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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模組化觀念不僅利於節目內容的編排與節目資料的管理，亦

能在整合相關節目後，提高再利用之效益。概括來說，在電

腦網路與資料庫的科技基礎上，模組化的科學影音資料庫，

將帶給學校、節目產製公司等更多元、更彈性的使用。數位

科技的進步，使得「一次生產、多元加工、多頻傳輸、多工

服務」成為可能，並大幅地改善節目線性產製的問題。結合

新科技資料庫，也突破文字數據的資料形式，加入豐富的影

音訊號；透過影音資料庫的運用，在資料的管理與檢索上，

大大地提昇其效能。網路超連結的及時互動能力可將節目片

段橫向、縱向或不規則的自由組合，使內容更加多元化；而

科普產製人員則可透過便捷的搜尋模式，將先前製作與儲存

的影音內容重新編排組合，於影音資料庫中重新生產再利

用，提高影音素材價值與提升產製刊播的效應。 

中文關鍵詞： 模組化、資料庫、科學傳播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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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計畫背景 

    科普傳播有別於科學教育，乃是全民科學知識傳遞的重要通

道。傳統大眾媒介中，電子傳媒與印刷傳媒都曾被廣泛利用來做科

學普及的傳播工具。印刷傳媒主要透過文字來傳情示意，以社經地

位較高的閱聽眾為觸達對象；電子傳媒則為一般民眾最常接近的媒

介。數位科技日新月異，這新傳播科技正在質與量兩方面影響著影

視內容的生產。有別傳統大眾傳媒的單向、線性、類比的產製模式，

數位科技能藉由數位化，讓所生產的節目產品在多種頻道中播出，

事後更能儲存於影音資料庫中，提供節目製播人員重新近用、交換、

或重組其中的節目素材，呼應「一次生產、多元加工、多次使用、

多功傳輸」的節目產製理念。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計畫」主軸計畫五的

「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建置」。因有鑑於科普傳播在國外早已行之有

年，英、美、日等國透過科普影片節目的製作及播放，潛移默化的

建購民眾的科學觀念，進而提昇科學素養，達成科普教育普及。加

上有感於國外電視頻道如 Discovery 利用影音「模組化」概念，重組、

整合節目片段進而再生製作成新的節目，降低電視台製作成本，同

時也提昇生產效益。進而希望能將此概念帶到國內科普內容產業。

加上科技進步，有助於大量影音節目資料儲存，而寬頻網路的蓬勃

發展，更利於大量影音資料的線上切割編輯。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

料庫的建置，其四年規劃資料庫架構、建制資料庫、持續擴充軟硬

體、網站建制與切割影音檔案，99年度為進程的第四年，持續豐富

資料庫內容，並增修網站影音內容之線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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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與目標 

    本主軸計畫主要目的，在既有之基礎上，繼續建置本計畫之內

容素材核心資料庫，透過推動與協調催生計畫之行動，蒐集、統整、

儲存主軸計畫一及所屬分項計畫、子計畫推展之影視作品，並以後

設資料(metadata)的方式，切割模組影音內容，使得科普內容專業產

製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得依需求讀取或下載所需資訊，進而將之重

組運用、詮釋演繹，使科學傳播內容之生產效能最大化，科學之資

訊流、知識流在社會中亦能達成充分循環。具體目標如下： 

（一） 設計並增構具彈性具多樣化的科學傳播影音內容系統。 

（二） 儲存影音內容，使成為科學傳播事業發展之基礎。 

（三） 透過影視節目的模組切割，重組及提昇既有廣電節目資源的

使用價值或操作功能。 

（四） 重新組裝節目，以達到「一次生產、多元加工、多頻傳輸、

多工服務」的數位內容概念。 

二、 計畫概要(構想、策略) 

數位技術的進步促進以模組化為概念的影音資料庫建構，

在未來的節目產製過程中，結合蓬勃發展的寬頻網路，將大量

影像與聲音儲存其中，使資料庫的終端使用者得以在標準化的

系統中，將影音資料加以壓縮、儲存、切割，然後進行數據的

交換、重組後再生並傳輸。以往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下，電視

節目製播多半在生產成本得以控制之下，藉由量化生產來提高

製作報酬率的經濟性，並同時滿足大眾需求。但是，在受到分

眾時代的個人化趨勢影響下，消費者的分布越漸廣泛，差異性

及需求則越明顯不同，模組化的廣泛應用也因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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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電媒體或節目製作單位而言，模組化觀念不僅有利節

目內容的編排與節目資料的管理，還能在整合相關節目後，提

高其剩餘價值與再利用效益。概括來說，在電腦網路與資料庫

的科技基礎上，模組化的科學影音資料庫，將帶給學校、節目

產製公司等更多元、更彈性的使用，改善了節目線性產製的問

題。結合新科技的資料庫，也突破了文字數據的資料形式，加

入豐富的影音訊號；網路超連結的及時互動能力可將節目片段

橫向、縱向或不規則的自由組合，使內容更加多元化；而節目

產製人員則可將先前所製作的節目，經過重新編排後，於影音

資料庫中重新生產再利用，提高再使用的價值，提升節目製播

的效應。 

依上述概念，本計劃以模組化理論為基礎建置「科學傳播

內容素材資料庫」，以後設資料(metadata)建構標準類目，切割

影音素材成為模組，定期儲存「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主軸計畫一「補助內容產製刊播」下各種影音內容素材，成為

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基礎。 

三、 工作重點 

    素材資料庫影音來源為「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主

軸計畫一「補助內容產製刊播」下各種影音內容素材，已結案

之受補助單位製作之影音資料，送至統籌中心後，陸續上傳至

素材資料庫。 

技術面則是透過 Java Script，採用模組化上傳方式上傳至

資料庫。並採用關連性資料庫、分類系統及標籤方式，強化使

用者介面，提高使用者搜尋影片效能。「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

料庫第四年」計畫：賡續辦理素材資料典藏，依訂定規格，對

製播成品進行「模組化」切割，並進行資料庫開放與資料庫節

目產製實驗。第四年計畫工作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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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容素材資料庫平台升級計畫：  

 1.運用 Adobe Flash 技術，開發線上編輯功能，第一階段開發  以

時間軸概念，進行去頭去尾片段存檔，以擷取所需之影片片段

功能。並以會員管理機制，讓使用者可以另存編輯過的檔案。 

 2.增加在影片播放畫面之加註功能，讓使用者加註重要資訊，並

透過會員機制進行存檔保存運用。 

 3.利用個人使用機制，將個人所需之影片，或是經過個人線上編

輯過的影片利用播放清單功能，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影片播放。

同時可以儲存在個人的專區資料夾內，並且增加圖片和文字的

編輯，可以加註個人所需的資訊，以備未來使用。 

 4.利用 JSIT® 專利的演算法，以及資料採礦技術將系統搜尋和關

連性以更精確方式運行，並且模擬使用者可能的行為，進行統

計運算，強化搜尋的可用性。 

 5.運用 JSIT® 新的影音串流技術，將影片維持在以 HD 畫質的精

細度進行影音串流播放，並且可以因應未來使用者的頻寬調整

後，高畫質影音的上載與播放。 

（二） 持續擴增資料庫素材內容： 

第四年計劃期間，主軸計畫一「補助內容產製刊播」之 96 年度

與部分 97 年度試辦方案陸續結案，成品送至統籌中心後，兼任

助理先將影音內容轉成 MPEG 格式。之後根據受補助單位提供

之資料內容摘要，將影片依據內容分類，包含決定影音段落及

以段落內容之重點為其決定描述性標題，並下標籤。之後再依

據 SOP，請工讀生剪輯成段落，最後將「模組化」影片透過轉檔

軟體，轉檔成 WMV 格式，上傳至素材資料庫。 



 

5 

 

參、 計畫效益與成果 

一、 資料庫架構與內容 

（一）資料庫架構 

圖 1 素材資料庫架構 

本計劃依「科學節目資料庫」之計畫概念，建置多媒體內容資

料庫，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2 素材資料庫網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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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庫內容 

「素材」意指進行創作活動前，未經過加工或組織的原始材料。

如對美術創作而言，素材可以是影象資料，如：速寫、照片、圖片

等；或文字材料，如：歷史事件、神話故事、文學作品等。 

因素材多是指在創作活動之前即有的資料積累，因此素材與具

體的創作主題可能沒有直接的關聯，亦即素材帶有不確定性、基本

性和原始性，然而在經過特定的創作活動之後，素材則可以轉化成

為具有特定意義之作品。因此創作者於創作活動前所積累的素材越

多，同時對素材所蘊含的意義瞭解越深入，將越有利於作品題材的

選擇和以及塑造。1 

以下就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持續累積之素材內容與建置平

台之影音功能，做一分述： 

1. 新增資料庫素材 

表 1第四年模組化影片 

96年度 

受補助單位_影片/節目名稱 集數 單集分鐘數 總分鐘數 

公視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8集 48分鐘 384分鐘 

東森 面對台灣的真相 6集 30分鐘 180分鐘 

大愛 臺灣大地奧秘 5集 48分鐘 240分鐘 

躍獅 普科秀 4集 15分鐘 60分鐘 

台大 蝴蝶的異想世界 6集 24分鐘 144分鐘 

和利得 機器人納瑞奇 10集 13分鐘 130分鐘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集 2分鐘 200分鐘 

慈濟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120集 2分鐘 240分鐘 

得霖 親子玩科學 26集 30分鐘 780分鐘 

97年度 

受補助單位_影片/節目名稱 集數 單集分鐘數 總分鐘數 

公共電視_流言追追追 26集 30分鐘 780分鐘 

上傳總計集數 311集 上傳總分鐘數 3138分鐘 

 

                                                      
1
 參考自網路資源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20065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2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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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影音功能 

1.1一般使用者：非資料庫會員，具有基本權限 

i. 透過標籤雲，以頻道呈現分類概念，使用者可以在

沒有主要尋找目標時，根據網站標籤點閱多寡方

式，觀賞科學影片節目。 

ii. 透過分類觀賞影片 

利用「中文圖書分類法」將素材資料庫分為一般常

見之學科分類。如「數學」、「天文學」及「醫學」

等。便於使用者搜尋欲觀看類別之影音。 

 

圖 3  標籤雲推薦影片之畫面 

 

圖 4 分類觀賞影音畫面 

iii. 線上觀賞、搜尋所欲觀看之影片 

一般使用者也可自行輸入關鍵字搜尋影音，加速觀

看影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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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關鍵字搜尋影片結果之畫面 

 

iv. 影音分類功能：根據「最新上傳」、「最多人瀏覽」、

「最多人收藏」及「評價最高」等選項，觀賞影片。 

 

圖 6  根據分類功能觀賞影片之畫面 

 
v. 相關影片觀賞 

依據收看影片之分類，會顯示其他同一類別之影

片，便利使用者針對某一類別，搜尋及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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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會員部分：具備一般使用者之使用功能，亦有以下權限。 

i. 新增影片 

登入後，上傳影片，替影片輸入類別、下標題、註

解、標籤及敘述。 

 

 
圖 7  會員新增影片畫面 

 

 
 

ii. 收藏影音 

會員可針對喜愛之影片，將其加入收藏列表，亦可刪除收藏

列表中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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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會員收藏影音畫面 

 
iii. 發表回應 

會員可針對網站內所有影片，發表評論。 

 

圖 9  回應影音之畫面 

iv. 觀看方式選擇 

使用者可以依照本身需求及喜好，選擇觀看方式。

包含全螢幕、寬螢幕及高畫質等。更可以將影片加

入最愛及轉寄給好友，與好友一起分享該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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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成果與效益 

計畫成果 成果效益 

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料庫硬體設

備建置完成。 

1.資料庫硬體建置已完成 90%，針對科學教育與科

普推廣，建置易查找之資源。目前資料庫已開始

進行開放測試，預計測試通過後可階段性開放。 

2.待素材資料庫全面開放後，讓各界均有機會使用

本資料庫，對科學傳播的流傳將有更大效益。 

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料庫網站已

建置完成。 

1. 以科學知識建構分類，以頻道呈現分類概念，

使用者可以在沒有主要尋找目標時開啟對科學

知識的應用。 

2. 標籤建置概念，可以讓有特定研究領域或是興

趣的使用者更輕易地精確找到影片。 

3. 透過全文檢索的設計，則可以幫助使用者縮小

欲尋找資料的範圍。 

4. 本平台除了重視搜尋的邏輯之外，更強化了影

音內容處理的壓縮技術，運用 JSIT® 2.0 壓縮技

術，可以呈現高畫質的影片，同時減少影片轉

檔處理的負擔。 

5. 在使用者介面上，為目前國內數位典藏系統中

最有親和力的介面，可以和主流影音應用的平

台並駕齊驅，甚至運用國外常見的首頁影音推

薦 Flash Rotate Player。 

6. 資料庫具備有開放的特性，目前暫時設定為封

閉系統，但是從管理介面中可以設定改為開放

大眾使用系統。 

建立科學傳播內

容素材資料庫之

模組化之切割與

分類作業流程。 

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讓科學傳播的影音檔案可以

做分類規畫，並提供社會化描述性質的標籤。 

培訓素材資料庫

影片上傳與操作

人員。 

此批操作人員熟悉影片上傳流程，了解 SOP、轉檔

技術，並著重畫面檢測，以期使用者觀看影片時有

較高的正確性。 

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資料庫呈現以

640X480 為主要

1. 影片播放解析度最高可達 1366*768，目前因為

伺服器和頻寬限制，鎖定為 800*600 以下。 

2. 設置寬螢幕顯示介面，因應未來 16:9 的影片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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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瀏覽解

析。 

放格式趨勢。 

3. 提供劇院模式，方便使用者觀看時可以降低背

景的影響。 

4. 影片上傳可以經由系統直接轉檔為 flash 模式，

可以提高被非法複製的難度。 

5. 影片提供 embedded code，可以方便使用者在網

路上傳播，達到推廣科學知識的目的。 

科學傳播素材資

料庫網站已完成

模組化並上傳共

20,32 則影片。 

建立科學傳播相關影音資料庫，運用分類將科學傳

播素材保存於資料庫，未來可供一般民眾使用，達

到傳佈知識的效果。(845 則為第四年上傳) 

三、 主要成就、成果價值與貢獻 

表 4 計畫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評估面向 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科學傳播面 

1. 將主軸計畫一「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之

受補助單位製作之節目最新消息及播出時間放置

於平台上，使科學傳播相關資訊得以流傳。 

2. 「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平台」由資源

整合做起，首先蒐集並整理至今於科學傳播領域

中的累積，透過標準化的歸納與編列，率先建立

科學傳播知識基礎，讓科學傳播今後可以從資料

庫資源出發，再將經驗所得累積回資料庫，形成

科學傳播不停累積向上的循環過程，資料庫在科

學傳播面向中不僅做為一種素材的來源，更是科

學傳播知識進步回饋之所在。 

3. 主軸計畫一之受補助單位成品經過分類模組化上

傳至素材資料庫，使一般大眾在搜尋上得以獲得

科學傳播知識。 

4. 資料庫資源乃是經過嚴格審查後製作，及專業判

斷後分類歸納，具有高度科學正確性與可信度，

為廣大科學傳播資訊的需求者提供了可靠的資源

內容，可免除沒有未經把關與整理的資訊來源帶

來傳遞錯誤科學知識之風險。 

5. 台灣本土之科學傳播相關資訊得以彙整與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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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知識得以建構與散佈。開創台灣原本僅有零

星耕耘之科學傳播領域，並持續開拓觸達面向，

作為科學傳播事業之推手、結合有志科學家獻身

參與。且已進一步依據已彙整之知識與經驗，籌

畫台灣科學傳播正規教育系統之建置。 

6. 建立模組化切割影片之典範，使科學傳播內容素

材得以有效率搜尋。 

7. 透過完備的數位內容平台資料庫，提升科學傳播

的豐富性、以及應用度。 

8. 經由管理平台有效管理製作公司和受補助單位，

掌握其專案進度，提升資料倉儲的效率。 

9. 透過內容素材資料庫的使用，具體增加了科學知

識影片的彙整、並且加上精確的搜尋技術，提升

本平台之使用效率。 

10. 未來已經掌握新的線上影音技術，將持續進行平

台的技術升級，規劃為可以進行線上編輯、剪接

的技術，並且透過播放清單的設計，達到影音內

容重組的概念。 

跨領域整合面 

1. 經由數位平台的建構，輕易達成跨領域的整合，

並且統合上、中、下游產業鏈，達到資源有效整

合和應用。 

2. 資料庫建置過程即為一重要的跨領域整合過程，

過去科學傳播一直有著跨領域合作之挑戰，科學

與傳播兩項專業於溝通合作上經常由於各自有所

堅持而更加困難。然而科學傳播中此一部份之跨

領域溝通乃是極為重要之過程，因此資料庫建置

於影音分類編排時即進行了多次的溝通與協調，

不僅是在要將科學內容整合進傳播規格時所需要

的調整，更是在人才培育時對於資料庫建置人員

各個面向專業素養的訓練，皆與整體科學傳播環

境發展進程有所配合。 

3. 科學傳播相關知識經過彙整與分析，輔以深度訪

談，作為重要科學傳播內容創製資訊，經撰寫為

論文，形構本土科學傳播內容創製之知識。 

4. 與科學傳播相關資訊皆統整並發佈於交流平台，

一般大眾容易進用；專業人士用以擷取、切割、

交換，產製新的節目內容，成為科學傳播事業之



 

14 

 

發展基礎。讓跨界整合的成果轉化為確實可以被

使用之智慧。 

產業面 

1. 過去許多不同領域或不同學門的專業人士都各自

在為科學傳播努力與奉獻，然而由於彼此間並沒

有一個整合的機制與標準化的溝通合作管道與平

台，資源難以交換並形成一個經驗得以累積、體

系得以逐漸成長的產業，因此不論是作業內容的

標準化或影音素材之保存皆無法有效進行，各項

資源的投入因無法有效整合而形同浪費。透過本

計畫可為科學傳播做一交流平台，將資源整合，

進而可推動科學傳播之發展。 

2. 對科普影片做儲存與模組化切割並上傳至資料

庫，建立分類，可提供一般大眾或媒體從業人員

重覆使用及再次利用，達到「一次生產，多次使

用」之效果。 

3. 資料庫之建立即是做為一產業之基礎，透過資料

庫建置所需要共同進行之各項計畫，勾勒出一完

整科學傳播產業各個面向所應具備之能力與人才

面貌，進而有計劃地逐步完成。 

社會衝擊面 

1. 過去科學傳播與社會大眾距離遙遠，不僅是沒有

優良的接觸管道(access)，科學傳播內容亦無法與

大眾生活產生連結，進而促使大眾產生興趣而達

成有效之傳播結果。透過本計畫可提供大眾科學

傳播相關資訊。 

2. 資料庫之建置應用了目前最被廣泛應用的影音觀

看技術及裁剪、編排方式，貼近使用者習慣首先

即降低了近用門檻；再者，影音內容亦為針對大

眾所設計，破除過去科學傳播內容艱深難懂之印

象與障礙；最後，預留未來大眾可進行素材取用

並進行編輯之空間，更是以將科學傳播做到互動

溝通為目標，力求突破單向溝通所帶來的限制與

效益不彰之困難。 

3. 科學傳播內容資料庫對社會大眾而言將不只是一

個新的資源資料庫，更是一個對科學傳播新的思

考模式，不僅是資源產製端，更重要的是資源使

用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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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貢獻面 

1. 經由讀書會、內部員工教育訓練、工作論文撰寫、

台灣科學傳播現況彙整與分析、國外科傳專書翻

譯等成果，使科學傳播知識不僅是從國外平行引

進，更達到與在地智慧、經驗、習慣等脈絡交互

作用產生「本土知識體系」的效果。 

2. 此面向之顯著貢獻須經長遠深耕，但中心在團隊

合作下已達成資料之有效常態累積、資訊管理機

制訂定、以及翻譯後仍經彙整並以在地思維摘要

綜整之成效，朝科學傳播學門領域發展。 

3. 年度研討會為正規學術規格之年度交流盛事，專

題演講、專題討論、論文發表等等場次安排皆符

合學術常規，並成功邀集學者專家與會，與受補

助單位和各業界人士、及有志科學傳播之學子在

兼顧理論與實際之題材中當面互動。 

4. 年會之論文集亦已開始出版，落實知識建構之文

獻化步驟。 

5. 經由深度訪談將受補助單位在製作科普節目上之

過程與心得彙整為學術報告，將來可做為科學傳

播內容創製專書之基礎。 

 

肆、 預期目標與執行度 

    為使此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具備完善之規模，並配合每年

補助之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工作，本影音內容素材資料庫計畫共分四

年來進行其建置與擴充任務。賡續辦理素材資料典藏，依訂定規格，

對製播成品進行「模組化」切割，並進行資料庫開放與資料庫節目

產製實驗。第四年的工作除了持續進行科學傳播內容的模組化切割

與上傳作業，將會設計影片重組程式，以便使用者重新利用這些影

音素材，同時，也準備將此影音素材資料庫開放給更多民眾使用，

以擴大科學傳播知識與資訊之流通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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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期目標與相符度 

    建立科普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確認內容素材資料庫所需軟硬體

設備。建立科學傳播內容之模組化之切割與分類作業流程。運用數位

化技術，並使用社會化描述性質的標籤雲方式來作為科學傳播影音素

材資料庫之搜尋，採模組化方式上傳科學傳播內容至影音素材資料

庫。藉由第四年計劃影音之上傳只平台之使用，陸續更新與更正程式

功能，目前內容素材資料庫網站已建置完成且運作正常，包含影片上

傳、儲存、瀏覽及討論區內文章發表與回應等功能。此外，在考量素

材資料庫屬性及未來走向仍以提供科學內容的影音服務為主，經與系

統工程師確認後，目前僅保留影音瀏覽功能，並致力於開發系統以符

合未來影音服務之需求。平台更新與修正之功能，整理如下表： 

表4 資料庫程式面問題與修正 

 問題 影響 更新與解決 

程

式

面 

標題與標籤無法同

時一起輸入搜尋 

優質化搜尋功能未完

全，使用者無法縮小搜

尋範圍 

已修正 

無法刪除影音回應 對使用者編輯造成不便 設定管理者身分方

具刪除權限，在開

發階段方便管理。 

無法選取影音評價 無法以影音評價縮小影

音範圍 

已修正 

無法顯示正確縮圖 使用者編輯之影片皆為

預設縮圖，頁面缺乏活

潑性與吸引力  

已修正 

 

二、 執行與預期績效相符度 

    本計畫依循總體計畫之規劃方式，以「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之作業方式，訂定明確之宗旨與目的，並發展出導

引性之策略與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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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四年計劃執行狀況 

1. 配合全集影片的設計，將內容素材資料庫運用新技術重新建

置，業已完成。 

2. 新版的平台符合國際化的操作使用介面，大量運用Javascript

的技巧，強化使用者經驗。 

3. 運用新的運算技術強化播放品質。 

4. 運用新的編碼技術，提升播放效率。 

5. 升級分類資料庫和標籤系統。 

6. 資料庫系統欄位重新設計合併，使之運作更有效率。 

7. 片段和全集影片合併，設計關連式資料庫系統，避免未來需

要在新的平台重新匯入影片片段，撰寫程式去對應具有關連

性的資料，並且運用關聯性資料庫運作。 

8. 搜尋和標籤系統合併重建，改寫搜尋系統，提升搜尋效率，

以符合全集和片段的檢索需求。 

9. 介面整合，重整UI，運用國際上較常見且先進的影音串流UI。 

（二） 工作概要 

1. 人力編組 

        科學內容素材資料庫由關尚仁教授主持，統籌並推動各

項相關業務與工作；進行資料庫之架構建置、內容設計、使用

操作、運用推廣、成效評量等相關工作。目前設有專任研究助

理一名，協助執行本計畫，另招聘兼任助理及工讀人員以進行

科學傳播內容的模組化切割、剪輯與上傳等工作。 

       從台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之總架構看來，目前科學傳播內

容素材資料庫是分屬科學傳播資料庫建置此一主軸計畫中的

一項分項計畫，與現況資料庫、知識資料庫所形成的科普事業

催生計畫資訊交流平台有相輔相成之功能。鑑於此三資料庫的

建置與發展都奠基於統籌與協調中心所推動的各項業務，目前

本計畫人力不僅著眼於資料庫的開發與設計，同時也支援統籌

與協調中心所進行的相關工作，以下就各助理的工作職掌分項

說明如下：王怡琄小姐為專任助理，負責協調溝通計畫主持人

所交付的各項任務，控制計畫進度與彙整專家學者對本資料庫

發展的意見與建議、維持內部各項制度與流程，包括整理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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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的切割與轉換流程、招聘工讀人員並給予適當的教育訓

練；吳永蘭小姐負責經費預算之執行，進行資料庫各項軟硬體

之採購、管理及維護計畫所屬的財產與設備、以及支援統籌與

協調中心的各項活動與業務。楊麗玲與陳瀅蓮先後於碩士期間

擔任兼任助理，負責資料庫影音素材之裁切、模組化及上傳之

標準作業流程品管，並擔任教育訓練講師，教育計時工讀生影

音素材資料庫之內容標準作業流程程序，以確保上傳至資料庫

之影音內容無誤。 

2.工作進度 

在本計劃主持人的主持下，針對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

於軟硬體設備採購及作業流程規劃等面向，與計劃下專任助

理、兼任助理與系統工作師召開過多次編修會議，截至目前為

止，資料庫整體建置已完成近百分之九十。在新增影音素材資

料庫的內容方面，目前已結案並進入模組化處理之影片如下： 

表5 資料庫模組化之影片統計 

年度 製作公司 影片名稱 集數 

94 公視 科技萬花筒 32 

95 

三九五二 熱帶冰河 3 

華崗 顯微鏡下的世界 16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 

大愛 發現 13 

公視 流言追追追 26 

卓維 台灣的脈動 6 

視群 台灣生命樂章 6 

諾耶 情緒密碼 13 

亮相館 生命密碼 3 

96 

和利得 奈米機器人 10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 

公視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8 

東森  面對台灣的真相 6 

大愛  臺灣大地奧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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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獅  普科秀 4 

台大  蝴蝶的異想世界 6 

和利得  機器人納瑞奇 10 

東森  科學大解碼 100 

慈濟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120 

得霖  親子玩科學 26 

97 公視 流言追追追 26 

 

以下就軟、硬體增置與影音模組化作業流程之工作進度分別說明： 

（三） 執行成果 

       為使資料庫建構之規劃更臻完善，及配合每年補助之科學傳

播內容產製。本計畫之建置與擴充共分為四年，第四年執行成果

如下： 

       經過一至三年計畫，資料庫之建置與持續檢視、修正，科學

傳播內容資料庫更形完備。計畫受聘人員持續儲存、切割各項科

普多媒體內容，並設計影片重組之程式，便利使用者依其需求，

切割、重組影片。除此之外，持續擴建資料庫之軟硬體設備，維

護管理資料庫之運作，並建構完整之資訊交流平台。 

       現階段內容素材資料庫各項硬體設備與功能已大致完整與健

全，包含三台IBM伺服器、兩部6TB Storage及四台剪輯用電腦。

未來為能處理高解析(HD)影音素材上傳、儲存與瀏覽之需，已另

添購46吋高解析液晶電視作為影像品質檢視管控之用，並且加大

網路頻寬方便影音上傳；在資料安全的部分，使用了一部伺服器

撰寫防火牆，提供後端個平台的網路安全；目前所有設備分散於

兩部機櫃中，並在計畫主持人努力爭取下，安裝一部分離式冷氣，

提供設備一個良好的運作環境。 

       內容素材資料庫網站已建置完成且運作正常，包含影片上

傳、編輯、儲存、瀏覽、標註及討論區內文章發表與回應等功能。

在軟體設計上，考量到素材資料庫屬性及未來走向仍以提供科學

內容的影音服務為主，經與系統工程師確認後，目前僅保留影音

瀏覽功能。網站內搜尋部份則已採用目前較新的「標籤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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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已建置符合未來高解析(HD)影音發展，資料庫現階段雖以

640×480 為主要的影片瀏覽解析，但資料庫亦已開發系統因應高

規格影音服務之需求。 

       科學節目影音模組化裁切、轉檔與上傳作業流程已在計劃主

持人指導下完成，現階段所有工作皆由本計劃兼任助理進行，然

為求作業效率及發揮標準化作業流程之精神，計劃定期招聘長期

工讀生，予以教育訓練後進行分工，投入標準化生產流程，持續

充實資料庫內容。 

表 6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第四年執行情形」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確認內容素材資料庫所需軟硬體

設備，以及執行經費與人力。 

添購硬體設備，軟體部分，網站已

建置完成，持續運作與上傳檔案。 

建立科學傳播內容之模組化之切

割與分類作業流程。 

影音模組化標準作業已建立。分類

則因素材內容之種類眾多，故採用

現今實體圖書館普遍所採用之「中

文圖書分類法」。 

進行影音內容素材資料庫之實際

作業之培訓，使更多兼任助理具備

模組概念與實作知能。 

本計劃影音模組化標準作業程序

包括「資料匯入」、「內容分類」、「影

音裁切」、「影音轉檔」、「模組上

傳」、「線上檢視」共六個步驟。 

運用數位化技術，並使用社會化描

述性質的標籤雲方式來作為科學

傳播影音素材資料庫之搜尋。 

本資料庫目前已採用「標籤雲」為

主要站內搜尋機制，但仍保留關鍵

字鍵入搜尋之功能，以服務科學背

景之專業人士之需，期望在服務廣

大的一般使用者之際，仍保留素材

資料庫提供專業內容之訴求。 

模組化並上傳科學傳播內容至影

音素材資料庫。 
目前已模組化之短片共 20,3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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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經費與人力 

一、 計畫經費 

表 7 計畫經費 

核定經費 
(仟元)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3,668 4,692 3,723 N/A 5,202,000 5,202,000 

實際支用金額 
(仟元) 

3,309.379 4,155.943 1,855.949 N/A 175,308 5,095,503 

達成率 90.22% 88.58% 99.23% N/A 3.37% 97.95% 

說明： 100 年度支用金額計算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止。 

 

 

二、 人力 

表 8 計畫人力 

年度(年) 95 96  97  98  99  100 

人力(人) 12 11 12 11 12 11 

類別 

計劃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 
2 2 2 6 2 

1 

專任助理（博士） 1 0 0 0 0 0 

專任助理（碩士） 1 3 4 2 7 8 

專任助理（學士） 1 2 1 0 0 0 

兼任助理（碩士） 7 4 5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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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檢討 

        內容素材資料庫業已於「2011 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上

展示現階段成果，包含資料庫建置背景之說明，以及線上展示

科學節目模組化之影片內容，開放與會來賓實際操作線上頁面

等，廣獲好評，並期望廣納學者專家之指教與意見，賡續作為

素材資料庫未來優化服務之參考。 

一、 模組化研究在科學領域中仍有待開發，本研究屬初探性研

究，擬以「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中主軸計畫一「科學

傳播內容產製刊播補助」等科學節目影片為研究範圍。 

二、 重點在探究節目內容之模組化設計模式，並研發此原型資料

庫，測試對象初期暫以傳播學者、專家與內容產製人員為主。

有鑑於目前 DVD 媒體因應不同目的，加上對未來在模組化運用

時，不同的使用者自有其需求，如一般民眾或教師只需線上瀏

覽，檔案容量不需太大，然傳播媒體從業人員如有重製節目之

需，則高品質的影音檔案會為其首選，因此設立提供不同規格

的影音模組，以滿足不同的使用需求，但因目前使用者頻寬問

題，尚未將 HD高畫質影音上傳至平台。平台之會員權限與影音

下載限制等問題，亦在討論與規劃中。 

三、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以全文形式及模組形式，典藏

主軸計畫一之受補助創製之科普內容，管理程式不斷更新，惟

因受科普內容製播緩慢之影響，存擋與切割作業進度備受牽制。 

四、 「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之科普題材種類眾多，分類上

需科學專業背景之人力，耗時費力。建議未來受補助單位自我

品管符合標準時，可以該單位提供之分類目錄作為依據，供「科

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模組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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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內容素材資料庫模組化影片檔案清單 

 

躍獅_普科秀 第 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躍獅_普科秀_1 富蘭克林的風箏.mpg 富蘭克林的風箏 001 00:15:53 

00:00-00:39 

1-1 片頭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 

00:40-04:57 

1-2 風箏導電實驗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閃電/風

箏/導電/上帝之火 

04:57-10:00 

1-3 電的應用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電線/電

學 

10:00 -10:53 

1-4 閃電原理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電線/電

學/閃電/電荷/雷 

10:53-11:56 

1-5 電的歷史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希臘/摩

擦起電/磁石/中國/指南針/

伏打/電池/電磁感應/馬達 

11:57-14:31 

1-6 電的發現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閃電/避

雷針 

14:32-15:53 

1-7 片尾 
普科秀/富蘭克林的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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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獅_普科秀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躍獅_普科秀_2 伽利略的鐘

擺.mpg 
伽利略的鐘擺 002 00:15:40 

00:00-00:28 

2-1 片頭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 

00:29-02:18 

2-2 伽利略的審判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 

02:19-05:40 

2-3 單擺與週期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週期/單擺定律/擺長/

計時工具 

05:40 -07:37 

2-4 單擺與計時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日晷/水鐘/沙漏/機械

鐘/鐘擺 

07:37-09:33 

2-5 鐘與生活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 

09:35-10:40 

2-6 伽利略的貢獻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自由落體/望遠鏡/月球

/亞里斯多德/  

10:42-12:55 

2-7 地動說與審判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托勒密/哥白尼/地心說 

12:56-14:23 

2-8 伽利略的貢獻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現代科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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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15:40 

2-9 片尾 
普科秀/伽利略的鐘擺 

躍獅_普科秀 第 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躍獅_普科秀_3 牛頓的蘋果.mpg 牛頓的蘋果 003 00:15:53 

00:00-00:26 

3-1 片頭 
普科秀/牛頓的蘋果 

00:27-05:04 

3-2 牛頓與蘋果 
普科秀/牛頓的蘋果/自由落體 

05:05-11:56 

3-3 蘋果與自由落體 

普科秀/牛頓的蘋果/加速度/萬有

引力/自由落體 

11:57 -14:09 

3-4 萬有引力與自由落

體 

普科秀/牛頓的蘋果/萬有引力/自

由落體/加速度/ 

14:09-15:36 

3-5 片尾 
普科秀/牛頓的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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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獅_普科秀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躍獅_普科秀_4 阿基米德的浴缸.mpg 阿基米德的浴缸 004 00:15:25 

00:00-00:25 

1-1 片頭 
普科秀/阿基米德的浴缸 

00:26-03:20 

1-2 國王的難題 
普科秀/阿基米德的浴缸/金/ 

04:57-08:57 

1-3 阿基米德與密度 

普科秀/阿基米德的浴缸/體積/質

量/比重/密度 

08:59 -11:00 

1-4 阿基米德定律 

普科秀/阿基米德的浴缸/阿基米

德定律/浮力/流體/排水量/ 

11:00-14:09 

1-5 浮力與造船應用 

普科秀/阿基米德的浴缸/阿基米

德定律/浮力/流體/排水量/

造船/潛艇 

11:57-15:25 

1-6 片尾 

普科秀/阿基米德的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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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第 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_01 

海洋島嶼的挑戰.mpg 

海洋島嶼的挑

戰 
001 00:24:32 

00:00-00:15 

1-1 面對台灣的真相片頭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  

00:16-02:17 

1-2 卡玫基颱風事件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卡枚基颱風/暖化 

02:18-04:14 

1-3 鄒族大洪水神話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鄒族大洪水神話 

04:15-07:56 

1-4 全球暖化現象與成因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全球暖化/北極海冰

面積/冰河溶解/海平面上升/

格陵蘭島/溫室效應 

07:57-10:26 

1-5 全球暖化使台灣面臨的挑

戰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成大近海水文中心/

海氣象浮標/專家解說(高家

俊)/受訪者/地層下陷 

10:27-12:23 

1-6 地層下陷問題解說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地層下陷/專家解說

(汪中和)/碳 14 定年法/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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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沖積扇/高鐵/淹水問題 

12:24-15:47 

1-7 溫室氣體的排放及影響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二氧化碳濃度/南海/

海洋碳含量/專家解說(黃天

福)/物理幫浦/生物幫浦/有

機碳/ph 值/專家解說(張豪

賢)/脫鈣作用 

15:48-21:07 

1-8 珊瑚的滅絕危機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珊瑚礁生態系/專家

解說(陳昭倫)/造礁運動/海

洋酸化/海溫/珊瑚白化/墾丁

/核三廠/共生藻 

21:08-22:53 

1-9 恆春半島珊瑚復育中心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珊瑚復育/專家解說

(段文宏)/海生館/無性生殖 

22:54-23:49 

1-10 本集結語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 

23:50-24:31 

1-10 片尾誌謝幕 

面對台灣的真相/海洋島嶼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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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_02 暖化造成氣候異常.mpg 
暖化造成氣候異常 002 00:24:18 

00:00-00:15 

2-1 面對台灣的真相片頭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 

00:16-00:45 

2-2 莫拉克侵台事件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莫拉克/暖化 

00:46-2:00 

2-3 澎湖死魚事件介紹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專家解說(蔡

萬生) 

02:01-07:12 

2-4 澎湖海域寒害死魚事件記錄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寒災/專家解

說(鄭明修)/寒害/受害者

訪問/珊瑚礁魚類/氣候變

遷/專家解說(謝恆毅) 

07:13 -07:56 

2-5 寒害的成因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專家解說(李

國添)/雲彰隆起/西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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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高壓/專家解說(鄭明修) 

07:57-13:03 

2-6 異常天候如何產生?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專家解說(洪

志誠)/季內震盪/對流/蘇

門答臘/專家解說(許晃雄) 

13:04-16:36 

2-7 颱風強度愈加增強的原因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賀伯颱風/專

家解說(吳德榮) 

16:37-19:19 

2-8 追風計畫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追風計畫/專

家解說(吳俊傑)/三度空間 

19:20-22:46 

2-9 颱風的動力結構與風險評估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專家解說(吳

俊傑)/ 家解說(陳亮全)/

強降雨/專家解說(許晃雄) 

22:47-23:35 

2-10 本集結語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 

23:36-24:18 

2-11 片尾誌謝幕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造

成氣候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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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第 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_03 暖化難民

何去何從？.mpg 

暖化難民何

去何

從？ 

003 00:24:20 

00:00-00:15 

3-1 面對台灣的真相片頭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 

00:16-00:49 

3-2 全球暖化事件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溫室效應/

冰川融化/異常天候 

00:50-02:22 

3-3 蜜蜂與人類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蜜蜂/植物

授粉/農藥/暖化 

02:23-:05:15 

3-4 蝴蝶的遷徙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蝴蝶/綠斑

鳳蝶/青斑蝶/大屯山/專

家解說(陳建志)/島田氏澤

蘭/陽明山/端蝶紫斑/ 

05:16-09:42 

3-5 氣候變遷與蝴蝶棲地的關

連性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專家解說

(吳欣怡)/地球暖化/蘭與/

專家解說(徐堉峰)/曲波紋



 

32 

 

小灰蝶/冷衝擊/落尾麻/

專家解說(吳怡欣) 

09:43-10:50 

3-6 地球上劃分溫度的方法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熱帶/亞熱

帶/溫帶/寒帶/海拔高度/

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涼

溫帶/冷溫帶/寒帶 

10:51-15:07 

3-7 暖化現象對植物生態的影

響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全球溫度變

化/台灣黑森林/冷杉/分

子演化實驗室/DNA/專家

解說(周昌弘)/馬先蒿/高

山難民/自交 

15:08-15:33 

3-8 高山難民的成因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高山寒原/

棲地 

15:34-18:09 

3-9 全球暖化對珍稀物種的

影響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冰河孓遺/

國寶魚/櫻花鉤吻鮭/山椒

魚/專家解說(賴俊祥)/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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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乾旱/全球暖化/環境

難民 

18:10-22:54 

3-10 全球暖化對鳥類的影響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曾文溪/飛

面琵鷺/七股溼地/棲地/

八色鳥/雲林/專家解說

(李培芬)/掠食者 

22:55-23:40 

3-11 本集結語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生物多樣性

/全球暖化/永續發展/過

度開發 

17:56-25:00 

3-12 片尾誌謝幕 

面對台灣的真相/暖化難

民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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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_004_能源有時

盡？.mpg 

能源有時

盡？ 
004 00:24:28 

00:00-00:15 

4-1 片頭 
 

00:15-01:50 

4-2 能源的介紹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人類/用火/能源 

01:50-03:30 

4-3 自然資源一：木炭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淨化作用/光合作用

/木炭 

03:30-07:11 

4-4 自然資源二：煤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煤/礦工/中新世/南

莊層/石底層/木山層 

07:11-09:55 

4-5 煤的使用與危害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煤球/礦災/黃武良/

河川汙染/土壤汙染/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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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13:44 

4-6 煤的乾淨化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火力發電廠/靜電集

塵器/張錦德/煤灰/二氧

化碳/乾淨煤/徐恆文  

13:44-19:12 

4-7 自然資源三：石油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石油/苗栗出磺坑/

王孟炫/陳太山/油苗/震

測油母質/黃武良/天然氣 

19:12-23:45 

4-8 石油與現代社會 

面對台灣的真相/能源有

時盡/煉油廠/原油/石化/

化石燃料/蔡和順/油價/

替代能源/空氣汙染/溫室

效應 

23:45-24:28 

4-9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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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第 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_005_假如石油

沒有了.mpg 

假如石油沒

有了 
005 00:25:57 

00:00-00:15 

5-1 片頭 
 

00:15-01:52 

5-2 能源的危機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化石燃料/石油

/天然氣/煤礦/替代能源 

01:50-05:44 

5-3 水力發電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水力發電/灌腸

式/日月潭/胡榮生/抽蓄

式/降雨不均 

05:44-09:02 

5-4 風力發電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風力發電/風車

/東北季風/陳裕榮 

09:02-13:20 

5-5 天然氣水合物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甲烷/天然氣水

合物/林曉武/劉家瑄/反

射震測/細菌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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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5:51 

5-6 太陽能發電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太陽能/電池/

磷/硼/鄭長利/電費 

15:51-18:45 

5-7 生質能源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生質能/有機物

/甲醇/酵素/生質柴油/張

榮興/生質酒精/余淑美/

纖維素 

18:45-22:34 

5-8 核能發電的再起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核能/鈾/核分

裂/核安/放射性物質/核

廢料/劉全生 

22:34-24:19 

5-9 核融合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核融合/氘/氚/

無窮無盡 

24:19-25:23 

5-10 解決能源危機的下一步 

面對台灣的真相/假如石

油沒有了/替代性能源/能

源危機 

25:23-25:57 

5-11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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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 第 6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財經台_面對台灣的真相_006_減碳酷地

球行動.mpg 

減碳酷地球

行動 
006 00:26:19 

00:00-00:15 

6-1 片頭 
 

00:15-01:57 

6-2 地球暖化的危機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二氧化碳/溫室

效應/地球暖化 

01:57-07:46 

6-3 二氧化碳的封存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化石燃料/二氧

化碳/徐恆文/乾冰/鐵鉆

山/鹽水層/董倫道 

07:46-09:07 

6-4 減少碳排放的方法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碳交易/吸碳植

物/綠化環境 

09:07-13:59 

6-5 綠化減碳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光合作用/王亞

男/碳通量/固碳效果/張

世杰/個人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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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15:47 

6-6 綠建築一：生態竹屋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綠建築/都市熱

島/生態竹屋/熱傳導 

15:47-18:10 

6-7 綠建築二：淡江大學蘭陽

校區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淡江大學蘭陽

校區/自然光/太陽能 

18:10-21:10 

6-8 綠建築二：北投圖書館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北投圖書館/空

調/雨水回收設備 

21:10-24:52 

6-9 綠建築三：高雄世運主場

館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世運主場館/李

安平/鋼材減量/太陽能/

親水綠化設施/生物多項

性/ 

24:52-25:33 

6-10 綠建築是最佳選擇 

面對台灣的真相/減碳酷

地球行動/綠建築/能源危

機/自然 

25:33-26:19 

6-11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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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第 1-118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1_兩岸新氣象

（一）.mpg 

兩岸新氣象

（一） 
001 00:04:36 

00:00-04:36 

兩岸新氣象（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兩岸

新氣象,空氣品質,北京,氣

象預測,探空儀,多普勒雷

達,太陽輻射偵測器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2_兩岸新氣象

（二）.mpg 

兩岸新氣象

（二） 
002 00:05:04 

00:00-05:04 

兩岸新氣象（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兩岸

新氣象,防風林,北京,沙塵

暴,霾,沙漠化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3_兩岸新氣象

（三）.mpg 

兩岸新氣象

（三） 
003 00:04:37 

00:00-04:37 

兩岸新氣象（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兩岸

新氣象,北京,熱島效應,密

雲水庫,固沙,雪災,寒害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4_兩岸新氣象

（四）.mpg 

兩岸新氣象

（四） 
004 00:04:58 

00:00-04:58 

兩岸新氣象（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兩岸

新氣象,乾旱,碘化銀造雨,

人造雨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5_科學看素

食.mpg 
科學看素食 005 00:04:33 

00:00-04:33 

科學看素食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科學

看素食,節能減碳,吃素,暖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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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6_科學看燒金

紙.mpg 

科學看燒金

紙 
006 00:03:31 

00:00-03:31 

科學看燒金紙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科學

看燒金紙,紙錢,苯,PAH,多

環芳香烴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7_乘風破沙

（一）.mpg 

乘風破沙

（一） 
007 00:02:53 

00:00-02:53 

乘風破沙（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乘風

破沙,沙塵暴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8_乘風破沙

（二）.mpg 

乘風破沙

（二） 
008 00:02:24 

00:00-02:24 

乘風破沙（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乘風

破沙,沙塵暴,懸浮微粒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09_乘海洋探秘

（一）.mpg 

海洋探秘

（一） 
009 00:03:43 

00:00-03:43 

海洋探秘（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海洋

探秘,溫鹽深儀 CTD,深海

壓力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0_乘海洋探秘

（二）.mpg 

海洋探秘

（二） 
010 00:04:42 

00:00-04:42 

海洋探秘（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海洋

探秘,有孔蟲,海底沉積物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1_透析戲水危機

（一）.mpg 

透析戲水危

機

（一） 

011 00:04:27 
00:00-04:27 

透析戲水危機（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透析

戲水危機,救生員,大豹溪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2_透析戲水危機

（二）.mpg 

透析戲水危

機

（二） 

012 00:04:10 
00:00-04:10 

透析戲水危機（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透析

戲水危機,新生代地形,漩

渦,暗流,抽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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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3_解清靜之渴

（一）.mpg 

解清靜之渴

（一） 
013 00:05:17 

00:00-05:17 

解清靜之渴（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解清

靜之渴,生態旅遊,水土保

持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4_解清靜之渴

（二）.mpg 

解清靜之渴

（二） 
014 00:05:49 

00:00-05:49 

解清靜之渴（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解清

靜之渴,樹冠層,次冠層,灌

木層,草本層,枯枝落葉層,

土石鬆動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5_敲針見蛋縫

（一）.mpg 

敲針見蛋縫

（一） 
015 00:04:33 

00:00-04:33 

敲針見蛋縫（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敲針

見蛋縫,聲波,皮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6_敲針見蛋縫

（二）.mpg 

敲針見蛋縫

（二） 
016 00:04:01 

00:00-04:01 

敲針見蛋縫（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敲針

見蛋縫,聲波,皮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7_糧食能源變奏

曲（一）.mpg 

糧食能源變

奏曲

（一） 

017 00:04:46 
00:00-04:46 

糧食能源變奏曲（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糧食

能源變奏曲,亞馬遜森林,

碳循環,二氧化碳,巴西,生

質能源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8_糧食能源變奏

曲（二）.mpg 

糧食能源變

奏曲

（二） 

018 00:05:05 
00:00-05:05 

糧食能源變奏曲（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糧食

能源變奏曲,甘蔗,生質酒

精,二氧化碳,巴西,生質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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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19_糧食能源變奏

曲（三）.mpg 

糧食能源變

奏曲

（三） 

019 00:03:25 
00:00-03:25 

糧食能源變奏曲（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糧食

能源變奏曲,甘蔗,生質酒

精,生質能源,巴西,生質能

源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0_糧食能源變奏

曲（四）.mpg 

糧食能源變

奏曲

（四） 

020 00:03:56 
00:00-03:56 

糧食能源變奏曲（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糧食

能源變奏曲,甘蔗,纖維酒

精,巴西,生質能源,纖維,酵

素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1_騎士精神

（一）.mpg 

騎士精神

（一） 
021 00:05:06 

00:00-05:06 

騎士精神（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騎士

精神,自行車,腳踏車,協力

車,摺疊,金相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2_騎士精神

（二）.mpg 

騎士精神

（二） 
022 00:05:00 

00:00-05:00 

騎士精神（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騎士

精神,走台步,健身房,黃金

比例,BMI,減肥,腳踏車,自

行車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3_認識橋梁、橋

樑檢測.mpg 

認識橋梁、

橋樑

檢測 

023 00:04:03 
00:00-04:33 

認識橋梁、橋樑檢測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認識

橋梁,橋樑檢測,砂漿土敷,

衝錘,鑽心,膜厚計,超音波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4_土石流整

治.mpg 
土石流整治 024 00:04:02 

00:00-04:02 

土石流整治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土石

流整治,土石流,梳子壩,固

床工,潛壩,攔沙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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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5_奈米喇叭.mpg 奈米喇叭 025 00:03:12 
00:00-03:12 

奈米喇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奈米

喇叭,庫倫定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6_奈米電動

車.mpg 
奈米電動車 026 00:03:31 

00:00-03:31 

奈米電動車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奈米

電動車,電動機車,鋰電池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7_荒漠下的真相

（一）.mpg 

荒漠下的真

相

（一） 

027 00:06:42 
00:00-06:42 

荒漠下的真相（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荒漠

下的真相,樓蘭,塔克拉瑪

干,絲綢之路,生態教育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8_荒漠下的真相

（二）.mpg 

荒漠下的真

相

（二） 

028 00:06:53 
00:00-06:53 

荒漠下的真相（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荒漠

下的真相,樓蘭,生態教育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29_荒漠下的真相

（三）.mpg 

荒漠下的真

相

（三） 

029 00:06:17 
00:00-06:17 

荒漠下的真相（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荒漠

下的真相,樓蘭,生態教育,

胡楊樹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0_荒漠下的真相

（四）.mpg 

荒漠下的真

相

（四） 

030 00:06:37 
00:00-06:37 

荒漠下的真相（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荒漠

下的真相,樓蘭,塔里木河,

冰川,生態教育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1_荒漠下的真相

（五）.mpg 

荒漠下的真

相

（五） 

031 00:07:41 
00:00-07:41 

荒漠下的真相（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荒漠

下的真相,樓蘭,生態教育,

沙漠化,羅布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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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2_荒漠下的真相

（六）.mpg 

荒漠下的真

相

（六） 

032 00:05:37 
00:00-05:37 

荒漠下的真相（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荒漠

下的真相,樓蘭,生態教育,

羅布麻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3_國道六號.mpg 國道六號 033 00:03:27 
00:00-03:27 

國道六號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國道

六號,水沙連高速公路,生

態池,生態工程,拋石,含氧

量,魚路,廊道,鋼棧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4_晴空亂流.mpg 晴空亂流 034 00:05:54 
00:00-05:54 

晴空亂流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晴空

亂流,航空氣象,地形亂流,

雷雨胞亂流,噴射氣流,雷

雨胞亂流,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5_湖山生態.mpg 湖山生態 035 00:04:07 
00:00-04:07 

湖山生態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湖山

生態,湖山水庫,食蛇龜,生

物逃生坡道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6_滑動坡體.mpg 滑動坡體 036 00:04:55 
00:00-04:55 

滑動坡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滑動

坡體,地質災害,地層滑動,

南投,廬山,風化破碎板岩,

地下水,排水廊道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7_預防亂流.mpg 預防亂流 039 00:04:31 
00:00-04:31 

預防亂流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預防

亂流,晴空亂流,氣象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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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8_認識土石

流.mpg 
認識土石流 040 00:05:02 

00:00-05:02 

認識土石流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認識

土石流,山崩,地滑,雨量筒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39_衛生紙丟馬桶

（一）.mpg 

衛生紙丟馬

桶

（一） 

041 00:02:19 
00:00-02:19 

衛生紙丟馬桶（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衛生

紙丟馬桶,面紙,馬桶,濕強

劑,纖維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0_衛生紙丟馬桶

（二）.mpg 

衛生紙丟馬

桶

（二） 

042 00:02:14 
00:00-02:14 

衛生紙丟馬桶（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衛生

紙丟馬桶,纖維,面紙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1_還原廬山災

情.mpg 

還原廬山災

情 
043 00:05:14 

00:00-05:14 

還原廬山災情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還原

廬山災情,廬山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2_蠅嗅先機

（一）.mpg 

蠅嗅先機

（一） 
044 00:05:54 

00:00-05:54 

蠅嗅先機（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 蠅嗅

先機,果蠅,腦細胞,大腦,神

經圖譜,觸覺神經/嗅覺小

球/蕈狀體/大腦皮質/海

馬迴/麩胺酸受器/NMDA/

阿茲海默症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3_蠅嗅先機

（二）.mpg 

蠅嗅先機

（二） 
045 00:03:59 

00:00-03:59 

蠅嗅先機（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蠅嗅

先機/神經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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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4_ 三聚氰胺

（一）.mpg 

三聚氰胺

（一） 
046 00:03:24 

00:00-03:24 

三聚氰胺（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三聚

氰胺/牛奶/腎結石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5_ 三聚氰胺

（二）.mpg 

三聚氰胺

（二） 
047 00:04:40 

00:00-04:40 

三聚氰胺（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三聚

氰胺/美耐皿/餐具/醋酸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6_台灣科技國際

發光（一）.mpg 

台灣科技國

際發

光

（一） 

048 00:06:46 
00:00-06:46 

台灣科技國際發光（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台灣

科技國際發光/LHC/大型

強子對撞計畫/大強子對

撞機/原子結構/歐洲粒子

物理研究中心/大強子對

撞計畫/CERN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7_04 台灣科技

國際發光（二）.mpg 

台灣科技國

際發

光

（二） 

049 00:06:04 
00:00-06:04 

04 台灣科技國際發光（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台灣

科技國際發光/ATLAS/超

環面儀器/CMS/緊湊渺子

線圈/大強子對撞機/LHC/

大強子對撞計畫/CERN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8_台灣科技國際

發光.mpg 

台灣科技國

際發

光

（三） 

050 00:05:43 
00:00-05:43 

台灣科技國際發光（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台灣

科技國際發光/全球網格

/WLCG/歐洲粒子物理研

究中心/大強子對撞計畫

/CERN/禽流感/World 

Wide Web/ 



 

48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49_台灣科技國際

發光（四）.mpg 

台灣科技國

際發

光

（四） 

051 00:06:16 
00:00-06:16 

台灣科技國際發光（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台灣

科技國際發光/歐洲粒子

物理研究中心/CERN/巨型

超導磁鐵/丁肇中/AMS/

高能物理實驗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0_沉沒的天堂

（一）.mpg 

沉沒的天堂

（一） 
052 00:05:10 

00:00-05:10 

沉沒的天堂（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沉沒

的天堂/吉里巴斯/國際換

日線/裙礁/堡礁/環礁/海

水淡化機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1_沉沒的天堂

（二）.mpg 

沉沒的天堂

（二） 
053 00:05:36 

00:00-05:36 

沉沒的天堂（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沉沒

的天堂/吉里巴斯/軸孔珊

瑚/微孔珊瑚/鹿角珊瑚/

鍶鈣比/氧同位素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2_ 09 沉沒的天

堂（三）.mpg 

沉沒的天堂

（三） 
054 00:05:45 

00:00-05:45 

沉沒的天堂（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沉沒

的天堂/吉里巴斯/潮汐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3_沉沒的天堂

（四）.mpg 

沉沒的天堂

（四） 
055 00:05:46 

00:00-05:46 

沉沒的天堂（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沉沒

的天堂/吉里巴斯/暖化/

反聖嬰/聖嬰/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4_沉沒的天堂

（五).mpg 

沉沒的天堂

（五) 
056 00:05:34 

00:00-05:34 

沉沒的天堂（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沉沒

的天堂/吉里巴斯/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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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5_消失的北緯 66

度（一）.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一） 

057 00:07:12 
00:00-07:12 

消失的北緯 66 度（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極地/全球

暖化/冰島/火島/苔原作

物/瓦特納冰/冰河/冰河

槽切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6_消失的北緯 66

度（二）.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二） 

058 00:06:23 
00:00-06:23 

消失的北緯 66 度（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全球暖化/

朗格冰原/福衛二號/冰川

/冰島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7_消失的北緯 66

度（三）.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三） 

059 00:05:31 
00:00-15:31 

消失的北緯 66 度（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瓦特納冰/

冰川/暖化/傑古沙龍冰河

胡/冰島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8_消失的北緯 66

度（四）.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四） 

060 00: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冰川/冰河

時期/洋流/暖流/寒流/暖

化/冰島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59_消失的北緯 66

度（五）.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五） 

061 00:07:21 
00:00-07:21 

消失的北緯 66 度（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冰川/暖化/

農業/漁業/畜牧業/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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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0_消失的北緯 66

度（六）.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六） 

062 00:05:19 
00:00-05:19 

消失的北緯 66 度（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冰島/地熱

發電/水力發電/再生能源

/史托克間歇泉/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1_消失的北緯 66

度（七）.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七） 

063 00:04:32 
00:00-04:32 

消失的北緯 66 度（七）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地熱發電/

水力發電/臺灣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2_消失的北緯 66

度（八）.mpg 

消失的北緯

66 度

（八） 

064 00:05:16 
00:00-05:16 

消失的北緯 66 度（八）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消失

的北緯 66 度/幕後/冰原/

冰島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3_靜電加油

站.mpg 
靜電加油站 065 00:03:41 

00:00-03:41 

靜電加油站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靜電

加油站/接地/油氣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4_靜電醫院.mpg 靜電醫院 066 00:03:27 
00:00-03:27 

靜電醫院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靜電

醫院/絕緣體/阻抗計/正

電/負電/溫溼度表/接地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5_黑盒子

（一）.mpg 
黑盒子（一） 00 00:04:46 

00:00-04:46 

黑盒子（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黑盒

子/飛行資料紀錄器/水下

定位發報器/座艙語音記

錄器/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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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6_黑盒子

（二）.mpg 
黑盒子（二） 00 00:04:18 

00:00-04:18 

黑盒子（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黑盒

子/磁帶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7_地震斷層、地

震測報.mpg 

地震斷層、

地震

測報 

00 00:02:56 
00:00-02:56 

地震斷層、地震測報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地震

斷層/地震測報/印度板塊

/歐亞板塊/橫移斷層/正

斷層/逆斷層/汶川地震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8_瑞典追上 2020

（一）.mpg 

瑞典追上

2020

（一） 

00 00:06:06 
00:00-06:06 

瑞典追上 2020（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瑞典

追上 2020/生質能源/木屑

/白楊木/木質纖維酒精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69_瑞典追上 2020

（二）.mpg 

瑞典追上

2020

（二） 

00 00:05:33 
00:00-05:33 

瑞典追上 2020（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瑞典

追上 2020/能源危機/生質

能源/石油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0_環保纖維.mpg 環保纖維 00 00:03:59 
00:00-03-59 

環保纖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環保

纖維/逆滲透/電解水/奈

米/高分子材料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1_省水纖維.mpg 省水纖維 00 00:04:02 
00:00-04:02 

省水纖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省水

纖維/環保纖維/PP/聚丙

烯纖維/聚酯纖維/改質/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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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2_記憶謎團.mpg 記憶謎團 00 00:04:08 
00:00-04:08 

記憶謎團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記憶

謎團/大腦/頂葉/額葉/枕

葉/顳葉/杏仁核/海馬迴/

記憶/神經元/神經細胞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3_清平生活家

（一）.mpg 

清平生活家

（一） 
00 00:04:06 

00:00-04:06 

清平生活家（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清平

生活家/食材/肉毒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仙人掌

桿菌/李斯特菌/沙門氏菌

/腸炎弧菌/食物中毒/蛋

白質/胜肽/胺基酸/含硫

胺基酸/氨/硫化氫/防腐

劑/苯甲酸/己二烯酸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4_清平生活家

（二）.mpg 

清平生活家

（二） 
00 00:07:01 

00:00-07:01 

清平生活家（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清平

生活家/大掃除/環保清潔

劑/小蘇打粉/硬式清潔劑

/軟式清潔劑/蛋白質/檸

檬酸粉/碳酸鈣/碳酸/白

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5_運動防癌

（一）.mpg 

運動防癌

（一） 
00 00:04:10 

00:00-04:10 

運動防癌（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運動

防癌/健身/癌細胞/癌症

//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

子/腫瘤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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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6_運動防癌

（二）.mpg 

運動防癌

（二） 
00 00:05:31 

00:00-05:31 

運動防癌（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運動

防癌/健身器材/肱二頭肌

/胸大肌/斜方肌/臀大肌/

比目魚肌/腓部肌肉/股四

頭肌/股二頭肌/關節軟骨

/脛骨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7_過敏大作

戰.mpg 
過敏大作戰 00 00:04:33 

00:00-04:33 

過敏大作戰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過敏

大作戰/食物過敏/異位性

皮膚炎/過敏原/免疫反應

/淋巴球/肥大細胞/嗜酸

性球/T 細胞/B 細胞/組織

胺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8_為什麼失

眠.mpg 
為什麼失眠 00 00:04:33 

00:00-04:33 

為什麼失眠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為什

麼失眠/多頻道睡眠檢測

儀/睡眠檢查/腦波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79_不可氫忽

（一）.mpg 

不可氫忽

（一） 
00 00:04:43 

00:00-04:43 

不可氫忽（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不可

氫忽/氫氣/燃料電池/質

子交換膜/硼氫化鈉/儲氫

罐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0_不可氫忽（二） 
不可氫忽

（二） 
00 00:03:24 

00:00-03:24 

不可氫忽（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不可

氫忽/氫能公車/天然氣/

電漿產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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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1_人造衛星

（一）.mpg 

人造衛星

（一） 
00 00:03:12 

00:00-03:12 

人造衛星（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人造

衛星/太空垃圾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2_人造衛星

（二）.mpg 

人造衛星

（二） 
00 00:03:14 

00:00-03:14 

人造衛星（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人造

衛星/衛星定位/三角定位

法/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3_看不見的隱憂

（一）.mpg 

看不見的隱

憂

（一） 

00 00:03:52 
00:00-03:52 

看不見的隱憂（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看不

見的隱憂/過敏/懸浮微粒

/活性微生物/甲醛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4_看不見的隱憂

（二）.mpg 

看不見的隱

憂

（二） 

00 00:04:14 
00:00-04:14 

看不見的隱憂（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看不

見的隱憂/二氧化碳濃度/

苯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5_基改食物密碼

（一）.mpg 

基改食物密

碼

（一） 

00 00:04:22 
00:00-04:22 

基改食物密碼（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基改

食物密碼/水稻基因/基因

槍/農桿菌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6_基改食物密碼

（二）.mpg 

基改食物密

碼

（二） 

00 00:04:04 
00:00:04:04 

基改食物密碼（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基改

食物密碼/水稻/有機作物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7_蚊子透析

（一）.mpg  

蚊子透析

（一） 
00 00:04:24 

00:00-04:24 

蚊子透析（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蚊子

透析/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熱帶家蚊/地下家蚊/群

舞現象/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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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8_蚊子透析

（二）.mpg 

蚊子透析

（二） 
00 00:04:14 

00:00-04:14 

蚊子透析（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蚊子

透析/地下家蚊/抗凝血劑

/防蚊劑/防蚊液/deet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89_藥命基因（一）

上下.mpg 

藥命基因

（一）

上 

00 00:06:33 
00:00-06:33 

藥命基因（一）上下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藥命

基因/過敏/史帝文生強生

症候群/SJS/顆粒溶解素/

皮膚科/卡巴氮平/異嘌呤

醇

/HLA-B*1502/HLA-B*5801/

免疫系統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0_藥命基因

（二）.mpg 

藥命基因

（二） 
00 00:06:00 

00:00-06:00 

藥命基因（二）上下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藥命

基因/史帝文生強生症候

群/SJS/ 

HLA-B*1502/HLA-B*5801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1_失水的水庫

（一）.mpg 

失水的水庫

（一） 
00 00:05:59 

00:00-05:59 

失水的水庫（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失水

的水庫/曾文水庫/石門水

庫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2_失水的水庫

（二）.mpg 

失水的水庫

（二） 
00 00:05:18 

00:00-05:18 

失水的水庫（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失水

的水庫/優養化/石門水庫

/淤泥/青草湖水庫/卡爾

森指數/CTSI/翡翠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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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3_漂浮的未來

（一）.mpg 

漂浮的未來

（一） 
00 00:04:45 

00:00-04:45 

漂浮的未來（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荷蘭/阿姆斯特丹

/壁鎖/不均勻沉陷/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4_漂浮的未來

（二）.mpg 

漂浮的未來

（二） 
00 00:05:07 

00:00-05:07 

漂浮的未來（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荷蘭/填海造陸/

風車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5_漂浮的未來

（三）.mpg 

漂浮的未來

（三） 
095 00:05:07 

00:00-05:07 

漂浮的未來（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荷蘭/馬仕朗海障

/三角洲工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6_漂浮的未來

（四）.mpg 

漂浮的未來

（四） 
096 00:04:42 

00:00-04:42 

漂浮的未來（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荷蘭/桑德海/艾

瑟湖/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7_漂浮的未來

（五）.mpg 

漂浮的未來

（五） 
097 00:04:04 

00:00-04:04 

漂浮的未來（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荷蘭/漂浮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8_漂浮的未來

（六）.mpg 

漂浮的未來

（六） 
097 00:05:11 

00:00-05:11 

漂浮的未來（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漂浮屋/阿姆斯特

丹/鹿特丹/船屋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099_漂浮的未來

（七）.mpg 

漂浮的未來

（七） 
099 00:04:58 

00:00-04:58 

漂浮的未來（七）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地下水/荷比/時

域反射儀/伏流水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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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0_漂浮的未來

（八）.mpg 

漂浮的未來

（八） 
100 00:05:02 

00:00-05:02 

漂浮的未來（八）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比利時/水位偵測

儀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1_漂浮的未來

（九）.mpg 

漂浮的未來

（九） 
101 00:04:45 

00:00-04:45 

漂浮的未來（九）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漂浮

的未來/土壤/地下水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2_為什麼要洗手

（上）.mpg 

為什麼要洗

手

（上） 

102 00:03:35 
00:00-03:35 

為什麼要洗手（上）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為什

麼要洗手/細菌/黴菌/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3_為什麼要洗手

（下）.mpg 

為什麼要洗

手

（下） 

103 00:03:35 
00:00-03:35 

為什麼要洗手（下）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為什

麼要洗手/乾洗手/酒精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4_臭氧層破很大

（一）.mpg 

臭氧層破很

大

（一） 

104 00:03:47 
00:00-04:33 

臭氧層破很大（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臭氧

層/過氧化氯/冷媒/氟氯

碳化物/蒙特婁公約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5_臭氧層破很大

（二）.mpg 

臭氧層破很

大

（二） 

105 00:03:07 
00:00-03:07 

臭氧層破很大（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臭氧

層破很大/分子/臭氧/過

氧化氯/氟氯碳化物/氟氯

溴化物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6_新流感病毒

（一）.mpg 

新流感病毒

（一） 
106 00:03:00 

00:00-03:00 

新流感病毒（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新流

感病毒/負壓檢驗室/病毒

鑑定/流感病毒/H1N1/ 



 

58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7_新流感病毒

（二）.mpg 

新流感病毒

（二） 
107 00:02:06 

00:00-02:06 

新流感病毒（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新流

感病毒/禽流感/RNA 重組

/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8_威尼斯的眼淚

（一）.mpg 

威尼斯的眼

淚

（一） 

108 00:08:01 
00:00-08:01 

威尼斯的眼淚（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威尼

斯的眼淚/威尼斯/海平面

上升/陸沉/地層下陷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09_威尼斯的眼淚

（二）.mpg 

威尼斯的眼

淚

（二） 

109 00:07:21 
00:00-07:21 

威尼斯的眼淚（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威尼

斯的眼淚/威尼斯/摩西計

畫工程/水壩/阿基米德浮

力原理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0_威尼斯的眼淚

（三）.mpg 

威尼斯的眼

淚

（三） 

110 00:07:38 
00:00-07:38 

威尼斯的眼淚（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威尼

斯的眼淚/威尼斯/臺灣/

近岸風浪模擬程式

/SWAN/風浪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1_威尼斯的眼淚

（四）.mpg 

威尼斯的眼

淚

（四） 

111 00:07:32 
00:00-07:32 

威尼斯的眼淚（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威尼

斯的眼淚/威尼斯/馬術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2_威尼斯的眼淚

（二）.mpg 

威尼斯的眼

淚

（五） 

112 00:05:15 
00:00-00:15 

威尼斯的眼淚（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威尼

斯的眼淚/威尼斯/定滑輪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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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3_逆風綠翅

（一）.mpg 

逆風綠翅

（一） 
113 00:07:11 

00:00-07:11 

逆風綠翅（一）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逆風

綠翅/減碳/低碳革命/太

陽能/自由電動/自由電子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4_逆風綠翅

（二）.mpg 

逆風綠翅

（二） 
114 00:05:42 

00:00-05:42 

逆風綠翅（二）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逆風

綠翅/光觸媒反應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5_逆風綠翅

（三）.mpg 

逆風綠翅

（三） 
115 00:06:39 

00:00-06:39 

逆風綠翅（三）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逆風

綠翅/廢油轉化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6_逆風綠翅

（四）.mpg 

逆風綠翅

（四） 
116 00:06:10 

00:00-06:01 

逆風綠翅（四）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逆風

綠翅/電池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7_逆風綠翅

（五）.mpg 

逆風綠翅

（五） 
117 00:06:52 

00:00-06:52 

逆風綠翅（五）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逆風

綠翅/廚餘變黃金/油電混

和車/唇語/生質發電/厭

氧消化/農 

96_慈濟_從小乾坤到大乾坤_118_逆風綠翅

（六）.mpg 

逆風綠翅

（六） 
118 00:06:47 逆風綠翅（六） 

從小乾坤到大乾坤/逆風

綠翅/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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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1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 01 神奇魔法術.mpg 
01 神奇魔

法術 
001 00:20:47 

00:00-04:09 

1-1片頭 
親子玩科學/靜電作用 

05:24-05:35 

1-2靜電小常識 

親子玩科學/科學小常識/水/

靜電/靜電量 

06:00-06:22 

1-3靜電原理 

親子玩科學/吸管/毛皮/手套/

布/電子/負電/電荷/正電荷 

06:30-07: 02 

1-4靜電遊戲（一） 

親子玩科學/塑膠繩/毛皮/毛

手套/長形氣球  

10:29-11:36 

1-4靜電遊戲（二） 

親子玩科學/塑膠繩/毛皮/毛

手套/長形氣球 

10:15-13:46: 

1-5靜電實驗原理 

親子玩科學/磁蛇/氣球/磁帶

蛇/負電/電荷/正電荷 

16:43-20:00 

1-6科學自己做-帶球上

籃 

親子玩科學/靜電/長形氣球/

圓形氣球/打氣筒/毛手套/帶

電量 

20:00-20:47 

1-7片尾 
親子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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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 02 哈利波特的飛掃.mpg 

02 哈利波

特的飛

掃 

002 00:21:43 

00:00-02:20 

2-1片頭 
開頭 

02:21-05:10 

2-2摩擦起電 

靜電/靜電量/同一個方向

/手套/摩擦 

07:42-08:25 

2-3摩擦起電原理 

吸管/同一個方向/電子/ 

負電/電荷/正電荷 

11:38-12:20 

2-4靜電實驗-一指神功 

圓形氣球/保麗龍球/打氣

筒/充氣/正電荷/負電荷 

15:13-1:36 

2-5靜電實驗-保麗龍電梯 

塑膠透明杯/保麗龍球/透

明膠帶 

17:76-13:46: 

2-6靜電吸實驗原理 

塑膠透明杯/保麗龍球/透

明膠帶 

18:55-20:00 

2-7科學自己做-飛翔的小鳥 

靜電/長形氣球/打氣筒/

毛手套/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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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3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 03 靜電遊戲

與生活應用 

.mpg 

03 靜電遊戲

與生活

應用 

 

003 00:22:49 

00:00-02:22 

3-1片頭 
親子玩科學/靜電 

02:22-05:10 

3-2科學教室-范式起電機 

靜電/靜電量/頭髮/摩擦/保麗龍球/范德

格拉夫/范式起電機/金屬球/橡膠條/通電

/心律調節器/摩擦起電/負電荷/正電荷 

06:21 -07:00 

3-3科學小飛象 

范德格拉夫/范式起電機/金屬球/橡膠條/

摩擦起電/負電荷/正電荷 

07:00-11:47 

3-4科學教室-范式起電機 

親子玩科學/絕緣板/保麗龍球/打氣筒/充

氣/正電荷/負電荷 

11:48-13:38 

3-5范式魔法棒 

親子玩科學/鋁箔片球/摩擦起電/電荷蓄

積/電中性/負電荷/正電荷/斥力 

13:20-14:15 

3-6靜電原理 
親子玩科學/靜電除塵紙/靜電原理/ 

14:15-22:07 

3-7科學自己做-靜電遊戲 

親子玩科學/靜電/長形氣球/圓形氣球/打

氣筒/毛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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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04_神奇的

磁鐵.mpg 
神奇的磁鐵 004 00:22:31 

00:00-00:26 

4-1 片頭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 

00:27-02:30 

4-2 磁力線小測驗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甜櫻桃隊/變形

金剛隊 

02:31-05:54 

4-3 磁力線遊戲-磁鐵紙蝴蝶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神奇紙蝴蝶/地

心引力/磁力隔絕 

05:55-08:06 

4-4 磁力線遊戲原理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迴紋針/磁力/磁

場/磁力線/釹鐵硼磁鐵/鐵尺/迴紋針 

08:07- 12:09 

4-5 磁力線分佈的實驗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馬蹄形磁鐵/鐵

粉/N 極/S 極/磁力線/封閉曲線 

12:10-15:12 

4-6 磁力線遊戲-迴紋針接龍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迴紋針接龍/磁

化 

15:21-20:23 

4-8 磁力線與指北針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指北針/磁鐵/鐵

製針/磁化/ 

20:24-22:08 

4-9 磁力線與指北針找方向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磁鐵 

22:09-22:31 

4-10 片尾 
親子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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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05_神奇的線圈.mpg 神奇的線圈 005 00:21:43 

00:00-00:26 

5-1 片頭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 

00:27-01:26 

5-2 磁力作用測驗參賽者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勁帥

小子隊/小骨頭隊  

01:27 -04:07 

5-3 磁力作用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電池/

磁鐵/線圈/磁力作用/磁力線圈 

04:08-08:42 

5-4 磁力遊戲-電動籠中鳥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鐵釘/

電池/電線/釹鐵硼磁鐵 

08:43-13:29 

5-5 磁力遊戲-電池衝鋒車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電池/

釹鐵硼磁鐵/銅線 

13:30-14:20 

5-6 磁力原理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神奇

的線圈/釹鐵硼磁鐵/正極/負極 

14:21-19:19 

5-7 磁力遊戲-旋轉芭蕾 
親子玩科學/磁鐵/磁力 

19:20-20:26 

5-8 下集預告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 

20:27-21:43 

5-9 片尾 
親子玩科學/神奇的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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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6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06_有趣的伯努

力.mpg 
有趣的伯努力 006 21:43 

00:00-00:26 

6-1 片頭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 

00:27-02:13 

6-2 伯努力定律測驗參賽者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變

形金鋼隊/美人魚隊 

02:14-06:00 

6-3 伯努力定律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氣

流/伯努力定律/氣壓/地心引力 

06:01-09:42 

6-4 伯努力定律實驗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氣

流/蠟燭 

09:43-14:40 

6-5 伯努力遊戲-氣流九宮格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氣

流/重力/速度/壓力/地心引力 

14:41-18:56 

6-6 伯努力遊戲-大風吹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乒

乓球/高腳杯/氣壓/杯口/氣流 

18:57-21:24 

6-7伯努力遊戲-飄浮的寶麗龍

球 

親子玩科學/有趣的伯努力/寶

麗龍球/吸管/剪刀 

 
21:25-21:43 

6-8 片尾 
親子玩科學 

 



 

66 

 

 

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7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07_飛吧飛吧小飛俠.mpg 
飛吧飛吧小

飛俠 
007 00:21:43 

00:00-00:26 

7-1 片頭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 

00:27-04:45 

7-2 肺活量比賽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肺活量 

04:50 -06:11 

7-3 氣流原理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氣流/衛生紙/ 

06:12-08:55 

7-4 氣流摺紙遊戲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紙蝴蝶/氣流 

08:55-12:20 

7-5 氣流紙蝴蝶比賽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氣流/上升氣流/重力 

12:21-15:02 

7-6 超級滑翔翼遊戲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 

15:03-:18:09 

7-7 超級滑翔翼比賽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氣壓/白努力/重心/浮力 

18:11-21:26 

7-8 科學動手做-迴旋鏢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迴力鏢 

21:26-21:43 

7-9 片尾 

親子玩科學/飛吧飛吧小飛

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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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8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08_伸縮自如的蛋.mpg 
伸縮自如

的蛋 
008 00:21:43 

00:00-00:26 

8-1 片頭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 

00:27-05:19 

8-2 熱脹冷縮魔法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熱脹冷縮 

05:20 -07:07 

8-3 熱脹冷縮實驗（一）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熱脹冷縮/空氣/壓力 

07:20-12:30 

8-4 熱脹冷縮實驗（二）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熱脹冷縮/空氣/壓力 

12:30-13:40 

8-5 空氣的熱脹冷縮與氣壓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實驗/熱脹冷縮/空氣/

壓力 

13:40-17:50 

8-6 熱脹冷縮實驗（三）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硬幣/熱脹冷縮 

17:51-21:09 

8-7 科學自己做-溫度計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溫度計/熱脹冷縮 

21:10-21:1 

8-8 片尾 

親子玩科學/伸縮自如的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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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9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09_奇妙的大氣壓力.mpg 
奇妙的大氣

壓力 
009 00:21:43 

00:00-00:25 

9-1 片頭 
親子玩科學/奇妙的大氣壓力 

00:25-01:48 

9-2 奇妙的大氣壓力 
親子玩科學/奇妙的大氣壓力 

01:48-8:28 

9-3 氣壓與氣球實驗 

親子玩科學/大氣壓力/氣球/

空氣/體積 

08:28-12:14  

9-4 氣壓與塑膠袋實驗 

親子玩科學/大氣壓力/氣球/

空氣/體積 

12:14-17:44 

9-5 氣壓與報紙實驗 

親子玩科學/大氣壓力/氣球/

空氣/體積 

17:44-20:46: 

9-5 科學自己做-無痕掛勾 

科學原理、大氣壓力、無痕掛

勾 

20:46-21:43 

9-6 片尾 
親子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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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10 漂浮的迴紋

針.mpg 
漂浮的迴紋針 010 00:21:43 

00:00-00:25 

10-1 片頭 
親子玩科學/漂浮的迴紋針 

00:25-01:25 

10-2 漂浮的迴紋針 
親子玩科學/漂浮的迴紋針 

01:25-03:30 

10-3 科學新發現-小船篇 
親子玩科學/漂浮的迴紋針 

03:30-07:10  

10-4 表現張力原理 
漂浮的迴紋針/表面張力 

07:10-10:52 

10-5 表面張力實驗 

漂浮的迴紋針/表面張力 

10:52-16:15 

10-6 表面張力-動動腦 

漂浮的迴紋針/表面張力 

16:55-21:00 

10-7 科學自己做 

漂浮的迴紋針/表面張力 

21:00-21:43 

10-8 片尾 
親子玩科學/漂浮的迴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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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1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11 倫敦鐵塔不會

垮.mpg 

倫敦鐵塔 

不會垮 
011 00:21:43 

00:00-00:25 

11-1 片頭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 

00:25-03:20 

11-2 積木堆高比賽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積木 

03:20-05:00 

11-3 積木堆高測驗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結構穩

定性 

05:00-06:45 

11-4 看誰放的多遊戲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 

06:45-07:20 

11-5 積木堆高原理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穩定性

/底面積 

07:20-10:50 

11-6 角材撐水實驗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角材 

10:50-11:30 

11-7 角材撐水實驗原理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角材 

11:30-14:15 

11-8 紙杯撐人實驗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圓柱結

構 

14:15-17:45 

11-9 水球會不會破實驗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劍山/

鐵釘/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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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18:15 

11-10 水球實驗原理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劍山/

鐵釘/水球/重量/壓力 

18:15-21:20 

11-11 科學自己做-拱橋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拱橋/

半圓形/圓心/放射狀 

21:20-21:43 

11-12 片尾 
親子玩科學/倫敦鐵塔不會垮 

 

得霖_親子玩科學 第 1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12 打不開的書.mpg 

 
打不開的書 012 00:21:43 

00:00-00:25 

12-1 片頭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 

00:25-02:08 

12-2 打不開的書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 

02:08-03:39 

12-3 推杯子比賽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 

03:39-04:27  

12-4 摩擦力測驗（一）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04:27-06:14 

12-5 誰的杯子不會破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06:14-10:45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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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摩擦力測驗（二） 

10:50-11:15 

12-7 摩擦力原理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11:15-15:25 

12-8 娃娃競走實驗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15:25-18:35 

12-9 娃娃競走實驗原理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角度/摩擦

力/接觸面積、 

    

18:35-21:20 

12-10 摩擦力科學玩具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21:20-21:43 

12-11 片尾 
親子玩科學/打不開的書/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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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得霖_親子玩科學_013_水火箭.mpg 水火箭 013 00:23:45 

00:00-00:25 

13-1 片頭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  

00:25-03:50 

13-2 水火箭玩科學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 

0350:-05:46 

13-3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作用力/

反作用力/慣性定律 

05:46-08:00 

13-4 水火箭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作用力/

反作用力/慣性定律 

08:00-11:35 

13-5 水火箭動手做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作用力/

反作用力/慣性定律 

11:35-17:05 

13-6 投球拋物線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作用力/

反作用力/慣性定律 

17:05-20:52 

13-7 科學自己做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作用力/

反作用力/慣性定律 

20:52-21:26 

13-8 片尾 

親子玩科學/水火箭/作用力/

反作用力/慣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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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1_總論-面度能源

的真相.mpg 

總論-面度

能源

的真

相 

001 00:49:05 

00:00-02:37 

1-1 片頭 
 

02:38-05:01 

1-2 能源危機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總論-

面度能源的真相/石油

/能源消耗/碳排放/溫

室效應/能源危機/ 

05:02-11:52 

1-3 風能 

05:02-09:25 

1-3-1 風力發電的演變 

09:26-11:52 

1-3-2 新趨勢：離岸式風力

發電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總論-

面度能源的真相/風能

/狹管效應/風力發電/

風速塔 

11:53-20:54 

1-4 太陽能 

11:53-16:07 

1-4-1 太陽能發電原理 

16:08-20:54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總論-

面度能源的真相/希臘

戰爭/阿基米德/太陽

能/輻射能/紫外線/光

電效應/太陽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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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國內外大陽能發電

發展狀況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20:55-28:05 

1-5 生質能 

20:55-24:48 

1-5-1 垃圾焚化發電 

24:49-28:05 

1-5-2 塑膠裂解發電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總論-

面度能源的真相/生質

能/焚化/潔淨能源/生

質柴油/裂解 

28:06-37:34 

1-6 氫能 

28:06-32:44 

1-6-1 氫氣的生產儲存 

32:45-37:34 

1-6-2 氫能的應用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總論-

面度能源的真相/氫能

/電解/拉瓦錫/甲烷蒸

氣/氫氧焰/燃料電池 

37:35-48:31 

1-7 新興能源 

37:35-42:56 

1-7-1 天然氣能和海洋能 

42:57-48:31 

1-7-2 地熱能的應用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總論-

面度能源的真相/天然

氣/甲烷/可燃冰/綠色

能源/海洋能/波浪能/

溫泉/地熱/ 

48:32-49:05 

1-8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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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2風能2050捕風計

畫.mpg 

風能 2050

捕風

計畫 

002 00:48:12 

00:00-04:00 

2-1 片頭 
 

04:01-08:50 

2-2  Chp.1 風從哪裡來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風能/太陽

/Beaufort/蒲福/風級表/氣

壓力/測風儀/颱風假/十六

級強風 

08:51-13:24 

2-3  Chp.2 風與電的對話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風能/風力

機/風力發電/ 

13:25-18:40 

2-4  Chp.3 捕風特攻隊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微風/測風

氣球/龍捲風/移動式都卜

勒雷達/中央大學/捕風計

畫/狹管效應/季風/風力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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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25:31 

2-5  Chp.4 轉動風台灣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二氧化碳

排放量/風力發電/交流電

頻/季風/麥寮/澎湖中屯/綠

色能源 

25:32-31:47 

2-6  Chp.5 風機還是危機 

25:32-30:07 

2-6-1 風機與鳥類保育 

30:08-31:47 

2-6-2 風機與噪音污染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薔蜜/颱風/

蒲福/風級/溼地/候鳥/小燕

鷗/保育/水鳥/過渡區/野生

動物保護/飛行廊道/噪音 

31:48-42:16 

2-7  Chp.6 能源東西看 

31:48-37:43 

2-7-1 德國風力發電現狀 

37:44-39:56 

2-7-2 美國風力發電現狀 

39:57-42:16 

2-7-2 台灣風力發電現狀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風力機/風

力發電/德國風能/再生能

源法/氫氧焰/燃料電池/美

國風能/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42:16-47:46 

2-8 Chp.7 風能新勢力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風能

2050 捕風計畫/離岸式/風

力發電/潮汐/海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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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3 太陽能：能量的

誕生-追日（上）.mpg 

太陽能：能

量的

誕生-

追日

（上） 

003 00:47:44 

00:00-03:43 

3-1 片頭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夸父

/希臘戰爭/阿基米德 

03:44-07:32 

3-2  Chp.1 能源哪裡來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太陽

能/輻射能/葉綠餅/光能/光

合作用/光反應 

07:33-20:57 

3-3  Chp.2 奇妙的光電轉換 

07:33-13:34 

3-3-1 太陽能的能量 

13:35-19:08 

3-3-2 太陽能電池原理 

19:09-20:57 

3-3-3 電池半導體發展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太陽

能/太陽能光電產業/能源

短缺/紫外線/輻射能/光電

效應/半導體/矽/電池/單晶

矽/多晶矽/非晶矽 

20:58-28:33 

3-4  Chp.3 太陽電池在台灣 

20:58-26:00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太陽

能電池/再生能源法/再生



 

79 

 

3-6-1 太陽能運用範圍 

26:01-28:33 

3-6-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能源發展條例 

28:34-42:16 

3-5  Chp.4 能源東西看 

28:34-34:18 

3-5-1 離島能源的來源 

34:18-37:22 

3-5-2 金門觀光與太陽能

的助益 

37:22-40:04 

3-5-3 德國太陽能住宅區 

40:05-43:29 

3-5-4 德國南方弗萊堡 

43:30-47:07 

3-5-4 德國北部布萊梅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離島

能源/替代能源/綠建築/太

陽能建築/弗萊堡/環保之

都/布萊梅/BIPV/整合型太

陽光電系統/環保 

47:08-47:44 

1-9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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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4 太陽能：太陽能

不能？-追日（下）.mpg 

太陽能：太

陽能

不

能？-

追日

（下） 

004 00:47:44 

00:00-01:38 

4-1 片頭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太陽能不能？-追日/

希臘神話/阿波羅/非洲/黑

暗部落 

01:39-06:48 

4-2  Chp.1 關鍵時刻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太陽

能/非洲/黑暗部落/花蓮/零

污染 

06:49-20:57 

4-3  Chp.2 追日特攻隊 

06:49-12:40 

4-3-1 太陽能電池的製作 

12:41-18:03 

4-3-2 晶矽導電的差異 

18:04-22:18 

4-3-3 台灣太陽能交通工

具的發展（上） 

22:19-28:53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二氧

化碳排放/太陽能電池/半

導體/矽/單晶矽/多晶矽/非

晶矽/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阿波羅一號/阿波羅二號/

阿波羅三號/阿波羅四號/

高雄世運館/ BIPV/南瀛綠

都心公園/虎頭埤/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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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台灣太陽能交通工

具的發展（下） 

28:54-34:37 

4-3-5 台灣太陽能建築的

發展 

34:37-40:14 

4-4  Chp.3 光能新主張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聚光

/HCPV/光電效應/砷化鎵 

40:15-47:29 

4-5  Chp.4 能源東西看 

40:15-45:04 

4-5-1 美國加州太陽能發 

電發展 

45:05-47:29 

4-5-2 台灣太陽能發電發 

展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太陽

能：能量的誕生-追日/太陽

能光電產業/再生能源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環保 

47:30-48:03 

4-6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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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5 生質能-生存與

能源的戰爭.mpg 

生質能-生

存與

能源

的戰

爭 

005 00:48:16 

00:00-05:38 

5-1 片頭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生質能-生存與能源

的戰爭/希臘神話/普

羅米修斯/火  

05:39-10:59 

5-2  Chp.1 固態篇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生質能-生存與能源

的戰爭/生質能/垃圾/

焚化/再生能源/廢棄

物衍生燃料技術

/RDF/火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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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9:28 

5-3  Chp.2 液態篇 

11:00-16:45 

5-3-1 生質柴油的製作 

16:46-19:51 

5-3-2 生質柴油的前景 

19:52-24:25 

5-3-3 塑膠裂解的應用 

24:26-29:28 

5-3-4 生質酒精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生質能-生存與能源

的戰爭/玉米/食用油/

生質能/生質柴油/轉

脂化反應/焚化/潔淨

能源/生質柴油/塑膠

裂解/裂解/生質酒精/

木質纖維/ 

29:29-34:04 

5-4  Chp.3 氣態篇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生質能-生存與能源

的戰爭/甲烷/二氧化

碳/沼氣/綠色電力/ 



 

84 

 

34:05-47:46 

5-5  Chp.4 能源東西看 

34:05-37:19 

5-5-1 德國沼氣發電發展 

37:20-39:13 

5-5-2 美國沼氣發電發展 

39:14-42:02 

5-5-3 台灣廢水發電 

42:03-45:08 

5-5-4 台灣氫能發電 

45:09-47:46 

5-5-5 生質能應用的正確 

觀念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生質能-生存與能源

的戰爭/玉米/甲烷/二

氧化碳/沼氣/溫室效

應氣體/廚餘//砷化鎵

節能減碳太陽能光電

產業/厭氧/氫能/逢甲

大學/生質能/潔淨能

源/ 

 

再生能源法/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環保 

47:47-48:16 

5-6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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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6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6 氫能與燃料電

池-尋找氫鳥.mpg 
 006 00:48:00 

00:00-02:49 

6-1 片頭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 

02:50-04:10 

6-2 前言：氫能與燃料電池-

尋找氫鳥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氫氣 

04:11-07:46 

6-3 電解水產生氫氣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電解水/氧化還

原反應/氧氣/氫氣/拉瓦錫/

逆反應/氫氣內然機/氫氧

焰/助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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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7-13:15  

6-4 燃料電池的發電原理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直接甲醇燃料電

池/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鹼性燃料電池/磷酸燃料電

池/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膜電

極組/雙極板/固定板/觸媒

層/氣體擴散層/觸媒/白金/

貴金屬 

13:16-18:45 

6-5 尋氫記 

13:16-16:44 

6-5-1 分離氫氣（電解

水） 

16:44-17:48 

6-5-2 分離氫氣（光觸

媒） 

17:49-18:45 

6-5-3 再生能源的極限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甲烷重組/化石

燃料/光觸媒/再生能源輔

助系統 

18:46-30:33 

6-6 捕氫計畫 

18:46-21:04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高壓氣態儲氫/

低溫液態儲氫/金屬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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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儲氫方式 

21:05-24:11 

6-6-2 固態儲氫方式 

24:12-26:14 

6-6-3 化學儲氫 

26:15-30:33 

6-6-4 氫的儲存與運輸 

儲氫/物理吸附儲氫/化學

儲氫/稀土金屬/鈦/鐵/鎂/

三合一甲醇重組產氫器/純

化/鈀膜 

    

30:34-47:27 

6-7 氫能創世紀 

  30:34-30:57 

  6-7-1 燃料電池車大賽 

  30:58-39:54 

  6-7-2 日本氫能燃料電池示

範計畫（JHFC） 

  39:55-45:00 

  6-7-3 定置型燃料電池發展 

  45:01-47:27 

  6-7-4 綠色能源旭升方案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氫能與

燃料電池/燃料電池車大賽

/日本氫能燃料電池示範計

畫（JHFC）/定置型燃料電

池/綠色能源旭升方案/氫

能經濟 

 

    
47:28-48:00 

6-8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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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7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7 新興替代能

源：閃電之後-尋找富蘭克林.mpg 

新興替代能

源：閃電之

後-尋找富

蘭克林 

007 00:27:17 

00:00-01:22 

7-1 片頭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 

01:23-03:24 

7-2 前言：閃電之後-尋找富蘭克林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 

03:5-09:54 

7-3 可燃冰篇 

  03:25-06:17 

7-3-1 可燃冰的形成 

06:18-08:03 

7-3-2 天然氣水合物合成標本 

08:04-09:54 

 0804 如何探測海底天然氣水合物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可燃冰/天然

氣水合物/合成

標本/解離/甲烷

氣/海洋震測/反

射震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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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14:57 

7-4 水力篇 

  09:55-12:05 

  7-4-1 水力發電原理  

12:06-14:57 

7-4-2 小型川流式水力發電系統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慣常水力發

電/抽蓄水力發

電/離峰電力/小

型川流式水力發

電系統/水位差/

水輪機 

14:58-24:37 

7-5 海洋能篇 

  14:58-15:52 

7-5-1 海洋發電原理 

15:53-21:12 

7-5-2 潮流發電 

21:13-24:37 

7-5-3 波浪發電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洋流/潮汐/波

浪/鹽差/溫差/潮

流發電/流體動

力學/阻力/渦輪

機/穩流器/邊界

效應/波浪發電/

風鼓式/往覆式

發電概念/防波

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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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8-38:22  

7-6 能源東西看 

   24:38-26:18 

   7-6-1 澳洲替代能源發展 

   26:18-29:52 

   7-6-2 波浪發電模型實驗 

   29:52-31:27 

   7-6-3 波浪產電 

   31:27-34:10 

   7-6-4 仿生學的應用 

   34:10-38:22 

   7-6-5 bioWave/bioStream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波浪能/海潮

能/深海洋流/溫

度/鹽差/波浪發

電模型實驗/共

振/振盪水柱型

系統/OWC/共振

效應/海洋能源

/bioWave/bioStre

am/仿生學 

 

38:22-50:33 

7-7 地熱能篇 

   38:30-39:51 

   7-7-1 臺灣地熱發電 

   39:51-42:56 

   7-7-2 日本地熱發電 

   42:56-45:46 

   7-7-3 澳洲地熱發電 

   45:46-50-01 

   7-7-4 澳洲地熱發電方式 

預約未來替代能

源/新興替代能

源/地熱發電/溫

泉/碳酸鹽/臺灣/

日本/八丁原發

電廠/澳洲/花崗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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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50-33 

   7-7-5 總結 

50:33-51:08 

7-8 片尾 
 

 

 

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第 8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預約未來替代能源_08 綠建築-幸福綠

建築.mpg.mpg 

綠建築-幸

福綠建築 
008 00:48:37 

00:00-01:18 

8-1 片頭 

 

 

01:19-02:32 

8-2 前言：幸福綠建築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 

02:33-05:51 

8-3 建築的作用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溫室效

應/老舊住宅更新 

05:52-14:58  

8-4 公寓大樓篇 

 05:52-08:17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西曬屋

/外遮陽/內遮陽/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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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西曬屋  

08:18-11:40  

8-4-2 遮陽 

11:41-12:47 

8-4-3 良好的隔熱材料 

12:48-14:58 

8-4-4 通風 

射熱 

 

14:59-19:28 

8-5 獨棟透天厝篇 

14:59-16:17 

8-5-1 隔熱 

16:18-17:59 

8-5-2 通風 

18:00-18:38 

8-5-3 綠化 

18:39-19:03 

8-5-4 再生 

19:04-19:28 

8-5-5 整體回顧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植物屋

頂隔熱/傾斜式天花

板/煙囪效應/對流/

雨水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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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25:02 

8-6 廢材重生變好屋篇 

19:29-23:16 

8-6-1 回收老舊建材 

23:17-25:02 

8-6-2 台灣建築產業耗能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溫室效

應/建築產業耗能/

建材循環再利用 

 

25:03-32:08 

8-7 環境共生綠生活篇 

 25:03-28:05 

8-7-1 環境共生 

 28:06-30:50 

8-7-2 宜蘭厝綠建築 

30:51-32:08 

8-7-3 都市中的環境共生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環境共

生/宜蘭厝 

32:09-35:37 

8-8 綠色辦公篇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宜蘭縣

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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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8-45:41 

8-9 邁向綠色地球村 

 35:38-38:01 

8-9-1 其他國家綠建築推動

(日本、美國) 

 38:02-41:53 

 8-9-2 沙漠氣候中的綠建築 

 41:54-45:41 

8-9-3 其他國家綠建築推動

(德國)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節約能

源法/LEED 綠建築

標章/碳中和/低耗

能永續建築 

 

 

45:42-47:59 

8-10 給我幸福綠生活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幸福綠建築/城市改

造/全民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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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_臺灣大地奧秘 第 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段落命名 段落分類關鍵字 

96_大愛_臺灣大地奧秘_01 山起山落蓬萊

島.mpg 

山起山落蓬

萊島 
01 00:48:00 

00:00-00:47 

1-1 片頭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濃縮版台灣島簡

介(節目引言) 

00:47-02:00 

1-2 片頭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透過高山看見台

灣生命故事(本集引

言) 

02:01-05:09 

1-3 由山水畫看臺灣地質演變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褶皺山/臺灣地

質演變 

05:10-07:25 

1-4 台灣山脈生命週期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地形計測/山脈

生命週期/盛年期/老

年期/幼年期 

07:26-08:23 

1-5 墾丁珊瑚礁階地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珊瑚礁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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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4-12:10 

1-6 斷層地形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池上斷層/利吉

層/沖積層/專家解說/

大地變形測量/斷層活

動與潛移 

12:11-17:10 

1-7 特殊地質現象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利吉層/沉積岩/

岩屑/詹姆士赫頓(高

山來自大海)/韋格納

(大陸漂移說)/荷姆斯

(地函熱對流/板塊學

說) 

19:01-20:27 

1-8 台灣島雛型成因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弧陸碰撞(蓬萊

造山運動)/碰撞作用/

大陸棚/板塊漂移/增

積楔狀體 

20:28-23:57 

1-9 專家解說(1)-由地質看台

灣的造山運動 

砂岩/頁岩/島弧安山岩/深

海濁積岩/都巒山層/

蕃薯寮層/岩性/礫質/

變質砂岩/石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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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25:24 

1-10 專家解說(2)台灣整體地

形抬升、陸地縮短現象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gps 觀測 

25:25-27:35 

1-11 專家解說(3)-由河階地形

看台灣的板塊運動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板塊擠壓/台地/

河階/海階/板塊運動 

27:36-31:18 

1-12 專家解說(4)-台北盆地的

形成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碰撞造山理論/

垮山作用/地殼拉張作

用/山仔腳背斜/山腳

斷層/逆衝斷層/沖積

扇 

31:19-34:28 

1-13 專家解說(5)-台北盆地的

形成-透過林口台地的地

質發現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疊瓦狀構造/海

相生痕化石/波痕 

34:29-35:56 

1-14 台灣東北部的垮山作用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垮山作用/南中

國海洋地殼/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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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7-39:18 

1-15 由珊瑚礁地形看台灣南

端的造山運動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珊瑚樹/團狀珊

瑚//珊瑚礁/定年/平均

上升率/垮山作用/造

山作用 

39:19-44:14 

1-16 山高的極限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山高/山寬/地殼

強度/弧陸碰撞/玉山/

山根/侵蝕 

44:14-47:04 

1-17 台灣的地震活動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反應變形/地震

帶/921 大地震/車籠埔

斷層 

47:05-48:00 

1-18 結語與片尾 

臺灣大地奧秘/山起山落蓬

萊島/結語/誌謝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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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_臺灣大地奧秘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段落命名 段落分類關鍵字 

96_大愛_臺灣大地奧秘_02 臺灣岩石的秘密 

.mpg 

臺灣岩石的

秘密 
02 00:48:00 

00:00-00:44 

2-1 臺灣大地奧秘節目片頭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濃縮版台灣島簡

介(節目引言) 

00:45-02:20 

2-2 臺灣岩石的秘密片頭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記錄板塊運動的岩

石(本集引言) 

02:21-04:36 

2-3 岩石的毀滅與新生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板塊運動/火成

岩/侵蝕作用 

04:37-09:26 

2-4 雄偉的山脈-太魯閣的臺

灣岩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太魯閣/海岸山

脈/歐亞板塊/板塊學

說/臺灣岩 

09:27-13:12 

2-5 蛇綠岩套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 /臺灣岩/利吉層/

蛇綠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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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7:34 

2-6 花東縱谷的奇美火山雜岩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奇美火山雜岩/

花東縱谷 

17:35-22:37 

2-7 舞鶴台地的掃叭石柱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舞鶴台地/掃叭

石柱 

22:38-25:09 

2-8 巨石文化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舞鶴台地/掃叭

石柱/巨石文化遺址/

閃玉 

25:10-27:44 

2-9 閃玉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閃玉/豐田村/透

閃石 

27:45-31:14 

2-10 蛇紋石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蛇紋石/共生現

象/貓眼玉 

31:15-34:40 

2-11 都蘭山-藍寶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藍寶/都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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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36:00 

2-12 玉髓礦脈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玉髓礦脈/  

36:01-40:40 

2-13 玫瑰石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薔薇輝石/玫瑰

石/大南澳 

40:41-43:30 

2-14 各類變質岩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褶皺線條/立霧

溪/蘇花公路 

43:31-47:59 

2-15 地形的轉變/結語 

臺灣大地奧秘/臺灣岩石的

秘密/板塊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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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_台灣大地奧秘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段落命名 段落分類關鍵字 

96_大愛_台灣大地奧秘 _004_火山的故事.mpg 火山的故事 004 00:47:59 

00:00-00:47 

4-1 片頭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臺灣島模型/節目片

頭 

00:48-02:30 

4-2 節目片頭-火山的故事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節目片頭 

02:31-06:29 

4-3 大屯火山群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小油坑/大屯火山群 

06:30-10:10 

4-4 專家解說-大屯火山群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小油坑/大屯火山群/

火山噴氣/地形測定/

空載空瞄 

10:11-11:20 

4-5 專家解說-七星山火山爆

裂口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小油坑/大屯火山群/七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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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3:56 

4-6 岩型標本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火山灰沉降/環太平洋火

山帶/ 

13:57-17:38 

4-7 澎湖群島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玄武岩/  

17:39-19:58 

4-8 專家解說-火山口熔岩石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 火山口熔岩石/柱狀結

立 

18:59-23:45 

4-9 花東縱谷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花東縱谷/疹狀熔岩/北呂

宋火山島弧 

23:46-27:20 

4-10 海岸山脈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海岸山脈/ 

27:21-31:40 

4-11 綠島/龜山島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綠島/龜山島/水平柱狀鞍

山岩/海底熱泉/沖繩海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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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35:48 

4-12 龜山島/沖繩海槽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海底熱泉/沖繩海槽/菲律

賓海板塊/龜山島/活火山/

琉球火山島弧/隱沒作用 

35:49-38:40 

4-13 大屯火山群火山活動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大屯火山群/硫磺礦/火山

區土石流/火山泥流 

 

38:41-42:36 

4-14  專家訪談-火山氣體/地

熱監測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火山氣體/氣體監測站/大

油坑/地熱監測 

42:37-44:48 

4-15 專家訪談-火山地震波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地震站/七星山 

44:49-47:59 

4-16 結語 
臺灣大地奧秘/火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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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第 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_001_蝴蝶的

動感練習曲.mpg 

蝴蝶的動感

練習

曲 

001 00:23:45 

00:00-00:16 

1-1 片頭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00:17-03:30 

1-2 蝴蝶王國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毒蛾,假死,蝴蝶王國,生物多樣性,  

03:30-06:57 

1-3 變身樺斑蝶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大琉璃紋鳳蝶,樺斑蝶,黃裳鳳蝶,紋

白蝶,琉球青斑蝶, 

06:57-10:15 

1-4 蝴蝶的構造與運動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複眼,翅膀,節肢動物,基節,轉節,視覺,

昆蟲 

10:15-13:46: 

1-5 蝴蝶的飛行與呼吸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翅膀,肌肉,氣孔,滑翔,氣流 

13:46-16:04 

1-6 蝴蝶的視覺與味覺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視覺,紫外光,觸角,味覺,感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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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22:31 

1-7 蝴蝶的習性與特徵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動感練習曲,

虹吸式口器,青帶鳳蝶,蛇目蝶,樺斑

蝶,挵蝶 

22:31-23:45 

1-8 片尾 
 

 

 

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_002_蝶

吃大不同.mpg 
蝶吃大不同 002 00:23:40 

00:00-00:16 

2-1 片頭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 

00:17-05:22 

2-2蝴蝶幼蟲至成蟲的構造

變化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樺

斑蝶,幼蟲,毛毛蟲,側單眼,咀嚼

式口器,虹吸式口器,腹足,原足

勾,腹足勾,節肢動物,單爪 

05:22-07:10 

2-3蝴蝶的消化及排泄系統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紋

白蝶,馬氏管 

07:11-07:55 

2-4 蝴蝶的視覺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複

眼,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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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6-12:07 

2-5 蝴蝶與花的繁衍-蝴蝶

的食物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琉

璃小灰蝶,花的繁衍,蜜源植物,

冇骨消,食茱萸,白裙黃斑蛺蝶,

無紋挵蝶,黃裳鳳蝶,台灣白紋鳳

蝶,小三線蛺蝶,三角峰小灰蝶,

小紋青斑蝶,黑脈樺斑蝶,銀紋淡

黃蝶 

12:08-15:24 

2-6 蝴蝶與花的繁衍-外來

植物的危機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大

花咸豐草,小花蔓澤蘭,樺斑蝶,

馬利筋,生態影響 

15:25-21:00 

2-7 蝴蝶的其他食物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樹

的汁液,動物腐屍,腐熟果實,白

裙挵蝶,小三線蛺蝶,台灣黑蔭

蝶,成蟲消化系統,嗦囊,馬氏管,

肉食性蝴蝶,淡青雀斑小灰蝶,三

齡幼蟲,喜蟻器 

21:01-22:41 

2-8 蝴蝶和蛾的分別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棍

棒狀觸角,裸蛹 

22:42-23:40 

2-9 片尾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吃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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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第 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_003_蝶

戀.mpg 
蝶戀 003 00:24:09 

00:00-0016 

3-1 片頭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戀 

00:17- 03:10 

3-2 蝴蝶的性別辨識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戀,性斑,大白斑蝶,端

紫斑蝶,後翅紋路,大鳳蝶,黃裳鳳蝶 

03:11-09:00 

3-3 蝶的交配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戀,大白斑蝶,氣味接

收器,觸角,雄蝶毛筆器,端紫斑蝶,珠光鳳

蝶,領域性,三線蛺蝶,尾端外生殖器,交尾 

09:01-14:50 

3-4 蝴蝶產卵過程與

卵的生長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戀,交尾囊,青帶鳳蝶,

綠蛺蝶,寬尾鳳蝶,白波紋小灰蝶,寄主植

物,食草,鳳蝶,蛇目蝶,挵蝶,斑蝶,粉蝶 

14:51-23:08 

3-5 幼蟲羽化過程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戀,黃裳鳳蝶,幼蟲吃

卵殼,樺斑蝶幼蟲,終齡幼蟲,蛹期,蛻皮賀

爾蒙,新齡期,吐絲座,垂蛹,吊蛹,帶蛹 

23:09-24:09 

3-6 片尾 
蝴蝶的異想世界,蝶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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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_004_

蝴蝶的武裝.mpg 

 

蝴蝶的武裝 004 00:23:35 

00:00-00:16 

1-1 片頭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 

00:17-07:55 

1-2 樺斑蝶的自我防護（毒性）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攀木蜥

蜴,樺斑蝶幼蟲,馬利筋苷毒性,寬腹螳

螂,雌紅紫蛺蝶,,貝氏擬態 

07:56-11:46 

1-3 蝴蝶的自我防護（鱗片）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鱗片,

鱗翅目,鞘翅目,防水作用,調節溫度 

11:47-13:40 

1-4 蝴蝶的自我防護（偽裝）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枯葉

蝶,鱗片,化學色,物理色,琉璃蛺蝶 

13:41-16:10 

1-5 黑脈樺斑蝶的自我防護 

（穆氏擬態）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黑脈樺

斑蝶,穆氏擬態 

16:11-17:38 

1-6 小灰蝶的自我防護（假觸角）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小灰

蝶,假觸角,眼紋 

17:39-22:33 

1-7 卵、幼蟲、蛹的自我防護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端紅蝶

幼蟲,蛺蝶,刺毛,褐底青小灰蝶,無尾

鳳蝶,臭角,寬尾鳳蝶,挵蝶,琉璃蛺蝶,

紅小灰蝶,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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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23:35 

1-8 片尾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武裝 

 

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第 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_005_蝴蝶的遷移與越冬.mpg 

 

蝴蝶的遷移

與越冬 

 

005 00:24:03 

00:00-00:16 

1-1 片頭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 

00:17-05:21 

1-2 青斑蝶的長途旅行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紫蝶幽

谷,青斑蝶,標放再捕法, 

0522-07:19 

1-3 變溫動物的越冬方式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變溫動

物,鱗片 

07:20-11:15 

1-4 蝴蝶卵、幼蟲、蛹的越

冬方式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翅底三

線小灰蝶卵,芽點,休眠,大紫蛺蝶幼蟲,香蕉挵

蝶幼蟲,蟲巢,鳳蝶,粉蝶,挵蝶 

11:16-12:33 

1-5 蝴蝶活動的能量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小紫斑

蝶,花蜜,醣類 

12:34-15:36 

1-6 紫蝶幽谷介紹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群聚越

冬,亞熱帶氣候,茂林鄉生態保育區,低海拔 

15:37-21:04 

1-7 蝴蝶谷形成原因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墨西哥

帝王斑蝶谷,越冬型蝴蝶谷,生態型蝴蝶谷,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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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型蝴蝶谷,鳳蝶,粉蝶,小灰蝶,黃蝶翠谷,標

示再捕法 

21:05  

1-8 斑蝶遷徙路線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樺斑蝶,

蝴蝶遷徙路線,紫蝶返鄉計畫,再捕法 

22:03-24:03 

1-9 片尾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遷移與越冬, 

 

 

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第 6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台大_蝴蝶的異想世界

_006_蝴蝶的美麗與哀愁.mpg 

 

蝴蝶的

美

麗

與

哀

愁 

006 00:23:35 

00:00-00:16 

1-1 片頭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 

00:17-06:14 

1-2 蝴蝶分布範圍縮減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紋白蝶,觸

殺型農藥,胃毒型農藥,生態破壞,黃裳鳳蝶,棲地

面積縮減,華盛頓公約,鳥翼蝶類蝴蝶,珠光蜂蝶,

保育類蝴蝶 

06:15-08:46 

1-3 曾經的蝴蝶王國-台灣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亞熱帶氣

候,生物多樣性,蝴蝶王國,蝴蝶標本,曙鳳蝶,蝴蝶

加工外銷,環境棲地破壞  

08:47-10:02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保育類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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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保育類蝴蝶－珠光鳳蝶

（蘭嶼） 

蝶,大紫蛺蝶,寬尾鳳蝶,曙鳳蝶,黃裳鳳蝶,珠光鳳

蝶,蘭嶼,熱帶性氣候,港口馬兜鈴,環狀剝皮,棲地

破壞,滅種 

10:03-12:55 

1-5保育類蝴蝶－寬尾鳳蝶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端紅蝶,尾

突,小灰蝶,鳳蝶,臺灣國蝶,寄主植物,臺灣檫樹,冰

河孓遺樹種,中高海拔森林 

12:56-13:35 

1-6 保育類蝴蝶－曙鳳蝶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曙鳳蝶,大

葉馬兜鈴,熱帶地區,西瓜鳳蝶 

13:36-15:07 

1-7保育類蝴蝶－大紫蛺蝶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大紫蛺蝶,

日本國蝶,朴樹 

15:08-16:37 

1-8 外來種蝴蝶 

蝴蝶的異想世界,蝴蝶的美麗與哀愁,枯葉蝶,鳳

眼方環蝶,竹環蝶,串珠環蝶 

16:38-18:31 

1-9 生態環境破壞 

雌白黃蝶,生態環境破壞,河谷水泥化,生態浩劫,

農藥殘留 

    

18:32-22:34 

1-10 生態不平衡 

蜜蜂,紋白蝶,初級消費者,生態鏈,生態系不平衡,

臺灣原生種,馬纓丹,布袋蓮,小花蔓澤蘭  

22:35-23:35 

1-11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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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和利得_機器人納瑞奇         第 09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段落分類標籤 

96_和利得_機器人納瑞奇_09_洗衣店

風波.mpg 
機器人納瑞奇 009 12:51 

00:00-01:30 

09-01 片頭 
 

01:31-03:00 

09-02 奈米洗衣店的好處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奈

米洗衣店/奈米衣服/奈米

科技 

03:01-04:24 

09-03 奈米衣服染色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奈

米衣服染色/溶劑滲透奈

米衣服 

04:25-06:00 

09-04 衣服的功能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防

水加工/衣服縮水/減肥衣

服/改變顏色的衣服/看電

視的衣服 

 

06:01-08:18  

09-05 奈米衣的種類與功能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變

色衣/軍用服裝/瘦身衣/

奈米微膠囊/電視螢幕衣

服/奈米LED材料/恆溫衣

/電致冷衣服/吸熱散熱/

人造蜘蛛絲衣/奈米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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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防彈衣/光觸媒衣/太

陽照分解污垢/奈米智慧

型衣服/自行修補的衣服/

會發電奈米衣 

08:19-08:53 

09-06 會發電的奈米衣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隨

時充電/發電奈米衣 

09:54-11:17 

09-08 奈米衣的缺點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奈

米衣價格 

11:18-11:42 

09-09 己研發及研發中的奈米衣 

機器人納瑞奇/洗衣店風波/奈

米智慧型衣服/醫療用奈

米衣服/充電奈米衣 

11:43-11:54 

09-10 下集預告 
 

11:55-12:51 

09-11 片尾 
 

 

 

96_和利得_機器人納瑞奇         第 10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段落分類標籤 

96_和利得_機器人納瑞奇_10_超級腳

踏車.mpg 
機器人納瑞奇 010 13:42 

00:00-01:30 

10-01 片頭 
, 



 

115 

 

02:42-04:28 

10-02 奈米腳踏車檢測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奈

米腳踏車/奈米合金材料 

04:28-05:07 

10-03 腳踏車種類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奈

米/竹子/折疊腳踏車/太

陽能腳踏車 

05:07-05:52 

10-04 奈米電池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奈

米電池/奈米電極材料/奈

米碳管 

05:52-06:16 

10-05 聚合物鋰離子電池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聚

合物電解質膜/聚合物鋰

離子電池 

06:16-06:31 

10-06 奈米電池好處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大

氣汙染/二氧化碳 

06:31-10:34 

10-07 奈米腳踏車特性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奈

米碳管/特殊鋁合金/奈米

結構/自潔功能 

11:46-12:44 

10-08 奈米科技總結 

機器人納瑞奇/超級腳踏車/奈

米科技 

12:44-13:41 

10-09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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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1_風箏線割喉？.mpg 
風箏線割

喉？ 
001 00:24:13 

00:00-00:21 

1-1 片頭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00:21-01:53 

1-2 風箏流血事件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01:53-05:07 

1-3 風箏線割喉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政大附中 

05:08-08:25 

1-4 風箏線割喉專家說法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無風風箏/迎風角 

08:26-10:11 

1-5 風箏線割喉模擬實驗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模擬實驗/冬瓜/豬皮 

10:12-14:55 

1-6 風箏線割喉正式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風箏線割喉實驗/風箏線材

質/拉力磅數/動量/速度 

14:56-19:00 

1-7 風箏線割喉正式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風箏線割喉實驗/速度/夾

角/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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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22:08 

1-8 風箏線割喉正式實驗(三)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風箏線割喉實驗/滑動/舌

骨/甲狀軟骨 

22:09-23:34 

1-9 風箏線割喉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風箏線割喉實驗/流言破解 

23:35-24:13 

1-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風箏線割喉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2_微波水有毒？.mpg 
微波水有

毒？ 
002 00:24:03 

00:00-00:21 

2-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微波爐 

00:21-02:22 

2-2 微波水有毒事件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微波爐 

02:23-05:00 

2-3 微波水有毒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南湖高中/微波爐 

05:00-07:13 

2-4 微波水有毒實驗開始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切花植物/綠豆發芽/微波

爐/突沸現象/熱傳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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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55 

2-4 微波水水中溶氧量測試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微波爐/水中溶氧量/溶氧

感測器 

11:55-16:19 

2-5 微波水澆花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微波爐/水質報告/PH 值 

16:19-21:03 

2-6 微波水澆花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餘氯量/餘氯測試/次氯酸

根離子/溶氧量 

21:04-22:52 

2-7 微波水有毒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自來水/瓦斯爐水/微波爐/

玫瑰/海芋/綠豆/餘氯量/溶

氧量 

22:52-23:25 

2-8 微波水有毒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自來水/瓦斯爐/微波爐/玫

瑰/海芋/綠豆/餘氯量/溶氧

量/ PH 值 

23:36-24:03 

2-9 片尾 

流言追追追/微波水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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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3_逃離紅外線.mpg 逃離紅外線 003 00:25:00 

00:00-00:21 

3-1 片頭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00:21-02:42 

3-2 紅外線流言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紅外線/冷血動物/煙霧 

02:43-05:22 

3-3 逃離紅外線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忠明高中/煙霧 

05:23-09:52 

3-4 冷血動物隱形實驗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冷血動物/紅外線感應燈/

熱輻射/電磁波/可見光/紅

外線/緬甸蟒 

10:00-11:56 

3-5 感應燈挑戰大賽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紅外線感應燈/冰塊/冰鎮

雨衣/室溫大雨傘 

11:56-16:11 

3-6 泥巴隱形實驗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熱影像儀/泥巴 

16:11-18:00 

3-7 玻璃隱形妙招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玻璃/可見光/中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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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23:27 

3-8 紅外線現形實驗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紅外線防盜光束/粉末/煙

霧/電荷耦合元件(CCD)/懸

浮微粒 

22:52-23:25 

3-9 逃離紅外線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紅外線感應燈/泥巴/熱影

像儀/玻璃/煙霧/電荷耦合

元件(CCD)/ 

24:17-25:00 

3-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逃離紅外線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4_強化餐盒不安

全？.mpg 

強化餐盒不

安

全？ 

004 00:24:21 

00:00-00:21 

4-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 

00:21-02:04 

4-2 強化餐盒爆裂意外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強化餐盒爆裂意外/微

波/強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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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05:49 

4-3 強化餐盒不安全校園調查

局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松山高中/強化玻璃自

爆/瑕疵品 

05:50-09:14 

4-4 強化保鮮盒微波實驗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浮法玻璃/強化玻璃保

險盒/微波 

09:15-13:56 

4-5 受損保鮮盒微波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外力損傷/壓應力/引張

應力/玻璃切割刀 

13:57-19:21 

4-6 受損保鮮盒微波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外力損傷/高溫/應力層/

熱脹原理 

19:22-22:58 

4-7 強化玻璃自爆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強化玻璃自爆/琉化鎳/

熱浸處理 

22:59-23:46 

4-8 強化餐盒不安全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強化玻璃/熱浸處理/自

爆/外力損傷/琉化鎳 

23:47-24:21 

4-9 片尾 

流言追追追/強化餐盒不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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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5_天然發電機.mpg 
天然發電

機 
005 00:24:46 

00:00-00:21 

5-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00:22-02:04 

5-2 天然物質可以發電？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有機電池/天然物質/ 

02:05-05:05 

5-3 天然發電機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忠明高中/電解質 

05:06-09:21 

5-4 檸檬帶電實驗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檸檬/鋅/銅/正負極/電解質 

09:21-11:30 

5-5 天然發電機發電大考驗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水/提神飲料/馬鈴薯/番茄/

胡蘿蔔/飯糰/豬肉/水梨/礦

物質離子 

11:31-13:53 

5-6 檸檬電池啟動機器人實驗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離子/功率/機器人/檸檬電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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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18:18 

5-7 檸檬電池啟動反光條實驗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並聯/串聯/檸檬電池 

18:19-23:32 

5-8 葉綠素電池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葉綠素電池/LED 燈/有機

電池/脫鎂葉綠素/ 

23:32-24:11 

5-9 天然發電機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食物發電/蔬果發電/乾電

池/葉綠素電池/環保電池 

24:12-24:46 

5-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天然發電機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6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6_微波炸

蛋.mpg 
微波炸蛋 006 00:24:21 

00:00-00:21 

6-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 

00:22-02:13 

6-2 微波意外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微波爐 

02:14-04:39 

6-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師大附中//微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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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9-08:55 

6-4 微波生雞蛋實驗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微波生雞蛋/內軟

外硬/爆炸/微波爐 

08:56-13:25 

6-5 微波熟蛋實驗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無殼水煮蛋/殼有

裂痕水煮蛋/帶殼水煮蛋/微波爐 

13:25-14:10 

6-6 微波熟蛋實驗解說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微波爐/氣體理想

程式 

13:53-16:57 

6-7 微波蛋包湯實驗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微波爐/蛋黃全熟/

蛋黃半熟/ 

16:58-18:56 

6-8 微波蛋包湯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微波爐/微波爐煮

蛋正確方法/ 

16:58-23:15 

6-9 微波爆米花實驗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微波爐/金屬膠膜/

鋁箔/放置位置/ 

23:16-23:48 

6-10 微波炸蛋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 

23:49-24:21 

6-11 片尾 

流言追追追/微波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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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7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7_蛇影幢幢.mpg 蛇影幢幢 007 00:24:21 

00:00-00:21 

7-1 片頭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 

00:22-02:25 

7-2 蛇族流言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毒蛇 

02:26-05:46 

7-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虎尾高中/石灰 

05:47-08:56 

7-4 毒蛇辨識遊戲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台南縣野生動物

園/李福興/毒蛇/紅斑蛇/赤尾青竹絲/龜殼

花/錦蛇/南蛇/眼鏡蛇/球蟒/綠樹蟒/麝香

樹蟒/雨傘節 

08:56-11:18 

7-5 辨識毒蛇教學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台南縣野生動物

園/李福興/毒蛇/紅斑蛇/赤尾青竹絲/龜殼

花/錦蛇/南蛇/眼鏡蛇/球蟒/綠樹蟒/麝香

樹蟒/雨傘節/三角/橢圓/鎖鏈蛇/百步蛇 

12:07-15:03 

7-6 蛇類獵食行為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緬甸蟒/獵食/消化/

攝食/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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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17:15 

7-7 蛇的吞食與生理結

構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特有生物保育中

心/陳元龍/蟒蛇/蚺蛇/骨骼/顎/關節/皮膚/

鱗片/氣管/食道 

17:28-18:56 

7-8 石灰與雄黃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石灰/雄黃/臺灣本

土種南蛇/玉米錦蛇 

19:00-20:23 

7-9 南蛇與錦蛇實驗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石灰/雄黃/臺灣本

土種南蛇/玉米錦蛇/鱗片 

20:23-20:47 

7-10 石灰粉加水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石灰 

20:51-21:43 

7-11 石灰加水實驗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石灰/臺灣本土種

南蛇/玉米錦蛇 

21:53-22:49 

7-12 生石灰與熟石灰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石灰/臺灣本土種

南蛇/玉米錦蛇/鱗片/氧化鈣/生石灰/熟石

灰/氫氧化鈣 

23:19-23:45 

7-13 野外如何預防蛇

類攻擊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蛇/攻擊行為 

23:49-24:21 

7-14 片尾 

流言追追追/蛇影幢幢/台灣六大毒蛇/雨

傘節/眼鏡蛇/骨骼/顎/關節/攻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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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8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8_南北漩渦大不同？

mpg 

南北漩渦

大不

同？ 

008 00:25:05 

00:00-00:21 

8-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 

00:22-02:05 

8-2 南北漩渦流言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地球自轉/颱風/龍捲風/

南半球/北半球/赤道 

02:13-04:02 

8-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臺北市立中崙高中/未

來學校/柯氏力/東北信風/

東南信風 

04:31-07:00 

8-4 南半球排水漩渦實驗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南半球/印尼/峇里島/排

水/漩渦 

07:01-09:04 

8-5 北半球排水漩渦實驗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北半球/芬蘭/赫爾辛基/

排水/漩渦 

09:05-10:36 

8-6 自由渦流機與強制渦流機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成功大學/自由渦流機/

水利及海洋系/強制渦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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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13:44 

8-7 科氏力與地球自轉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

系/地球自轉/慣性/漩渦 

13:45-19:51 

8-8 漩渦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漩渦/緯度/科氏力/初始

旋動 

19:52-23:34 

8-9 漩渦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漩渦/初始旋動/注水方

向/水流轉向/層流實驗台/

自由渦流機/ 

23:52-25:06 

8-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南北漩渦大不

同/科氏力/地球自轉/漩渦/

緯度/初始旋動/注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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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9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09_強化玻璃侯塞雷？

mpg 

強化玻璃侯

塞雷？ 
009 00:24:40 

00:00-00:21 

9-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 

00:22-02:03 

9-2 強化玻璃侯塞雷流言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  

02:04-04:30 

9-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臺北再興中學/受力 

04:31-08:58 

9-4 強化玻璃砸破實驗(安全

帽)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專業玻璃工廠/張明松/

安全帽 

08:58-10:28 

9-5 強化玻璃砸破實驗(滅火

器)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滅火器 

10:28-12:22 

9-6 強化玻璃砸破實驗(啞鈴)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啞鈴/碎玻璃/安全 

12:23-14:13 

9-7 材料硬度與壓力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材料/硬度/應力/破窗錐/

鋼/受力/速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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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6:47 

9-8 強化玻璃擊打實驗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抗彎性/球棒 

17:12-23:19 

9-9 強化玻璃擊打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接觸面積/壓力/應力/受

力/球棒/雨傘/偏振片/內應

力/變位量/擊破針/螺絲起

子/鐵鎚 

23:22-23:58 

9-10 強化玻璃侯塞雷流言破

解 

流言追追追/強化玻璃侯塞

雷 

    
23:58-24:40 

9-11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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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10_罐頭無罪.mpg 罐頭無罪 010 00:24:40 

00:00-00:21 

10-1 片頭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 

00:22-02:16 

10-2 罐頭無罪流言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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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04:14 

10-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建國中學/防

腐劑 

04:15-06:10 

10-4 罐頭防腐實驗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防腐劑/己二

烯酸/丙酸鈣/苯甲酸/硝酸鹽/亞硝酸

鹽 

06:10-08:42 

10-5 直擊罐頭工廠(一)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 /林宗煌/防腐

劑/食品科學/冷凍 

08:43-13:36 

10-6 直擊罐頭工廠(二)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解凍區/加工

區/鰻魚/油炸/真空密封/真空包裝/好

氧菌/厭氧菌/細菌/殺菌/防腐劑 

13:50-14:12 

10-7 罐頭小常識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食品科學/細

菌 

14:33-19:18 

10-8 罐頭防腐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防腐劑/食品

保鮮/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丘志威/

微生物/殺菌/肉毒桿菌/黴菌/麴菌 

19:25-23:54 

10-9 罐頭爆炸實驗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南湖高中/黃

紀蓉/物理/隔水加熱/大氣壓力/壓力

鍋/乾燒/爆炸/溫度 

23:55-24:31 

10-10 罐頭無罪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隔水加熱/防

腐劑/乾燒/壓力/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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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25:00 

10-11 片尾 

流言追追追/罐頭無罪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11_無線傳電？.mpg 
無線傳

電？ 
011 00:25:25 

00:00-00:21 

11-1 片頭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 

00:21-01:54 

11-2 無線傳電流言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特斯拉

線圈/發電/電力 

01:58-05:04 

11-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虎尾高

中/魔術/電線/能量/電阻 

05:05-10:20 

11-4 特斯拉線圈實驗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特斯拉

線圈/物理/蘇裕年/回掃變壓器

/FBT/電漿/高壓電/線圈/電磁感

應/變壓器/導體/絕緣體 

11:16-14:06 

11-5 隔空傳電實驗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觸電/接

地/電流/電子/導體/迴路/ 

14:07-19:03 

11-6 遠距傳電實驗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能量/電

力/特斯拉線圈/離子/電離/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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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閃電/電弧/電流/電磁波諧和

震盪器/共振 

19:05-23:59 

11-7 法拉第籠實驗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范氏起

電器/高壓電/靜電/摩擦起電/閃

電/電弧/法拉第籠/接地 

24:01-24:51 

11-8 無線傳電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高壓電/

電流/導電/電壓/電弧/特斯拉線

圈/變壓器/導體/電漿/電磁波 

24:51-23:34 

11-9 片尾 
流言追追追/無線傳電 

 



 

134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12_你有所不知的催眠

術.mpg 

你有所不

知的

催眠

術 

012 00:25:40 

00:00-00:21 

12-1 片頭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 

00:21-01:58 

12-2 催眠流言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 

01:58-05:22 

12-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意識 

05:23-06:34 

12-4 催眠是什麼？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意識/蔡東杰/治療 

06:35-09:37 

12-5 催眠腦波測試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腦波/頻率/ 

09:38-13:59 

12-6 催眠治療實驗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暗示/潛意識 

13:59-16:32 

12-7 催眠治療說明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畏懼症/潛意識/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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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21:32 

12-8 催眠教唆實驗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凌坤楨/催眠師 

21:37-25:09 

12-9 催眠實驗結果與說明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催眠治療 

25:09-25:40 

12-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你有所不知的

催眠術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13_風扇涼不涼？.mpg 
風扇涼不

涼？ 
013 00:24:32 

00:00-00:21 

13-1 片頭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 

00:21-01:58 

13-2 風扇涼不涼流言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金

陵女中/ 

02:00-04:40 

13-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 

04:41-07:35 

13-4 風箏數與溫度實驗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實

驗變因/溫度/電風扇/對流 



 

136 

 

07:36-12:15 

13-5 吊扇無用模擬實驗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陳

正治/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對流/ 

12:16-16:23 

13-6 吊扇對流實驗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對

流/風/溫度 

16:25-18:08 

13-7 風冽效應實驗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風

冽效應/熱量/熱屏障/陳正治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蒸發/吸

熱/散熱 

18:19-22:08 

13-8 風扇安全性測試實驗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電

風扇/扇葉/作用力/牛頓第二

運動定律/質量/轉速/ 

22:23-23:52 

13-9 風扇涼不涼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 

23:52-24:32 

13-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風扇涼不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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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14_陌生狗危險.mpg 陌生狗危險 014 00:23:17 

00:00-00:21 

14-1 片頭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 

00:21-02:06 

14-2 陌生狗危險流言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 

02:08-06:06 

14-3 訓犬教學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訓

犬學校/訓犬師/沈宏益/P字

鍊 

06:07-07:33 

14-4 制約訓練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制

約/巴夫洛夫 

07:34-11:08 

14-5 動物友善行為測驗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動

物行為學/領域 

11:36-14:58 

14-6 陌生土犬實驗-狼狗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狼

狗 

14:56-17:06 

14-7 陌生狗實驗-土犬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土

犬/防禦/動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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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20:44 

14-8 陌生狗實驗-雪納瑞/羅威

那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雪

納瑞/羅威那/動物行為 

20:45-22:13 

14-陌生狗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攻

擊/領域/動物行為 

22:13-22:38 

14-9 陌生狗危險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 

22:38-23:17 

14-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陌生狗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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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15 神奇狗偵探.mpg 神奇狗偵探 015 00:25:02 

00:00-00:29 

15-1 片頭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 

00:31-02:34 

15-2 神奇狗偵探流言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 

02:35-05:03 

15-3 狗的聽覺實驗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追蹤/搜

尋/黃金獵犬/頻率/赫茲/無聲笛/聽

力 

05:05-07:48 

15-4  狗的嗅覺實驗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躲貓貓/

嗅覺/工作犬/爆裂物 

07:50-12:25 

15-5 警犬追蹤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嗅覺/鼻

子/任務/追蹤/搜索/假信息/足跡追

蹤/防衛警戒/沈啟東 

12:32 -18:21 

15-6 警犬追蹤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追蹤/搜

尋/嗅覺細胞/謝祖揚/鼻腔黏膜/風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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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23:52 

15-7  警犬追蹤實驗(三)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雙胞胎/

追蹤/搜尋/嗅覺 

23:53-24:24 

15-8 神奇狗偵探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雙胞胎/

追蹤/搜尋/嗅覺 

24:24-25:01 

15-9 片尾 

流言追追追/神奇狗偵探/雙胞胎/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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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16_天生一對.mpg 天生一對 016 00:24:52 

00:00-00:29 

16-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 

00:30-03:20 

16-2 雙胞胎流言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 

03:20-05:35 

16-3 同卵與異卵雙生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辨

識/醫學/臺大醫院/基因醫學/蘇宜

寧/同卵/異卵/受精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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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5-10:17 

16-4 雙胞胎醫學檢測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

/DNA/口腔皮膜/基因座/指紋/犯

罪/檢測/虹膜/牙齒 

10:18-12:32 

16-5 ESP 感應實驗設計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環

境資源學系/朱子豪/感應/ESP 卡

片 

12:32-15:45 

16-6 雙胞胎與心電感應實驗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心

電感應/心靈/ESP/抽牌/特異功能 

16:35-19:52 

16-7 雙胞胎生理實驗對照組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心

電感應/危機/實驗 

19:53-23:16 

16-8 雙胞胎生理實驗實驗組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心

電感應/危機/實驗 

23:17-24:52 

16-9 片尾 
流言追追追/天生一對/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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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7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17 水上漂.mpg 水上漂 017 00: 25:02 

00:00-00:29 

17-1 片頭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 

00:00-02:02 

17-2 水上漂流言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 

02:02-06:25 

17-3 非牛頓流體實驗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應用力學/臺

大應力所/邵耀華/流體力學/玉米

粉/ 

06:29-10:24 

17-4 牛頓與非牛頓流體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玉米粉/施力/

牛頓流體/非牛頓流體/飽和溶液/

擴溶現象 

10:25-15:18 

17-5 非牛頓流體緩衝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雞蛋/玉米粉/

非牛頓流體/ 

10:38-17:25 

17-6 非牛頓流體緩衝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玉米粉/雞蛋/

摔/高度/ 

17:48-:21:58 

17-7 非牛頓流體防彈實驗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臺北射擊協

會/李守德/防彈/散彈/非牛頓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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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23:07 

17-8  製作防彈衣要素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臺北射擊協

會/李守德/防彈/散彈/非牛頓流體/

散熱性/延展性/能量守恆 

23:08-23:44 

17-9 製作防彈衣要素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防彈衣/防彈/

子彈/延展性/散熱 

23:45-24:32 

17-10 水上漂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水上漂/非牛頓流體/

流體力學/擴溶作用/施力/ 

24:32-25:02 

17-11 片尾 
 

 

 

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8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18 瞬間結冰.mpg 瞬間結冰 018 00:24:34 

00:00-00:29 

18-1 片頭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 

00:30-01:59 

18-2 瞬間結冰流言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可樂 

02:00-02:48 

18-3 校園調查局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國立新莊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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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0-06:51 

18-4 準備「瞬間結冰」實驗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水/食鹽/新

莊高中/物理/吳原旭/硝酸銨/放熱/

吸熱/蒸餾水/ 

06:54-10:18 

18-5 瞬間結冰實驗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水/食鹽/新

莊高中/物理/吳原旭/放熱/吸熱/蒸

餾水/ 

10:18-12:18 

18-6 瞬間結冰原理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水/突沸/冰

點/結晶/結晶核/過冷水/冰晶 

12:19-16:36 

18-7 碳酸飲料瞬間結冰實驗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啤酒/可樂/

冰晶 

16:37-18:50 

18-8 碳酸飲料瞬間結冰原理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啤酒/可樂/

二氧化碳/凝結/吸熱/溶質/凝固點 

18:53-22:49 

18-9  超神奇瞬間結冰法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超快/瞬間/

結晶/醋酸鈉/過飽和溶液/晶體/疊

疊樂 

22:50-23:54 

18-10 瞬間結冰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結晶/過飽

和容易/蒸餾水/結晶核/過冷水/二

氧化碳/凝固點/放熱/醋酸鈉 

23:55-24:34 

18-11 片尾 

流言追追追/瞬間結冰/水/啤酒/可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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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19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19 乾冰驚魂 mpg 乾冰驚魂 019 00:23:50 

00:00-00:29 

19-1 片頭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 

00:30-02:52 

19-2 乾冰驚魂流言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低溫/清

潔劑/肥皂水/ 

02:53-04:34 

19-3 乾冰介紹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中正國

中/梅期光/汽化/昇華/凝華/二氧化碳 

04:35-08:12 

19-4 乾冰泡泡機實驗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中正國

中/梅期光/二氧化碳/親油端/親氧端 

08:13-10:25 

19-5  乾冰+麥芽糖=?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麥芽糖/

膠體/壓力/昇華/導熱 

10:47-14:10 

19-6 乾冰泡泡比賽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昇華 

14:10-15:27 

19-7 乾冰泡泡球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昇華/絨

布/接觸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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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19:28 

19-8 乾冰爆炸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昇華/體

積/壓力/氣壓/密閉/反作用力/膨脹/

寶特瓶 

19:29-20:20 

19-9  乾冰爆炸原理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昇華/體

積/壓力/氣壓/密閉/反作用力/膨脹/

寶特瓶 

20:21-22:09 

19-10 乾冰爆炸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昇華/體

積/壓力/氣壓/密閉/反作用力/膨脹/

寶特瓶 

22:09-23:15 

19-11 乾冰驚魂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乾冰驚魂/乾冰/泡泡/麥

芽糖/爆炸/寶特瓶 

23:16-23:50 

19-12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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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0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20 暗藏玄機暖暖包 mpg 

暗藏玄機

暖暖

包 

020 00:24:52 

00:00-00:29 

20-1 片頭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 

00:30-02:14 

20-2 暗藏玄機暖暖包流言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 

02:15-04:11 

20-3 液態暖暖包介紹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醋

酸鈉/放熱/過飽和溶液/結晶/化

學鍵 

04:12-06:54 

20-4 市售暖暖包原理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和

平高中/化學/蔡坤童/危險/燃燒/

鐵粉/氧化/水/鹽/活性碳/蛭石 

06:55-09:22 

20-5 自製暖暖包實驗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和

平高中/化學/蔡坤童/危險/燃燒/

鐵粉/氧化/水/鹽/活性碳/蛭石 

09:24-12:49 

20-6  超級暖暖包實驗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和

平高中/化學/蔡坤童/危險/起火/

燃燒/鐵粉/氧化/水/鹽/活性碳/蛭

石/爆炸/可燃/助燃/氧氣/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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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15:51 

20-7 暖暖包燙傷實驗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燙

傷/暖暖包/時間/溫度/熱/低溫燙

傷/皮膚科/蔡秀欣 

15:53-19:02 

20-8 豆類暖暖包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紅

豆暖暖包/綠豆暖暖包/黃豆暖暖

包/溫度 

19:03-21:13 

20-9 豆類暖暖包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紅

豆暖暖包/綠豆暖暖包/黃豆暖暖

包/保溫/含水量/孔隙 

21:26-23:35 

20-10暖暖包燙傷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燙

傷/暖暖包/時間/溫度/熱/低溫燙

傷 

23:36-24:21 

20-11 暖暖包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 

 

24:22-24:52 

20-12  片尾 
流言追追追/暗藏玄機暖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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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21 反地心引力.mpg 反地心引力 021 00: 24:52 

00:00-00:29 

21-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 

00:30-01:46 

21-2 反地球引力流言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 

01:47-05:05 

21-3 挑戰地心引力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系/徐永源/磁力/角動量/合力 

05:06-09:23 

21-4 磁場與角動量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漂浮/臺灣師

範大學/物理系/徐永源/磁力/角動量/合

力 

09:24-10:28 

21-5 反重力幽浮原理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系/徐永源/磁力/角動量/合力 

10:40-14:10 

21-6 液態氮急凍體驗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超導體/液態

氮/沸點/氮氣 

14:22 -16:58 

21-7 超導體簡介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超導體/液態

氮/沸點/氮氣/表面張力/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系/徐永源/超導體/電阻/抗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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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19:25 

21-8 超導體實驗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超導體/液態

氮/沸點/氮氣/表面張力/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系/徐永源/超導體/電阻/抗磁性/能

量/釔鋇銅氧/臨界溫度/熱平衡 

19:26: 20:40 

21-9  抗磁性與斥力

比較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超導體/液態

氮/沸點/氮氣/表面張力/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系/徐永源/超導體/電阻/抗磁性/能

量/釔鋇銅氧/臨界溫度/熱平衡 

20:41-20:29 

21-10 磁浮列車實驗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超導體/液態

氮/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徐永源/超導

體/抗磁性/釔鋇銅氧/臨界溫度/磁浮列

車/電磁鐵/摩擦力 

23:30-24:16 

21-11 反地心引力流言

破解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磁力/超導體/

幽浮 

24:17-24:52 

21-12 片尾 
流言追追追/反地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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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22_驚見氣球爆炸.mpg 
驚見氣球爆

炸 
022 00:24:13 

00:00-00:21 

22-1 驚見氣球爆炸片頭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00:21-05:16 

22-2 氣球高空爆炸實驗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科博館/林志隆/氣壓/百帕/

波以耳定律/體積 

05:16-06:44 

22-3 氣球張力實驗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張力/皮膜/空氣力學/合力 

06:45-11:25 

22-4 施放氣象探測氣球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氣象局/顏香玉/鄭清榮/格

林威治/平流層/探空儀/氣

壓/濕度/溫度/風向/風速 

11:26-13:22 

22-5 氣象探測氣球探空資料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探空儀/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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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17:16 

22-6 氣球受熱爆炸實驗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鹵素燈/爆炸/受熱/壓力/皮

膜/科博館/林志隆 

17:18-21:58 

22-7 氫氣球爆炸實驗(一)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科博館/林志隆/可燃性/助

燃性/氫氣/氧氣/氦氣/惰性

氣體/閃火點/燃點 

22:04-24:01 

22-8 氫氣球爆炸實驗(二)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無煙燃燒/科博館/林志隆/

可燃性/助燃性/氫氣/氧氣/

氦氣/惰性氣體/閃火點/燃

點 

24:02-23:31 

22-9 驚見氣球爆炸流言破解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24:32-25:00 

22-10 驚見氣球爆炸片尾 
流言追追追/驚見氣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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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3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23_乍見氣球升空.mpg 
乍見氣球升

空 
023 00:26:11 

00:00-00:29 

23-1 片頭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00:30-02:26 

23-2 流言現場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氣球/升空 

03:02-06:46 

23-3 熱氣球膨脹作業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熱氣球/飛行/膨脹作業/洩

氣閥作用/浮力/熱空氣上

升現象/溫度/密度/ 

06:47-10:20 

23-4 熱氣球升空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熱氣球/自由飛行/繫留飛

行/高度/液化石油氣/丁丙

混合烷/丁烷 

10:21-10:50 

23-5 破解熱氣球流言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空氣密度/氣體密度/絕對

溫度/淨浮力/物體重力 

10:51-12:42 

23-5 熱氣球落地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風/受風面積/熱對流/氣流/

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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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15:08 

23-6 氣球帶車升空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氣球/汽車/理想氣體方

程式/浮力/氦氣 

15:09-20:13 

23-7 五彩氣球載人升空前置

作業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氣球/氦氣/理想氣體方

程式/浮力/體重 

20:24-23:40 

23-8 五彩氣球載小朋友升空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氣球/氦氣 

23:41-25:00 

23-9 五彩氣球載成年人升空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氣球/氦氣 

25:01-26:11 

23-10 片尾 

流言追追追/乍見氣球升空

/風/下壓氣流/浮力/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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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4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24_力大

無窮的紙.mpg 

力大無窮

的紙 
024 00:25:01 

00:00-00:29 

24-1 片頭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 

00:30-01:57 

24-2 力大無窮的紙流言現場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蔡倫/紙/環保 

02:00-04:08 

24-3 紙糊的桌椅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紙/紙家具 

04:10-07:15 

24-4 紙椅耐重測試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紙/紙家具 

07:16-08:01 

24-5 紙教堂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紙/紙家具/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紙教堂/南投/中空紙管/

日本 

08:02-11:00 

24-6 紙張力大無窮的秘密 1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紙/臺灣科技大

學/營建工程系/高度/慣性矩 

11:02-11:42 

24-7 慣性矩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壓力/高度/慣

性矩/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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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15:20 

24-8 紙張力大無窮的秘密 2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瓦楞紙/紙家具

/混凝土/效率比/質量/重量/西卡紙/中空紙

管/最大耐重量/圓柱形/施力/ 

15:22-16:25 

24-9 紙橋製作團隊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紙/木頭/紙橋/

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紙橋製作

團隊 

16:27-19:18 

24-10 紙橋不思議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紙橋/臺灣科技

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紙橋製作團隊/格子

梁/慣性矩/彎矩/壓力值/跨距/橋墩/西卡紙 

    

19:20-22:47 

24-10 腳踏車與摩托車過紙橋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西卡紙/紙橋/

腳踏車/摩托車/紙橋製作團隊 

22:48-24:08 

24-11 無橋墩紙橋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西卡紙/紙橋/

垂直荷重/橋/安全係數/臺灣科技大學/營

建工程系/無橋墩紙橋 

24:09-25:01 

24-12 片尾 

流言追追追/力大無窮的紙/厚度/形變/眾

利/抗拉性/抗壓性/圓柱形/紙家具/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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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5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25_螞蟻剋星.mpg 螞蟻剋星 025 00:24:41 

00:00-00:29 

25-1 片頭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 

00:30-02:47 

25-2 螞蟻剋星流言現場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食物/氣味/嗅

覺 

02:48-05:16 

25-3 黑棘蟻實驗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螞蟻達人/氣

味/嗅覺/黑棘蟻/灌木叢/枯枝/大顎/

蟻屍/死亡費洛蒙/屍臭/ 

05:18-06:43 

25-4 螞蟻屍臭解密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蟻

屍/死亡費洛蒙/屍臭/視覺/觸覺/林

口國中/化學訊息/脂肪酸/螞蟻墳場 

06:46-09:06 

25-5 螞蟻的訊息傳遞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桃

園/虎頭山/大頭家蟻/誘食法/搜索兵

/東方水蠊 

    
09:07-09:41 

25-6 嗅跡費洛蒙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腹

部/化學訊息/嗅跡費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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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2-11:17 

25-7 迷路的螞蟻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腹

部/化學訊息/嗅跡費洛蒙/距離 

11:18-14:51 

25-8 防蟻實驗-橡皮筋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橡

皮筋/醋/薰衣草精油/漂白水/烤焦蛋

殼/爽身粉/辣椒粉/蜂蜜/巧克力/活

體昆蟲/蟑螂/大頭家蟻 

14:52-17:27 

25-9 防蟻實驗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橡

皮筋/醋/薰衣草精油/漂白水/烤焦蛋

殼/爽身粉/辣椒粉/蜂蜜/巧克力/活

體昆蟲/蟑螂/大頭家蟻/蟻酸/時間 

    

17:28-20:37 

25-10 防蟻實驗-純蜂蜜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臺中/國立中

興大學/昆蟲學系/養蜂學/純蜂蜜/水

分/含水量/糖漿/黏稠性/潮解性/巢

片/離心/ 

20:38-23:56 

25-11 第二階段防蟻實驗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橡

皮筋/醋/薰衣草精油/漂白水/烤焦蛋

殼/爽身粉/辣椒粉/純蜂蜜/時間/液

態/水/大頭家蟻/黑棘蟻/ 

23:57-24:41 

25-12 片尾 

流言追追追/螞蟻剋星/氣味/嗅覺/費

洛蒙/大頭家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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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_流言追追追 第 26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7_公視_流言追追追_026_速食木乃伊.mpg 速食木乃伊 026 00:25:01 

00:00-00:29 

26-1 速食木乃伊片頭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 

00:30-02:28 

26-2 速食木乃伊流言現場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垃圾食

物/漢堡/薯條/美國/科羅拉多州/

兒童餐/防腐劑/洋芋片/含油量 

02:30-04:20 

26-3 薯條發黴實驗準備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漢堡/薯

條/洋芋片/防腐劑 

04:21-06:24 

26-4 薯條發黴實驗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漢堡/薯

條/發黴/ 

06:25-09:21 

26-5 薯條發黴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漢堡/薯

條/發黴/防腐劑/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食品科學系/脫水/毛細孔/油

炸/水活性/細菌/黴菌/水分/蒸發/

油脂/泡麵/酵母菌 

    
09:23-11:39 

26-6 薯條水活性測試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薯條/黴

/防腐劑/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

科學系/脫水/毛細孔/油炸/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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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細菌/黴菌/水分/蒸發/油脂 

11:40-13:34 

26-7 一年不壞的兒童餐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美國/科

羅拉多州/兒童餐/防腐劑/年平均

相對濕度/電子防潮箱/相對溼度/

漢堡/薯條 

13:35-19:30 

26-8 洋芋片火燒實驗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洋芋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含油量/油炸/油脂/蘇打餅乾/杏

仁/腰果/澎發/烤/蘇打粉/不飽和

脂肪酸/飽和脂肪酸/棕櫚油/反式

脂肪/氫化植物油/壞膽固醇/天然

抗氧化物質/心血管疾病/熱量 

19:52-23:47 

26-9 兒童餐實驗結果 

流言追追追/速食木乃伊/美國/科

羅拉多州/兒童餐/防腐劑/年平均

相對濕度/電子防潮箱/相對溼度/

漢堡/薯條/脫水/乾燥/發黴/ 

23:55-25:01 

26-10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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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 第 1 集-第 101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段落 

編號 
影片長度 Timecode & 模組名稱 標籤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1_

國寶魚台灣櫻花鉤吻鮭的

身世.mpg 

國寶魚台灣

櫻花鉤吻鮭

的身世 

001 00:01:59 
00:00-01:59 

國寶魚台灣櫻花鉤吻鮭的身世 

科學大解碼二/國寶魚台灣櫻花鉤吻鮭的

身世/氣溫/櫻花鉤吻鮭/冰河時期/太平洋

鮭/寒帶/溫帶/迴游/大甲溪/水質/保育/河

川地形/環境汙染/全球暖化/七家灣溪//生

命科學/國寶魚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2_

台灣櫻花鉤吻鮭該如何避

免近親交配？.mpg 

台灣櫻花鉤

吻鮭該如何

避免近親交

配？ 

002 00:02:06 

00:00-02:06 

台灣櫻花鉤吻鮭該如何避免近親交

配？ 

科學大解碼二/台灣櫻花鉤吻鮭該如何避

免近親交配/近親交配/生命科學/國寶魚/

櫻花鉤吻鮭/大甲溪/棲地/七家灣溪/環境

汙染/復育/水庫/攔沙壩/保育/基因/演化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3_

聖嬰現象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mpg 

聖嬰現象究

竟是怎麼一

回事？ 

003 00:02:07 
00:00-02:07 

聖嬰現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科學大解碼二/聖嬰現象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聖嬰/全球變遷中心/洋流/溫度/海洋/

東太平洋赤道區/氣壓/洪水/乾旱/氣候變

遷/氣溫/天氣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4_

寒害罪魁禍首—反聖嬰現

象.mpg 

寒害罪魁禍

首—反聖嬰

現象 

004 00:01:55 
00:00-01:55 

寒害罪魁禍首—反聖嬰現象 

科學大解碼二/寒害罪魁禍首—反聖嬰現

象/反聖嬰/寒害/ 聖嬰/全球變遷中心/洋

流/溫度/海洋/溫度/氣候變遷/太平洋/氣

溫/颱風/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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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5_

西南氣流為什麼導致豪大

雨的發生？.mpg 

西南氣流為

什麼導致豪

大 雨 的 發

生？ 

005 00:02:07 

00:00-02:07 

西南氣流為什麼導致豪大雨的發

生？ 

科學大解碼二/西南氣流為什麼導致豪大

雨的發生/颱風/西南氣流/暴雨/大氣/台

大/下雨/噴流/風速/雲/豪雨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6_

暖化造成水母增生？.mpg 

暖化造成水

母增生？ 
006 00:02:19 

00:00-02:19 

暖化造成水母增生？ 

科學大解碼二/暖化造成水母增生/水母/

全球暖化/蛋白質/傘狀身體/觸手/口腕/

海蜇皮/海資所/中山大學/食品/氣溫/無

性生殖/水螅體/環境汙染/地中海/環保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7_

酸雨怎麼形成的？.mpg 

酸雨怎麼形

成的？ 
007 00:02:13 

00:00-02:13 

酸雨怎麼形成的？ 

科學大解碼二/酸雨怎麼形成的/酸雨/酸

鹼值/PH/中研院/大氣/環境汙染/環保/硝

酸/硫酸/廢氣/氮氧化物/土壤汙染/鈣質/

碳酸鈣/硫酸鈣/中和力/表層土/水汙染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8_

溫泉形成的地質條件是什

麼？.mpg 

溫泉形成的

地質條件是

什麼？ 

008 00:02:16 
00:00-02:16 

溫泉形成的地質條件是什麼？ 

科學大解碼二/溫泉形成的地質條件是什

麼/泡湯/溫泉/造山運動/地質調查所/陳

柏淳/地熱/板塊構造/地下水/斷層/壓力/

密度/泉水/岩層/礦物質/離子/水質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09_

氣象浮標放外海的追風計

畫.mpg 

氣象浮標放

外海的追風

計畫 

009 00:01:53 
00:00-01:53 

氣象浮標放外海的追風計畫 

科學大解碼二/氣象浮標放外海的追風計

畫/氣象/大氣/天氣預報/海氣象浮標/追

風計畫/風速計/衛星/氣壓計/波浪感測器

/波浪感測器/觀測站/水文中心/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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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0_

海水為什麼會變酸？.mpg 

海水為什麼

會變酸？ 
010 00:02:07 

00:00-02:07 

海水為什麼會變酸？ 

科學大解碼二/海水為什麼會變酸/海洋/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酸化/二氧化碳/無

機碳/海氣交換/浮游植物/食物鏈/酸鹼度

/碳酸鈣/環境汙染/脫鈣作用/細胞/生理/

浮游生物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1_

四川強震千萬年前說

起.mpg 

四川強震千

萬年前說起 
011 00:02:39 

00:00-02:39 

四川強震千萬年前說起 

科學大解碼二/四川強震千萬年前說起/四

川/地震/喜馬拉雅山/板塊運動/造山運動

/龍門山斷裂帶/地球科學/中央大學/斷層

/921地震/薄皮逆衝/規模/錯動/頁岩/基底

滑脫面/上盤地層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2_

耐震建築怎麼蓋？.mpg 

耐震建築怎

麼蓋？ 
012 00:02:26 

00:00-02:26 

耐震建築怎麼蓋？ 

科學大解碼二/耐震建築怎麼蓋/地震/震

央/盆地效應/共振效應/震波/黏土/地質/

岩盤/隔震器/隔震區/建築/安全/能量/震

動/制震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耐震/

防震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3_

地震為什麼會產生？.mpg 

地震為什麼

會產生？ 
013 00:02:03 

00:00-02:03 

地震為什麼會產生？ 

科學大解碼二/地震為什麼會產生/地震/

地震帶/菲律賓海板塊/歐亞板塊/板塊運

動/彈性反跳學說/岩層/彈性/斷層/錯動/

上盤/能量 

96_ 東 森 _ 科 學 大 解 碼 二

_014_101 大樓抗風阻的利

器.mpg 

101 大樓抗

風阻的利器 
014 00:02:05 

00:00-02:05 

101 大樓抗風阻的利器 

科學大解碼二/101 大樓抗風阻的利器/阻

尼器/淡江大學/風工程研究中心/頻率/能

量/熱能/油壓閥/震動/質量/抗風效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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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設計/建築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5_

解碼天文 X 光爆.mpg 

解碼天文 X

光爆 
015 00:02:07 

00:00-02:07 

解碼天文 X 光爆 

科學大解碼二/解碼天文 X 光爆/超新星爆

炸/天文學/恆星/質量/宇宙/恆星演化/主

序星/能量/清大/重力/壓力/爆炸/X 光射

線/X 光爆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6_

月亮影響潮汐的機制.mpg 

月亮影響潮

汐的機制 
016 00:02:15 

00:00-02:15 

月亮影響潮汐的機制 

科學大解碼二/月亮影響潮汐的機制/天文

/月亮/地學科學/海洋/潮汐/引力/質量/漲

潮/退潮/離心力/成大/近海水文中心/地

形/潮差/天文潮/颱風/氣象潮/暴潮/滿潮/

水位/潮間帶/生物/生態圈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7_

把煤變乾淨的方法.mpg 

把煤變乾淨

的方法 
017 00:02:22 

00:00-02:22 

把煤變乾淨的方法 

科學大解碼二/把煤變乾淨的方法/煤/環

保/全球暖化/二氧化碳/燃煤發電/乾淨煤

/燃料/能量/工研院/能環所/環境汙染/粉

媒鍋/空氣汙染/煤渣/氣化爐/硫化物/一

氧化碳/氫氣/IGCC/複循環機組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8_

地下水幾歲？.mpg 

地 下 水 幾

歲？ 
018 00:02:33 

00:00-02:33 

地下水幾歲？ 

科學大解碼二/地下水幾歲/地下水/年齡/

地下水位/碳十四/年輪/二氧化碳/指紋/

追蹤劑/中研院//地球所/放射性同位素/

半衰期/定年法/含水層/資源利用/水資源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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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19_

高空閃電的原理是什

麼？.mpg 

高空閃電的

原 理 是 什

麼？ 

019 00:02:08 
00:00-02:08 

高空閃電的原理是什麼？ 

科學大解碼二/高空閃電的原理是什麼/地

球科學/成大/物理/紅色精靈團隊/放電/

閃電/打雷/高中短暫發光現象/巨大噴流/

雷雨/電離層/雲/密度/能量/福衛二號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0_

螢 火 蟲 為 什 麼 會 發

光？.mpg 

螢火蟲為什

麼會發光？ 
020 00:02:01 

00:00-02:01 

螢火蟲為什麼會發光？ 

科學大解碼二/螢火蟲為什麼會發光/火金

姑/螢火蟲/發光/昆蟲/磷/發光器/酵素/氧

化/化學反應/科博館/腺體/求偶/頻率/環

保/光害/水質 

96_ 東 森 _ 科 學 大 解 碼 二

_021_LED 憑 什 麼 這 麼

亮？.mpg 

LED 憑什麼

這麼亮？ 
021 00:02:18 

00:00-02:18 

LED 憑什麼這麼亮？ 

科學大解碼二/ LED 憑什麼這麼亮/電燈

/LED/中央大學/照明顯示所/電子/人工照

明/半導體/P 型/N 型/省電/流明/瓦/燈泡/

電能/光能/螢光燈/能量/日光燈/電洞/正

極/負極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2_

物理新發現—鐵化合物超

導體.mpg 

物 理 新 發

現—鐵化合

物超導體 

022 00:02:04 
00:00-02:04 

物理新發現—鐵化合物超導體 

科學大解碼二/物理新發現—鐵化合物超

導體/導電/絕緣體/導體/半導體/中研院/

物理/電力/能源/超導體/超導現象/電阻/

反磁性/磁鐵/磁浮/硒鐵化合物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3_

海藻為什麼想不開？.mpg 

海藻為什麼

想不開？ 
023 00:02:50 

00:00-02:50 

海藻為什麼想不開？ 

科學大解碼二/海藻為什麼想不開/海藻/

環保/浮游植物/海洋/光合作用/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食物鏈/有機碳/自殺/渦鞭藻/

水產生技頂尖中心/生命科學/細胞自戕/

一氧化氮/生態系/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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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4_

蝴蝶以吃毒性植物護身—

以毒攻毒？.mpg 

蝴蝶以吃毒

性 植 物 護

身—以毒攻

毒？ 

024 00:02:25 

00:00-02:25 

蝴蝶以吃毒性植物護身—以毒攻

毒？ 

科學大解碼二/蝴蝶/氣候變遷/全球暖化/

棲地/適應/中國醫藥大學/生命科學/珠光

鳳蝶/馬兜鈴/馬兜鈴酸/天敵/黃裳鳳蝶/

保護色/蛹/觸角/味覺/口器/共同演化/環

保/保育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5_

重重防護的核電廠.mpg 

重重防護的

核電廠 
025 00:02:31 

00:00-02:31 

重重防護的核電廠 

科學大解碼二/重重防護的核電廠/輻射/

核能/安全/發電/清大/原子科學中心/原

子爐/鈾/放射性/燃料匣/壓力槽/核反應

器/能量/電源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6_

核能發電原理說明.mpg 

核能發電原

理說明 
026 00:02:17 

00:00-02:17 

核能發電原理說明 

科學大解碼二/核能發電原理說明/發電/

核能/能源/電源/排碳量/石化燃料/清大/

原子中心/鈾/核分裂/中子/原子核/瓦/核

燃料/全球暖化/永續/環保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7_

科學家眼中的小太陽—核

融合.mpg 

科學家眼中

的小太陽—

核融合 

027 00:02:22 
00:00-02:22 

科學家眼中的小太陽—核融合 

科學大解碼二/科學家眼中的小太陽—核

融合/太陽能/發電/核融合/馬里蘭大學/

物理/原子核/氦/氚/氘/氫/原子/能量/熱

能/壓力/溫度/電能/鋰/放射性/環保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8_

細菌居然也能發電！.mpg 

細菌居然也

能發電！ 
028 00:02:05 

00:00-02:05 

細菌居然也能發電！ 

科學大解碼二/細菌居然也能發電/細菌/

能源/發電/海洋大學/生物科技/包膜/生

命科學/代謝/有機酸/二氧化碳/氧化/電

子/質子/陽極/陰極/厭氧菌/廚餘/化學/鐵

還原菌/分解者/環保/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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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29_

葉綠素也可以發電.mpg 

葉綠素也可

以發電 
029 00:02:28 

00:00-02:28 

葉綠素也可以發電 

科學大解碼二/葉綠素也可以發電/葉綠素

/光合作用/氧化/電池/有機質/電解質/電

極/植物/環保/電流/虎尾科大/光電/電壓/

效率/國際發明競賽/太陽能/有機電池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0_

垃圾焚化如何發電？.mpg 

垃圾焚化如

何發電？ 
030 00:02:20 

00:00-02:20 

垃圾焚化如何發電？ 

科學大解碼二/垃圾焚化如何發電/垃圾/

發電/焚化爐/能源/電能/燃燒/熱能/渦輪

機/垃圾分類/重金屬/汙染/環保/戴奧辛/

觸媒/回收/垃圾減量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1_

玉米甘蔗也能變能源—生

質酒精.mpg 

玉米甘蔗也

能變能源—

生質酒精 

031 00:02:29 
00:00-02:29 

玉米甘蔗也能變能源—生質酒精 

科學大解碼二/玉米甘蔗也能變能源—生

質酒精/石油/替代能源/玉米/甘蔗/發酵/

汽油/中研院/生物化學/二氧化碳/環保/

纖維素/木質素/半纖維素/葡萄糖/木糖/

分解/酵素/氧化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2_

生出石油的法寶—油母

質.mpg 

生出石油的

法寶—油母

質 

032 00:02:12 
00:00-02:12 

生出石油的法寶—油母質 

科學大解碼二/生出石油的法寶—油母質/

石化工業/瀝青/提煉/石油/人造纖維/台

大/地質系/石油危機/分解/合成/溫度/壓

力/地層/溫室氣體/全球暖化/氣候變遷/

環保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3_

如何計算減去了多少

碳？.mpg 

如何計算減

去 了 多 少

碳？ 

033 00:02:34 
00:00-02:34 

如何計算減去了多少碳？ 

科學大解碼二/如何計算減去了多少碳/減

碳/電能/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二氧化碳/

經濟部/能源局/環保/能源/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效應/甲烷/氧化亞氮/溫室氣體 



 

168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4_

加氫，上路去！.mpg 

加氫，上路

去！ 
034 00:02:10 

00:00-02:10 

加氫，上路去！ 

科學大解碼二/環保/石油/加氫車/燃料電

池/觸媒/電解/明道大學/能源中心/能源/

電能/放電/減碳/水蒸氣/全球暖化/貴重

金屬/白金/氫能車計畫/氫能源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5_

喝水上路的引擎.mpg 

喝水上路的

引擎 
035 00:02:13 

00:00-02:13 

喝水上路的引擎 

科學大解碼二/喝水上路的引擎/水/能源/

石油/氣體轉換器/引擎/動能/屏科大/生

物機電工程/環保/燃燒/電解/質能變化/

國際科學發明展/空氣汙染/替代燃料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6_

車燈設計有玄機.mpg 

車燈設計有

玄機 
036 00:02:10 

00:00-02:10 

車燈設計有玄機 

科學大解碼二/車燈設計有玄機/車燈/汽

車/方向燈/視角/煞車燈/車輛中心/應用

合作/投射/眩光/安全/明暗截止線/光學/

光源/反射/LED/燈泡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7_

氣動機車靠空氣就能

跑！.mpg 

氣動機車靠

空 氣 就 能

跑！ 

037 00:02:15 
00:00-02:15 

氣動機車靠空氣就能跑！ 

科學大解碼二/氣動機車靠空氣就能跑/機

車/空氣汙染/汽油/石油/替代能源/中央

大學/機械/電池/電能/氣瓶/壓力/調節閥/

氣動馬達/動能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8_

汽車空氣囊保命率有多

少？.mpg 

汽車空氣囊

保命率有多

少？ 

038 00:02:25 
00:00-02:25 

汽車空氣囊保命率有多少？ 

科學大解碼二/汽車空氣囊保命率有多少/

車輛中心/空氣囊/束縛系統/牛頓運動定

律/公斤重/安全帶/加速度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39_

駕馭風帆的秘訣.mpg 

駕馭風帆的

秘訣 
039 00:02:06 

00:00-02:06 

駕馭風帆的秘訣 

科學大解碼二/駕馭風帆的秘訣/運動/風

向/動能/平衡/空氣力學/中央板/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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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0_

救命的防撞警示雷達.mpg 

救命的防撞

警示雷達 
040 00:01:56 

00:00-01:56 

救命的防撞警示雷達 

科學大解碼二/救命的防撞警示雷達/煞車

/車禍/汽車/超音波/毫米波雷達/交通大

學/電信工程/電磁波/波長/穿透性/天線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1_

鐵 馬 快 慢 由 什 麼 決

定？.mpg 

鐵馬快慢由

什麼決定？ 
041 00:02:12 

00:00-02:12 

鐵馬快慢由什麼決定？ 

科學大解碼二/鐵馬快慢由什麼決定/鐵馬

/腳踏車/單車/機械/自行車/動能/重心/省

力/穩定性/避震器/座管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2_

這樣飛最快—大圓上兩點

距離最短.mpg 

這 樣 飛 最

快—大圓上

兩點距離最

短 

042 00:01:59 
00:00-01:59 

這樣飛最快—大圓上兩點距離最短 

科學大解碼二/這樣飛最快—大圓上兩點

距離最短/飛機/北極/航線/大圓航線/切

線/球心/半徑/球體/氣象/噴射氣流/逢甲

大學/航太/氣流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3_

直 昇 機 憑 什 麼 這 樣

飛？.mpg 

直昇機憑什

麼這樣飛？ 
043 00:02:14 

00:00-02:14 

直昇機憑什麼這樣飛？ 

科學大解碼二/直昇機憑什麼這樣飛/垂直

起降/機翼/永達技術學院/白努力定律/氣

流/氣壓/螺旋槳/上升氣流/尾翼/穩定性/

平衡/反作用力/作用力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4_

人類也可以飛得很高.mpg 

人類也可以

飛得很高 
044 00:02:19 

00:00-02:19 

人類也可以飛得很高 

科學大解碼二/人類也可以飛得很高/鳥人

大賽/飛行/翅膀/永達技術學院/機械/重

力/升力/推力/阻力/白努力定律/氣流/流

速/氣壓/流線型/摩擦力/下洗氣流/機翼/

渦流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5_

玻璃怎麼強化？.mpg 

玻璃怎麼強

化？ 
045 00:02:23 

00:00-02:23 

玻璃怎麼強化？ 

科學大解碼二/玻璃怎麼強化/玻璃/颱風/

強化/風壓/壓力/對角線/聯合大學/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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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心/強化玻璃/壓應力/熔點/膨脹係

數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6_

玻璃光纖的傳光技術.mpg 

玻璃光纖的

傳光技術 
046 00:02:03 

00:00-02:03 

玻璃光纖的傳光技術 

科學大解碼二/玻璃光纖的傳光技術/玻璃

/光纖/光學/折損率/聯合大學/玻璃材料

中心/光纜/有線通訊/海纜/光訊號/光波/

反射/玻璃膏/抽絲/溫度/電磁/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7_

拍照不怕糊掉！.mpg 

拍照不怕糊

掉！ 
047 00:02:02 

00:00-02:02 

拍照不怕糊掉！ 

科學大解碼二/拍照不怕糊掉/照相/相機/

相片/失焦/光學/成像/曝光/台大/對焦/光

場相機/光圈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8_

電影永留傳的數位技

術.mpg 

電影永留傳

的數位技術 
048 00:02:06 

00:00-02:06 

電影永留傳的數位技術 

科學大解碼二/電影永留傳的數位技術/電

影/數位技術/播映機/膠卷/國家電影資料

館/複製/數位化/波形/震幅/數位訊號/數

位修復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49_

拿淤泥來蓋房子？.mpg 

拿淤泥來蓋

房子？ 
049 00:02:14 

00:00-02:14 

拿淤泥來蓋房子？ 

科學大解碼二/拿淤泥來蓋房子/淤泥/水

庫/奈米科技/建材/環保/成大/土木工程/

化學改質原理/陽離子/黏土/界面活性劑/

綠色建材/營建業/防波堤/邊波處理/防水

/建築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0_

如何利用養蜆來清洗水

庫？.mpg 

如何利用養

蜆來清洗水

庫？ 

050 00:02:03 
00:00-02:03 

如何利用養蜆來清洗水庫？ 

科學大解碼二/如何利用養蜆來清洗水庫/

水庫/自然工法/優養化/營養鹽/氮/矽/磷/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藻華/缺氧/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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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藻類/食物鏈/貝類/珍珠/生物操控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1_

為 什 麼 珊 瑚 會 發 螢

光？.mpg 

為什麼珊瑚

會發螢光？ 
051 00:02:03 

00:00-02:03 

為什麼珊瑚會發螢光？ 

科學大解碼二/為什麼珊瑚會發螢光/珊瑚

/紫外線/螢光/海生館/刺絲胞動物/螢光

蛋白/海葵/腔腸動物/共生藻/光合作用/

能量/潮間帶/分子生物學/海洋/生態系/

環保/保育/環境汙染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2_

什麼原因造成味覺不見

了？.mpg 

什麼原因造

成味覺不見

了？ 

052 00:02:45 
00:00-02:45 

什麼原因造成味覺不見了？ 

科學大解碼二/什麼原因造成味覺不見了/

味覺/食品/嗅覺/感冒/鼻塞/舌頭/知覺/疼

痛科/味覺障礙/副作用/味覺接收器/自體

免疫/星狀神經節阻斷法/交感神經/血流

量/細胞再生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3_

舌頭上的酸甜苦辣鹹.mpg 

舌頭上的酸

甜苦辣鹹 
053 00:02:12 

00:00-02:12 

舌頭上的酸甜苦辣鹹 

科學大解碼二/舌頭上的酸甜苦辣鹹/味覺

/嗅覺/食品/舌頭/味覺細胞/味蕾/神經/中

國醫藥學院/耳鼻喉科/生命週期/鮮味/痛

覺/口腔黏膜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4_

酒中甲醇的剋星.mpg 

酒中甲醇的

剋星 
054 00:02:08 

00:00-02:08 

酒中甲醇的剋星 

科學大解碼二/酒中甲醇的剋星/酒/甲醇/

乙醇/酒精/宿醉/屏東科大/食品科學/發

酵/醣類/果膠/酵素/果膠甲基酯酶/甲基

酯化酵素/活性/釀酒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5_

紅酒抗氧化來自於多

紅酒抗氧化

來 自 於 多
055 00:02:11 

00:00-02:11 

紅酒抗氧化來自於多酚？ 

科學大解碼二/紅酒抗氧化來自於多酚/酒

/紅酒/健康/酚/鹼性/屏科大/食品科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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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mpg 酚？ 寧/類黃酮/抗氧化/心血管疾病/多酚化合

物/疾病預防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6_

青蔥也能抗氧化？.mpg 

青蔥也能抗

氧化？ 
056 00:02:27 

00:00-02:27 

青蔥也能抗氧化？ 

科學大解碼二/青蔥也能抗氧化/青蔥/抗

氧化/食品/維他命/聖母醫護管理專校/自

由基/氧化/抗菌/健康/大蒜辣素/細菌/抗

癌/心血管疾病/疾病預防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7_

蜂膠為什麼可以抗失

智？.mpg 

蜂膠為什麼

可 以 抗 失

智？ 

057 00:02:11 
00:00-02:11 

蜂膠為什麼可以抗失智？ 

科學大解碼二/蜂膠為什麼可以抗失智/蜂

膠/蜜蜂/失智/食品/健康/神經細胞/細胞

分化/綠蜂膠/生技育成中心/蜂膠素/PPLs/

多酚化合物/營養/提煉/分子量/蛋白/退

化性神經疾病/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

老年癡呆/記憶力/疾病預防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8_

蜜蜂是天生的蓋房子專

家.mpg 

蜜蜂是天生

的蓋房子專

家 

058 00:02:05 
00:00-02:05 

蜜蜂是天生的蓋房子專家 

科學大解碼二/蜜蜂是天生的蓋房子專家/

蜜蜂/生態/生命科學/數學/蜂蠟/蜂巢/台

大/菱形/表面積/容積/建築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59_

小心化妝品含禁藥！.mpg 

小心化妝品

含禁藥！ 
059 00:02:12 

00:00-02:12 

小心化妝品含禁藥！ 

科學大解碼二/小心化妝品含禁藥/禁藥/

化妝品/皮膚/安全/癌症/重金屬/鄰苯二

甲酸酯類/塑膠/塑化劑/台大醫院/皮膚科

/香料/保養品/脂溶性/賀爾蒙/生殖/性別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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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0_

為什麼橘皮能抗癌？.mpg 

為什麼橘皮

能抗癌？ 
060 00:02:06 

00:00-02:06 

為什麼橘皮能抗癌？ 

科學大解碼二/為什麼橘皮能抗癌/柑橘/

橘皮/陳皮/中藥/癌症/抗癌/類黃酮/抗氧

化/高雄海洋科大/水產食品/食品/發炎/

多甲基類黃酮/生物科技/疾病預防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1_

為什麼運動可以預防癌

症？.mpg 

為什麼運動

可以預防癌

症？ 

061 00:01:46 
00:00-01:46 

為什麼運動可以預防癌症？ 

科學大解碼二/為什麼運動可以預防癌症/

運動/熱量/健康/代謝/慢性疾病/心血管

疾病/疾病預防/陽明大學/運動健康科學

中心/運動傷害/耗氧量/自然殺手細胞/免

疫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2_

為什麼馬拉松會跑不下

去？.mpg 

為什麼馬拉

松會跑不下

去？ 

062 00:02:17 
00:00-02:17 

為什麼馬拉松會跑不下去？ 

科學大解碼二/為什麼馬拉松會跑不下去/

馬拉松/大腦/運動/肌肉/乳酸/閾值/陽明

大學/運動健康科學中心/代謝/心肺功能/

有氧運動/健康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3_

登高小心高山症.mpg 

登高小心高

山症 
063 00:02:13 

00:00-02:13 

登高小心高山症 

科學大解碼二/登高小心高山症/高山症/

缺氧/高海拔腦水腫/高海拔肺水腫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4_

聖誕紅五顏六色的秘

密.mpg 

聖誕紅五顏

六色的秘密 
064 00:02:05 

00:00-02:05 

聖誕紅五顏六色的秘密 

科學大解碼二/聖誕紅五顏六色的秘密/聖

誕紅/輻射線/輻射誘變/鈷 60/γ 射線/體

細胞/ 

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5_

蜘蛛絲的特性和成分是什

麼？.mpg 

蜘蛛絲的特

性和成分是

什麼？ 

065 00:02:07 
00:00-02:07 

蜘蛛絲的特性和成分是什麼？ 

科學大解碼二/蜘蛛絲的特性和成分是什

麼/蜘蛛絲/纖維/α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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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_東森_科學大解碼二_066_

為什麼月亮看起來又大又

圓？.mpg 

為什麼月亮

看起來又大

又圓？ 

066 00:02:07 
00:00-02:07 

為什麼月亮看起來又大又圓？ 

科學大解碼二/為什麼月亮看起來又大又

圓/公轉/自轉/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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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錯把蜘蛛看成

花？.mpg 

為什麼錯把

蜘 蛛 看 成

花？ 

067 00:02:01 
00:00-02:01 

為什麼錯把蜘蛛看成花？ 

科學大解碼二/為什麼錯把蜘蛛看成花/蜘

蛛/人面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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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模組化切割標準作業流程及說明 

一、影音模組切割及上傳流程規劃與測試 

    影音模組化乃是內容素材資料庫建置的重要步驟之一，包括建立

影音模組化之準則及作業流程的標準化等，都將影響內容素材資

料庫建置之效率與使用者於資料庫內使用影音內容之效能。故本

計劃在實際操作並進行過多次修正後，擬定影音模組化標準作業

程序如下圖，其中影音模組化至完成上傳之標準作業程序包括

「資料匯入」、「內容分類」、「影音裁切」、「影音轉檔」、「模組上

傳」、「線上檢視」共六個步驟；作業檢核則意指作業程序中的品

質管控，圍繞並包含在各步驟之中，將詳述於後。 

 

 

 

 

 

 

 

 

 

 

 

 

 

 

 

 

 

 

 

 

 

圖 4-1影音模組切割及上傳流程規劃與測試示意圖 

模組上傳 

 

內容分類 

影音裁切 

影音轉檔 

 

線上檢視 

資料匯入 

作業檢核 作業檢核 

作業檢核 作業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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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工作流程與控制要點說明 

1、影音匯入 

   影音匯入工作包括清點、檢查及匯入製作公司檢送之科學節目影

帶。清點之重點工作在於確認各製作公司檢送之影帶集數與所附

的節目資料相符；檢查則包含確認節目名稱、集數與長度無誤，

且影音可正常播放，並透過檢測用電腦校對顏色；最後將影片以

經壓縮過之格式匯入至剪輯用電腦並儲存為數位檔案。 

    工作完成後紀錄於工作日誌，詳實填寫各集節目資訊，包含節目

名稱、集數、長度及數位檔案檔名。計畫兼任助理將於每週進行

一次抽檢，針對工讀生已完成匯入之節目確認檔案無誤。 

        工作流程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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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影音匯入 SOP 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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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分類 

內容分類意指將科學節目內容做模組化之切割，包含決定影

片段落、以段落內容之重點為其決定描述性標題，最後參照製作

腳本為各段落下達標籤。 

其中為符合網路影音使用習慣及考慮資料庫運作效率，段落

長度已研擬為四分鐘以內，若遇內容較多、長度較長而無法以四

分鐘為段落時，則切割為上下集。另外，各段落影片之檔名配合

資料庫儲存方式則以英文及數字組成，如 94年度公視科技萬花

筒第一集第一個段落標示為「94_PTS_kaleido_001_01」。 

工作內容將製成「影音素材剪輯表單」，紀錄內容包括製作

公司、節目名稱、各集檔案名稱、影片長度、剪輯段落之 in點

及 out點、段落之描述性標題及段落分類標籤，範例如下表： 

 

公視   科技萬花筒         第 2 集 

檔案名稱 標題 影片長度 
Time code & 模組名稱 

（段落描述性標題） 
段落分類標籤 

002_揭開基因的

奧秘_基因

醫藥生物科

技_下.mpg 

科技萬花筒 00:26:46 

12:11-14:45 

94_PTS_kaleido_002_01 

樹突細胞的抗癌原理 

免疫,癌,樹突細

胞,中研院,生醫

所,楊文光,T 細胞 

表 4-1影音素材剪輯表單範例 

     

此項工作將統一由兩位計劃兼任助理進行，其中決定影片段

落與描述性標題雖無法建立制式規格，然為求影片分段具有模組

功能且準則相近，將由計劃主持人以教育訓練及與兩位兼任助理

充分溝通、建立共識來達成品質管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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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整理如下圖： 

 

 

 

 

 

 

 

 

 

 

 

 

 

 

 

 

 

 

 

 

 

 

 

圖 4-3 內容分類 SOP 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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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音裁切 

影音裁切將由工讀生經基礎訓練後著手進行，依照兼任助理

所製作之「影音素材剪輯表單」將各集影片分段裁切。 

此階段工作重點在於維持各段落的完整性，因此必須在每一

段落完成剪輯後立即檢視影片的開始(lead in)與結束(lead out)是

否完整，若否，則重新進行裁切並將 in 點與 out 點微調至毫秒單

位。完成剪輯之影片亦將由兼任助理每週進行抽檢以確認影片裁

切無誤。 

工作流程整理如下圖： 

 

 

 

 

 

 

 

 

 

 

 

 

 

 

 

 

 

 

 

 

 

 

圖 4-4 影音裁切 SOP 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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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音轉檔 

   此階段工作在將已完成裁切之影片利用轉檔軟體轉換成 wmv

格式之檔案。轉檔格式以維持高品質影音為原則，已定為解析度

640x480、編碼率為 Broadband NTSC 700kbps。 

為避免轉檔過程發生錯誤，單個檔案轉檔完成亦需立即檢查

影片是否完整，包括影音是否可正常播放及段落長度是否正確。

完成轉檔之影片另由兼任助理每週一次進行抽檢再次確認影片。 

    工作流程整理如下圖： 

 

 

 

 

 

 

 

 

 

 

 

 

 

 

 

 

 

 

 

 

 

 

 

圖 4-5 影音轉檔 SOP 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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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組上傳 

此階段

工作在將已

完成轉檔之

影片上傳至

內容素材資

料庫平台，工

讀生需對照

「影音素材

剪輯表單」將

檔案上傳至

資料庫平

台，包含鍵入

影片的描述

性標題及標

籤。 

為求上

傳效率及避

免工讀生鍵

入標籤時發

生錯誤，「影

音素材剪輯表單」已由兼任助理依據資料庫平台檔案上傳之規範

製作，工讀生僅需複製及貼上影片的描述性標題與標籤，降低發

生錯誤之可能性。 

    此階段品管工作將詳述於後，工作流程則整理如下圖： 

圖 4-6 模組上傳 SOP 流程示意圖 

6、線上檢視 

   已完成上傳之影片將透過兩種方式進行品質維護與管控。首先，

針對批次上傳完成之影片，工讀生需立即於線上檢視影片是否正

確顯示於網頁上且可正常播放；另外，兼任助理仍以每週抽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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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除了再次確認影片可正常運作外，亦將針對工讀生已完成

上傳之影片內容進行搜尋檢測，視各影片是否可被準確找出，以

確認影片的描述性標題與標籤皆被正確鍵入。 

   工作流程整理如下圖： 

 

 

 

 

 

 

 

 

 

 

 

 

 

 

 

 

 

 

 

 

 

圖 4-7 線上檢視 SOP 流程示意圖 

三、作業時間概估 

本研究的影音資料來源主要是根據科普傳播內容產製刊播

補助計畫而來，統計九十五年與九十七年結案之科學傳播內容媒

體試製方案，共補助科學新聞報導、科學教育影片、電視科學節

目等三類，累計有廿九家受補助單位。目前九十五年度補助的影

音總長度約為六十八小時，九十六年補助的影音總長約一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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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九十七年截至一 00年八月三十日，完成結案之補助則為十

六小時，累積起來長度共一百八十四小時。 

 目前依據所規劃的切割作業流程來分析，從資料匯入到影音轉檔

需要一比一的時間；內容分類與模組區別工作需由兩位兼任助理

同時進行，需要一比二的時間長度來進行；由模組切割作業也是

以一比一的時間進行；在轉檔、上傳、以及檢查等工作，基本上

也是一比一的時間進行。所以綜言之，整個作業時間最多會是原

節目長度的五倍。換言之，要模組化目前結案之科普節目所需作

業時間共為九百二十個小時。 

表 4－2 影音模組化工作時間分析表（以一小時節目為例） 

主要工作項次 工作內容 倍率 工作時間 累計時間 

資料匯入 
檢查節目影帶與文件 

資料編碼並貼上標籤 

1:1 1Hr 1Hr 

影音轉檔 

原始影像數位化 

檢查轉檔後資料的完

整性 

內容分類 

兼任助理分別觀看影

帶內容，並紀錄

內容 

1:2 2Hr 3Hr 

模組切割 

依照決定好的 TIME 

CODE進行模組切

割 

1:1 1Hr 4Hr 

影音轉檔 轉成壓縮ＷＭＶ格式 

1:1 1Hr 5Hr 
模組上傳 

將模組化的檔案上傳

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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