數位互動跨媒體—國際合作案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Transmedia
計畫內容：
一、計畫背景：
1. 數位科學傳播的新課題：
（1）數位時代，科學傳播環境的變化：
近年網路、移動媒體與互動科技興起，人們透過 3G 手機、平板電腦、通信與無線寬頻網路、
視訊辨識、數位電視、互動多媒體光碟、遠距多媒體教學系統….等新科技媒介接收訊息的機會
大增，電視已經不是主要的訊息管道。綜合多項研究結果顯示：1993 年台灣民眾傳播消費行為
中，透過網路接收訊息所佔整體訊息接收比仍低於 1％，至 2004 年則迅速攀升至 26.8％；2006
年，各類媒體接觸率，電視為 94.5％，報紙 45.8％，雜誌 31.8％，廣播 26.6％，網路 39.1％，
戶外媒體 79.9％；2007 年，電視的媒體接觸率較前一年下降 5-8％，網路攀升至 46％，首次超
越報紙的 45％，成為媒體接觸率第二高的媒體。而其中，網路與戶外接觸者的觀眾輪廓為青年、
壯年、學生、工作男性、中高教育程度族群，並且是成長最快的媒體；而電視觀眾輪廓則為年長
者、家庭主婦、無業退休者、整體觀眾為與台灣人口結構相符之高齡化族群。由此可知，網路與
戶外新科技媒體已成為新興蓬勃，並且將是下一代的主流媒體。而這樣的發展情形，與通訊傳播
技術之先進程度呈正相關，亦即西方與媒體科技先進國家之主流媒體將更快速由傳統之電視轉為
網路與其他新媒體。
2009 年的調查報告又指出，全球行動設備銷售雖下降 1％，但智慧型手機則成長 20％。2012
年智慧型手機市佔率將快速攀升至 30％。從歷史發展來看，1994 年開始後的五年，透過 AOL 上
線的客戶方達到千萬；1999 年開始後的四年，透過 Netscape 上網的客戶達到 4000 萬；1999 年
開始後的五年，透過 Docomo 上網的日本客戶達到 3000 萬；而 2007 年上市兩年，iPhone 與 iPod
只花了兩年時間，即達到 6000 萬用戶。2009 年，商業週刊雜誌調查手機軟體商店之產值將從
2009 年的 10 億美元，快速提升至 2012 年的 40 億美元，全球數位內容產業都將捲入此一龐大的
新興市場。智慧型手機飛越性的成長，說明了新一代移動媒體與行動內容的發展，已經成為繼網
路之後，又一傳播的新模式。
網路與手機等新媒體的出現，成為新一代的傳播主流，未來教育學習與生活運用，都將以網
路之數位內容與手機之移動內容為主體。而兩者之互動性與數位敘事功能，亦將形塑年輕使用者
之體驗、學習、探索與交流的傳播新行為，此特別有利於科學知識的傳布和學習。同時，新媒介
的出現也將消彌國家界線。無國界的國際網路，使跨國間的訊息流通變得更為容易；傳統科學傳
播由歐、美、日等大國主導的現況或有改善之機會。而對應於此一發展，一種新的敘事方法、新
的傳播媒介平台、新的節目編寫技巧、新的表現手法、新的互動技術、新的科學傳播知能也因此
誕生，它將全面改變現有的科學傳播態勢，也改善國內傳統科學傳播較難觸達年輕學生或推向國
際的現況。
（2）數位傳播的發展：
媒體數位化的發展，從 1981 年微軟（Microsoft）贏得了替電腦巨擘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設計作業系統的合約開始，此舉不僅讓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和保羅艾倫成為
年輕的億萬富翁，也使得電腦從大型機器開始往個人電腦發展，個人化的電腦應用使得電子資訊
產業從此成為產業新寵，「數位」（Digital）也逐漸成為新穎時尚的重要名詞，電影學者 James
Monaco 在 對 電 影 與 媒 體 的 年 代 大 事 記 中 ， 便 將 自 1981 年 之 後 稱 為 「 數 位 世 界 」 （ 1981Present：The Digital World）（Monaco，2000）
「數位化」從 1981 年被定義至今，其角色日趨複雜化，也從高技術密集的科技產業與商業
應用中涉入媒體的範圍， 從數位電影、電腦動畫、數位電視、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網路空
間與網頁設計、互動裝置到電玩遊戲，各式各樣的媒體都可以看見電腦與數位科技著墨的影響，
媒體的種種結構也在之中產生異變。廣泛地說，這股趨勢的總和就是所謂數位化的「新媒體」
（new media）。
1

根據 Price Waterhouse Copers 研究公司針對全球娛樂與媒體市場所做之分析，至 2011 年
時全球娛樂與媒體市場規模可達 67 兆元，2006 年至 2007 年間複合年成長率為 6.6％；若扣除
「傳統」方式，2006 年利用數位化、網路化等新型態銷售之產品與服務合計市場規模近 6600 億
美元。規模之龐大實已超越大多數的全球重要「硬體產業」。在國內，數位內容產業從 2003 年
至 2007 年累積總投資已達 616 億元。國際合作金額也累計超過 100 億日幣。而隨著數位內容平
台技術與產業價值鍊的變化，全球數位內容產業有：1、內容產品從傳統銷售通路移轉至數位化
通路之發展；2、內容軟體經營型態與商業模式的多樣化；3、技術不斷創新產品朝國際化發展；
4、異業進軍數位內容；5、管制與法令規章的調整等等趨勢。
（3）數位傳播用於學習的特性：
數位科技的發展，造成知識社會的急速轉變，在知識社會中，知識工作者要如何自我學習，
快速培養自身的能力與素養，決定了知識工作者的競爭力。科技改變了學習與教育的方式，數位
化的學習方式，成為未來資訊社會一個嶄新的學習模式。
數位學習乃是以電腦等終端設備為輔助工具，進行線上或離線之學習活動，學習對象包括企
業、學校以及個人等廣泛大眾。藉由數位科技降低學習之時間與成本，可以有效提升企業員工或
學校學生的學習效率，亦可轉化以知識為中心的概念，讓學習者透過各種數位管道進行知識交
流、分享，使學習達成有效之擴散。
（4）數位傳播的國際化特性：
90 年代網際網路成為一波改變媒體面貌的新媒體趨勢。網路從早期的文字溝通模式到近年由
於頻寬與容量的快速增加，多媒體的介入讓網站設計成為一項新的藝術，同時快速傳播的能力也
為藝術發表創造了一個全新的可能性。網路本身擁有無國界的傳播能力，這一個特性使得網路在
經濟與文化上已然完全超越了傳統媒體，此外網路藉由各種程式語言的撰寫與電腦終端的配合，
同時也具有人機互動的性格，再配合上全球資訊網、多點連接的能力，網路也能夠成為人際互動
溝通的新工具。同時具備了諸多文化、商業、藝術與傳播上的想像空間，讓網際網路成為數位新
媒體時代最具普及性的成員，在網路的世界裡，每一個人都將是主角，網路成為最具國際性與創
造力的一個時代象徵。
（5）數位敘事運用在科學傳播：
數位敘事與傳統敘事的最大差異在互動模式，互動提供了傳統科學傳播敘事一些新的述說效
果，而演申成為數位科學傳播敘事。唯，數位科學傳播敘事將因其內容類型、以及設計所需，而
有不同的互動程度。Aarseth(1997)與 Ryan(2006)以兩組二元元素所界定的使用者與文本的關係
來分類互動敘事的類型：一、探索（玩家指引故事的開展，但其行動無法改變敘事世界）或本體
(玩家的行動決定敘事世界的發展) 互動；二、內部(玩家化身為敘事世界內部成員)或外部(玩家
在敘事世界外部觀察或扮演敘事世界的「神」)互動。藉此，我們可以區分不同互動敘事與不同
科學傳播內容間的關係。
首先，數位敘事可分為探索互動與本體互動。以科普內容為例，探索互動之使用者可開啟一
個科普故事，但無法改變其預設內容，使用者居於其外探索其內之內容（類似一個科學資料庫網
站，科普內容分類點選呈現，達成科學知識的尋查）；而本體互動則指使用者操作一個科普故
事，並可參與改變其內容結果；亦即使用者不僅選讀其中內容，也參與其中內容的產生（類似一
個線上科普遊戲，科普內容透過網上互動，達成科學知識的相向傳遞）。
數位敘事也依照使用者的參與情況，分為內部互動與外部互動。內部互動的狀態下，使用者
化身為一個科普故事的內部角色，選擇角色扮演，建立較高的參與（此種狀態下，內容結構需加
入幾個角色，提供使用者選取，可增加想像或實質的互動，或形成類似線上遊戲，使用者與使用
者間互動的效果，此種功能，有助於科學體驗）。而外部互動的狀態下，使用者在一個科普故事
外部，觀察該故事的內容發展，並不作為其中角色或改變其內容。此種模式之製作難度較低，但
參與感也相對較低。現下年輕使用者慣用網路上各種角色扮演之功能（例如 Facebook, MSN,無名
小站等），無角色參與之設計，可能較無法吸引其涉入。
上述之互動模式，以及與科學傳播敘事之關係可用下圖表示：1.科普互動遊戲（例如科普知
識闖關遊戲）最適合製作成一個同時具備改變內容（本體互動）與角色參與（內部互動）功能；
2.傳統科普影視節目既無改變內容之能力，又無角色參與之特質，將該類節目分段重組，轉載於
數位網站中，則接近一個僅具探索互動與外部互動的互動模式，其成本最低，轉製較快，適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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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推廣；3.相較於前兩者，科普虛擬實作（例如網路醫學解剖或科學器材虛擬操作） 適合角色
參與，而故事內容則已預先設定，只配合使用者操作而呈現，屬於居於本體和探索互動之間；4.
科普數位學習（例如地質資料庫與測驗網站）類似科普虛擬實作，居於本體與探索互動、內部與
外部互動之間，而其所需之角色參與（內部互動）之功能又更低一些；5.至於將一篇科幻小說轉
載成數位敘事，則其功能又比科普影視節目的轉載，多一些改變故事內容的可能性。
科普內容具有高度數位敘事化的潛力，而數位科普敘事更具有高度的教育與學習發展空間。
它使過去被動的學習化為主動，它使過去有限量的線性知識內容改成大學習容量的非線性內容，
它也改善了跨國傳播的難度，使國際間之推廣與交流變得更為可行。本計畫即在透過國際合作、
知識移轉、個案實驗，以累積數位科普傳播的產製知識與經驗，作為推動國內數位科普傳播的基
礎。
二、數位敘事理論背景：
新的數位媒體陸續出現，改變了傳統媒體的傳播途徑；數位內容串流在這些媒體平台間，也
顛覆了傳統閱讀和觀賞的習慣。然而，新的內容生產方式是否因此而出現？或我們仍然只是將舊
的內容重新轉製，並且不斷在轉製過程中，失落訊息或遭逢困擾？內容產業的工作者能不能設計
一種新的創作與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在創作初始，即照顧到不同傳輸平台上的表現需要，
並且依照其特質，開發出元素或許相同，但文本不同的產品？舉例來說，一件敘事（一個故事、
一組生活資訊…）是否可以拆解成為更基本的敘事元素，並且依照不同平台之需求，各自組裝成
為不同的敘事作品？設計這種新的數位敘事產製模式，需要先回答幾個問題，第一、數位敘事的
本質是什麼，和敘事的基本元素是什麼，如何拆解與儲存；第二、各種平台的特質是什麼、敘事
元素如何依照其特質重新組裝，並且加入其獨有的功能；亦即，說故事的舊技藝如何納入新的媒
介文類與新的媒介特質？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傳統敘事理論與數位敘事理論中，尋求
解答的可能；而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們需要從平台的本質形式與其應用發展，了解產品需要。
敘事理論（narratology）自 60、70 年代興起於法國以來，即迅速發展，並引起各國學者的
廣泛關注。敘事理論的主要功能在闡釋作品，分析由傳播者(及「敘事者(narrator)」到受播(或
稱為對象(narratee)之間的種種溝通狀態，以及敘事的內容；其中，包括了故事、如何說故事、
說什麼(故事) ...。敘事理論從文本，故事，素材三個層面入手，闡釋敘事過程中的諸多要素，
例如敘述者（觀點）、人物（行為者）、行動、事件、場所、描寫、時間、敘述節奏、主題等；
並且，對構成敘述文本的內在（例如結構）、外在（例如互文）機制，與其相互之間的關聯、作
用等進行詳細的闡釋；同時，還對視（聽）覺化與視（聽）覺敘述，敘事的社會脈絡與文化語境
進行考察。當代美國當代文藝理論家 Wallace Martin 在其 1986 年出版的《當代敘事理論》一書
中，直指「過去 15 年間，敘事理論已經取代小說理論成為文學研究的主要論題。」 ﹝1﹞
數位時代媒體服務

媒體平台

非線性
互動
跨媒材

文類

資料庫
共創性
空間行動
空間情境
雲端

資料來源：本計畫執行團隊整理
圖：數位性與數位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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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性

數位敘事理論在敘事理論的基礎上，開始思考傳統敘事方法、說故事的技藝，應如何納入新
的、數位的媒介平台（例如電玩），以及如何納入因此產生的新的媒介文類（例如遊戲敘事）。
早期數位敘事從電玩遊戲出發，學者從中意識到一種新的敘事的形式與呈現的方法已經出現。數
位敘事的技術突破（或呈現之現象）包括了：（1）非線性敘事（Non-linear narrative）: 故
事不再依照線性的直線發展，不再從單一起點出發，並結束於單一終點（例如電影）；而改以多
點透視、多敘事線變化（例如網路樹狀、電玩遊戲的海葵狀…）、非序列性、多軸線、叉題、跨
時空與斷裂故事軸線等結構呈現；（2）互動敘事（Interactive narrative ）：出現互動的述
說與閱讀的過程，讀者可以決定敘事觀點、設定敘事元素的變項（例如角色的設定）、選擇行為
（例如電玩中的行動）影響故事的前進方向、要求敘事者（例如作者）或敘事體（例如資料庫）
依據其條件（例如讀者性別、主題嗜好）改變參數，回饋修正；（3）跨媒材（Cross Media）:
敘事跨越了單一的表現媒材（例如小說使用文字，或攝影集使用照片圖像），改以跨媒材的形式
出現（例如，數位繪本同時使用圖像、聲音、文字；網路同時使用影像、文字、互動技能）；
（4）資料庫敘事（Database narrative）:以資料庫形式提供敘事，而非由作者建構單一的故
事；故事從大量儲存在資料庫中的單位元素（meta, recit），依照人工智慧的自動選取、自動
演算，或讀者選取的方式組合出來，建立出千變萬化的敘事結果（例如 L. Manovich 的 Soft
Cinema）；（5）共創（Creative Common）、故事圈（Story Circle）、社群敘事：出現數位共
創的故事圈(Hartley & McWilliam 2009) ﹝2﹞所稱的；一種以多端點、同時或異時地共創故事
的模式；此一模式改變了單一作者的傳統模式，將說故事帶回到印刷術前的故事形成（例如水滸
傳、源氏物語般的「說部」）形式，以接龍、拼貼、混搭、改寫、否寫、互文、重文手法，建立
數位說部的可能性，作品的本質也成為了一種開放空間與互文源頭(open source)；同時，共創
與故事圈的網絡模式，也建構了一種作者與讀者互為主體，並密切往來的一種新社群，一種虛擬
的親密社群；（6）行動性（Mobility）：前述的數位特性，我們或可統稱為一種數位內容
（digital content）特質，而當行動通訊加入敘事平台，並且提供其空間定位功能（例如 GPS、
Gyroscope）時，敘事（與閱讀）便前所未有地加入了空間的特質（勉強可以比擬的傳統敘事文
本是報導文學或旅遊書），敘事與「此在」(actuel) 空間產生了關連，並且成為敘事的一個重
要元素，一種新的、移動的、漂浮的「行動內容」（mobile content）或行動說故事（mobile
story telling）也就產生。（7）情境性（Situational）：媒體平台的可攜帶性，可移動性，
使其與周遭環境產生親密的連結關係，媒體內容可以因為環境而改變，或稱媒體內容會因著環境
而設計（例如，平板電腦在客廳裡是一具電子相框，在廚房是一台收音機，在廁所是電子書，在
臥室則是數位繪本童書在床頭屋頂上的投影）。（8）雲端（Cloud）：最後，所有的數位內容將
寄存在遠方的雲端設施之中，近端的載具成為輕便、可攜、靈活、有通訊功能的多媒體載具。
數位敘事之所以解構了傳統敘事模式，以及數位敘事之所以出現上述跨媒材敘事、非線性敘
事、資料庫敘事、互動敘事、共創敘事、行動敘事等多種新技術（現象），主要是因為數位化之
後，新媒體擴張與再生了舊媒體資料基本形質，改變過去類比訊息的完整，而代以數位訊息的零
碎的 1/0 數碼。Lev Manovich (2002) ﹝3﹞歸納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本質差異為：「數值
化」（numerical representation）、「模組性」（modularity）、「自動化」
（automation）、「變異性/液態化」（variability / liquidity）與「轉碼」（transcoding）。而其中，「自動化」、「變異性/液態化」與「轉碼」三項差異乃建立於「數值化」
與「模組性」的因素。同時，並非每種新媒體內容都包含這五種差異（或稱技術、現象）。這些
本質差異也不應該被視為數位內容的絕對原則，或各自獨立的原則，他們彼此交互作用。因此，
在思考舊的敘事為何、以及如何被再製成新的敘事時，應重新關注敘事題材內容本身、數位敘事
的新技術，以及新媒體平台的本質。以下再就前述數位敘事的新技術（現象）分項 / 融合思
考：
（1）非線性敘事與互動性：
面對新數位敘事創作，第一需要思考的便是直線性跟非直線性的差異。傳統媒體寫作主要是
以線性的形式進行，強調敘事的時間順序與其結構，要求故事如何在第一幕介紹清楚，第二幕充
分發展，第三幕完滿收尾。這就是順序性、直線性、一段一段、一場一場寫出來的過程。但數位
化以後的平台，非線性敘事成為另一種敘事可能，電影導演或小說作者不能再按照一種武斷的順
序，要求讀者一場一場看下去。過去作者講究的引人入勝的手段，利用懸疑的方式讓讀者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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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去，一氣呵成直到最後結局的方式雖不會被完全淘汰，但會出現一種新的非線性敘事的寫
作，使故事不是按照秩序一場一場的走下去，而允許讀者從 AÆBÆC,或從 CÆA 多種順序發展下
去。讀者可以走他自己的閱讀路線，而這樣的路線是千變萬化的。舉例來說，一部偵探小說改為
數位偵探小說，那麼，讀者就不再是跟著作者去挖掘事實真相，而是按照作者提供的線索，自己
尋找、自己判斷，讀者成為了偵探本身，每個讀者都可能發現不一樣的故事，數位小說提供這種
多義性，一種沒有固定型態的故事。
美國南加州大學迷城實驗室 Marsha Kinder 教授以電玩與電影為例，說明當代電玩和電影的
差異：（一）電玩敘事的玩家主動參與，電影則鼓勵被動地閱讀；（二）電玩的世界常常抽離真
實，而電影敘事則被設計為再現或影響真實；（三）電玩的目的、規則與結果很明顯地呈現，而
電影敘事則往往模稜兩可。（Kinder；Harris，2002：122）﹝4﹞。這種說法透露出，非線性的
敘事提供了玩家（讀者）的主動參與。電玩的玩家滲透入遊戲的場景，與電腦互動，接收電腦的
指令，思考並且下達（述說）自己的反應；遊戲也隨著玩家的輸入而有所反應，改變了故事情
節、角色行進的方向、與角色的行動。非線性的故事結構甚至提供一種沒有故事本體，故事是在
述說的過程中建構出來的一種新的故事產製模式；亦即，互動電影或電玩從影音數據資料庫選取
素材，建立多種不同的敘事可能，而參與者或玩家進入一個電腦合成的人為環境，在那裡自由活
動，與物體、人物、事件互動，創造了一個唯一又多變的故事文本，此一文本與另一個玩家創造
的文本不會相同。學者 Lev Manovich 認為 90 年代之後的電玩，本質上，已經屬於一種電影形
式，一種稱為互動電影的形式（Manovich，2001；郭家融，2007）﹝5﹞﹝6﹞。
非線性的故事通常由許多微型故事來建構整個故事，每個微型故事構成整個敘事線上的分枝
情節。分枝的節點與節點、微型故事與微型故事間互相串連起的數位敘事，可以「樹枝狀」、
「海葵狀」、「魚骨狀」、「回圈狀」…等非單一線條的結構形成；亦即，一種非線性發展的敘
事結構。然而非線性結構除了做為故事情節、結局外，也可以提供其他方面的應用，例如有回饋
效果的電玩或數位學習的敘事路徑。非線性、多路徑的敘事結構使故事不再集中於單一解釋，也
「不再服務於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對於歷史故事或新聞故事，非線性敘事提供了多
種再現敘事的可能，提供了多條故事路徑，也容納線性敘事所無法容納的大量情節，使故事更豐
富、更多元、更能多角度、完整地解釋故事的世界。傳統數位敘事理論，多半著重於分枝節點與
選擇對情節和結局的「重要性」或是其「不同的窗口所引領的不同視野」，卻忽略了它們原有的
「不重要性」（郭家融，2007）﹝5﹞﹝6﹞；也就是說，數位敘事需要的或許是「那些無關緊要
的分枝結構」。未來在從事數位敘事的文本實驗時，故事本身的複雜度就變得不是那麼重要，相
對地是要替這個數位敘事創造盡可能多的額外樂趣，這些樂趣可能如小遊戲的外部連結、延伸的
個人經驗應用等等。特別是在電玩遊戲或故事網站，這些分枝引誘讀者在文本中漫遊，產生無關
緊要又眼花撩亂的閱讀，甚至是一種「反情結」、「反高潮」甚至「反敘事」的顛覆式想像，藉
以創造故事的多變性、不可預期性、遊戲性，甚或反故事性。這種不受單一敘事詮釋限制的非線
性特質也呼應了後現代文學追求的手法。
（2）跨媒材敘事、轉碼、變異性與視覺介面：
傳統作為基本述說的媒材，文字、圖像（包括照片、繪圖、圖表）、影像、聲音四種形式多
半獨自運用在不同的媒體上。例如，電影使用影像和聲音說故事，小說使用文字說故事，攝影集
使用照片說故事，而繪本則同時使用繪圖與文字說故事。傳統敘事中，不乏試圖借用其他媒體的
技法，用在原媒體上，以創造新的敘事方式（例如日本作家 D 融合了漫畫與小說，寫成「寵物
裝」這類綜合體的漫畫小說），但媒體本質不變，媒材的表現形式也大多保持不變。但電腦與新
數位媒體的出現，將舊的媒體裝入新的平台內，也同時跨越了媒材畛域，提供新的跨媒材表現的
機會。例如，當平板電腦或 iPad 成為閱讀小說新載體時，小說就不在、也不該只能以文字表
現。或當聲音加入電子書時，「說」故事就又收回了「說」與「聽」的可能性。
新數位平台打開了原本各自安分的媒材形式，迫使創作者需要重新思考跨媒材敘事的方式。
同時，數位內容具備變異性，圖像、文字、影像、聲音等各類素材可以藉由各種軟體工具輕易改
變形質。影像可以定格修改成為圖像、圖像可以加上動畫處理，成為影像。數位元素自由在圖
像、影像間進行轉換；而傳統固態文字也可以運用動畫技巧變成動態影像。多媒材元素成為敘事
資料庫中新的、用作後設的基本單位（meta data）；亦即，藉由數位應用軟體非線性剪輯與動
畫編輯、修圖的輔助，讓數位敘事資料庫本身再次出現一個後設的意義。而具變異性的訊息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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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同的媒體平台中，創造了其液態性，類似一種變化多端的液態材料流入不同的容器，產生不
同樣貌的產品。
新的數位容器是什麼？不論它們是手機、電腦、iPad、街頭 LED、LCD…，從可展示的表現介
面（surface）來看，那就是大小不一的光面板空間。面板空間提供了一個多變的敘事平面，它
與一本固定裁切的紙張不同，其中充滿了動態變化的可能性。Manovich 認為，將一部完整結構的
電影擷取其中部分的影格，並做循環播放，再以相同的方法切割其他電影，將每一個原本是水平
線的電影結構分裂，便能重新賦予嶄新意義。在「電腦銀幕的考古學」（Archeology of the
Computer Screen ）一文中，Manovich (2001) ﹝5﹞認為傳統的電腦銀幕（在平坦表面上的三
維透視空間）被「動態銀幕」所取代，多重的、相對化的影像隨著時間而逐步變化。在觀看傳統
的電影時，使用者集中注意力在銀幕所呈現的影像，並忽略銀幕外的外在空間，這種行為乃因為
傳統的影已像將銀幕填滿，銀幕的空間功能即在過濾、區隔與取代不在畫格內的空間訊息。但電
腦銀幕空間創造的是一個流動、動態的空間，這個空間創造的是多重的視窗，視窗與視窗之間交
換吸引著使用者的注意。（Jenkins，1999）﹝7﹞
新媒體的視覺空間成為「介面」，傳統電影中的攝影構圖、場面調度，到了新媒體，變成了
所謂的「介面設計」（Interface design）。新媒體空間是一個多訊息的交替場合，相較於過去
媒體（如電影、電視等等），訊息以一格、一格，連續時間性地交替，利用人類眼睛的視覺暫留
產生連續動作的幻影，敘事在時間與影格的行動中出現並消失，而新媒體的「介面」空間卻是
「單一畫面、多重訊息」。例如，觀察網路介面，其視覺空間就是一系列經由創作者精密設計、
排列組合的資訊系統，有的強調方便閱讀、有的強調設計創意，但它都是一種分散資訊的整合；
其視覺流動是「停格」的，呈現在介面上的是各種選單與選項，讀者需要點選才能進入閱讀介面
底下藏匿的訊息。舊媒體的敘事是時間性（temporary）的，故事在連續的結構上逐一出現；而
新媒體敘事則是資訊空間性（spatiality），一如 Manovich (2002) ﹝3﹞所謂「電影作為訊息
的空間」（cinema as an information space），敘事的推進掩藏在單一畫面裡的多重訊息底
下，經由時間上的暫停（停格）讓讀者點選而繼續敘事的流動。
以空間蒙太奇所建立的共時性敘事其實並非數位時代才有，過去的漫畫已經顯示了這種「空
間蒙太奇」的形式概念；而網路與電腦更具備這種本質，它們利用多重視窗與滾動軸的媒體，揭
示了如漫畫般圖片敘事的新可能性，但又進入一種更擴大的、連續性的空間，像是一部擁有無止
盡畫布的漫畫。在數位領域裡，S. Bukatman 認為傳統的時間線性影像如動畫或電影往往只能限
制住新媒體的發展，不斷地重複於舊媒體的初始本質，但像漫畫這一種一格一格被限制的動作卻
可以被隨意組合拼貼，更類似網路的特徵（Bukatman； Harris，2002）﹝8﹞。當影像的運動隨
著讀者操作視窗上的滾動軸時，影像便從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中被閱讀者釋放出來。讀者做出動
作，在整個影像故事地圖中尋找特殊的空間與時間。讀者主動框住而非沈浸於單一影像，每一個
單獨的元素是一個大敘事中靜止的時間與空間。空間蒙太奇與多媒體編輯讓漫畫動了起來，成為
新的「動態影像」。這種新的、綜合靜態與動態敘事的說故事方法成為新媒體或匯流媒體普遍的
創作現象。當然，將一個媒體內容（例如報紙內容）轉製為另一媒體內容時（例如平板電腦 iPad
內容），靜態與流動敘事的這種轉換性也就成為匯流轉製的重要考量。
（3）資料庫敘事、模組化與自動化：
訊息（故事）被模組化、被切割為小敘事單元，並散置在各分枝結構中，形成散點、多點敘
事的可能時，敘事就出現隨機與自動性。訊息被儲藏在資料庫中，以各種可辨識的欄位註記幫助
爾後的搜尋（retrival）。被適當分類、標籤與儲存的訊息，也將以有意義、有結構的方式被讀
者搜尋、重組出來，建構成為只有讀者本身才能決定的、叫喚出的詞義替換(paradigmatic)與成
文結構（syntagmatic），資料庫敘事也就成為一種多義、多變、非線性呈現的一種故事模式。
資料庫敘事也與自動化敘事結合，自動化敘事的主要目標在「產生敘事的數位方法」而非
「數位敘事的內容」；亦即，提供敘事材料，而非提供敘事成品。例如，為了要有效建立一個互
動性敘事的龐大結構，必須要建立一個角色個性模型（personality model），一個包含定義角
色資訊的資料結構。這些資料結構的模型是長期觀察各類戲劇中的角色行為，所產生的各種角色
心理變數。設計一個角色時，以數字的方式表現角色每一個變數的程度，並且設計一套數學程式
演算法，當每一個角色在故事中相接觸的時候，彼此不同的屬性數據高低會在程式的演算下產生
不同的互動模式，讓角色的互動模式達到符合人性的設計，類似人工智慧運用在敘事之中。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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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角色為參數的模式，特別常見於遊戲電玩之中，遊戲電玩根據玩家選擇的角色特性，給予適當
的行動反應，因此發展其敘事路線。
自動化敘事有一種非人為邏輯的趣味，沒有人知道故事的走向，也沒有一個可固定的故事設
計。自動化敘事除了建構角色個性模型，也可以用其他的故事元素作為變化參數，例如構成一個
敘事組段（syntagmatic）的人物（character）、地點（location）、物件（object）、情境
（situation）、行動（action）、主題（theme）；亦即，M. Rabiger 所稱之 CLOSAT 結構
（Rabiger, 2000: 12）。從故事的構成元素設計故事的組成；亦即，設計一個「故事引擎」，
在電腦資料庫與自動演算法的輔助下，自動化地產生、組裝故事。故事引擎尋找過去敘事的通
則，將之拆解，再利用數位科技自動化重組，以形成另一個敘事組段，類似一種後設（meta）的
敘事方式。敘事組段與敘事組段再建構成為一個故事，千變萬化的故事。數位敘事透過數位科技
對傳統故事形構法（syntagmatic）的破壞，賦予了故事重生的可能性。
（4）互動性與互文
數位敘事中，互動性是最有別於傳統敘事的一種特質。互動性帶給讀者主動的閱讀權力，或
使讀者與作者共同產生文本。作者的角色在這裡逐漸淡化，互為主體的敘事成為一種可能。同
時，互動性為電腦，帶來了其他媒體沒有或不擅長的競爭優勢。沒有任何的電影、音樂 CD 或是
油畫畫布可以提供互動性，只有電腦，以及那些名稱雖然不叫電腦，但是本質也是電腦的設備
（譬如電視遊樂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才能提供互動性。C. Crawford 認為「互動是一個
介於兩個或更多推動者（agent）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推動者彼此輪番的聆聽
（listen）、思考（think）與述說（speak）」（盧非易，2009）﹝9﹞。互動性提供了後現代
理論中，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優越性，這是其他傳統媒體所不可企求的效果。互
動也改變了讀者作為被動客體的宿命性，讀者成為故事的己者，而非他者。敘事透過互動，完成
了主客體互換的可能性。
「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互動」（interaction） 所指的是兩個不同的觀念，
「互動性」是指電腦與使用者之間的對話，而「互動」則是指人（們）與團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互動性」數位敘事的主軸在設計一套完整而強大的電腦互動機制，產生可以讓讀者與電腦交流
溝通或涉入敘事的各種形式文本；「電腦中介的人際溝通」與「互動」則在利用網際網路，讓電
腦成為一個訊息的轉運中心，而非對話對象。網際網路的時代，讀者在整個傳播敘事體系的地位
大大提昇，產生主動性對話的能力增強。應用「電腦中介人際溝通」為創作手段的數位敘事作品
裡，所秉持的精神又與前述的種種理論思考站在不同的基準。這一類的作者像是舞台設計師，倘
若這個作品沒有人的參與近用，那麼只是一個待廢的空曠舞台，不會是一個有生命力的作品，因
而這一類的數位敘事必須深入網路大眾所熱衷關切的議題，甚至創造議題，秉持網路開放空間、
公共領域的精神讓讀者涉入文本。讀者上傳自己的訊息成為作者，彼此連結閱讀再成為讀者，在
數位訊號光速運行下讀╱寫身份不斷替循環更生；同時，在網路外部性下往更遠的地方繼續連結
其他的敘事。主文本在讀者的涉入產生新文本，讀者相互的閱讀又繼續產生新的文本，超文本與
次文本轉變、延伸的關係在數位敘事中產生無盡的生長，由讀者所撰寫的各種不同超文本在一個
同源的次文本中被引發，產生不斷循環的互文轉換（Stam 著，陳儒修等譯，2002）﹝10﹞。故事
透過文本間彼此無止盡的互文、轉換及演變，故事的起點與終點也就沒有確定的位置。
（5）互動性與共創故事：
數位性還有一個特質，就是共創。過去的電視、電影雖然嘗試共創的可能性，但始終沒有成
功。但未來透過電腦和手機，共創則可能成為常態。事實上，最清楚、最極端的互動性早在 20
年前就出現了，那就是玩家遊戲，電玩遊戲多是由使用者（玩家）說故事。電玩遊戲互動性很
高，它提供幾個角色讓玩家自選，並決定故事怎麼發展。電視互動性沒那麼高，但電視本來就不
需要互動性，因為人們只想懶懶地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從人類後傾 15 度的娛樂需求來看，電腦
和電視究竟是什麼東西？PPTV 該如何設置？拉鋸之間發現人類只不過想後仰 15 度，放輕鬆地看
電視，這是一種看電視狀態。另外一種狀態是電腦遊戲狀態——前傾 15 度的狀態，意思是觀眾
投入在遊戲當中，想要尋找、掌握，決定。因此 PPTV 就要在後仰 15 度和前傾 15 度之間，做最
正確的調整。未來手機可能不斷傳出劇中男主角詢問：我該怎麼辦？結果晚上節目播出時，男主
角果然按照手機用戶的回答做了決定，這樣觀眾會認為：我和電視處在同一個世界。電視台希望
創造這種親近性，讓觀眾感覺自己身在故事裡，觀眾與作者共創了故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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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轉移了敘事的作者權，「網路藝術與傳統藝術最大的差異，來自於作者權
（authorship）的轉移。利用網路強烈的互動本質，網路藝術家在網際空間中架構出一個個舞
台，讓參與者由被動的觀眾角色，搖身一變成為主動的表演者。」（葉謹睿，2003）﹝11﹞數位
敘事者搭建一個空間、繪製一個介面、創造一種情緒、提供一個議題，引發共鳴之後由使用者共
同提供內容，一起將故事完成（郭家融，2007）﹝6﹞。傳統以情節串連的故事也因此需要重新
調整，降低情節在故事中的黏度，使故事建構在一個開放的、可互動、可有機結合的狀態中。
Chris Crawford 認為設計互動或共創故事的方法和傳統創作一個故事不同的是，互動故事創
作者需要創作的是互動「故事世界」（story world），而不僅是「故事」。建立一個互動故事
的世界，必須先忘掉那些將故事黏接在一起的情節，把思考的重心轉回到一個充滿各種劇情發展
可能性的故事世界，選定一個故事大方向要進行的人物、進行的方向，然後探索各種可以跟隨大
方向前進的可能性，這不一定是具高度邏輯關連的情節（plot），而可能是一些獨立，非關彼此
的細節（details）。情節是特定張力下，一個行動所導致的結果，第一個情節的行動結果肇致
下一個情節的開始，而下一個情節的結果再導致另一個情節的出現，情節以因果關係，依照合於
邏輯的順序逐一發生，這樣的結構使得故事缺乏多變性，將故事鎖在一種邏輯可能之下。而數位
敘事擺脫情節環環相扣的限制，以細節相連，彼此不互影響，因此可以顛倒交換，在讀者的互動
點選下，依照不同的細節組合出不同的故事線。例如，電玩玩家所經歷的過程，就是故事細節的
發展過程（Crawford 著，葉思義譯，2005）﹝12﹞。數位故事的建構者於是等於是在創造一個世
界，而故事的講述者是玩家或故事中的人物，在分享自己的親身經歷時，才像是故事的講述者。
在線上遊戲裡，玩家所進入的就是一個互動世界，同一個玩家每次進行不同的故事過程，或是不
同玩家一起進入同一個互動故事世界，所說出來的故事都是不一樣的。
線上遊戲之外，網站的本質是也一個「平台」、一個具有私密性的公共空間，網路藝術只需
要讀者點入網址，即可呈現在讀者眼前，從精神性上來說，網路藝術也可以是一種公共藝術；與
一般公共藝術不同的是，此處的公眾不僅可以欣賞，而且還主動參與創作（葉謹睿，2003）
﹝11﹞。而在電視、電影媒體出現的互動性敘事，則有多種編劇設想出的幾種可能結果；實驗性
的網路敘事作品，則在 HTML5 網路語言的輔助下它提供了一種非線性互動式閱讀的能力，超連
結、互動性、與資落庫結構共同構築了一個不斷分裂的視覺空間分隔的空間，在讀者的點選下產
生與停留在畫面上的影像文字相呼應，以分裂、補充、多重觀點的非線性語言敘說一個影像故
事。
數位新科技搭載著數位化之後的各種文本，透過數位電視、數位機上盒、網際網路以及個人
電腦等開枝散葉般的終端進入每個人的家庭、房間，以及最終的目的地—大腦。而從相反方向來
看，個人化敘事（如部落格的興起，以及各種數位影音載具如錄音筆、數位相機、網路攝影機、
數位攝影機、甚至可錄影的手機）則提供數位敘事自由、散漫、無邊無際的敘事創造。數位敘事
輕易穿越過去媒體所受的政治與經濟限制；而網際網路這個新型態的傳播通路，更提供新傳播無
限的渠道。
自製的數位敘事文化，提升了敘事文本的數量與可見度，越來越多個人將瑣碎的故事放在網
路等數位頻道。「我們每一天都可以創造具有立即性效果的歷史。」S. Makhmalbaf 稱這種立即
性為 Visual Journalism （Makhmalbaf，2004：198）﹝13﹞數位敘事實踐了多聲源的故事述
說，類似傳統「說部」文學說的多作者形式，一種「眾聲喧嘩」的敘事世界。
(6) 行動敘事與行動內容：
GPS 將傳播推向了第三世界。第一個世界是傳統的大眾傳播時代，電視、電影分得很清楚，
故事是簡單的、單向的；第二個世界是數位時代，互動的、非線性的資料庫敘事；而第三個世界
則是開始行動起來，故事與空間產生關係，故事因為空間游動而產生變化。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的內容，放在任何地方接收、閱讀都是沒有差別的，就像是過去在哪一家電影院看的同一部電
影，其內容都是相同的。但新的行動內容，觀眾在哪裡，與觀眾接收的資訊開始產生重大關連。
不在特定的空間裡，觀眾無法接收這樣的訊息；或同樣的訊息，因為觀眾所在處的不同，而產生
不同的意義。過去的文學只有一種類型具有行動空間的內容意義，那是旅行書寫，意指讀者看到
的內容跟他所在的地方是聯繫在一起的。羅曼史電影和言情小說不管在哪裡閱讀都是一樣的浪
漫，但未來的小說如果放在 iPad 上，其上所顯示的情境或許就在讀者身邊，或每個讀者因為其
GPS 的定位，會出現同一故事不同場景的情形。這時，資訊和讀者所在的位置是對應的，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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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產生了意義的連結。手機也是高度空間性的媒體，手機訊息的 push in 或 pull out 功能，
可以設計使用者在到達特定地方時，周邊的資訊會自動送入，（例如抵達東京機場，手機就告訴
呈現周邊的新聞或生活資訊）。也可以這樣設想以後的新聞不再是時間問題，而是空間問題。也
就是新聞不在是何時發生的事情，而是何地發生的事情。不在讀者關心的地區所發生的事，對這
個讀者來說，就不是新聞。資訊的選擇或資訊是否成為一則新聞，是由讀者和他選定的空間決定
的。如果未來我們對世界發生的事情是與我們和該事情的距離相關，那麼，具有空間性的媒體，
例如手機和平板電腦就會成為新聞的主要接收載具。CNN 如果沒有預測到這種趨勢的話，未來就
會變成舊媒體。
行動敘事的主要特質在於移動載具與 GPS 的空間定位因素。當固定敘事轉化在各種移動媒
體上，以及運用在各種不同的空間場域時，此一故事將發生什麼本質上的改變。例如，固定的電
影故事傳輸到移動的手機中，或互動的街頭移動電視時，故事情節與移動又互動的載具、環境發
生什麼關係？因此，漫遊城市時，使用者如何透過手機、街頭電子看板、電子地磚、電子玻璃
窗、公車電視、空中雷射，看見、或聽見發生在每個角落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故事。加入這樣的空
間變數，如何提供故事一種新的說法？而移動中的讀者如何參與這些故事，改變這些故事？或讀
者觀眾是否可以手持手機，藉著實際移動，參與城市某個角落正在進行的集體數位遊戲或一個社
會行動？行動敘事的可能性，將使敘事這件事，開展出全新的時間與空間可能性。
行動敘事是較晚出現的形式，行動敘事隨著 Apple 推出 iPhone 與其運用軟體 App 後，人
們才意識到數位內容的終站事實上應該是每個人最貼身、且最常留駐的行動手機上。智慧型手機
的迅速發展，使得行動內容不在侷限於傳統的影音服務內容，數十萬個應用軟體，將手機轉化為
可攜帶的電腦和網路，而其空間定位能力、陀螺儀方位辨識、和尚未充分開發的擴增實境功能，
更將數位內容帶到全新的實感空間之中，將資訊與空間意義完整的連結起來。智慧型手機上的流
行軟體，例如 WhatsApp Message、Tap Tap Tap Camera+、360 Panorama、Todo、Papago!、
Memory Doctor、Gift Plan、Grindr X、SuperKeyboard、JetPlurk、iShow Photos、IM+Talk、
MotionX GPS、Sleep Cycle、Calorie、eREAD isoshu、Reeder、HitHot Taiwan、
FingerPiano、Pocket Karaoke…，提供了從遊戲、影像繪圖、地圖、生活應用、社交、旅遊、
新聞、教育、到閱讀…千變萬化的功能，而其創新敘事的空間也較過去數位媒體更新、更寬廣，
更具原創的可能。
當媒體可以穿梭移動，媒體不再只是內容，也同時是一種情境、一種空間。空間、行動、情
境之間產生高度的連結性，例如：使用者今天在家工作，必須向老闆報告查找到的訊息，但因為
要照顧小孩，沒有多餘的時間閱讀，此時網路上的訊息內容如能透過收音機播放是最理想的。把
小孩送上學後，突然需要如廁，卻不能把電腦、電視機搬進去，因此雜誌又成為理想的媒體。這
種狀況下，一種能適應多種環境，並且可以提供多種媒體功能的行動式載具就成為一種理想的情
境媒體。平板電腦（例如 iPad）就達到這種情境媒體、情境內容的功效。使用者獨自一人在家
時，平板電腦可以提供從電子相框、收音機、MP3、電玩機、電子書、小型電視…的複合功能，
而重點是它具備高度的可攜性與移動性，使的它的情境角色可以不斷變化。也就是媒體會跟著我
們的情境需求而改變，我們無需作出改變，而是媒體隨著我們的需要而改變。
手機、平板電腦、或未來可能出現的其他行動影音設備，將成為「觀看世界的窗口」，這些
新媒體日益強大的溝通、資料搜尋、娛樂、拍攝與播映系統、改變了我們觀察、認識世界的方
式，成為另一種眼睛；同時，隨著社群聯繫、感知功能辨識，新媒體甚或將延伸成為我們身體的
另一種超強能力的感官。此同時，數位科普傳播也將隨著數位敘事的急速發展而產生變化。科學
學習具備的互動性與資料庫性，更增強了科普傳播邁向數位性的需要。未來，科普傳播將建立在
數位敘事的資料庫百科性、互動學習性、非線性使用者操作，以及更豐富的圖文影音跨媒材的表
現性。而數位科普傳播也將進入跨媒體性，在電視、網路、手機、平版電腦等多種媒體平台上展
現。本計畫之目的即在試驗數位化，跨媒體性與數位敘事性的科普傳播製作。
三、計畫內容（第一、二年工作計畫）：
1.理論與技術方法的建立
（1）理論建立：
A.文獻研究、知識資料庫與訊息網站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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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構完整的數位敘事理論基礎，本計畫案在計畫前期一年（數位互動跨媒體—國際合作案
(96-2515-S-004-005-)）（2007/12-2009/5），即建構台灣數位敘事者網站
（www.digitalist.nccu.edu.tw），建立國內外，科學傳播以及數位互動跨媒體相關文獻與資訊
的交流平台。網站的內容包含了大量國內外有關數位敘事的論文、書目和期刊資訊；網站中同時
也提供了國內外在互動敘事領域上發展較成熟、並極具創意的互動多媒體網站的連結。本計畫第
一年延續前期的工作，繼續蒐集國內外有關數位敘事的文獻資料，並蒐羅國內外具參考價值之互
動多媒體網站，藉以提高科普人才在網站製作的視野、並豐富創作的想像。（參見表一：數位科
學傳播理論建立工作簡表）
除了文獻的蒐集外，網站中也定期更新數位化發展中各個媒體平台，其中包括了手機、固
網、無線網路、定址電視、數位電視、無線數位電視等之最新科技與產業動態的報紙內容，目前
已累積了總共約 200 多筆的資訊量，並持續豐富其資料量。參考文獻的部分，已擴增日本方面約
40 則的相關資訊，並繼續擴增韓國、歐洲方面的資訊，進行文獻的摘要及翻譯，並將相關連結置
於網站，以這些發展較成熟的國家為借鏡，延伸資訊的觸角，豐富數位敘事理論的內容，建立完
整而全面的知識基礎。（參見表一）
B.教學材料庫建立：
台灣數位敘事者網站中，同時收錄了本計畫前期一年為期 16 天的南加大工作坊授課內容，
並以影音檔的形式置放於網站中，利於使用者觀看以及學習。並新增了計畫第一年（數位互動跨
媒體--國際合作案(II)(III)(98-2515-S-004-003-MY2)（2009/06—2011/05）與南加大合作開設
之暑期進階工作坊和國際研討論之全部教學內容與筆記；同時，本計畫逐年開設之研討會、專題
演講、校園巡迴推廣推廣等教學交流內容也收錄於教學材料資料庫中，以建立一個豐富的教學支
援系統，有效協助未來教育課程的推動。其他相關教學資源，例如相關之學術演講、座談會等活
動、亦或最新軟體 Flash、AfterEffect、File Maker Pro 或 Storyboard Pro 等軟體教學的影音
資訊或網站也都將盡可能連結在本網路中，以提供台灣數位敘事學習者一個資訊完整、觸角廣布
的數位敘事資料庫，成為數位科學傳播的交流平台。（參見表一）
表一：數位科學傳播理論建立工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數位科學傳播
中、英文文獻
、資訊蒐集筆數

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網站 38 筆
書目 136 筆
期刊 105 筆
報紙 200 筆
論文 118 筆
網路文獻 20 筆
影音檔案 20 筆
日本文獻 20 筆

網站 52 筆
網站 20 筆
書目 206 筆
書目 80 筆
期刊 210 筆
期刊 100 筆
報紙 458 筆
報紙 200 筆
論文 151 筆
論文 30 筆
網路文獻 42 筆
網路文獻 20 筆
影音檔案 38 筆
影音檔案 20 筆
日、韓、歐文獻 66 日、韓、歐文獻 30
筆
筆
理論建立人才培育 傳播背景助理 6 名 傳播背景助理 6 名 傳播背景助理 6 名 傳播背景助理 10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名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2）國際合作教學：
A.國際合作教學工作坊：
透過「國際交流合作」與「產學合作」，引進數位互動超媒體知識與技術，同時達成「科普
傳播尖端技術研發」、「科普傳播核心人才培育」與「互動性科普影片與內容研製」之多元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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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院電影學院（School of Cinematic Arts）之「迷城計畫」實驗室
（the Labyrinth Project）進行長期學術與實務合作， 計畫第一年（2009/6）之 8 月舉辦「數
位科學傳播：互動敘事進階工作坊」，本年的工作坊從計畫前期所培植並獲選投入產製的「寶花
製作公司」為進階輔導對象，開展為期 14 天的交流，擴大業界與學界之數位敘事基模，培訓之
具初階基礎的傳播與科學領域的學生，以媒合學生和業界人士，促成產學合作、課程與實習並
進，創造學生就業機會，培植國內數位科學傳播種子人才之效果。課程內容以受輔導廠商寶花公
司所獲遴選投入正式產製之企畫案為主要討論教材。透過此一企畫之深入討論與修正，得到南加
大實質技術指導，並借用國際經驗提升我國數位敘事製作水準，並提昇我國作品至國際水準為目
標；其他學員則從此案例中，學習互動敘事的進階知能。（技術學習之工作與預期成果參見表
二）。此次工作坊之學習主題為：數位敘事之想像、計畫、標準作業流程、視覺介面設計與藝
術、多媒體資訊處理、互動運用、介面與資料庫、資料庫程式語言、行政規劃、預算執行等層
面。
本計畫除主要與美國南加大迷城實驗室合作外，並推廣與其他先進國家之交流觀摩。計畫第
一年，即透過駐日研究助理（日本一橋大學博士生）調查日本數位內容教育發展情形，瞭解日本
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研究所為此一領域之先導學校，並接洽創設該所之管啟次郎教授進行交流合
作。經過雙方兩次教師互訪，以及長達近一年的討論與規劃，訂定中日兩校之學生，針對數個特
定主題來實驗數位內容作品，以類對話形式進行交流。主要合作對象為該院研究生，以及本計畫
研究助理群和計畫內之「數位敘事工廠」實驗課程之學生。雙方除透過 FACEBOOK 平台建立對話
廣場，並已於 2009 年 11 月 13 日，由明治大學的管啟次郎、倉石信乃教授先行帶領學生 Keiko
Hatakenaka 和 Kozue Takanashi 前來政大進行作品發表，並訂定合作計畫，2010 年 5 月明治大
學 17 位師生再度來台參加台北工作坊，此次台方有 25 人參與，雙方進行五日數位共創，完成六
組作品。2010 年 7 月，24 位台灣師生赴日本東京參加工作坊，東京工作坊計算有日方 20 人、台
方 24 人進行七日數位共創，完成六組作品。
除日本明治大學外，本計畫亦積極邀請亞洲各大學院校加入數位敘事研究合作。2010 年 6 月
泰國朱拉隆功大學 4 名美術與應用藝術學院學生訪問政大，進行協同創作。香港浸會大學於 2011
年加入。2011 年 5 月，本計畫於台灣溪頭舉辦大型數位創作工作坊與國際學術研討會，參加學校
有：美國南加州大學、日本明治大學、泰國朱拉隆功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與國立政治大學等五
校，共計十三國籍之師生於溪頭進行一週之研討共創活動。（作品請參考：
http://imaginasia.nccu.edu.tw）
歷經三年的努力，本計畫結合了五國大學合作，並持續舉辦學術研討與創作交流活動，本研
究計畫雖已於 2012 年 5 月 31 日結束，但仍參加今年 8 月於日本青森舉辦的工作坊。藉此國際教
學觀摩與合作機會，相互學習彼此之數位內容學程的發展，刺激台灣學生對不同文化、思維，以
及不同媒材之創作作品的想像。

南加大暑期進階工
作坊人才培育

日本明治大學
（2009 年 10
月）、泰國朱拉隆
功大學（2010 年 6
月）參與國際數位

表二：數位科學傳播理論成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傳 播 背 景 學 生 12
傳 播 背 景 學 生 16 南加大教師參加本
名、助理 3 名
名、助理 3 名
計畫合作舉辦之科
科學背景學生 3 名
科 普 節 目 製 作 企 普國際研討會與工
科普節目製作企
畫、編導 12 名
作坊
畫、編導 12 名
2010 年 7 月，東京
工 作 坊 。 日 方 20
2009 年日本師生來
建立交流合作
人、台方 24 人進
訪交流
行七日數位共創，
完成六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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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無

2012 年 8 月，青
森工作坊。

97 年國際教學工作坊實況

敘事合作計畫
http://imaginasi
a.nccu.edu.tw

2010 年 10 月，台
2010 年雙方各 20- 北/曼谷工作坊。4
-25 名師生互訪觀 名朱拉隆功大學美
摩教學
術與應用藝術學院
學生訪問政大進行
協同創作。
2011 年 5 月，溪頭
國際研討會與工作
坊。邀請日本明治
2010 年五月，台北
大學、美國南加州
工 作 坊 。 日 方 17
大學、泰國朱拉隆
人、台方 25 人進
功大學、香港浸會
行五日數位共創，
大學等校參與，共
完成六組作品。
五校、十三國師生
於溪頭進行一週之
研討共創活動。

國際合作產製作品 輔導國內廠商擬寫
國際合作產製作品
4 件企畫案，徵選 國際合作產製作品
「福爾摩沙的指
「 福 爾 摩 沙 的 指「 福 爾 摩 沙 的 指
環」完成英文、日
環」進行國際合作 環」件完成中文版
文國際版
產製

「 福爾摩沙 的指
環」 產製中、英
文 版 HTC APP 、
IPAD APP ， 並 完
成全球上架

B.實驗與技術研發：
為磨練本計畫成員之實務經驗，計畫前期一年（2007/12—2009/5）全體師生投入數位教案
開發子計畫，完成「玩影像」數位互動學習網站，並於 2009 年「日本賞」文化教育作品國際大
賽之「生涯教育」組別之 24 個國家 56 支作品中獲選入圍（前五名），研究群於 2009 年 10 月 28
日赴日參加日本 NHK 電視台頒獎典禮，同時觀摩其他各國參賽作品。
本計畫第一年（2009/6），進一步完成「玩聲音」網站，建構了聲音與影像數位互動自學系
統，供大學生上網學習影音傳播的基本知識與技術。此網站已開放全國師生測試使用，並獲得傳
播與資訊科系學生肯定與迴響。計畫第一年並進行「玩影像」網站英文版翻譯，並已於 2010 年 4
月全部建構完成，藉以達到國際科學傳播目的。
本計畫之第二年（2010/6）積極進入行動內容領域，除已於 2010/3 月舉辦 iPhone 之作業系
統技術講習外，並於 4 月舉辦 Google 平台介紹。並於 7 月暑期，開設行動內容製作工作坊，將
本計畫從數位網路內容推向移動內容之新紀元。
本計畫第三年（2011/6）將重心放至數位行動平台轉製實作，結合數位敘事技巧與業界接
軌，研究傳統媒體內容多平台轉製方法與可行性，尋找「一次製作，多平台呈現」的新形態數位
說故事方法。期間多次與各平台開發者會談、諮詢，並於 2011 年暑假期間，派遣三位研究助理
進駐益科科技實習，學習最新應用程式開發技巧，亦企劃「福爾摩沙的指環」iOS for iPad 與
Android 版應用程式。此二版本應用程式於同年 10 月研發完成、上架；12 月完成《數位影音內
容匯流產製之理論與實務》編撰工作，整理數位敘事理論與介紹新科技，分享轉製經驗，提供影
音傳播業界與傳播學界教學參考使用，並以數位型式出版。
C.實驗課程規劃：
本計畫前期累積了國際教學工作坊與教案實作之經驗，並建構教學實驗室、教學資料庫，計
畫前一年（972 學期，2008/02—07）開始於政大傳播學院開設實驗課程「專題—數位敘事工
廠」，將累積的學習成果轉移至正規的課程系統中，逐步建立國內數位科學傳播—數位敘事教學
的基礎，完成以政治大學影音實驗室錄像知識技術為內容，由業界老師帶領學生產製「玩聲音」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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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一年前段（981 學期，2009/08-2010/01）開設第二次「專題--數位敘事工廠」課程，
參加學員多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學生，並以慈濟基金會無償提供之大體醫學教材（「無語
良師」）為題，產製六組不同型態、結構、敘事模式之醫學數位敘事作品。
計畫之第一年後段（982 學期，2010/02-2010/07）以及計畫第二年（991，992 學期），持
續「專題--數位敘事工廠」課程，參與人員從過去傳播學院學生，擴增具備資科背景之數位內容
學程學生，以加強實作技術程度，逐年訓練更多之數位敘事人才，估計每學期可培養 20 為數位
敘事人才投入未來數位科普產業。本計畫以「數位科學傳播」為主題，累積科學、文學作品，由
師生共同逐年增建此一網站，結合科學知識、文學敘事，藝術表現、互動技術，開發一具互動、
科學知識、文學感、藝術表現之數位作品。此課程除與美國南加大進行長期交流外，並與日本明
治大學數位內容研究所師生進行教學觀摩、作品交流等活動，為這門課注入跨文化數位內容產製
的思考。
表三：數位科學傳播實驗課程成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數位敘事工廠課程 傳播背景學生 4
傳播背景學生 10 傳播背景學生 10 傳播背景學生 10
人才培育
名、助理 2 名
名、資科背景學生 名、助理 2 名
名、助理 2 名
網站企畫、設計學 5 名、
網站企畫、設計學 網站企畫、設計
生9名
助理 5 名
生 10 名
學生 6 名
資料庫與程式撰寫 網站企畫、設計學 資料庫與程式撰寫 設計、概念發想
學生 4 名
生7名
學生 8 名
學生 5 名
資料庫與程式撰寫 991 學期之「數位
學生 5 名
敘事工廠」課程：
13 人

D.產學合作規劃：
藉由創新的「專題：數位敘事工廠」課程的舉辦，作為本計畫「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
的基礎。「數位敘事工廠」課程以實作工廠的形式進行，第一期完成「聲音製作教案」，第二期
開始以「數位科學傳播」為題，逐期累積創作一個數位敘事產品。
藉由國際教學工作坊與專題課程的開辦，本計畫逐年吸收、培養人才。每一期課程所招收訓
練的學生都參與該年之國際教學工作坊，同時亦混合編入各產業組內，與業者共同完成工作坊指
定之作品；並擇優介紹參與獲選產製之廠商實習，並進一步爭取就業機會。目前已有畢業之研究
生投入數位內容雜誌之編輯與數位行銷工作。
表四：數位科學傳播產學合作成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產學合作實習
傳播背景學生 15 傳播背景學生 15 傳播背景學生 10
傳播背景學生 10
人才培育
名
名
名
名
科學背景學生 2 名 科學背景學生 4 名 科學背景學生 10
科學背景學生 1
名
名
991 學期之「數位
敘事工廠」課程：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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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人才培育:
本計畫執行之初即系統地藉由一系列相關的學術演講、研討會、工作坊或教案製作等機會，
培養熟習數位敘事理論或互動實務技術的人才，主要包含了傳播、科學領域的學生及助理。從計
畫初期的數位敘事文獻蒐集、數位敘事網站的建構與製作、到南加大工作坊的實際參與企畫、再
到「玩影像 」的製作，此一系列由觀念和理論的建構、到概念的發想與企畫、最後再到數位敘
事理論的具體實踐，階梯式的一貫人才養成，栽培約 10 位各領域的種子學生(參見表十)，豐厚
數位敘事的植被，並為數位時代的科普傳播培育動能。
計畫前期二月開始設之「專題：數位敘事工廠」課程的 13 名學員，在「聲音數位教案」互
動多媒體網站完成後，已陸續參與此一領域之學習；並已有兩位同學畢業，投入數位製作實務工
作。計畫第一年第一學期（981）課程，以醫學知識內容，進行產製，已完成六組數位敘事作
品，藉由不同網站類型進行科普傳播實驗，嘗試以各類型接觸不同目的之網路使用者（遊戲目
的、數位學習目的等），以及不同年齡之使用產製（如高中學生、兒童）。此學期六部作品已參
加 2010 年國際科普傳播會議作品觀摩單元，以及 2010 年兩岸科普傳播研討會。計畫第一年第二
學期（982）課程，增加理工與資科背景成員，本學期作品分為遊戲類型、資訊類型、以及手機
內容，首次嘗試網站外之新媒體（手機等移動媒體）製作。計畫第二年第一學期（991）課程，
培養學生獨自創作與激發個人風格，共產出 13 組數位個人名片作品。計畫第三年第一學期
（1001）開設「專題：數位敘事理論與實務」課程，將教學核心放至新興數位媒體、行動裝置與
新型態數位說故事方式，廣邀各領域業師加入座談，建立學生對於數位敘事的新思維模式。持續
累積的栽培，以及理論與實作的人才，提供本計畫三年工作所需核心人力，並於計畫結束後，成
為第一批投身國內此領域產製的人才。
本計畫持續建構知識庫，舉辦國際工作坊和「數位敘事工廠」課程，每學期課程培育 15 至
18 名學員，至今已培育約六十位數位媒體製作人才，並且共計七位碩士生以數位敘事作品作為畢
業論文創作，取得學位。本計畫三年期，培育 60 位專業的人才，並透過產學合作，引導進入業
界，成為國內數位科學傳播產製的年輕隊伍（參見表九）。
（3）國際合作產製：
A.國內廠商專案輔導與國際合作產製：
從計畫前期之第一年（2007/12-2009/05）與南加大「迷城計畫」合作的暑期工作坊開始，
本計畫已針對國內六家產製傳統、線性的科普節目製作單位，包含寶花傳播的「福爾摩沙的指
環」、慈濟基金會的「無語良師」、視群傳播的「一樣不一樣」、大愛電視台的「發現」、諾耶
傳播的「情緒密碼」以及稻田傳播的「大哉問」進行密集的諮詢輔導。工作坊結束後，計畫主持
人亦就寶花傳播的「福爾摩沙的指環」以及慈濟基金會的「無語良師」進行每週一次的企畫撰寫
諮詢。輔導內容包括理論的介紹，企畫原始材料的分析、重組、互動敘事轉製的研究、可行性評
估、聯繫所需相關技術之業界專家和南加大工程師參與親自諮商或線上答詢….等，並針對未來
國際推廣，進行審慎的設計規劃。計畫前期結束前，輔導兩家業者完成產製企畫書，提交國科會
審核。輔導期間，另有台中市視群傳播透過線上諮詢，亦完成「一樣不一樣」節目轉製企畫案；
以及，諾耶傳播根據其甫完成、即將播出之「情緒密碼」科普電視節目改寫之企畫，亦於時限之
前，完成提案準備。總計，第一年輔導結束時，共計四家曾參與國際教學工作坊之業者完成產製
企畫 -- 寶花傳播的「福爾摩沙的指環」（參見附件一）；慈濟基金會的「無語良師」；視群傳
播的「一樣不一樣」以及諾耶傳播的「情緒密碼」，提交國科會遴選，以協助進行國際合作產
製。
A-1 本計畫第一、第二年受補助廠商專案輔導：
本計畫於第一年與第二年，就獲選之企畫繼續進行輔導。輔導項目包括：舉辦國際教學工作
坊協助產製，協助國際合作聯繫、知識與技術開發移轉、實作諮詢協助、製作完成監督與國際推
廣等工作。計畫進行兩年期的諮詢輔導及階段審查工作。
本計畫於 2009 年 4 月評選出寶花傳播的「福爾摩沙的指環」互動網站為正式國際合作產製
之輔導對象，該作品「福爾摩沙的指環」於 2009 年獲得金鐘獎非戲劇類最佳導演獎之肯定。原
作品為 HD 規格錄製之紀錄片，具有豐富的科學知識內容的傳統線性敘事作品，將重新拆解排列
組合後，以互動非線性網站形式呈現。依照企劃書執行建構網站，完成網站架構規劃、使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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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視覺設計、資料庫後台程式撰寫，在計畫第一年結束（2010/06）完成中文版網站；且於
計畫第二年（2010/07-2011/06）增加英、日文版；計畫第三年（2011/06-2012/05）經由資策會
協助，媒合微軟、益科、中華電信等業界，合作產製行動裝置版應用程式（iOS for iPad 版、
android 版）。該網站於 2011 年 10 月獲得日本 NHK 文化教育影視作品國際大賽 「日本賞」優選
Runner Up，並受邀參加 2011 台中國立科學博物館「十字路口的博物館」國際研討會展覽，獲展
覽競賽首獎。
（1）國際產製輔導
「寶花傳播公司」陸續參與 2008、2009 年所舉辦的南加大國際教學進階工作坊，接受國際
教授輔導外，並每月定期運用電子郵件與網路視訊與南加大的科普數位敘事專家群－Dr. Marsha
Kinder、Dr. Kristy Kang、Dr. Rosemary Comella 等專家進行國際產製諮詢。本計畫團隊每週
均與寶花公司進行製作會議，討論製作進度與品質、並提供知識轉移與諮詢。此外，寶花公司亦
在本計畫之協助下，參與與日本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研究所交流合作，並邀請管啟次郎教授擔任日
本數位科學內容產製的輔導諮詢顧問，以提升擴大國際合作產製作品的國際視野與製作水平。
計畫進行之三年期間持續與南加大保持聯繫，除進行製作階段的國際合作產製輔導，解決製
作技術上的困難外；也藉此交換國際網路媒體發展資訊，建立國際學校間的交流，合作舉辦多次
研討會與實務工作坊。
（2）國內產製輔導
國內科普數位敘事與科普作品產製的兩位專家－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關尚仁教授與張寶芳教
授，定期針對產製中的數位科學傳播作品提供顧問諮詢。此外，本單位依照作品產製階段，另邀
請各領域的專家，如科學傳播、視覺設計、網路資料庫以及跨媒介應用等專家學者，對產製作品
提供技術講習與支援，強化作品之品質，並延伸作品在跨媒介的實際應用，達成跨媒體運用之數
位科學傳播的目標。
A-2 計畫第一年受補助作品專案審查
（1）審查進度
規劃審查工作於第一、第二年進行。每年審查分為三階段。計畫之第一年的審查工作依照規
劃完成。第一年第一階段審查於 98/10/21 執行，邀請台北藝術大學李道明教授、國立海洋大學
李昭興教授、前新聞局副局長洪瓊娟教授、前政務委員、淡江大學林盛豐教授四位學者，針對專
案企畫進行輔導與審查，確認執行企畫之具體內容、執行進度以及製作經費。寶花以簡報方式說
明網站內容規劃、架構設計以及呈現的方法，現場審查委員提問，也對於報告內容給予三項具體
建議：1.確實執行小助教、2.檢視內容的正確性、3.強化互動性(WEB2.0)。
第二階段審查於 99/1/15 執行，參與審查的委員有李昭興教授、洪瓊娟教授、世新大學黃聿
清教授三位，進行執行進度確認。寶花展示階段成果，解說視覺設計之初稿，並報告內容完成率
為 75%~95%，具體說明網站使用流程，且提出創新的「小助教」功能。第二次審查中，評委對內
容分享的版權問題提醒，並對於此次的審查內容表示肯定。通過此次審查後開始進行 FLASH 製
作。本計畫第一年之第三階段審查於 99/05 舉行，並進行中文版作品成品驗收。
規劃審查執行階段

審查項目

預算核發比例

第一階段（98/10/31）
確認執行企畫內容

企畫內容、執行進度、製作經費

30%

第 第二階段（99/01/31）
一 審查期中作品進度
年
第三階段（99/06/30）
驗收該年度作品

製作進度、拍攝毛片、網站製作

40%

作品驗收、輔導建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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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99/07/31）
確認執行企畫內容
第 第二階段（100/01/31）
二 審查期中作品進度
年
第三階段（100/06/30）
驗收該年度作品

企畫內容、執行進度、製作經費

30%

製作進度、拍攝毛片、網站製作

40%

作品驗收、輔導建議

30%

（2）審查過程
各階段審查採公開審查進行，邀集三至五位學者、業界專家共同擔任評審委員。會議時程總
共兩個鐘頭，流程為製作單位先報告 30 分鐘，接著由三位審查委員針對製作單位的報告，各進
行 10 分鐘的審核發言。
B.技術移轉：
數位媒體的高度互動性為其異於傳統媒體的最顯著優勢之一，如何開發並且有效應用新的技
術，創造新的人機互動可能，成為數位敘事工作者的關注課題。有鑑於此，本計畫積極投入新技
術的開發，以「玩影像」的企畫執行為例，在參鑑國外以 3D 軟體製作的互動網站後，便開始著
手尋求可創造類似效果的環物攝影技術，並將其技術應用至「玩影像」網站的可能。在尋求環物
攝影專家協助，並舉辦小型的技術講習後，本計畫與政大圖檔所合作，使用專門的環物攝影平台
拍攝，將 1296 張的高畫質圖片置於 Final Cut Pro 軟體中後製修圖，並套入 FLASH 軟體，成功
製作出擁有高互動性的選單介面。原本單純應用於數位典藏領域的環物攝影技術，不僅有效地增
加了網頁高度的互動性，省去了高昂的 3D 製模成本，並成為將業界技術移轉至學界的最佳範
例。
本計畫在成功開發「環物攝影」技術，並創造出高互動性的選單介面後，未來也將多方開發
技術移轉乃至應用於數位科普作品的機會，例如擁有廣闊視覺特性的「環場攝影」技術的應用也
成為本計畫第二年的主要研發項目。環場攝影可分為兩種：平面圖像的環場攝影以及活動影像的
環場攝影。前者的應用已見於一些國際互動多媒體網頁中，南加大的互動多媒體作品 Bleeding
Through 即使用該項技術。然而影像的環場攝影應用至網站上，在目前技術端，仍存有許多技術
問題待克服。本計畫已於前期邀請此領域的業界專家（如尖端傳播及創影科技）來與本案培訓學
生和輔導廠商，針對此技術之網路應用等議題進行研討，深入分析環場拍攝的基本原理以及輸出
投射的縫合軟體等技術。計畫之第一年，邀請「環場攝影」與「多媒體程式設計」領域的業界專
家協助，開發「環場攝影互動介面」新技術，並移轉廠商運用。
此外，鑑於微軟將以「VISTA」、「觸控互動」技術，以及「神桌 Surface」作為近年來主要
推動產品，數位產業將圍繞此開展，本計畫大量接觸各形式的「觸控互動」技術，並積極引導運
用在本計畫之各項實作或輔導作品中。透過促進環場、觸控互動技術，並進行擴增實境（AR）互
動研究，期能開發關鍵創新內容，製作具國際領先、高度視覺性及互動性的數位科普作品。
同時，本計畫意識到，在 iPhone、iPod、iPad、Google、Windows 積極投入手機與移動傳
播、行動內容領域後，移動內容與手機傳播將成為接續數年數位傳播的尖端競爭領域；因此，提
早接觸移動內容，除接觸蘋果與 Google，瞭解未來作業系統外，也與政大數位內容學程合作，舉
辦工作坊，協助合作廠商與研究群和課程學生提早進入行動科普傳播的世界。並在第三年計畫延
長期間，實作 GPS 與 Goole Map, Google Earth 等平台，產製一個能克服空間、時間限制之全方
域數位科普傳播之作品，使使用者在任何空間地點（例如玉山）均能取得豐富、有趣之資訊與科
學知識。
C.產製/教學成果推廣：
數位敘事等理論目前尚處萌芽階段，然而隨著數位媒體的蓬勃發展，新的說故事、理解故
事、參與故事的數位敘事概念與方法顯得格外重要。因此，數位敘事理論的推廣也成為本計畫執
行重點。在兩次之暑期國際教學工作坊之後，本計畫彙整了理論知識與實作經驗，並與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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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校合作，進行數位敘事相關理論演講與實作成品展示，估計聽眾約 200 人。計畫三年期間並持
續此工作，以推廣數位敘事知識與產製經驗，使數位科普傳播能推及台灣東部、南部的大專院
校。本計畫執行之校園巡迴推廣，包括逢甲、交大、慈濟、中山、成大、臺師大、政大等傳播、
科學相關系所，總計受益學生聽眾超過千人（參見表五）。期望藉此，擴大數位科學敘事的推廣
效果，吸引更多學生投入參與，將本案之成果推廣至政大以外之全國校園。
表五：數位科學傳播成果推廣預計成效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數位敘事
大學巡迴推廣

交通大學、逢甲大 慈濟大學、中山大 政治大學 200 人
學聽眾 200 人
學聽眾 200 人

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政治大學、逢甲
大學、中山大
學、成功大學、
中國廈門大學、
東京明治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等
聽眾約 500 人

本計畫前期（2009/01）已與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辦公室合作，於該案舉辦的 2009 年
科普傳播國際研討會，負責「數位科學傳播 理論與實踐工作坊」單元。
工作坊之第一場，先介紹當代數位互動敘事理論，並發表本案完成之「影像數位教案」，藉
由理論與實踐，研討科普傳播業者於數位時代，說故事的可能新法。工作坊之第二場，邀請兩家
科普傳播業者「寶花傳播」及「慈濟基金會」，分別發表其互動多媒體產製企畫。兩組報告分別
介紹其參與暑期國際教學工作坊之學習心得，以及據此發展之企畫，並接受參與研討之專家學者
的評論意見，以及與會之業界提問，鼓勵同業認識與未來參與此領域之興趣。對數位科學傳播的
推廣有相當正面示範的功用。
本計畫於第一年亦參與 2010 年 1 月 26 日至 28 日為期三天的國際科普傳播國際研討會，負
責組織專題工作坊，提報每年完成之師生研發作品（計畫之數位敘事工廠課程完成之數位科學傳
播作品），以及提報受輔導廠商之作品進度，接受評論指導，並提供業界瞭解本案發展進度，刺
激更多的業者投入參與。並於 2010 年 3 月 22、23 日受邀參加「第一屆兩岸科學傳播論壇」，將
計畫執行之作品展示並進行交流。同時，本案並視研發與輔導需要，於第一年與第二年各舉辦四
場之小型技術演講和小型學術研討會與實務工作坊。計畫之第一年底（2010/12）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與作品觀摩會，作為本計畫之成果展示。計畫第二年三月（2011/03）與科普事業催生計畫
辦公室合辦「2011 年台北國際科學傳播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 NHK（原計畫出席之製片人因
311 當日地震臨時缺席，唯影片仍於現場播映，並深受好評）、韓國 EBS、本計畫合作單位美國
南加大學者、導演與會，發表「福爾摩沙的指環」科學傳播數位資料庫網站。2011 年 10 月獲選
參加 2011 台北國際設計大展，展出台灣首支電視、網路、手機、平版電腦全平台匯流作品「福
爾摩沙的指環」。藉此與國內外數位科學傳播學界、產製界進行交流互動，進一步建立共識，創
造新的科普產製模式，推動數位科學傳播之國際合作。
表六：數位科學傳播成果推廣工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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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年會成果發表

科普業者 20 家
學生 20 名
發表作品 3 件
發表論文 1 篇

技術演講＆
學術研討會

技術演講 2 場

科普業者 20+20 家 科普業者 30 家
學生 20+20 名
學生 40 名
發表作品 11 件
發表作品 4 件
發 表 碩 士 論 文 1 邀請發表作品 6 件
篇、學術論文 2 篇 發表碩士論文 2 篇
發表論文 2 篇
邀稿論文 3 篇
（「2011 年台北國
際科學傳播學術研
討會」）
技術演講 2 場
技術演講 2 場
學術研討會 2 場
學術研討會 2 場

科普業者 40 家
學生 20 名
發表作品 4 件
（ 台北國際 設計
大展）
發 表碩士論 文 1
篇
發 表碩士作 品 3
件
技術演講 5 場
學術研討會 3 場

D. 跨媒體發展研究：
為因應數位媒介整合趨勢，本計畫已於第一年與第二年訪問國內各主要媒介，數位技術研發
機構、學界與相關議題專家，瞭解其現況發展，以及媒介整合之進度，作為未來推動科學內容跨
媒體播映工作規劃的基礎。於 2010/3/30 邀請蘋果公司針對 iPhone 應用程式開發進行演講，4 月
份請 Google 對雲端運算及 Android 系統程式開發演講。計畫執行期間陸續邀請手機電訊、遊戲
電玩、網路、定址數位電視、有線寬頻電視、無線數位電視等主要媒體，以及工研院光電所、數
位內容學院等機構，參與討論未來數年數位傳播整合的發展，以及各媒體匯流後，媒介平台業者
對科普內容之期待、科普內容產製者應如何因應調整等等重要議題。本計畫之第一與第二年規劃
「跨媒體發展研討會」，第三年起以計畫實作成品作為範例，舉辦數場演講與座談，目標觀眾為
國內科普內容產製業者，建立未來科普節目跨媒體產製及播映的知識與基礎。（參見表七）
表七：數位科學傳播跨媒體發展研究成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達成數量）
跨媒體研究
演講 2 場
演講 2 場
演講 1 場
諮詢、演講及研討
研討會 1 場
研討會 1 場
會

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演講 5 場

E. 國外相關單位參訪與合作聯繫：
本計畫已於計畫前期訪問美國南加州大學，建立三年合作之工作內容與模式，並已展開第一
年之國際教學工作坊。計畫前期四月，訪問日本東京大學與明治大學數位內容學系，實地考察日
本在此一主題之作法與成果，作為本計畫之規劃參考，並研究雙方於本計畫三年進行合作之可能
項目，邀請參與第一年底之國際學術研討與作品觀摩會議。計畫之第一年與第二年，則分別參訪
日本、香港相關學校或單位，實地考察兩地在此一主題之作法與成果，作為本計畫之規劃參考，
並研究雙方於本計畫第二年進行合作之可能項目，邀請參與第一年底之國際學術研討與作品觀摩
會議。計畫主持人亦利用本計畫外之其他教學或參訪活動，參觀上海和廈門大學在數位內容與數
位敘事教研工作上的發展。（參見表八）
表八：數位科學傳播國際合作成果簡表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達成數量）
（達成、預計數
（達成數量）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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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12/05
（達成數量）

國際交流參訪

2008/03
考察美國南加大
「迷城計畫實驗
室」數位敘事相關
教研規劃、設施與
成果
2009/04
考察日本東京大
學、明治大學數位
敘事相關教研規
劃、設施與成果

2009/10
考察日本科普作品
競賽，數位敘事相
關教研規劃、設施
與成果

2010/06
考察上海世博會數
位技術展現
2010/07
與日本明治大學交
流
2010/10
赴日本擔任 NHK
「日本賞」國際評
審

2011/06
與上海大學陳犀
禾院長討論合作
事宜
2011/07
與廈門大學黃星
民院長、蘇俊斌
教授討論合作事
宜
2012/04
赴日本交流推廣
2012/05
赴香港交流推廣

四、計畫成果：
本案前期一年與計畫三年之計畫工作項目與工作成果分別以下列二表呈現：
計畫工作項目摘要
工作時程

計畫前期
2007/12-2009/05

工作目標
工作重點

知識學習
國際合作教學
教學成果深化

第一年
2009/06-2010/05

知識深化
國際合作產製
國際合作教學
產/學成果深化
文獻調查與理論研究 理論分析與方法架構

主
要 知識理
建立知識資料庫
經營知識資料庫
工 論建構
建立訊息網站
經營維護訊息網站
作
內
國際合作教學：
國際合作教學：
容
1. 美國南加大國際 1. 美國南加大數位
數位敘事教學工
敘事國際教學進
作坊
階工作坊
國際合
作教學 國際交流合作考察： 國際交流合作考察：
1. 美國南加大「迷 1. 入圍日本 NHK 日
城計畫」實驗室
本賞參展
2. 日本東京大學、
明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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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年
2010/06-2011/05

第三年
2011/06-2012/05

知識推廣
國際合作產製
成果深化
國際合作成果推廣
發表論文與創作報告

知識推廣
行動內容轉製
成果出版
國際推廣

經營知識資料庫

經營知識資料庫

經營維護訊息網站

經營維護訊息網站

國際合作教學：
1. 國際科普學術研
討與工作坊

國際合作教學：
1.國際科普學術研
討與作品觀摩會

國際交流合作考察： 國際交流合作考
察：
入圍日本 NHK 日本
賞參展

教學成果深化：
1. 數位教案試作：
（1）影像數位
教案
教學成
（2）聲音數位
果深化
教案
2. 試辦實驗課程：
「專題：數位敘
事工廠」
3. 編製教案
科普業者企畫案輔
導：
1. 寶花傳播
2. 慈濟基金會
3. 視群傳播
4. 諾耶傳播

教學成果深化：
1. 數位科學傳播作
品實作「福爾摩
沙的指環」互動
資料庫網站
2. 開設實驗課程：
「專題：數位敘
事工廠」
3. 教案數位與標準
化
科普業者作品攝製輔
導：
1. 國際合作輔導諮
詢
2. 國內專家諮詢
3. 技術開發移轉

國際合
作產製
關鍵技術開發與移
轉：
1. 環物攝影技術

關鍵技術開發與移
轉：
1. 環場攝影技術
2. 觸控技術
3. 移動內容技術

國際合作成果推廣： 國際合作成果推廣：
1. 數位敘事校園巡 1. 數位敘事校園巡
迴
迴
2. 科普傳播國際研 2. 科普傳播國際研
討會--數位互動
討會--數位互動
敘事研究報告與
敘事論文與實驗
作品實驗發表專
作品發表單元專
題
題
國際合
3. 第一屆兩岸科學
作推廣
傳播論壇
4. 參加數位科學傳
播主題之相關國
際會議或競賽，
發表論文與作品
5. 數位互動敘事國
際學術研討與作
品觀摩會議

教學成果深化：
1. 數位傳播科學傳
播作品實作「福
爾摩沙的指環」
互動資料庫網站
英文、日文版
2. 開設實驗課程：
「專題：數位敘
事工廠」
3. 建立教學資料庫
科普業者作品製作完
成與推廣
1.輔導廠商完成作品
發表、參與國際展覽
與國內推廣

教學成果深化：
1. 數位傳播科學傳
播作品實作「福爾
摩沙的指環」互動
資料庫 APP
2. 開設「專題：數
位敘事理論與實
務」課程
3. 建立教學資料庫

國際合作成果推廣：
1. 數位敘事校園巡
迴
2. 2011 年台北國
際科學傳播學術
研討會
3. 參加數位科學傳
播主題之相關國
際會議或競賽，
發表論文與作品

國際合作成果推
廣：
1.數位敘事校園巡
迴推廣活動
2. 2011 台北國際
設計大展
3. 2011 台中國立
科學博物館「十字
路口的博物館」國
際研討會展覽
4.參加數位科學傳
播主題之相關國際
會議或競賽，發表
論文與作品

科普業者作品製作
完成與推廣
1.輔導廠商完成不
同語言版本作品，
參與國際展覽與國
內推廣
2.研發轉製技術，
與不同平台業者合
作，建立數位敘事
聯盟
關鍵技術開發與移
關鍵技術開發與移
轉：
轉：
1. 觸控技術
1.觸控技術
2. 移動通訊技術
2.行動平台數位敘
3. 其他新研發技術 事
3.使用者經驗分析
4.其他新研發技術

表九：數位科學傳播計畫前期一年與計畫兩年期各項工作預期成果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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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程

計畫前期
第一年
第二年
2007/12-2009/05 2009/06-2010/05 2010/06-2011/05

計畫延長第三年
2011/06-2012/05

工作目標
工作重點

知識學習
國際合作教學
教學成果深化

知識推廣
行動內容轉製
成果出版
國際推廣

網站 38 筆
主
書目 136 筆
要
數位科學 期刊 105 筆
工
傳播中、 報紙 200 筆
作 知識 英文文獻 論文 118 筆
成 理論 蒐集筆數 網路文獻 20 筆
果 建構
影音檔案 20 筆
日本文獻 20 筆

知識深化
知識推廣
國際合作產製
國際合作產製
國際合作教學
成果深化
產/學成果深化
國際合作成果推廣
網站 20 筆
網站 20 筆
書目 80 筆
書目 80 筆
期刊 100 筆
期刊 100 筆
報紙 200 筆
報紙 200 筆
論文 30 筆
論文 30 筆
網路文獻 20 筆
網路文獻 20 筆
影音檔案 20 筆
影音檔案 20 筆
日、韓、歐文獻 50 日、韓、歐文獻 30
筆
筆

數位敘事
傳播背景助理 6 名 傳播背景助理 6 名 傳播背景助理 6 名
網站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科學背景助理 1 名
人才培育
傳播背景學生 6
傳 播 背 景 學 生 12
名、助理 3 名
南加大暑 名、助理 3 名
美國南加大教師參
科 學 背 景 學 生 10
期工作坊 科學背景學生 3 名
與國際科普傳播研
名
人才培育 科 普 節 目 製 作 企
討會與工作坊
科普節目製作企
畫、編導 12 名
畫、編導 12 名
國際
合作
教學

2008/03
考察美國南加大
「迷城計畫實驗
室」數位敘事相關
2009/07
教研規劃、設施與
國際交流
考察日本數位敘事
成果
合作考察
相關教研規劃、設
2009/04
施與成果
考察日本東京大
學、明治大學數位
敘事相關教研規
劃、設施與成果

2011/10
參 加 日 本 NHK
「日本賞」
2012/04
赴日交流推廣
2012/05
赴香港交流推廣

傳 播 背 景 學 生 10 傳 播 背 景 學 生 10 傳 播 背 景 學 生 10
名、助理 2 名
名、助理 2 名
名、助理 2 名
教學 數位敘事
網站企畫、設計學 網站企畫、設計學 網站企畫、設計學
成果 工廠課程
生9名
生 10 名
生 10 名
深化 人才培育
資料庫與程式撰寫 資料庫與程式撰寫 資料庫與程式撰寫
學生 4 名
學生 8 名
學生 8 名

傳播背景學生 10
名、助理 2 名
網站企畫、設計
學生 5 名
資料庫與程式撰
寫學生 1 名

技術演講
國際
＆
合作
技術演講 2 場
學術研討
產製
會

技術演講 5 場
學術研討會 3 場

技術演講 2 場
研討會 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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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演講 2 場
研討會 2 場

跨媒體研
究
諮詢、演講 2 場 諮詢、演講 3 場
諮詢、演 演講 2 場
研討會 1 場
研討會 2 場
講及研討
會
輔導國內廠商擬寫
國際合作產製作品
國際合作 4 件企畫案，徵選 國際合作產製作品
1-2 件完成國際多
產製作品 1-2 件進行國際合 1-2 件完成中文版
語版
作產製

國際
合作
推廣

國際合作產製經驗 國際合作產製經驗
國際合作產製經驗
數位敘事 校園推廣：
校園推廣：
校園推廣：
大學巡迴 交通大學、逢甲大 慈濟大學、中山大
政治大學、聽眾
推廣 學
學
200 人
聽眾 200 人
聽眾 200 人

科普業者 20 家
年會成果 學生 20 名
發表 發表作品 3 件

科普業者 30 家
學生 30 名
發表作品 4 件

科普業者 30 家
學生 50 名
發表作品 4 件
邀請發表作品 4 件
（另，發表碩士論
文 2 篇）

諮詢、演講 7 場
研討會 2 場

分別產製中、英
文版成品

政治大學、逢甲
大學、中山大
學、成功大學、
中國廈門大學、
東京明治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等
聽眾約 500 人
科普業者 30 家
學生 20 名
（另，發表碩士
論文 1 篇；發表
專書一本）

五、計畫成果自評：
原計畫擬與美國南加州大學迷城實驗室合作，引進數位科學內容製作之知識，並向國內科學傳
播產學界推廣。並遴選一部電視作品轉製為數位內容型式，以中文、英文、日文網路互動資料庫
型式，向國際推廣我國科普傳播成果。
計畫執行第一年（98/06/01—99/05/31），遴選公共電視/寶花傳播製作之台灣第一部 HD 高畫
質電視暨金鐘獎作品「福爾摩沙的指環」生態科普紀錄片為本計畫轉製目標；同時，邀請南加大
來台進行 15 日之國際教學工作坊，協助本案執行。參與工作坊之學員，除公共電視與寶花傳播
外，另有其他業界與研究生。工作坊後，開始一年之製作期，每週進行製作討論。並搜集國內外
文獻與典範作品參考。此外，亦開設相關課程，培養研究生投入數位傳播與數位內容製作領域。
計畫執行第二年（99/06/01—100/05/31），完成「福爾摩沙的指環」中、英、日文資料庫網
站，完成數位互動資料庫 DVD 版。此作品入選 2011 年日本 NHK 電視台國際教育文化節目競賽
「日本賞」、2011 年國立台中科學博物館「十字路口的博物館」國際學術研討會展品競賽首獎。
並獲得 The Communication Arts 期刊選為全球每日精選網站（2012/02/08）。計畫第二年亦持
續研究群組會議與相關課程之開設。同時，邀請南加州大學來台參與國際科普傳播會議。
本計畫執行期間為兩年，後獲同意延長一年（100/06/01—101/05/31）。第三年執行期間，獲
資策會協助媒合微軟、愛爾達、益科資訊等，將「福爾摩沙的指環」再轉製為平版電腦 iPAD、智
慧手機 HTC 之 APP 內容，並分別以中、英文版本完成全球上架，有效推廣我國科學研究發展與生
態環境保護之成果，並展現台灣自然生態之美。此一跨媒體平台輸出之作品獲工業局遴選代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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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參加 2011 年台北設計大展國際展。同時，以數位型式出版《數位影音敘事方法應用指南》一
書。延長年間，並進行多項成果推廣工作，除進行數位行銷外，並寄送資料庫 DVD 至國內外重要
大學圖書館；以及，赴日本明治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與國內之成功大學、逢甲大學、台北師範大
學、慈濟大學、政治大學等進行講演推廣。
本計畫除完成原計畫申請書之國際合作、數位科普作品產出、推廣、教學、人才培育等工作
外；並增創「想像亞洲」國際合作，於原合作之南加州大學外，增邀日本明治大學、泰國朱拉隆
功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加入數位內容學術交流合作，完成多次跨國研討會與工作坊活動；並在數
位資料庫網站外，超額完成平版電腦、智慧手機 APP 作品。其間，也輔導多位研究生以科普傳播
或數位傳播為題，完成學位論文或學位作品。而公共電視、寶花、益科等實務業界也透過此次合
作開發經驗，學習數位科學傳播之新技能，並推及至其他電視節目之合作案，有效增進產學合
作，並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等目標。
整體言之，本計畫建立良好的國際合作基礎，提升數位科學傳播的知能；並與產業合作，透過
實際產製，學習完整的數位跨媒體產製經驗。此一經驗可有效協助業界進行產製升級，其實際成
效也已見於公視與寶花傳播合作之新作品（故宮），以及益科與公視合作之新 APP 開發計畫。
就學術成就方面，本計畫透過與多國間之合作，建立良好的學術交流基礎，
引進南加大資料庫敘事的理論與實務經驗，引進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研究所辦學的理念，提供
政大數位內容學程的設立提供豐富學理基礎。而就學術理論的釐析與建立方面，本計畫透過
國際教學之知識轉移、實作之經驗累積、以及文獻研究和同儕研討，整理了數位性
（Digitality）、跨媒體性（Trans-mediality）的概念，並提出數位性、跨媒體性、傳播產
製價值鏈、媒體平台、文本類型等多象限的概念；在這樣的概念上，重新思考與實驗跨媒體
平台時代下，數位傳播內容產出的原理、原則。相關論文撰寫中，以求學術討論，徵集專業
意見。
就技術創新方面，本計畫透過前期測試作品「玩影像」（亦入圍 NHK 電視台國際文化教育
競賽「日本賞」）實驗了資料庫敘事模式（Database Narrative）、非線性敘事模式(Nonlinear Narrative) 、 跨 媒 材 敘 事 模 式 (Cross Media Narrative) 、 互 動 敘 事 模 式
(Interactive Narrative)在數位學習內容上的傳播效果。計畫期間，則完成「福爾摩沙的指
環」，此為國內少數互動資料庫網站型式的科普傳播作品。而在計畫延長年間，本計畫鑑於
平版電腦與智慧手機崛起，新的傳播模式出現，因此商得資策會協助媒合資訊業界與傳播界
合作，開發以 GPS、LBS 為基礎的行動內容 APP。這也是國內率先以 APP 為媒介，進行科普內
容傳播的作品；亦是國內第一個跨 HD 電視、IPTV、互動資料庫網站、互動 DVD、IPAD、HTC
手機等多平台輸出的實驗作品。此一創新技術與開發經驗也已移轉公共電視等幾家參與本計
畫的業界，並且促成了他們日後其他的合作案。
就社會影響方面，本計畫產出的「福爾摩沙的指環」網站與互動 DVD 已透過數位行銷與實
體寄贈圖書館的方式，推廣至本地高中、國內外大學圖書館，以及相關民間團體（例如環境
保育、生態、鳥類或魚類等動物協會…），經常獲得學校（例如新店高中）、國外圖書館等
回應；並常為社群網站推薦與轉載。國際知名的 The Communication Arts 期刊更將本計畫選
為全球每日精選（2012/02/08），提高台灣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生態環境保育、地理自然美
麗風貌的國際傳播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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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理論成果、實踐心得將有助於計畫團隊同仁（數位敘事研究群）進一步對數位敘
事與數位傳播的研究與實驗，此一實驗將進一步延伸至其他文本類型，力圖創新開發新的數
位傳播產製模式，解決傳統傳播產業所面臨的困境，協助提升台灣在華文傳播世界的競爭
力。
本計畫透過多語言版本與網路型式，開展了國際科普傳播的可能性。而未來發展的局限則
在於科普內容的商業營運模式仍未形成，產業自立投入產製的誘因尚小，仍需要依靠政府獎
勵補助，此是我國數位科學傳播發展的困境。
六、計畫團隊成員
1.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類別
姓名
計畫主持人

職稱

專長領域

盧非易 廣播電視學系 電影創作與理論、
副教授
電視製作與理論、
文學與劇本寫作、
影像語言與視覺研
究。

本計畫職責
一、整體計劃之規劃、輔導與
監督進度執行。
二、規劃與執行「國際合作教學-- 數
位敘事工作坊」；開設「專題：數位敘
事工廠」課程。
三、輔導受補助廠商產製數位科普敘事
作品。
四、專書或技術手冊編輯。
五、國際會議舉辦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鍾蔚文 新聞學系教授 語言與再現、傳播
兼傳播學院院 心理學、專家生手
長
研究。
陳儒修 廣播電視學系 電影理論、電影
副教授
史、台灣電影、文
化研究、流行文化
等、當代電影理
論、電影理論導讀
等。

六、與美國、日本建立長期學術合作
整體計劃之規劃、輔導與監督
進度執行。
一、協助整體計劃之規劃。
二、產製實務技術諮詢與輔導。
三、規劃國際合作之參訪考察。

侯志欽 廣播電視學系 教育電視、電視製 一、協助整體計劃之規劃。
資深講師
作、新傳播科技
二、產製實務技術諮詢與輔導。
三、參與「國際合作教學-- 數位敘事
工作坊」教學。
四、協助訓練課程之教材製作

2.美國南加州大學安能堡傳播學院
類別
姓名
職稱

專長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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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職責

國際合作 Dr.Marsha
教師
Kinder

University
Professor &
Labyrinth
Project Director

敘事理論、數位
媒介、互動科
技、兒童媒體文
化、西班牙電
影。

一、指導「國際合作教學-- 數位
敘事工作坊」。
二、指導跨國合作產製，協助國
內廠商實驗製作數位科學傳播作
品。
三、協助與參與國際觀摩與研討
會議。

國際合作 Dr. Kristy Creative
教師
Kang
Supervisor,
Producer and
Director,
Labyrinth
Project

多媒體創作、數 一、教授「國際合作教學-- 數位
位動畫、數位敘 敘事工作坊」。
事、專案管理。 二、指導跨國合作產製，協助國
內廠商實驗製作數位科學傳播作
品。
三、全年線上諮詢輔導。
四、協助與參與國際觀摩與研討
會議。

國際合作 Dr.
教師
Rosemary
Comella

互動系統規劃、 一、教授「國際合作教學-- 數位
互動介面設計、 敘事工作坊」。
數位動畫。
二、指導跨國合作產製，協助國
內廠商實驗製作數位科學傳播作
品。
三、全年線上諮詢輔導。
四、協助與參與國際觀摩與研討
會議。

System
Designer &
Animator,
Producer and
Director,
Labyrinth
Project

3.國、內外諮詢顧問一覽表
研究單位
姓名
南加大電影學院
Dr. Marsha Kinder

研究領域
敘事理論、數位媒介、互動科技、兒童媒體文

化
南加大電影學院
Dr. Kristy Kang
多媒體創作、數位動畫、數位敘事、專案管理
南加大電影學院
Dr. Rosemary Comella 互動規劃設計、互動介面設計、數位動畫
南加大動畫與數位藝術系 Mar Elepano
多媒體設計、動畫製作、數位敘事
南加大動畫與數位藝術系 Kathy Smith
日本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系 管 啟次郎教授

動畫製作、多媒體應用、數位敘事
比較詩學、攝影創作、數位內容與數位藝術

日本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系 新井一二三副教授

台灣電影、影像與藝術、跨文化研究

資策會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資訊工程、數位產業
數位學習、網路素養與倫理

黃國俊博士
周倩教授

中山大學傳播管理研究所 蕭蘋教授
教授

女性與傳播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
雜誌經營管理

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科學系 李昭興教授

海洋科學、海洋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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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
究所
台北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
究所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交通大學傳播科技學系

李道明副教授

數位敘事、媒介科技、文本分析、紀錄片

許素朱教授

互動藝術、網路藝術、互動創意學習

陳昭珍教授

資訊組織、資訊系統與科技、數位虛擬圖書
館、策略規劃與行銷
傳播政治經濟學、全球化與國際傳播、批判理
論與通俗文化研究，媒體政策
數位藝術、互動設計、裝置藝術、多媒體專案

魏玓副教授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 蘇志昇教授
系
政治大學廣電系（現為世 關尚仁副教授
新大學）

廣播與電視原理與製作、電子媒介經營管理與
實務、廣播電視節目策略與行銷

政治大學廣電系

曾國峰副教授

媒介經濟學、媒介賽局論、認知與互動設計、
新傳播科技

政治大學新聞系

張寶芳副教授

政治大學數位內容學程

陳聖智助理教授

網路媒體、訊息建構與知識管理、資訊與互動
設計、資訊流程分析
建築與數位訊息處理、數位建模、3D 動畫、
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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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內容
工作成果
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迷城計
2007 年 12 畫實驗室 Marsha Kinder 教授建立
月
教學與研究合作關係，引進數位敘
事理論與實務
2007 年 12 開始國科會「數位互動跨媒體 –
月
國際合作案」先期第一年計畫
建構數位敘事知識網站，作為研究
www.digitalist.nccu.edu.tw
2008 年 2 月
群讀書與工作會紀錄
赴美國南加大電影參訪數位敘事教
2008 年 4 月
學與實驗規劃
南 加 大 迷 城 實 驗 室 Kristy Kwan 與
「數位互動跨媒體」 國際合作教學
2008 年 7 月
Rosemary Camella 教授來台指導 6 家
工作坊 （16 日課程）
廠商學員數位敘事
http://digitalav.nccu.edu.tw
請參考簡介影片：
2008 年
「玩影像」數位學習網站製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4
8 月– 12 月
bbP0UZqxo
2008 年 11
數位敘事產製推廣與學習分享
赴交通大學傳研所推廣演講
月
2008 年 12
數位敘事產製推廣與學習分享
赴逢甲大學通識中心推廣演講
月
「2009 科普年會 – 數位科學傳播
2009 年 1 月
業界推廣講座，參與廠商近 100 人
理論與實踐工作坊」
於 972 學期開設「數位敘事工廠」 與政大之聲廣播電台合作完成「玩聲
2009 年 2 月
課程
音」數位互動學習網站
遴選寶花傳播公司金鐘獎科學生態紀
2009 年 4 月 推動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
錄片「福爾摩沙的指環」為國際合作
產製輔導對象
赴日本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研究所商 參觀明治大學數位內容研究所課程設
2009 年 4 月
討合作計畫
計與教研環境建置
2009 年 5 月 數位內容技術系列演講
網站視覺設計：形式、內容、靈魂
2009 年 5 月 數位內容技術系列演講
網站專案企畫：管理、行銷
「玩影像」數位互動學習網站參加 入選日本 NHK 文化教育影視作品國際
2009 年 6 月
國際競賽
大賽 「日本賞」
「玩影像」數位互動學習網站製作
2009 年 7 月
英文版
「數位科學傳播—互動敘事」國際 南加大教授來台 16 日，輔導廠商與學
2009 年 8 月
合作教學進階工作坊
員製作數位內容
「 道 南 暑 期 兩 岸 研 究 生 傳 播 研 習 國際數位科學傳播、數位敘事與紀錄
2009 年 8 月
營」
片兩場演講
六組學生以慈濟提供之人文醫學紀錄
開設 981 學期之「數位敘事工廠」 片為材料，轉製為六種不同敘事結構
2009 年 9 月
課程
之作品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與南加大合作，協助廠商製作「福爾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摩沙指環」數位科學網站，提供技術
2009 年 9 月
議（IA，IB，FLOW Plan）
支援與開發協力
www.naturalformosa.nccu.edu.tw
2009 年 10 赴日參加「日本賞」競賽觀摩、參 與明治大學管啟次郎與倉石信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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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09 年 10
月
2009 年 11
月
2009 年 12
月
2009 年 12
月
2009 年 12
月

2010 年 1 月

2010 年 2 月

2010 年 3 月
2010 年 3 月
2010 年 3 月
2010 年 4 月
2010 年 4 月
2010 年 4 月
2010 年 4 月
2010 年 5 月

2010 年 6 月

2010 年 6 月
2010 年 6 月
2010 年 7 月

觀 2009 東京數位內容大展、拜會明 合作建立「想像亞洲」ImaginAsia 計
治大學
畫
數位內容技術系列演講

WINDOWS 7 觸控技術演講

管啟次郎、倉石信乃教授攜研究生晶
中景子、高梨來台
與南加大合作，協助廠商製作「福爾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摩沙指環」數位科學網站，提供技術
議（視覺介面）
支援與開發協力
明治大學師生來台發表數位作品

數位內容技術系列演講

360 環場攝影理論與技術分享

「玩影像」網站英文版完成
研究生：賴睿玲
「無語良師」：一個數位互動敘事之
研究生發表數位敘事相關學位論文
初探與實踐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七組學生分別以數位遊戲、數位紀錄
開設 982 學期之「數位敘事工廠」 片、數位學習、生活工具..等類型為
課程
題，製作數位內容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iPhone App 手機行動內容產製技術演
數位內容技術系列演講
講
「2010 科普年會 – 數位科學傳播
推廣講座，參與廠商近 100 人
理論與實踐工作坊」
參與第一屆兩岸科學傳播論壇
發表研究群作品
數位內容技術系列演講
Google 與雲端技術演講
邀請朱大 Pornprati Phaosavadi 教授
泰國朱拉隆功大學美術與應用藝術
與 Bussakorn Binson 教授加入合作計
學院博士班發表數位文創計畫成果
畫
數位教案網站完成國際版
報名參加國際網站競賽 Webby Awards
泰國朱拉隆功大學音樂學院來台發
台灣觀摩師生約三百人
表泰國宮廷音樂
日方 17 人、台方 25 人進行五日數位
青年數位內容共創計畫
共創，完成六組作品
2010 台北工作坊
http://imaginasia.nccu.edu.tw
完成「福爾摩沙的指環」科學生態數
位互動網站中文版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www.naturalformosa.nccu.edu.tw
議（完成與檢討）
簡介影片：
http://youtu.be/-9sF082L0AQ
受邀赴上海大學演講「邁向第四電 與復旦大學、上海大學、上海交通大
影：電影的數位未來」
學討論數位內容教學合作事宜
朱大美術與應用藝術學院院長
泰國朱拉隆功大學訪台
Supparkornd 訪問政大，確定青年數位
共創合作事宜
青年數位共創計畫
日方 20 人、台方 24 人進行七日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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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東京工作坊

2010 年 10
月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議（英文、日本版規劃）
受邀赴日本擔任 NHK「日本賞」國
際評審

2010 年 10
月

青年數位共創計畫
2010 台北/曼谷工作坊

2010 年 10
月

研究生發表數位敘事相關學位論文

2010 年 11
月

「邁向數位文創時代實務觀摩研討
會」

2010 年 11
月
2010 年 11
月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議（規劃行動手機版）

2010 年 8 月

技術諮詢

2010 年 12
月

技術諮詢

2010 年 12
月

建立合作計畫

2011 年 1 月

研究生

2011 年 1 月

建立數位影音影音匯流小聯盟

2011 年 2 月

台北市政府數位推廣演講

2011 年 3 月

合辦 2011 年台北國際科學傳播會議

2011 年 4 月

拜訪華瑞科技

2011 年 5 月

舉辦 2011 溪頭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2011 年 6 月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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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完成六組作品
http://imaginasia.nccu.edu.tw
規劃「福爾摩沙的指環」科學生態數
位互動網站英、日文改版作業
評選本年度各國參賽之文化教育數位
內容作品
泰國朱拉隆功大學美術與應用藝術學
院學生 Pye, Baew, Bas 和 Mild 訪問
政大進行協同創作
研究生：陳家翰
群夢屋：夢境的數位化實現與集體潛
意識的再現探索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於三立電視台舉辦 12 場演講與觀摩討
論，涵蓋數位網站製作、數位典藏及
文化創產等議題
規劃「福爾摩沙的指環」科學生態數
位內容之手機版
訪問銳力等科技公司，尋求行動內容
產學合作之最佳方案
與資策會數位內容學院產業支援處討
論，尋求行動內容官學合作之最佳方
案
受邀擔任資策會數位影音匯流工作諮
詢顧問
研究生劉佳惠發表《DVD-ROM 資料庫之
敘事結構、觀點轉換分析:以迷城計劃
「 Bleeding Through Layers of Los
Angeles ：1920-1986」作品為例》數
位敘事研究論文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與資策會、微軟、益科科技、中華電
信、丞希科技建立數位影音匯流產製
小聯盟，規劃合作內容
邀請奧美廣告公司介紹數位行銷現況
邀請日本 NHK（311 當日地震缺席）、
韓國 EBS、美國南加大學者、導演與
會。發表「福爾摩沙的指環」科學傳
播數位資料庫網站
與面版大廠討論未來合作事宜
邀請日本明治大學、美國南加州大
學、泰國朱拉隆功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等校參與，共五校、十三國師生於
溪頭進行一週之研討共創活動，作
品：http://imaginasia.nccu.edu.tw
完成「福爾摩沙的指環」科學生態數

議

2011 年 7 月

2011 年 7 月

2011 年 8 月
2011 年 9 月
2011 年 10
月

2011 年 10
月

2011 年 10
月
2011 年 11
月
2011 年 11
月
2011 年 11
月
2011 年 11
月
2011 年 12
月
2011 年 12

位互動網站英、日文改版作業
www.naturalformosa.nccu.edu.tw
簡介影片：
http://youtu.be/-9sF082L0AQ
受邀於廈門大學傳播學院、人文學院
演講，介紹政大數位敘事研究群與推
廈門大學數位內容推廣演講
廣「福爾摩沙的指環」作品。與廈門
大學黃星民院長、蘇俊斌教授討論合
作事宜
研究生陳意佳發表《數位行銷工具應
用研究─以統一超商 7-11 為例》跨媒
研究生論文
體數位行銷相關論文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上海科學傳播學會訪問世新大學科 展示「福爾摩沙的指環」數位互動成
普計畫協調中心
果
開 設 「 專 題 ： 數 位 敘 事 理 論 與 實 計十五位研究生參與，並建立「數位
務」課程
敘事研究群」
出席競賽，發表作品，並獲優選
Runner Up ， 受 邀 參 與 頒 獎 典 禮 。 同
獲選 NHK「日本賞」競賽
時，獲邀擔任「數位敘事與災難傳
播」論壇主講人
完成「福爾摩沙的指環」數位匯流內
容：平版電腦 IPAD 應用內容版 APP、
智慧手機 HTC 應用內容版 APP，簡介影
國際科普內容產製合作計畫輔導會 片：
http://youtu.be/-9sF082L0AQ
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G
kPbVYjcXQ
http://vimeo.com/30661155
展出台灣首支電視、網路、手機、平
獲選參加 2011 台北國際設計大展
版電腦全平台匯流作品「福爾摩沙的
指環」，觀眾約 100 人
於政大圖檔所進行「福爾摩沙指環」
推廣演講
數位匯流工作推廣演講，聽眾約 20 人
於逢甲大學通識中心進行「福爾摩沙
推廣演講
指環」數位匯流工作推廣演講，聽眾
約 200 人
於合作單位三立電視台「數位敘事工
廠」進行「福爾摩沙指環」數位匯流
推廣演講
工作推廣演講，聽眾約 100 人。並與
三立續行未來合作之討論
獲選 2011 台中國立科學博物館「十
獲展覽競賽首獎
字路口的博物館」國際研討會展覽
於政大商學院文創 EMBA 班進行「福爾
推廣演講
摩沙指環」數位匯流工作推廣演講，
聽眾約 30 人
推廣演講
於政大除播學院傳播敘事課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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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11 年 12
月

2011 年 12
月

2011 年 12
月

2012 年 1 月

2012 年 1 月

2012 年 1 月

2012 年
2月8日
2012 年
3月8日

2012 年 3 月
2012 年
4月1日
2012 年
4 月 17 日
2012 年
5月4日
2012 年
5 月 25 日

「福爾摩沙指環」數位匯流工作推廣
演講，聽眾約 240 人
展出台灣首支電視、網路、手機、平
參加政大傳院「半山腰」展覽
版電腦全平台匯流作品「福爾摩沙的
指環」15 天
為華視新媒體事業部門演講數位匯流
工作與成果。參與對象包括華視、公
推廣演講
視、資策會、工業局、菁英公關、聯
合報新媒體部、政大育成中心。會後
並進行未來合作討論
完成「數位影音內容匯流產製之理論
編 撰 《 數 位 影 音 敘 事 方 法 應 用 指 與實務」編撰工作，提供影音傳播同
南》出版
業參考使用，並由資策會先行數位出
版。平面書版開始改寫工作
研究生詹琇惠發表《水母不見了：一
個數位多文本的創作實驗》跨媒體數
研究生論文
位敘事作品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研究生謝宗翰發表實驗短片作品：
《控制》
研究生畢業作品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研究生陳克威發表劇情短片作品：
《留念》
研究生畢業作品
http://digitalfactory.nccu.edu.tw
/
「福爾摩沙指環」獲國際知名期刊 The
獲選
Communication Arts 評選為全球每日
精選網站
於三立電視台「數位敘事工廠」研討
會，辦理「數位敘事理論與實務」論
推廣演講
壇，介紹數位敘事與數位敘事實驗成
果。
參加傳播學院「與未來對話：新的說
參加研討會
故事型態」研討會議，發表作品與參
與論壇。
4/1-4/6 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等校交
赴日交流推廣
流，並介紹「福爾摩沙的指環」數位
敘事研究成果。
赴成功大學人文通識、仿生研究中心
赴成功大學推廣交流
交流，並介紹「福爾摩沙的指環」數
位敘事研究成果。
5/4-5/8 赴香港浸會大學、香港電影圖
赴香港交流推廣
書館等交流，並介紹「福爾摩沙的指
環」等數位敘事研究成果。
赴台師大傳播管理研究所交流，並介
赴台師大傳管所推廣交流
紹「福爾摩沙的指環」數位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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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寄送「福爾摩沙的指環」數位互動資
研究成果傳佈
料庫 DVD 約 600 份至國內外大學、中
學圖書館典藏。
赴花蓮慈濟大學、東華大學等校交
赴慈濟大學、基金會推廣交流
流，並介紹「福爾摩沙的指環」、數
位敘事研究成果。
於 政 治 大 學 「 大 陸 青 年 學 者 研 習 向大陸十個重點傳播院校青年學者介
營」推廣交流
紹本計畫成果。
共同舉辦 2012 日本青森數位敘事創 率台灣研究生參與日本明治大學主辦
作坊
「2012 數位共創研討會與工作坊」。
應大陸傳媒邀請，率研究生赴上海進
於上海舉行數位敘事講演
行五日敘事與數位敘事演講，並推廣
本計畫成果。
與產業合作，舉辦兩月之數位敘事工
於三立電視台舉辦數位敘事工廠工
作坊，推廣本計畫成果與數位敘事知
作坊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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