雷格理港、首爾、
新加坡、雪梨等地舉辦。每次會議大約吸引了 300~600 名來自 40 餘個不同國家的會員參加。IAMCR
一年出版兩次時事通訊(newsletter)，提供不同活動的最新消息、會員名冊、並將研討會論文摘要上傳
至網站。
二、2010 年年會大會主題：傳播與公民－危機與變革的再思考
「傳播與公民－危機與變革的再思考」為 IAMCR 2010 國際研討會切時關注的主題。急劇的變革加上
對全球化的恐懼與不確定構成了當代的特徵。在這個經濟、文化與道德同時面臨巨大危機的時代，公
民、團體與組織除了重新發掘個人與社會生活得以存續的方法之外，別無選擇。政治與社會生活的參
與對於個人生活有著實質而長久的影響，是為當代價值的基礎。作為一種權利與義務，參與能改善社
會。媒體不負眾望被視為提倡參與的要角，然而現有的傳統媒體卻無法回應社會參與的期待，這樣的
落差是我們所不願見的。在多數的國家，媒體最終不過是個臣服於政府或巨大商業利益之下盲從的傳
聲筒。新的科技發展卻給了公民逆轉此一劣勢的機會。不管是以發展或發展中的社會，新的參與想法
與實踐正在運作。
遠離政治與學術上對於網路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論述，公民和社會機構捨棄了傳統媒體，發展出新的
參與形式。科技無庸置疑是讓公民得以接觸其他資訊和社會網絡不可或缺的動源，然而，並非有了接
觸網路或其他參與技術的管道，就可以讓個體轉化為公民－有教育，才有公民。若將捍衛公眾利益的
要務全部仰賴媒體結構的運作、國家和專業媒體的管制是遠遠不足應付的。公民參與－在不同階段與
層次－對於持續發展負責且問責的媒體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公民也意味著，社會急需專業媒體人員的
培訓、媒體業者的策略和國家政策；另一方面，對於傳統與新媒體一種批判與參與的態度。唯有理解
媒體邏輯並讓傳播的權利與義務成為常識，這樣關鍵的發現和相應而生的參與才會發生。過去，識字
是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現在，能讀和寫遠遠不符公民資格。擁有解讀媒介論述的能力並且具備採取
行動的力量才算是真正的公民。在經濟與道德危機充斥的當代，傳播與媒體研究扮演了質疑主流媒體，
並且開闢公民賦權及參與機制新路的主要角色。這可歸功於傳播科技社群總是將目光探照於當代的不
確定性和僵局。2010 IAMCR 呼籲各個國家和背景的研究者，同樣作為公民發展研究，而 IAMCR 研討
會本身就是一項公民行動。
以參與傳播研究組為例，此次會議相關子題：
z 新聞學、公民與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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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z
z
z
z
z
z
z

公民、政治與參與傳播
邊緣化的利益相關者與參與傳播
參與和環境論、生命科學傳播
參與發展傳播的批判
參與傳播與發展：聽與說的批判(A Critical Take on Listening and Telling)
資訊與通訊技術服務(ICTs)和參與的改變
資訊與通訊技術服務(ICTs)和參與文化
商務會議
參與傳播、研究與創新中介技術

二、與會心得
與會者論文摘要都上傳到網路
（http://www.iamcr2010portugal.com/upload/docs/E2c/Abstracts/Sections/Participatory%20Communication
%20Research%20S.pdf）
以參與傳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該組為例，援用「參與傳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此一概念的傳播研究範疇中諸多研究均與數位典藏推廣（傳播）有關，例如會
議中從使用者角度論之的參與傳播相關分析就有研究銀髮族社群使用者（A Study based on Web
2.0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Senior Citizen Contexts of Use）的論文，而從新興平台 角
度觀之的論文開始關注行動科技之為平台、下載參與各式社群的可能（User participation in locative
media）。
個人參與討論的論文角度如下：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Nien-Hsuan Fang --- Dept.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 telnhf@gmail.co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s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help authors to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public domain, the notion Creative Common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year 2003 after its initial
release in the States in 2001.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ese years an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 Taiwan, Creative Commons is officially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increase public’s accessibility to the digitalized knowledge resources. However, the sense
of Creative Commons isn’t all that comm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here.
The full accultur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demands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a common-pool resour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latform to enabl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igitalized loc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gital archive did not meet the expect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since some owners of
the assets are reluctant to release the rights of the cultural and knowledge artifact; the fear for that the internet
has paved the way for free-riders’ take-awa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diminishing incentives for th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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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re commons provokes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the western notion of free and open culture in conduct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ere raise the issue of ‘what is “common” for us in our
culture after all’ and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re-written the original top-down desig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diffusion program and a variety of participatory common culture is thus created.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lineage of the developing social movement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nd
after that,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laims -- commons as a resource and a commons as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is introduced.
For many Taiwanese community workers, the difficulty of adopting the imported Creative Commons
lies in 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the notion – Even though Creative Commons promotes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the idea in and of itself is grounded in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and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participatory, co-constructed cultures of many knowledge communities here.
With the aid of Elinor Ostrom’s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unbounded commons, the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activists’ and scholars’ efforts in promoting digitalized archives rewriting the cultures of the commons here.
And also,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llenges in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public knowledge in a
fully-digitalized world that is not all that common to everyone yet.

三、建議
ＩＡＭＣＲ為一媒體與傳播研究領域中的國際專業組織，成員所執行的研究均能跨越學科藩籬，
深含理論並採用複合式的研究方法，且提供各地學者接觸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管道。且傳播領域一
向以擁有龐大的聯結點／焦點（focal point）著稱，廣納各種跨學科的觀點，拒絕任何單一學科見解的
分析與詮釋。IAMCR 為傳播與媒體研究領域的耕耘者提供了許多線上與線下的機會，共同打造一個強
而有力的學術支持網絡。在此一學術支持網絡中發佈有關台灣數位典藏相關研究訊息，除可拓展本地
數位典藏活動之國際知名度，並吸收其他海外先行者的珍貴經驗外，亦有助於本地數位典藏的互動平
台、形式、後續社群建立、運作維持模式之參考。應持續參加，回饋研究成果。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
主講者發言摘要
講者與回應人介紹資料
與會者名單
其他相關論文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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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會議論文摘要錄取通知及論文摘要）
---------- Forwarded message ---------From: Chair: Rico Lie <Rico.Lie@wur.nl>
Date: 2010/3/18
Subject: [iamcr2010] Editorial Decision on Abstract
To: telnhf@gmail.com

Dear Nien-Hsuan Leticia Fang:

Congratulations, your submission "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has been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IAMCR2010 which is being held
in Braga from 18-22 July 2010.

We have had again a good response to our Call for Papers and managed to
draft an interesting program consisting of 12 different sessions. Your paper
has been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in one of the sessions. The detailed
program will be communicated to you soon, either through the IAMCR website
or by sending it directly to you.

You may upload the full-paper file by logging into our online submission's
platform:
http://www.lasics.uminho.pt/ocs/index.php/iamcr/2010portugal

Please note that final papers will be due 30 April 2010.

You are recommended to start planning your travels to Braga and to organize
your stay in Portugal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 is an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fee and a list of hotels is also available. (Note that the
deadline for early registration is 30 April 2010. After this date the late
fee will be charged.) Please check the website at
http://www.iamcr2010portugal.com/ for details.

We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a confirmation of your participation at the
conference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no later than 15 April 2010.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the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ection.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Braga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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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regards,

Rico Lie & Pradip Thomas
PCR Section of the IAMCR

-:-:-:-:-:-:-:-:-:-:-:-:-:-:-:-:-:-:-:-:-:-:-:-:-:-:-:-:-:-:-:-:-:-:-:-:-:-:-:-:-:-:-:-:-:
IAMCR Conference 2010, Braga, PORTUG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Minho
http://www.iamcr2010portug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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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Sense Isn't all that Comm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n Taiwan
Nien-Hsuan Leticia 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s copyright licenses that help authors to dedicate their works to
public domain, the notion Creative Common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n year 2003 after its initial release in the
States in 2001.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ese years an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 Taiwan, Creative Commons is officially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increase public＇s accessibility to the digitalized knowledge resources. However, the sense of
Creative Commons isn＇t all that comm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here. The full acculturation of creative commons
demands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a common-pool resour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latform to enabl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igitalized local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awareness of
the digital archive did not meet the expect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since some owners of the assets are reluctant to
release the rights of the cultural and knowledge artifact; the fear for that the internet has paved the way for
free-riders＇ take-awa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diminishing incentives for the creation of more commons provokes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the western notion of free and open culture in conduct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ere raise the issue of ｀what is “common＂ for us in
our culture after all＇ and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re-written the original top-down design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diffusion program and a variety of participatory common culture is thus created.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lineage of the developing social movement Creative Commons in Taiwan and after
that,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laims -- commons as a resource and a commons as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is
introduced. For many Taiwanese community workers, the difficulty of adopting the imported Creative Commons
lies in the conceptual origin of the notion – Even though Creative Commons promotes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the
idea in and of itself is grounded in a property-rights regime and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participatory, co-constructed cultures of many knowledge communities here. With the aid of Elinor Ostrom＇s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unbounded commons, the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activists＇ and scholars＇ efforts in
promoting digitalized archives rewriting the cultures of the commons here. And also,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llenges in producing and disseminating public knowledge in a fully-digitalized world that is not all that common
to everyone yet.

19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09/05
計畫名稱: 子計畫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 孫式文
計畫編號: 99-2631-H-004-003-

學門領域: 第四分項：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
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推動規劃案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04-003-

家型科技計畫：第四分項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子計畫二、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化 說 明 ： 如 數 個 計 畫 共 同 成 果 、 成 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等 ）

計畫，已產出〈隱喻與數位文化：由傳播與價值批判的角度省思〉一篇。該文於 2010 年 12 月獲 TSSCI 期刊《新聞
登於《新聞學研究》第 108 期，頁 141-181。其餘研究成果，因資料量豐富之故，目前仍在修整中，尚未完成投稿

畫 參 與 國 外 研 討 會 兩 場 ， 發 表 論 文 兩 篇 。 計 畫 共 同 主 持 人 方 念 萱 於 葡 萄 牙 IAMCR2010 年 年 會
’’’’’’’’’’’’’’’’’’’’’’’’’’’’’’’’’’’’’’’’’’’’’’’’’
sn't all that Common ：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Practiced in the Promotion
’’’’’’’’’’’’’’’’’’’’’’’’’’’’’’’’’’’’’’’’’’’’’’’’’’
持 人 孫 式 文 則 於 洛 杉 磯 The IM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0 ， 發 表 研
’’’’’’’’’’’’’’’’’’’’’’’’’’’’’’’’’’’’’’’’’’’’’’’’
t
works
’’’’’’’’’’’’’’’’’’’’’’’’’’’’’’’’’’’’’’’’’’’’’’’’’

位典藏推廣範例書 CASEBOOK〈藏富於人〉之出版事宜。99 年度出版計畫執行成果，共計採訪六組團隊，字數近四萬
與推廣單位，包括：全國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社區大學，以及數位典藏計畫單位與徵案團隊等。除獲上述機關單
業已辦理上網，以擴大閱聽範圍。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在學術成就面上，本年度數位典藏公眾資產近用與傳佈研究發現，現行典藏及推廣模式，
已由過往大型機構主導之模式，轉變為由地方社群進行在地化文物、歷史記憶等項目的典
藏與推廣，此一情形表示典藏與推廣途徑已由一元走向多元，在典藏品項及後續推廣上，
亦已符應二期計畫目標。日後關注焦點，應著重在在地社群如何向外拓展其典藏成就之
上。此外，本年度使用者調查研究指出，數典使用者在數典資料取用脈絡上，與其之使用
身份頗有相關。此一現象之意義，指出數位典藏資料在推廣途徑上，除可針對已浮現的顯
著脈絡進行推廣活動外，亦可針對本次研究所發現的的潛力脈絡加以開發。透過多元化的
推廣路徑，提升數典使用族群的多變性，以促進數典資源的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