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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故宮典藏中華數千年的文化瑰寶，現階段已經數位化大部分
的文物，並透過網路輻射全世界，讓世人可以很方便的欣賞
故宮瑰寶。在未來的數年當中，雲端科技與行動通訊科技將
進一步提升數位資訊的輻射能力，使得人人可隨時隨地藉由
隨身的資訊設備，例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暢遊資訊的海
洋。故宮所典藏的華夏文明瑰寶應即時把握時機藉由此種新
的技術輻射於全人類。
本計畫針對行動使用環境的快速動態使用模式及行動資訊設
備在互動能力、螢幕大小、使用方式、通訊頻寬、穩定度等
諸多問題上的先天優勢與限制，設計出與傳統網站大為迥異
的行動平板電腦應用程式，並歸納出一套設計準則。此外，
若故宮網站的服務量大幅成長時，故宮的資訊設備與網路頻
寬勢必無法快速的擴展，導致服務品質的下滑，而雲端服務
科技將是解決此問題的合適方案。本計畫也探討故宮數位典
藏文物的雲端化與行動化的頻寬限制問題，並提出相應的解
決方案。本研究的最終目標是要在行動計算的技術上探索出
一套知識整合機制，讓世人更方便的深層探索故宮所典藏的
數位寶藏以及數千年所累積的中華文化底蘊，而非僅止於走
馬觀花式的文物欣賞。
本計畫已經完成設計與開發數個雛形系統的建構：清明上河
圖與毛
公鼎銘文圖式檢索系統、故宮文物平板電腦導覽系統、以雲
端串流與 P2P 技術支援導覽系統、寓教於樂的數位學習系
統。此外，我們另行發展了一個醉眼式裸眼觀賞 3D 圖畫技
術，可讓一般人利用裸眼直接觀賞 3D 圖片，此項技術可以
提
供各典藏單位進行 3D 數位典藏。除了與政大民族博物館進
行合作，製作 3D
數位典藏之外，數以萬計的 3D 數位典藏素材已經建置在下
列網站:
www.cs.nccu.edu.tw/~lien/3D
中文關鍵詞： 數位典藏 行動計算 3D
英 文 摘 要 ：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any museums have been digitalizing
their collections and disseminated them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Internet. On the other hand, cloud
computing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penetration capabilit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enabling mobile users surfing the wave

of information world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through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 phones or tablet PC.
Nevertheless, both technologies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especially in handling Chinese artifacts
that may hinder their applicability to the digital
museums.
We us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 as a
reference museu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mobilize digital museums with Chinese digital
archives. A set of design guidelines specific to the
NPM＇s services is formulated and a few prototype
systems are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se guidelines:
(1) Qingming Painting and Mao Gong Ding Inscription
graphical exhibition and edutainment systems； (2)
Mobile Digital Museum Explorer； (3) live voice
interactive museum guiding system； and (4)
edutainment system. By mobilizing, the NPM and other
museums will be able to lift their world-class
services to another level for the benefit of all.
Finally, we also developed a 3D digital archiving
technology that has been applying to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thnic Museum museums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museums. Thousands of 3D archiving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on the following web site:
www.cs.nccu.edu.tw/~lien/3D

英文關鍵詞：

Digital Archivin, 3D, Mobile Computing

1. 緣起
將國家文化資產利用資訊科技數位化，典藏於電子資料庫，提供電腦檢索與各種應用，並透過網際網路傳播，
提供大眾共享，已成為世界各國文化發展的重要作法，更是資訊國力的指標之一[2,3,4]。中華文明、歷史淵遠流
長，留存的文物豐富，而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典藏中華文明的精粹而聞名於世，自民國九十年(2001)開始歷經十餘
年的數位典藏計畫之執行，已經將這些珍貴文物的資料，包括文字資料、圖像資料，以數位化的格式做完整的
建置，並加以電腦化的管理，使得院藏文物的資料可以永續保存與使用。通過網際網路，提供給全球的使用者
檢索，達到博物館文物知識的傳播與交流、教育推廣、商業加值等目的[4]。
故宮典藏數位化之後，如何呈現給世人以達到最大的文化輻射力，是下一個最重要的課題。綜觀世界上的幾大
博物館的數位呈現方式，大抵類似紙本解說，只是單純的延用實體博物館的展示模式，鮮有能突破窠臼者，偶
有新創的數位展示方式。例如「會動的清明上河圖」也不過能增加觀賞趣味，於教學研究的功能尚難起到革命
性的突破。其實，比起實體典藏，數位典藏最大的優勢之一是可以靈活的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其內容以服
務使用者。例如，各種收藏品可以任意的依時間，依種類，或依某一特定事件串接成特定的脈絡，讓使用者探
索，達到觀賞，教育或研究等目的。以中華文化裡最璀璨的瓷器而言，研究者可能希望以時間排序，以便研究
瓷器技術之演進，或可能希望依不同的生產地排列，以便比較同一時期各個瓷窯的風格，而實體博物館的展示
方式則無法靈活變通的服務使用者。若有研究者希望研究瓷器在東西方文明所扮演的橋樑角色，那他所期望的
探索方式，更遠非實體博物館所能提供。反觀數位博物館則可輕易的提供此種服務。如何擴增數位博物館的功
能，有賴博物館專家與資訊技術專家共同合作進行研究與開發。本研究聚焦的乃是研究故宮數位典藏在行動計
算與雲端計算上的呈現模式以造福行動使用者，讓故宮所典藏的華夏文化更進一步發揮其輻射力。
近年來行動通訊及雲端計算的發展與平板電腦的出現，帶動了許許多多新型態的資訊運用，幾乎每天都有新的
應用方式出現，令人目不暇給。此種嶄新的使用者設備，已經引發了一個新的社會型態，在很多資訊發達的國
家，路上車上舉目所見都是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重度使用者，各大城市通勤列車上，形形色色的通勤者十
之八九都低著頭，手指不斷撥動螢幕。現代社會幾乎隨處可見所謂的「低頭族」，行動資訊使用者已經遠超過
書桌前的資訊使用者[1]。本研究旨在探討適合故宮典藏文物的行動應用技術，以達到拋磚引玉之效果，期望國
內資訊界投入資源共同為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做出重大貢獻。

2. 行動使用環境分析
2.1 行動資訊設備之特性
行動資訊設備在互動能力，螢幕大小，使用方式，通訊頻寬，穩定度等諸多問題上有其先天的優勢與限制，現
有網站呈現方式並不適合於行動資訊設備。茲分述於下：

互動能力
行動資訊設備具有強大的人機互動能力，目前最風行的是電容式多點觸控式螢幕，但多不具備滑鼠與鍵盤
等設備，其互動方式與傳統的電腦不同。而一般的網頁設計卻是便於滑鼠與鍵盤的操作，而不利於觸控式
螢幕的操作。例如: 網頁如有需要點選的地方，其點選的物件通常太小，僅適合滑鼠點選，而不適合用手
指點選。此外，因行動資訊設備不具備鍵盤，輸入資訊較為不方便，網頁的設計必須 盡量減少使用者輸入
之機會。故宮網頁應針對此種特殊的互動型態重新設計，以利行動使用者操作。

螢幕大小
平板電腦或手機螢幕的大小通常不大，手機大約 3 至 4 吋，而平板電腦則為 7 至 10 吋，放不下一般的網
頁，導致使用者必須不斷的左右上下捲動以觀看完整網頁，至為不便。一般網頁的字型亦稍嫌太小，不利
於行動使用者觀看。

有限的軟硬體資源
眾所周知，行動運算設備大多數擁有較少的軟硬體資源，處理器速度較低，記憶體較少，且為了省電，犧
牲了許多功能。此外，很多一般電腦上常見的系統軟體更是缺東少西的，最有名的即是蘋果電腦公司拒絕
將 Flash Player 裝入 iPAD，導致很多使用 Flash 的網頁無法在 iPAD 上觀賞。此外，由於網頁設計軟體不
斷的推陳出新，使得網頁設計者常常引進不必要的花俏功能，這些功能勢必消耗運算資源，徒增困擾。

通訊頻寬

行動資訊設備所擁有的無線網路頻寬遠低於家中或辦公室內的網路頻寬，而一般網頁的設計可能因為太花
俏使用了太多影音資訊而耗用太多頻寬，導致不利於透過行動資訊設備觀賞。再者，行動通訊業者也逐漸
取消「吃到飽」的收費方式，使用者將斤斤計較在無線網路上所傳輸的資料量，繁複的畫面不再適合行動
使用者。如何使用簡單的 HTML 功能達到賞心悅目的網頁設計更是重要的議題。

2.2 行動運算之行為特性
除了以上的資源限制之外，行動資訊設備的使用模式受到硬體設備以及環境的限制，也與一般書桌前的使用者
大不相同。分述如下:

注目時間極短
行動中的使用者在注目於螢幕時，受到環境的制約（例如在公車上一手拉環，一手拿手機 ）， 無法慢慢
看清楚畫面，因此，畫面的設計必須能讓使用者在瞬間即清楚無誤的掌握所需的資訊。此種畫面之設計在
顏色、構圖、字型等各方面的安排都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大部分現有的網頁之設計風格遠遠不符需求。

畫面必須能迅速方便的放大縮小或捲動
由於螢幕太小，經常無法放入一整個網頁，因此使用者必須經常的放大縮小及上下左右捲動， 多點觸控式
螢幕提供了方便的操作，但網頁之設計必須配合。

滑動容易點擊難
在風行的電容式多點觸控螢幕上進行手勢操作，手指的滑動比點擊的操作更為容易。因為點擊需要精確的
點到螢幕上的特定區域，需用眼力，而且手指大小也會影響接觸面的大小，再者部分使用者指尖上的導電
度可能不足，難以精確的進行點擊動作。不幸的是，因滑鼠的點擊在一般的電腦上較滑動為方便之故，大
部分的網頁上需要使用者點擊的動作遠遠多於滑動，不利於行動裝置上操作網頁。

2.3 雲端計算之需求與 P2P 通訊協定之需求
當故宮網站的服務量大幅成長時，故宮的資訊設備與網路頻寬勢必無法快速的擴展，導致服務品質的下滑，而
雲端服務科技將是解決此問題的合適方案。我們的研究已經使用雲端平台提供影音式的故宮數位內容服務，而
當使用者遽增，以影音方式提供服務時，將無法承受大量的使用者同時上線觀賞。此時，P2P 的通訊方式將有
助於大幅提高使用者數量而能維持服務品質。

3. 適合行動資訊裝置的頁面設計準則
如前所述，行動資訊裝置在互動能力、螢幕大小、使用環境等方面與書桌前的電腦大大的不同， 目前的網頁設
計風格相當不利於行動數位裝置，本研究透過各種實驗，歸納出適合行動資訊裝置的故宮網頁或 App 頁面設計
準則如下:








善用多點觸控式螢幕，彌補缺乏滑鼠與鍵盤等設備的缺陷 。
必須能支援傳統中文的直式排版，所有網頁的操作，都需配合改變，(例如自動斷行功能就必須由橫行改
成直行)。
能支援各種型態文字的輸入 (例如，要檢索甲骨文時，使用者必須能以甲骨文輸入)。
放大點選的方格或按鈕 (check box, radio buttons, etc.)，以利手指精確點選 。
使用者可以利用多點觸控功能迅速方便的放大縮小頁面之大小 （註：有些網站的文字頁面在 Android 系統
上無法放大縮小。）
變動字型大小時，每行說明文字之長短必須隨著調整（自動斷行功能必須能自動調整，使用者無須左右捲
動畫面才能閱讀整行文字。如果是直式編排，應避免上下捲動。)
當使用者輸入文字時，必須根據當前的情境，提供自動補字的功能，減少使用者輸入的繁瑣。
例如，當在檢索夏商周時期的文件時，如果使用者鍵入「乾」一個字時，系統能夠舉出 「乾坤」、「乾
掛」等詞語，而不能有「乾隆」的詞語提示給使用者，讓使用者方便的選用。 但如果在檢索清朝後期的文
件時，「乾隆」則必須自動提供給使用者選用。使用者可以節省大量的文字輸入。



盡量使用下拉式選單，減少文字輸入的需求。



當螢幕太小而每頁資訊太少導致頻頻捲動頁面時，必須提供自動捲動頁面的功能，而使用者可控制捲動速
度，配合其閱讀速度。
例如:故宮文物中有多幅長卷圖畫，在觀賞時，必須勞動手指不斷的滑動，非常繁瑣，如能自動捲動，使用
者將能更舒適的觀賞長捲圖畫。





由於使用者注目畫面的時間極短，畫面的設計必須盡量簡單，畫面之設計在顏色，構圖，字型等各方面的
安排都能清楚凸顯重點，讓使用者在瞬間即清楚無誤的讀完一個畫面。許多連續的資訊必須妥善分割，利
用超連結適當連接，讓使用者很方便的以觸控方式悠遊於頁面之間。
盡量避免無謂的繁複畫面並使用 HTML、CSS、 Javascript 等標準語言美化頁面，節省傳輸頻寬。
現在風行的網頁設計都是使用大量的圖片以美化頁面並以 ActiveX 及 Flash 等技術設計活潑的畫面，這些
頁面佔用相當大的頻寬，且須在使用者端植入特殊的軟體。在行動資訊設備上使用時，不但影響傳輸速
度，更大幅提高通訊費用，若行動裝置不支援特殊軟體(例如 iPAD 上沒有 Flash Player)更是帶來極度的不
方便。(坊間所有的行動版網頁在刪除 Flash 及美工畫面之後，其外觀變得極為陽春。) 殊不知 iOS 及
Android 系統的瀏覽器都可以支援 HTML、CSS、Javascript，如果能善用這些技術，也可以達成美化頁面
的效果。這樣的頁面非但佔用頻寬非常小，而且頁面很容易隨著螢幕大小與方向等自動調整，更具備容易
修改的優勢。我們已經根據這個準則設計出一個範例網站，www.cs.nccu.edu.tw/~lien，本例之中，可以看
到按鈕特別大，也非常醒目，使用者可快速的找到所需按鈕，特別適合匆忙的行動使用者使用。
使用圖形美化頁面是一種非常風行的網頁製作方法，頁面的許多改變常需製圖美工的配合，不僅耗時費
力，網頁設計師與美工人員之間的溝通協調更是沈重的負擔，而利用 HTML 及 CSS 的方式，則只需熟習
HTML/CSS 語言的網頁設計師即可自行修改，其生產力將可大幅提升。對於網頁設計師而言，HTML 語言
本就是必備的技術，而圖案美工人員卻非輕易可培養出來。

4. 雛形系統設計
本研究團隊已經設計開發了數個雛形系統，分述如下:

4.1 清明上河圖與毛公鼎銘文圖式檢索系統
首先以故宮鎮院之寶，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為例，此圖寶貴之處，並非畫技的欣賞，而在於其記錄了北宋時
期的眾生相。栩栩如生的眾生相，舉凡宮室、車船、服飾等都是寶貴的歷史紀錄。小小的電腦螢幕自然無法盡
展原圖的全貌，勢必不斷左右上下移動，或放大縮小，方能觀賞此圖， 具有多點觸控螢幕能力的平板電腦則可
以方便的達成此目的。此外，可進一步的利用超連結 (Hyperlink) 技術將此圖各個物件連上後端資料庫，作為知
識探索之索引。如有學者欲研究北宋時期的車船型制，可在畫中車船處以指輕點螢幕，即可調出北宋車船的各
項研究資料，或自動連上 google 等搜尋網站將網路上的相關文獻搜尋出來。如此，數位的清明上河圖不再僅僅
是觀賞用的圖畫， 而是重要的教育與研究工具。再如毛公鼎上的鐘鼎文，可在每個字加一個超連結，欲研究鐘
鼎文的使用者可在任一個字上按一下，即可展示出篆隸楷等各型文字以及其演變說明。除了網頁式的設計外，
我們也已經在 iPAD 上開發了一個 App，如圖 1 所示。

圖 1 毛公鼎銘文圖式檢索系統 App
以下是英文版的技術說明

We used two famous collections of the NPM to develop two prototype graphical exhibition systems. The first
is the famous painting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Qingming Painting in short), created
by Zhang Zedua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Qingming Painting documents the real life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its capital city, Bianjing, which wa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the world at the time. The
preciousness of this painting lies not in the skill with which it was painted or its artistic value, but in its
realistic recording of the life-styl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a valuable historical record. A small
electronic screen cannot display the entire painting, which is painted on a long roll of canvas; users must
constantly scroll left/right/up/down and zoom in/out of the screen to view the painting. This may be readily
accomplished with a multi-touch screen tablet. However, the process is still very cumbersome because of the
length of the Qingming Painting. In our prototype, we used hyperlinks to connect each digital object; these
hyperlinks act as an index of knowledge exploration served by a back-end knowledge (meta-data) database. If
a researcher wanted to study wagon or boat styl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or she could easily
explore the digitized painting to locate each desired object and tap it to retrieve the meta-data from the backend database. The design of this system follows the guidelines presented in Section 3. A join project between
our research team and the NPM was established to populate the system with real meta-data and to evaluate the
system in a real-use environment. The Qingming Painting exhibition thus offers not only visual appreciation,
but also an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function.
The second prototype used the Mao Gong Ding Inscription exhibition. The Ding, a bowl with three sturdy legs
made of copper, was widely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as a ritual vessel and became a symbol of
political hierarchy distinguishing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superiors from subordinates. In addition to its use
in worship and ritual ceremonies, the ding was also used to record the meritorious quality of its owner. Such
records were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important events and historical legends, and therefore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The Mao Gong Ding, cast by Mao Gong who was a relative of the emperor of the Zhou
Dynasty, features 497 characters in a special calligraphy, called Zhongding-Wen, engraved on its surface to
record a special event. 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time was weak and incompetent, the emperor delegated to
Mao Gong a special and powerful political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today’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
encourage Mao Gong to work hard and love his people, the emperor also gave him various ceremonial gifts.
Mao Gong cast the ding to record the event and express his gratitude. We developed a Mao Gong Ding
Inscription exhibition system using images of the inscription. Each character in the inscription has an
embedded hyperlink linked to its meta-data,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relevant explanation, but also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in calligraphy history. A user can study Zhongding-Wen by
clicking on any character to gain access to this information. The system is available as a conventional Web
site and as an iPad App, as shown in Figure 8-1. To further stimulate users and extend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we also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n edutainment system for each platform, as explained below.

4.2 故宮文物平板電腦導覽系統
一般博物館所提供的導覽設備，造價不低且數量有限，需要人工辦理借用歸還等庶務。借用者常常因不熟悉操
作介面而手忙腳亂，甚至放棄使用。此外，多人共用尚有衛生疑慮。 若此設備能由日漸盛行的平板電腦取代，
參觀者可自行攜帶平板電腦，於進場前或入場後下載導覽程式，即可用早已熟悉的操作介面迅速上手使用，自
行觀賞，免去借用歸還等手續。此外，平板電腦的導覽功能也可以大幅增強。例如可以即時上網搜尋所觀賞標
的物的相關文獻，而非侷限於展場有限空間所能提供的文字說明。 再者，展品說明經常不利於眼力不佳的參訪
者閱讀，於參觀人群擁擠的展場，更難從容閱讀。此種種問題，透過行動資訊設備便能輕易解決。最後，因空
間有限，展品說明文字多半只有中英文說明，而於行動資訊設備上則可以提供多國文字說明，服務國際人士。
我們所設計的 iPAD 導覽系統功能包括館外觀看文物的相關介紹、訂閱博物館最新資訊，館內導覽文物與路線規
劃、社群互動等功能，簡介如下：
1.
2.
3.

4.

輕鬆易懂的地圖介面，使用者可以用觸控方式方便的尋找文物。輕鬆易懂的地圖介面，可讓使用者用觸
控方式方便的尋找文物。
具備文物的文字及語音介紹，並可輕易擴充多國語文能力。
具備 3D 文物觀看與互動能力。在展館內，許多文物被鎖在玻璃櫃內，參訪者僅能隔著玻璃窗觀賞文
物。透過此系統，將可讓使用者體驗到近距離觀看的效果，也可用觸碰螢幕的方式讓使用者隨意變更觀
賞角度，並可用手指滑動的方式放大縮小與旋轉所觀賞之文物。此外，本系統具備互動功能，例如，當
按下圖像的某一部份時，系統即可跳出一段深入的介紹文字。
可自動透過伺服器即時更新最新資料，讓使用者隨時保持最新資料。

(a)

(b)
圖 2 故宮文物導覽系統 App (a) 選單(b)3D 展示

在本計畫中，我們完成了下列幾項系統功能的開發



利用雲端技術支援故宮文物的展示與導覽：藉助雲端高速行動運算能力及能提供大量資料儲存空
間，如此可大幅降低行動設備規格的需求。目前我們利用 Heroku 的 PaaS 雲端平台，配合 Ruby
on Rails 快速建置出伺服器的管理頁面。



利用線上免費雲端系統，快速建立手持裝置專用的後台：目前許多國外服務正在研發快速讓手持裝
置開發者上手的後台系統，如 Parse、Firebase 等系統。這些系統不只支援 iOS 平台，還支援
Firebase、Windows phone 等平台。



展覽館路線編輯介面：無論在進行路線導覽或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指引上，我們都需要知
道博物館內部的路線資訊，並將其轉換為正確的資料結構，才能提供程式做處理。我們已完成一個
能提供管理者人性化之路線編輯的介面。



室內導航優化：利用 iOS7 最新的 iBeacon framework，加上 BLE 的信息發設器，可有效定位出使用
者在室內的位置，並且根據此位置做導航。若加上以下的推播功能，即可有效控管使用者在各展覽
間的流量。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指引功能：利用定位取得當下位置資訊，連同從雲端載入的資料。在
選擇要前往的展覽室或文物後，擴增實境指引功能可以明確指出接下來該往哪個方向移動。



3D 與互動展示技術：利用文物的 3D 模型資料，在行動裝置中以最直觀的方式觀賞可能無法近距
離、長時間觀看的文物。並可利用放大及左右/上下旋轉不同角度的功能與文物做零死角的互動。此
外系統也提供可讓使用者在圖片上標記許多可以進一步做細項介紹的功能，讓使用者在點選該標記
時，立即跳出詳細的介紹資訊。



加入推播功能，讓伺服器可以即時通知使用者最新消息：加入推播功能後使用者可以快速掌握最新
消息，博物館方面也可有效達到訊息宣傳的效果，該功能是建立在 Parse 系統上。



加入社群應用：讓使用者可以分享所看到的文物和想法在臉書或推特上，讓其他好友可以一起獲取
新知識 。也可利用 Parse 所建立的討論串，讓使用者們做即時的線上討論，讓話題快速傳播及交
流。

以下是英文版的技術說明

The Mobilizing Digital Museum Explorer (MDME) is a ubiquitous media exhibition platform that we have
designed to allow mobile users to browse museum artifacts. The MDME can enhance museum services by
providing users with an utterly new experience during their museum visit. We used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in cloud computing, allowing users to access museum information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The
cloud server for the MDME is able to monitor and analyze user behavior and preferences,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to individual users. We also used Augmented Reality (AR), 3D-imaging, and pathplanning technics to give users a brand-new browsing and navigation experience. The MDME is customized
for the NPM, but all of the techniques developed are applicable to other digital museums.
Exhibition Platform Architecture
The explorer has two components: a cloud service system and a mobile exhibition platform. Figure 3 shows
the underlying techniques used to build the MDME. Qualcomm Vuforia was used to make AR even more
interactive. OpenGL ES was used to generate 3D artifact models. The cloud service was built on the Heroku
PaaS. The Ruby on Rails framework renders the code clean and concise. Urban Airship can expedit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cross-platform (iOS, Android, Windows Phone) support.

Figure 3: Techniques used in the MDME.
Cloud Service System
Cloud technology is able to provide inexpensive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capability and data storage via
the Internet. In supporting a mobile digital museum, it is able to reduce the hardware requirements of mobile
devices by transferring major computing loads and data storage from mobile devices to cloud servers. We
used Heroku’s PaaS platform together with Ruby on Rails to rapidly develop a server management interface.
Ruby on Rails is based on the MVC (Model, View, and Controller) framework, so the front-end and back-end
components can be separated easily. An advantage of this management interface is that administrators can
readily synchronize updated data between all of the platforms. Mobile users can pre-load or update
information from the cloud server on their way to a museum. When they arrive at the museum, they will be
able to read the pre-loaded information offline. Users can also subscribe to specific services provided through
the cloud server. When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subscribed to is updated, it can be pushed to the subscribers
via a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Designing the system in this way places mos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r costintensive computation on the cloud server. As a thin client, a mobile device can thus experience smooth
browsing and navigation.
A. Data Management and XML-Based Data Exchange
With Ruby on Rails, database administrators can use the scaffold command to easily create and edit a variety
of database tables and management interfaces. Museum staff can then use these tables to create and update
digital archive entries for artifacts and exhibitions.
XML-based data exchange between mobile devices and Web pages is easily performed with the Ruby on
Rails framework. By using the XML data format, mobile devices are able to exchange data with cloud servers
via HTTP Get/Post mechanisms.
B.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Mobile users can subscribe to various services, e.g. artifact exhibitions, special events, etc. As each mobile
device has a unique device token, tha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what services have been subscribed to by a
specific mobile user, the cloud server can then push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to the individual users using a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once the information subscribed to has been updated.
We implemented a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using the Urban Airship push service library, which supports
cross-platform services. When museum staff update data on the cloud server, the system determines the list of
users who have subscribed to this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triggers a push notification to them.
Mobile Exhibition Platform
Rather than using middleware such as PhoneGap, we chose to develop the proposed exhibition platform using
iOS native programs, to preserve the native features and interfaces provided by the iOS and to achieve better
system performance.
A. Exhibition Floor Plan

We used Scroll View to enable users to intuitively switch between floors and zoom in/out of the floor plan.
Users are able to check the detailed exhibition information in each exhibition room by tapping the room icon,
as shown in Figure 2(a).
B. Artifact Browsing
The platform supports the following innovative features for artifact browsing: asynchronous picture download,
intelligent artifact search, interactive 3D artifact model browsing, and AR artifacts.


Asynchronous picture download: Artifact information is updated through the network. However,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usually involves large image files. Synchronous downloading may slow down information
display due to either large image sizes or limited bandwidth. We therefore used an asynchronous
operation downloading text before images to speed up information display. In subsequent browsing, the
system pre-caches a number of forthcoming images based on the navigation sequen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asynchronous image downloading is able to make artifact browsing smoother without
noticeable lag.



Intelligent artifact search: We made use of the iOS Search Bar to expedite type-in artifact searches. Once
a user has typed in any initial part of a word string, the system uses the embedded “LIKE” function to
match the characters against a keyword database, and offers a list of possible matches for the user to
choose from without further typing as shown in Figure 4.

Figure 4: Artifact search using the Search Bar.


Interactive 3D artifact model browsing: This feature offers users an intuitive close-up view of an artifact,
which may be physically impossible due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a displayed artifact and the visitor and to
the static nature of physical exhibition with its non-viewable coffin-corners. Users may explore the 3D
models by zooming in-and-out, and rotating in all four directions with no coffin-corners. In addition,
artifact images are tagged, allowing users to tap them to obtain further information. We used the OpenGL
ES library together with the native gesture-recognition function. Figure 2(b) shows interactive 3D artifact
model browsing. As the user taps the Buddha’s head, the app pops “這是佛像的頭” up.



AR artifacts: Wikipedia defines AR as a live, direct or indirect, view of a physical, real-world environment
whose elements are augmented by computer-generated sensory input such as sound, video, graphics, or
GPS data. In this project, we used the Qualcomm Vuforia AR library to generate AR artifact models and
tags. Using these models, users can obtain an utterly new experience of the artifacts. Figure 5 shows an AR
teapot artifact popping out of a plane surface.

Figure 5: Viewing an artifact using AR techniques.
C. Push Notification of a Recent Special Exhibition
The push notification of a recent special exhibition is an example of a personalized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Figure 6 shows a pop-up push notification “NPMApp 有您訂閱的展覽出現了” appearing at the top of a
mobile device. The app guides the user to the exhibition page when the user taps the message.

Figure 6: Push notification of a special exhibition.
D. General Navigation of Artifacts


Artifact information navigation: We used Table View to enable users to itemize artifact information as
shown in Figure 7. The information is optionally displayed in either “audio” or “video” mode as shown in
Figure 8.

Figure 7: Itemized artifact information.

Figure 8: Alternative displays for artifact information.


On-the-spot AR artifact direction guide: Even though a museum usually provides vistor with a floor map,
they often get lost and cannot find their way quickly toward the artifact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Using
OpenGL ES together with a camera, we developed an on-the-spot AR artifact direction guide. By simply
tapping the icon of the current location and the icon of the target artifact, the system is able to calculate a
route and display it on the screen, together with an arrow pointing toward the target.

The arrow is generated by OpenGL ES and is displayed perpendicular to gravity, determined using a gravity
sensor (G-sensor). That is, the vector direction of gravity should be normal to the plane the arrow lies in. To
simplify the problem, we assumed that the mobile device was placed on the horizontal plane. The system
calculates the difference in degrees between the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the horizontal plane. The result is
then used to adjust the rotation of the arrow so that it is perpendicular to gravity.
4.3 以雲端串流與 P2P 技術支援導覽系統
故宮的數位文物資訊包含龐大的多媒體資料，目前大部分行動裝置的網路頻寬極為有限，不容易也非必要將多
媒體資訊包含在 App 內隨著 App 之下載而儲存於行動裝置中。再者，有些文物資料須要即時更新，也無法事先
包在 App 內。目前的解決方式是將龐大的資訊經由固定網路下載至行動裝置，例如:手機的衛星導航軟體在主程
式安裝完後，使用者必須將數百 MB 的圖資透過個人電腦從固定網路上下載，再轉移到手機記憶體內。
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視使用者的手機上網能力或當時的網路狀況，同時可以透過雲端串流下載文物內容，
或用 P2P (or DTN)分享方式[5]，讓參觀者可以透過附近同好，互相合作從無線網路即時交換彼此所取得龐大的
多媒體資訊。本研究以 Android 系統實作一個雛形系統，其功能如下：
雲端串流功能服務平台：我們架設雲端串流伺服器，設計負載平衡的管理機制，並建置內容管理平台方便新
增內容的上架或修訂。
設計 P2P 分享功能：在使用者端，可以讓有 3G 網路或是能連上無線 AP 的使用者，分享多媒體資訊給其他
附近需要的同好使用者。當使用者串流完一份檔案，會先暫存在手機記憶體裡，找機會透過 WiFi-Direct 或藍芽
鏈結分享給其他需要檔案的使用者。使用者將被分為兩個群組:分別為有網際網路存取且可進行串流者，或只能

透過他人下載檔案的使用者。我們利用 Network Coding [6]以及 DTN 概 念，搭配適地性內容(Location-Based
Content)的特性，設計檔案編碼以及排程演算法，以提高檔案散播效率。
我們設計了一個容易上手使用的聲音導覽系統：行動網路點對點音頻串流系統，簡稱 MP2PASS。不需額外的設
定，開啓即可使用。直接以每個人手上的手機或平板電腦就可以開始聆聽導覽，導覽人員也可以直接以手上的
手機開始廣播導覽的內容。系統以點對點的串流網路來進行，不需要有任何設定就可以開始導覽。導覽的串流
系統會自動依據網路的情況調整，以確保每個使用者能聽到清晰而及時的導覽內容。
更多的應用也可以繼續在這個系統上延伸，導覽人員可以發送更多豐富的資訊。遊客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繼續
點取想看的內容，在這個架構下，適當回饋遊客的狀況給導覽人員也是可能的。
以下是英文版的技術說明

Audio interpretations make museum visits more vivid and impressive. Conventional human museum
interpreters use analog radio devices, such as walkie-talkies, for this purpos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number of human interpreters and audio devices, visitors often need to book interpretations in advance.
Furthermore, the audio devices used usually only support one-way communication. A visitor wishing to ask a
question needs to approach the interpreter and speaks loudly to be heard clearly in a noisy environment.
Taking advantage of recent advances in mobile computing technology, many museums have launched guider
apps to solve this problem.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hese apps is usually fairly static and prepared in advance,
and thus allows little improvisation or interaction. Moreover, the memory space and downloading time is
usually too small/short to contain/download all of the artifacts archived by a museum. Finally, a user does not
need to be next to the displayed artifact while he or she is viewing on such an app. These types of app do not
therefore provide a sense of presence when being used. .
We therefore propose a new mobile solution to provide live interactive voice interpretation for museums.
Human interpreters can use mobile phones to provide interpretations via multi-lingual voice radio channels.
The visitors simply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they want and enjoy their journey. These channels can be bidirectional, in that the subscribers can use the “push to talk” mod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interpreter.
The content of an interpretation can be simultaneously recorded and uploaded to the server. Subscribers can
then re-play any content they missed or want to hear again. In addition, remote users can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via the Internet, and feel as if they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tour.
This innovative museum service is used as follows. A visitor chooses an on-the-air interpretation channel in
“live” mode. If no “live” channel is available, the visitor can use the “re-play” mode to download previously
recorded interpretations by their interpreter of choice. A snapshot of the app screen is shown in Figure 9. On
the left is a list of artifacts for the user to choose from. On the right is a list of downloadable interpretation
clips by different interpreters at different times.

Figure 9: Screen snapshots of the “re-play” mode.
After re-playing an interpretation clip, a user can write feedback comments and submit a “like” or “not like”
opinion to any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This re-play mode service is also available to Internet users.
WiFi Direct was adopted for implementing the “live” radio channels. WiFi Direct allows mobile phones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each other without any access points (APs). Visitors therefore do not need to
subscribe to any 3G/4G/WiFi data services. Moreover, the voice streaming data are directly transmitted from
the interpreter’s mobile phone to the visitor’s. There are thus no server bottleneck problems as seen in
conventional streaming services based on central servers.
In the future, P2P (peer-to-peer) technology may be adopted in “replay” mode to speed up the downloading
of content from the server. As the artifacts that visitors in the same exhibition room are interested in are likely
to be the same, some content may be downloaded from nearby users’ mobiles that have already downloaded
the content, instead of it being downloaded directly from the server. With P2P technology, not only is the
loading of the server dispersed among all of the participating users, but users who do not have Internet access
can also use the service. Another technology that could be adopted is “location-aware” service technology,
such as “i-beacon” that can detect users’ locations and provide smart services to them.
.

4.4 寓教於樂的數位學習系統

平板電腦具備優異的人機互動、多媒體展示、與行動運算功能，是非常理想的寓教於樂平台，得以將故宮文物
以活潑、生動及娛樂的方式展示給使用者。我們以毛公鼎銘文為例設計一個「猜猜看」的遊戲，讓使用者以遊
戲的方式學習認識鐘鼎文。我們將一個個銘文展示於螢幕，並提供對應的今文字以及數個似是而非的今文字讓
使用者挑選。如此可激發使用者的學習興趣。未來我們將進一步設計更吸引人的遊戲，例如:將此種系統設計成
飛彈反飛彈的遊戲，當一個個銘文飛彈往下轟炸時，使用者必須當機立斷的按下對應的今文字，才能發射瞄準
精確的反飛彈系統擊落進襲的飛彈，如果選擇錯誤的今文字，則發射的反飛彈將無法擊落進襲的飛彈。此種系
統更能激發使用者的學習興趣。我們更可以針對不同使用者的程度設計不同難度的寓教於樂系統。

圖 10 毛公鼎銘文「猜猜看」遊戲

以下是英文版的技術說明
Edutainment, a buzzword for “learning by entertainment”,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an outstanding method
of achieving highly efficient learning. However, the creation of such a system has many challenges, requiring
many hardware and software resource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With their excellent and inexpensive humanmachine-interaction, multi-media present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capabilities, smartphones and tablet
PCs are good platforms on which to implement edutainment systems for lively, vivid and joyful presentation
of museum artifacts. We designed a “guessing game” for each of Mao Gong Ding inscriptions and Qingming
Painting to stimulate users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Through playing these games, users can
learn the Zhongding-Wen more efficiently and gain a deeper knowledge of the Qingming Painting. In Mao
Gong Ding guessing game, as shown in Figure 10, the system iteratively shows an inscription (a character in
Zhongding-Wen) on the screen, and provides the user with a number of choices of modern charact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games shows that smartphones and tablet PCs are ideal platforms for edutainment
system, and that such systems can stimulate users’ interest. If greater development resources were available,
more sophisticated games for edutainment could be developed.
4.5 醉眼式裸眼觀賞 3D 圖畫技術
3D 視覺已經成為一個當紅的研究主題，可是在一般電腦螢幕上觀看全彩的 3D 影像，仍須藉助於特殊螢幕。而
紙上的 3D 影像則需藉助特殊的光學透鏡膜，既貴且不方便。本技術可讓一般人利用裸眼直接觀賞 3D 圖片，此
項技術可以提供各典藏單位進行 3D 數位典藏。我們利用特殊的重複圖案背景讓觀賞者很容易的利用 Randomdot 3D stereoscopic 的視覺技巧得到 3D 視覺。我們發覺，特殊的重複圖案，很容易吸引觀賞者進入 stereoscopic
狀態，亦即雙眼視線的交點落在 3D 圖片的後面，而眼球的曲度卻須維持使得圖片清楚的落在虹膜上（換言之：
聚焦於圖片上）。在此狀態下，兩張並排的 3D 圖畫會在腦中形成三張圖像，而中間為左右重疊的 3D 影像，從
而得到裸眼的 3D 視覺效果。
開發了此項技術之後，本計畫嘗試到各博物館，動物園、各大廟宇等地拍攝 3D 數位照片，包括
























國立故宮博物院 （因館內不准拍攝，故僅有建物外觀及同安船模型)
國立台灣博物館
美國華盛頓 DC 空軍與太空博物館
美國華盛頓 DC 自然歷史博物館
台北市立動物園
美國加州大學 Riverside 分校植物園
台北龍山寺
台北木柵指南宮
台北松山慈佑宮
台北城隍廟
台北保安宮
台北法主公廟
大甲鎮瀾宮
大甲文昌廟
台中潭子潭水亭
台中廣天宮
台中文昌廟
北港朝天宮
豐原慈濟宮
豐原樂天宮
豐原城隍廟
台南孔廟

以上這些 3D 照片都放在 www.cs.nccu.edu.tw/~lien/3D 供大眾觀賞。
經過大量的實驗，我們也發展出成功率極高的以 2D 數位相機拍攝 3D 照片的技術，而 3D 數位典藏遠比 2D 數
位典藏更能真實的保存文物的真實型態，所能涵蓋的領域多不勝數，例如昆蟲、花卉、動植物、化學結構、人
體、地形地物、天文、建築等，所能發揮的教育研究功能遠勝於 2D 照片技術。雖然醉眼式 3D 視覺技術雖然能
協助部分的觀賞者快速的進入 3D 視覺狀態，但仍然有一大部分的觀賞者需要藉助 3D stereoscope 方能獲得 3D
視覺。

4.6 故宮 3D 文物展示系統於行動載具之應用
故宮官方網站上的「3D 文物展示系統」向來得到使用者相當高的評價與回饋。在這個系統中，故宮官方展示了
五件著名文物，分別為「毛公鼎」、「翠玉白菜」、「象牙球」、「橄欖核小舟」與「霽青描金瓷游魚轉心
瓶」，取各自文物之歷史、特色，以 3D 互動的方式做一主題展示。研究發現此種互動形式能吸引原本對文物不
感興趣之民眾對文物之關注，乃至於愛好。
現今行動載具的演進，如 iPad 等平板電腦之出現，其新功能為「說故事」帶來新的可能性，讓內容製作者可以
用新的方式讓內容與使用者互動，引起使用者更進一步的興趣。基於這些新契機，我們重新設計了「3D 文物展
示系統」，使其內容更適於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所賦予的新說故事方式，為使用者帶來新的體驗。

圖 11 讓使用者以放大鏡檢視翠玉白菜的紋路細節，理解量材就質的白玉巧雕藝術

圖 12：毛公鼎內容之一：從甲骨文、小篆到楷書，讓使用者理解漢字造型的變化

5. 結語
故宮典藏中華數千年的文化瑰寶，在現在的行動運算時代，應積極運用雲端科技與行動通訊科技進一步提升數
位故宮文物的輻射能力，使得人人可隨時隨地藉由隨身的資訊設備暢遊故宮文物的海洋。我們針對行動使用環
境的快速動態使用模式及行動資訊設備在互動能力、螢幕大小、使用方式、通訊頻寬、穩定度等諸多問題上的
先天優勢與限制，設計出與傳統網站大為迥異的行動平板電腦應用程式，並歸納出一套設計準則。 此外，為解
決故宮網站的服務量大幅成長所帶來的資訊設備與網路頻寬瓶頸，我們利用雲端與 P2P 技術，提出相應的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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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經過
PerNEM 2014 於 2014 March 24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 與 PerCom 2014
同時舉行，期間為 March 24-28. 由 IEEE 主辦。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參與此項
會議。 PerCom 近年來拜行動通訊與行動計算風起雲湧之賜， 已經成為 IEEE
極為重要的會議之一，該會議所發表的論文也都 頗具份量。 本人所參加的
PerNEM 是同時舉行的 WorkShop 專注於利用行動網路 支援救難之用。 會議
期間有一個 keynote speech 是由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教授主講。

二、會議內容及與會心得
本人所發表的論文安排在 3/24 發表，一切順利。 Workshop 由 英國皇家學院的
Erol Gelenbe 教授組織舉辦。 除了我的論文及另外一篇是探討地震救災的論文
之外，其餘論文 都是在探討大樓火災中，如何迅速疏散人群的研究。主要是 事
先安裝火災感知器，並利用 Wifi 互相傳遞訊息，共同找出 最佳的疏散路徑，
協助受困人員迅速脫離火場。

本人所研究的大規模災害下的應急通訊系統，係實地蒐集了 921 地震 災區的各
種情況加以分析而得到的「需求分析」，並根據這個實際的需求 分析而新創的
一種應急通訊系統架構。 一般的研究者難以親身經歷大規模自然災害，因此難
以逕行實際的需求分析， 因此對於我們的研究特感興趣。
除了發表論文之外，並積極聆聽其他場次的發表。 兩場 Keynote speech 都是關
於 IoT (Internet of Things)的。
其中一場是澳門大學趙偉校長所演講的，談到 IoT 的起源， 優點，Research
Issues, 以及他們所設計的系統。
另一場是由 BMW 研發部門主管 Christoph Grote 博士所演講，講授 IOT 在車
輛上的應用。這都是 未來式，成功與否尚待驗證。
猶如往年的習慣，PerCom 都邀請各大學的博士生報告他們的研究， 並展示其
成果。

三、 攜回資料
會議論文集 1G USB Disk 一支

四、 後記
報告的投影片放在以下網址:
http://www.cs.nccu.edu.tw/~lien/TALK/pernem.htm
參加本系會議是運用科技部所補助的「行動數位博物館」計畫經費， 因此順便
到布達佩斯各著名建築物拍攝 3D 照片，包括漁夫堡，及堡內 的聖馬諦斯教堂，
皇宮等著名建物，作為 3D 數位典藏研究之用， 所獲頗豐。所拍攝之 3D 照片
整理之後將放置於網路上。
www.cs.nccu.edu.tw/~lien/3D
歐洲歷史悠久，中古時期的建物都有大量的雕刻物裝飾， 此類裝飾在傳統照片
上很難表現，但在 3D 照片上，卻很容易表現其細微之處。藉由此次的拍攝之
旅， 摸索出利用特寫鏡頭拍攝 3D 照片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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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出國人員

出國地點3

張宏慶

執行單位2
出國日期

國立政治大學
103 年 4 月 2 日至 103
年 4 月 4 日，共 3 日

日本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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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摘要
本人於 103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4 日參加由 Knowledge Association of Taiwan (KA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ademics Consortium (iBAC)及 Nagoya University 等單位主辦，
在 日 本 名 古 屋 大 學 聯 合 舉 辦 的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mmerce,
e-Administration, e-Society, e-Education, and e-Technology (e-CASE & e-Tech 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SBM 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EP 2014)。此次聯合國際研討會共有約 350
篇論文發表，並有超過 350 位的專家學者與會。
本人所參與論文發表的研討會為 e-CASE & e-Tech 2014，其又分為 e-Commerce，
e-Administration，e-Society，e-Education 及 e-Technology 幾個 sections。在此次會議本人
有 兩 篇 論 文 報 告 ， 論 文 題 目 一 為 Mobilizing Digital Museum Explorer ， 另 一 為
Educational Exhibition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PP on Museum Mobile Learning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s an Example，均屬於 e-Education 的 section。此次會議的
Keynote Speaker 為 Deputy Director-General，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Center
(Cabinet Office)的 Yasuhiko Taniwaki，演講主題為 Deployment of Common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yber Security。此外，大會又安排 Industrial Tour 及 Nagoya
University campus tour 供與會者參加。

此次聯合國際研討會的會議議程如下：
Wednesday, April 2nd, 2014

1

單位出國案如有 1 案以上，計畫編號請以頂大計畫辦公室核給之單位計畫編號 + 「-XX（單位自編
2 位出國案序號）」型式為之。如僅有 1 案，則以頂大計畫單位編號為之即可。
2
執行單位係指頂大計畫單位編號對應之單位。
3
出國地點請寫前往之國家之大學、機關組織或會議名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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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3rd, 2014

Friday, April 4th, 2014

這些議程幾乎涵蓋了當今所有 e-CASE 及 e-Tech 最重要的研究議題。在此次會議本人
報告兩篇論文均獲得與會者的熱烈迴響及討論。論文報告的內容如下：
(1) Mobilizing Digital Museum Explorer
Museum artifacts information is usually enormous. They can become ubiquitous media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ith the advent of
interactive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 phones and tablets, we are redesigning a
ubiquitous media exhibition platform named “Mobilizing Digital Museum Explorer” for
museum artifa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using the state of art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echnology not only providing museum innovative services
but also bringing users utterly new experiences on museum artifacts. We employ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of cloud computing allowing users to access museum's information
anytime and anywhere. Besides, the cloud server is able to collect and analyze users
behaviors and preferences, and then prompt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to individual users.
We also exploited Augmented Reality (AR), 3D imaging and path planning technics giving
users brand new browsing and navigation experience. Mobilizing Digital Museum
Explorer is customized for Taiwan’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 which is one of the
top five world-renown museums, as an illustration. All the developed technics are
applicable to other digital museums.
(2) Educational Exhibition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PP on Museum Mobile
Learning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s an Exampl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media, especially in graphic-user-interface
and mobile computing technology, museums can improve their exhibition forms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ir service level in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urpose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computing technology on
museum mobile exhibition system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 as an example. Two
system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ir capability in the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first is U-Museum, which is an on-line production system
currently operated by NPM. The other is Mobilizing Digital Museum, which is a prototype
developed by a research laboratory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at provides NPM

artifacts information to mobile users. This study also offers new directions for museum
exhibition to better accomplish thei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missions by adopting this
new exhibition form.
綜此參加此次國際研討會的心得如下：此次會議議程幾乎涵蓋當今 e-CASE 及 e-Tech
最重要的研究議題。讓所有與會者有機會參與各場次的研討，於時間及經費上都相當
經濟有效。與會的專家學者包括國內 20 多位及國外超過 330 多位，有相當多機會與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有深入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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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經過
IHTC 2014 於 2014 June 1-4 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由 IEEE 加拿大分會主辦，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參與此項會議。這是近年來 IEEE 積極推動的科技與人文
跨領域合作研究所舉辦的學術會議，極具 人文關懷意義。此次舉辦無論是論文
發表，邀請演講，以及 panel speech 都非常聚焦於人文應用，而非大拜拜式的
大雜燴。 來自台灣的學者，只有我一人而已，而 IEEE 各項會議中極為活躍的
大陸學者亦不見蹤影。

二、會議內容及與會心得
本人所發表的論文安排在 6/2 上午發表，一切順利。 在會場中，獲得熱烈迴響。
本人所研究的大規模災害下的應急通訊系統，係實地蒐集了 921 地震 災區的各
種情況加以分析而得到的「需求分析」，並根據這個實際的需求 分析而新創的
一種應急通訊系統架構。反觀其他的研究，因為缺乏實際 觀察災區的經驗，以
致所做研究都是根據憑空想像的場景而設計， 難以符合實際需求。與會學者難
得獲得此種報告，因此迴響格外熱烈。

除了發表論文之外，並積極聆聽其他場次的發表。 印象比較深刻的幾場，茲略
述如下:
大會特地邀請聯合國派往參與海地地震救災的團隊成員 報告其在各地救災的經
驗。這位救難隊員參與了多次的救災 活動經驗非常豐富，遇到過各種疑難雜症，
此君特地提到 通訊及網路的狀況，在災區中的網路經常是不通的，出乎很多人
的意料，其實對我們進行應急通訊系統研究的人而言，這是司空見慣 之事，但
其他領域的人就無此認知，非常天真的以為我們習以為常 的網路在世界各地，
無時無刻暢行無阻，導致救災效率的低落。
有一個公司發展了一套救災專用地理資訊系統，他們認知到 通訊及網路系統的
不可靠，故沒有採用網路或社群網路的方式 蒐集資訊，而是利用無人飛機攜帶
照相機實地拍攝災區影像， 再輸入地理資訊系統。此種方式可為各國政府借鏡。
如今的無人飛機空拍系統正是風行之時，本項技術極為可行。
來自南美的一位教授介紹了他們的研究，資訊技術在醫學上的應用。 例如在腳
底裝感知器蒐集老人家正常走路時的參數，置入資料庫中， 當有異常時即發出
警告。
有一場 panel 是找了幾位女性 IEEE 成員來分享她們的研究經驗。
IEEE 主席原應允來參加會議並發表演講，但臨時有事，派了 副主席來參加，
演講中應景式的提到科技應用在人文上的重要性。

三、 攜回資料
會議論文集 1G USB Disk 一支

四、 後記
報告的投影片放在以下網址:
http://www.cs.nccu.edu.tw/~lien/TALK/ihtc.htm
參加本系會議是運用科技部所補助的「行動數位博物館」計畫經費， 因此順便
到蒙特婁的植物園、生態園區、及昆蟲博物館拍攝 3D 照片， 作為 3D 數位典
藏研究之用，所獲頗豐。 所拍攝之 3D 照片整理之後將放置於網路上。
www.cs.nccu.edu.tw/~lien/3D
本次會議來自台灣的學者只有我一人而已，大陸學者亦不見蹤影。 可能是因為
近年來學術界偏重 SCI/EI 論文指標的歪風所及， 此種具有人文社會意義但難
以發表 SCI/EI 論文的研究乏人問津 所致。令人浩嘆，前賢所揭諸的「 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讀書人 志業目標，已成絕
響，如今人人埋頭為發表 SCI/EI 論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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