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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計畫中文摘要計畫中文摘要計畫中文摘要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簡稱本分項計畫或第二分項計畫）為數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之三大主軸分項計畫之一。本分項所擔負之任務為「促成典藏內容

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第一期計畫中，已經

累積豐厚數位典藏內容成果，並培育出許多數位典藏人才資源，同時也開發完成可觀的網路

平台技術和相關應用軟體資源，自國家數位典藏政策的長遠角度來看，這些資源均為資訊社

會時代的重要公共資產（commons），也是國家推動資訊社會發展、解決數位落差的關鍵。而

以上所述，均將是執行本分項計畫之重要基礎。 

 

  本辦公室是第二分項計畫之執行總部，本分項計畫將採取整合性之推動策略，從「文化」

（culture）、「學術」（academic）、「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或簡稱「社經」）和「教

育」（education）等角度切入，厚植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基礎，並且以兼具 深度與廣

度的方式，挖掘數位典藏之應用潛力，期能為我國創造數位時代的成功經驗。在策略方面，

本分項計畫擬以創造並永續經營數位典藏之公共資產為主要方針，強化管 理和營運機制，為

達成此一目標，本分項計畫辦公室將積極協調統合第二分項以下的「人才培育和數位學習」、

「產業平台和規範機制推動」、「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人文與社會發展」以及「公開徵選」

等五個子計畫的工作內容，協助將上述子計畫之成果具體落實，藉以擴大與深化數位典藏成

果在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等層面的應用，促成數位社會之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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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計畫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Academic,  Socio-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for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  (or  Project  

Two),  is  one  of  three  main  projects conducted  under  in  the  second  phase  

of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produced by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into  and  

help  penetrate  the  digital  archive  technologies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research, indust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This project will start 

from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thatis, the digital archive contents and 

technologies, developed and accumulated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NDAP. In other 

words, the experiences of carrying out the NDAP related projec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highly trained and skilled staff for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s, and 

the well developed  technologies of network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 software 

in the first phase are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is  Project. In  the  

long  term,  we  aim  to  make  the  above resources of NDAP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commons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n addition, if managed 

properly, it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key component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digital divide.  
The project office is the headquarter of Project Two. This Project plans to 

tak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integrate to bind together the cultural, academic, 

socio-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archives. Moreover, the 

Projec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NDAP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s of the digital archives in a profound way. In doing so, it 

is expected that it will therefore give birth to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aiwan’s digital age. In implementing these promotion strategies, this Project will 

create and manage the digital commons in a sustainable wa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for its daily operation.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this Project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5 sub-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 and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y adopted. They are as follows: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learning Project,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Platform and Licensing 

Mechanism Project, Academic Application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Project, and the 

Request-for-Proposals Project. These sub-projects will work together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this Project to deepen and widen the applic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s of industrial,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social aspects. In short, 

we hope that this Project will help develop a sound digital society, to broaden 

the knowledge horizon of our people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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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bundant digital resources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every aspect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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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一、 計畫緣起   

公元 2000 年的 G8 高峰會中，八大工業國家領袖正式通過影響未來全球資訊化發展的資

訊科技（IT）憲章，提示資訊科技為塑造 21世紀最強大的力量之一，未來社會的最重要本質，

在於個人與社會能運用知識（資訊）與創意。此一會議並將全球網路化發展定為最高目標，

成立專責單位推動，以消弭已開發中國家與未開發國家在網路化環境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類似的討論和共識，在去年底甫落幕聯合國資訊社會高峰會 （World Summit of 

Information Society，簡稱 WSIS）中，也是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 

 

網際網路使用者的大幅增加，使得上述議題更具有迫切性。以台灣為例，截至 2006 年 3 

月底 為止，有線寬頻用戶達 420 萬戶，電話撥接用戶數為 173 萬戶，ISDN 用戶數為 1.2 萬

戶，學術網路(TANet)用戶數為 399 萬人，行動網路用戶數為 821 萬戶。將上述各個連線方

式用戶數經過加權運算，並扣除低用度用戶、一人多帳號與多人一帳號等重複值後，估算 2006 

年 3 月底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為 963 萬人，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 42%。而行動網

路的發展也方興未艾，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資料顯示，我國的行動上網（Mobile  

Internet）人數為 887 萬戶，較上一季增加 8.1%。3G 數據服務加上 PHS 的行動上網用戶，

2006 年第二季約有 327 萬戶，較上一季增加了 19.6%。而行動上網的主力 GPRS 用戶，超

過行動上網戶的半數約有 549 萬戶，在歷經了兩季的衰退之後，本季再度回復成長的態勢，

較上一季增加了 2.5%。在各種網路通道在台灣的普及率行將超過百分之五十之際，網路上所

提供各式資訊服務更形重要，因為這些內容的精緻、組織化程度將直接影響使用者使用網路

的素養。而尚未使用網路的另一半人口，也無形之中成為數位落差的受害者，如何將資訊科

技發展的成果與所有公民分享，成為下一階段政策應該關注的焦點。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希望能豐富網際網路的內容，同時也要能以資訊科技使這些內

容的傳布範圍最大化，也就是說，其基礎必須奠基於電子資料庫及內容網站的發展。回顧歷

史，電子資料庫是泛指文字、數值、圖表、影像等資料，在經過有系統的整理後儲存於電腦

系統之中，可提供各式資訊檢索應用的資訊整合體。舉例來說，圖書館的百萬圖書書目資料

庫，華爾街日報數十年的全文報紙資料庫，CNN多年的影音資料庫，皆是電子資料庫。過去

三十多年來電子資料庫的成長相當快速，從公元 1985 年起幾乎全球每年都有超過一千種新的

資料庫，至公元 1994 年已經正式突破一萬種資料庫，並於其後呈現急遽的增長。 

 

公元 1994 年之後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各種內容網站（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不斷開站，規模較大的內容網站已經有數十萬之多，不僅收集的資訊多元，且提供方便的網

路檢索。Web 的超連結與多媒體特性，加上搜尋引擎技術的不斷提升，更使內容網站，從一

般區域網路服務擴展至全球服務。根據網際網路統計資料，以大型網路搜尋引擎入口網站 

Google 所提供的網路資源檢索服務為例，截至 2005 年為止已有索引的網頁超過八十億頁。 

 

我國電子資料庫的發展，從民國 68 年電信局開辦國際百科檢索業務開始;民國 77 年國科

會科資中心開放全國科技資訊網路（STICNET），民國 85 年資策會編製的中華民國電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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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年鑑計收錄 528 個資料庫。這些資料庫包括國家圖書館的圖書資訊型式的全國圖書資訊網

路，工研院 ITIS 計畫的產業資料庫，政府機構的工商貿易、財務金融、法規等資料庫，民

間的商情、股市資料庫； 學術機構以中研院為主的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以及進一步推動的

漢籍自動化計畫所建置的文史資料庫等，皆有長足發展。 

 

民國 85 年開始，國內網際網路的發展已緊跟國際腳步，國家通訊基礎建設大為成熟。根

據資策會於民國 95 年 3 月 31 日發布的「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民國 95 年第一季，

我國商用網路帳號數達 1,415萬戶，較上一季增加 14萬戶，成長率達 1%。主要入口網站收

錄的網站也逐漸增加。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內容網站，包括電子報、股市資訊和電子雜誌等。

此外，也有為數眾多提供網站架設服務、搜尋技術開發、資料庫建立、網頁設計等服務與技

術支援的公司。  
（（（（一一一一））））數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數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數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數位典藏之國際發展趨勢    

人類文明的記錄與傳承己經開始從紙上轉變到數位媒體上，為因應這一數位化的趨勢，世

界各國特別是資訊大國以及重視文化傳統的國家，無不致力於發展數位典藏計畫。以下是各

國目前相關的發展概況。 

 

1.  1.  1.  1.  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國際組織    

公元 1995 年 G7 高峰會中，各國參與的領袖共同強調了發展一個全球資訊社會的必要性，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電子典藏計畫應運而生。此計畫之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先進的基本

架構，以便利世界各地現有之數位典藏計畫可以相互連繫，進而成為一個廣大而分散式的虛

擬資料典藏，記錄人類寶貴的知識，並讓這些資料可以藉由網路讓人們公開地存取。這個計

書由法國與日本領導，參與的會員包括法國、日本、美國、加拿大、義大利、德國、英國、

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及捷克等 11個國家級的數位圖書館計畫。 

 

在提供一個人類文明共享的網路入口計畫方面，歐洲圖書館計畫（The European Library, 

TEL） 串聯了總共 45個國家圖書館，提供全世界資訊公民，無論是專業人士或一般的讀者，

能夠透過簡單的方式來連接到共同的歐洲文明寶藏。目前完整參與國家包括奧地利、克羅埃

西亞、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義大利、拉脫維亞、荷蘭、葡萄牙、塞爾維亞、

斯洛伐尼亞、瑞士與英國。在 3 年的 TEL 先導評估建置計畫，並且建立串連到各個國家圖

書館的 Gabriel系統（Gabriel - GAteway and BRIdge to Europe's National Libraries）

之後，該計畫於 94 年夏天正式整合到歐洲圖書館計畫中。 

 

另外，聯合國也從公元 1992 年起推動 Memory of the World 計畫，透過相關組織協會，

來 保護並挽救許多瀕臨滅絕的人類文明，其中一個主要的工作就是將那些重要的文明遺產、

文獻記錄予以數位化，並妥善地加以維護保存。文獻遺產反映了語言、人類與文化的多樣性。

它是世界及其記憶的鏡子，卻也是一面很脆弱的鏡子。每一天，世界記憶中獨特而無法取代

的片段都在消失，永遠不復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了「世界的記憶」這個計畫，是想要

保護全世界珍貴的檔案與圖書館收藏得以保存下來，能夠更廣為散播，不受這種集體的失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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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所摧毀。與 BibliothecaUniversalis 計畫相似，其規模則更為擴大，公元 1996 年第一

屆 Memory of the World 國際會議於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共有來自 65個國家 150個代表

出席。 

 

2.  2.  2.  2.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自 1990 年開始推動 American Memory計

畫，進行圖書館內文獻、手稿、照片、錄音、影片等典藏品之數位化，並編輯成歷史變遷、

文化傳承的主題產品；進一步配合資訊高速公路，加速國會圖書館與各公共圖書館典藏數位

化作業，使之成為高速網路上最廣泛與重要的資訊資源；在數位典藏的資訊與通信技術方面，

則將加強與下游各相關研發計畫結合。美國記憶計畫已經有超過 4千 5百萬美元的民間資源

投入贊助，100個以上的主題特展， 

加上 23個來自計畫外學校、機構等的共同參與，總共超過 500 萬件數位藏品。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則與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機構（DARPA）、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合資贊助「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DLI）」（1984~1988），此一計畫由六所大學主

導六個跨領域計畫，分別是環境規劃與多媒體資訊系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亞歷山卓計

畫：地理資訊系統（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數位影訊圖書館（卡內基麥隆大學）、統合

科學文獻資料庫（依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智慧型網路資訊搜尋者（密西根大學）、各

類數位圖書館網路服務之整合機制（史丹佛大學）。此一計畫的目標在於透過通訊網路，提升

蒐集、儲存與組織數位資料的方法，使其便於搜尋、存取與處理；資料的型態包含文字、影

像、地圖、音訊、影訊、插圖及多媒體，各計畫的數位資料庫與主題也特別著重在社會、經

濟與文化等層面。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公元 1998 年年底公佈徵求數位圖書館國際研究計畫（IDLP）11，

除了延續前述研究重點與擴大至國際間的範圍外，將特別著重在多國或跨國語文、資料標準

或規範、智慧財產權以及文化交流與社會影響等研究議題。 

 

在一般大學，也有以服務學術、研究或專業人士為使命的聯合目錄，例如北卡羅萊納大

學教堂山分校自公元 2000 年九月開始的一項服務—ibiblio.org，這個由該校新聞傳播學院

及圖書資訊學院支持的服務號稱是「典藏的典藏」（collections of collections），也就是

說，ibiblio.org 透過典藏資料庫連結的收集與分類，提供資料需求者便捷的管道以接觸所

需的各式素材。根據 ibiblio.org 這個聯合目錄的統計，每天平均一千兩百萬個資料的需求

發生在其上，而持續有典藏豐富的資料庫申請成為其目錄中的成員。 

3.  3.  3.  3.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加拿大的 Canada’s Digital Collection 計畫是由加拿大政府工業部（Industry 

Canada）主持的國家級計畫。此計畫主要是把加拿大重要的典藏文物資料，轉換成資訊高速

公路上的數位化展覽品，其所包括線上的教學資源，如課程單元、教室活動、考試及遊戲等，

更是一大特色。這個計畫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是由聯邦青年就業計畫（Youth Employment 

Strategy）提供資金，讓十五至三十歲的加拿大青年，藉由數位化典藏文物資料的工作，學

習到多媒體的技能。目前此計畫已嘉惠了二千五百多人。不但使加國青年習得知識工業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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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使人們有更多機會，利用各檔案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社團及其他來源的資料。  
4.  4.  4.  4.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羅馬教廷梵諦岡博物館、巴黎羅浮宮、倫敦英國國家藝廊與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等著名

機構，都各有其數位化典藏計畫，以及技術支援與研究團隊。梵諦岡以數位化之珍貴手稿，

提供全球學者研究為重點；羅浮宮以繪畫數位化為主，並重視多媒體展現技術；大英博物館

由各部門挑選精美典藏進行數位化，並強調出版教育主題；大英圖書館則擬訂資訊化整體策

略，有計畫的進行數位化典藏。 

 

歐洲尚有眾多中小型博物館，它們的數位化工作則多仰賴產業、研究機構與大學支援；

例如歐洲聯盟（EU）就贊助法國資訊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進行一項「Aquarelle  計畫」，

支援歐洲各國博物館與相關機構，在網路上能共同分享各自的數位典藏，而主要的目的即是

文化傳承。英國南罕普頓大學自公元 1998 年完成「虛擬博物館專案（Viseum）」，計畫內容

以數位影像、儲存與壓縮等技術支援，處理博物館典藏，並在 ATM 寬頻網路提供典藏目錄伺

服器，並連接至各博物館數位典藏伺服器。參加此一計畫的有英國國家藝廊、法國羅浮宮，

以及加拿大與德國的相關研究機構。 

 

5.  5.  5.  5.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從 1990 年代起將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視為重點產業。為了發展數位典藏

事業，日本於公元 1996 年成立「數位典藏推進協議會（Japan Digital Archive Association, 

JDAA）」，由當時東京藝術大學校長平山郁夫（Ikuo  HIRAYAMA）為首，針對日本豐富文化資

產之數位保存及數位運用以及智慧財產權等議題進行討論；同年，為因應此潮流，地方政府

石川縣亦率先成立「石川新情報書府（Digital Archives of Ishikawa, Japan）」，以保存當

地江戶時代以來的「加賀百萬石文化」為中心，為地方政府推動文化數位典藏之先驅。 

公元 2000 年起，「數位典藏推進協議會」開始進行地方振興活動，支援在全國各都道府

縣舉行的研討會，以及協助各地數位典藏組織之成立與發展。2002、2003 年亦舉辦了數位典

藏全國大會，努力拓展地方數位典藏運用之版圖；此外也進行各式數位典藏之公開徵選。 

在藉由出版物推廣數位典藏方面，為了提供實際操作面上之方法，，「數位典藏推進協議

會」除發行《數位典藏》季刊外，尚根據其法律研究團隊之成果，發行《數位典藏之權利問

題》、《數位典藏權利與契約手續、契約文暨問答集》、《數位典藏權利問題與契約文例》等一

系列關於數典藏的智慧財產權及契約問題，此外還將當年度的成果編輯成該年度的「數位典

藏白皮書（Digital Archive Hakusho）」」藉由紙出版之介紹，以操作手冊的形式從實務面上

支援日本全國數位典藏發展。 

完成階段性任務的 JDAA 於今 2005 年七月解散，其業務轉移至財團法人數位資料協會

（Digital Content Association of Japan, DCAJ）。 DCAJ 乃為「財團法人多媒體內容振興

協會（Multimedia Content Association of Japan／MMCA）」及「財團法人新映像產業推進

中心（High-tech Visual Promotion Center／HVC）」所整併而成，兩單位俱發足於 1990 年

代，長期致力於數位內容在內容質與量上之提升、連結個人創意與數位內容產業以及數位內

容相關智慧財產權等法律問題之研究等，應能將以文化、教育事業為主的數位典藏事業與商

業利用座結合，亦能回收資源，裨益於數位典藏及其內容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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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典藏推進協議會」於 2005 年選出的全日本六十個優質數位典藏網站中，除了

大學院校、博物館等學術單位藉由實體文化財之數位化進行數位典藏之推展外，尚有如「雲

南未來博物館（Unnan Future Museum）」、「鹿兒島數位博物館（Kagoshima Digital Museum）」

等藉由虛擬博物館 保存地方文物者，或者「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JAXA）」等 將科技資訊及新知及時上線之非實體機構。 

 

此外，日本最知名的數位博物館計畫是由 IBM 東京研究所與日本民族學博物館合作的

「全球 數位博物館（GDM）計畫」，參與的機構還有大英博物館與康乃爾大學，計畫的內容主

要是支援網 路上檢索不同的數位典藏資料，同時支援互動式的網路瀏覽、編輯，以支援博物

館教育為重點。 

 

日本政府貿工部（MITI）也自 1996 年支援資訊技術策進署（IPA）及資訊處理與發展中

心（JIPDEC）等單位，進行一項為期五年的「次世代數位典藏系統研究與發展專案」，以數位

典藏相 關科技與雛形系統為研發核心，以建立下世紀資訊流通中心的數位典藏系統為目標。  
6.  6.  6.  6.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其他各國較著名的數位典藏計畫有俄國的 Hermitage Museum 計畫，這是 IBM 資助俄國

聖彼得堡 Hermitage 博物館進行的大型跨文化、跨語言的計畫，其特色在於多媒體的影像處

理與檢索， 且具多目標的數位典藏計畫。 

  
（（（（二二二二））））我國之數位典藏發展歷程我國之數位典藏發展歷程我國之數位典藏發展歷程我國之數位典藏發展歷程    

1. 1. 1. 1. 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    

 

以往政府與民間所發展的電子資料庫或內容網站，大多偏重產業服務。為提昇國內網站

素質， 以達到利用網路加強國民文化、藝術及科學等素養的目的，國科會成立『數位博物館』

專案計畫。其目的是以多媒體的網際網路網站做科學與文化知識推廣的工作。第一期計畫自

民國 87 年 8 月至 88 年 10 月完成，由中央研究院推動四個發展環境與合作機制系統支援子計

畫以及七個主題系統先導計畫。主題可區分為自然科學〈臺灣魚類、植物、蝴蝶生態〉與歷

史文化〈淡水河溯源、漢代墓葬與文化、搜文解字、臺灣原住民、火器與明清戰爭〉兩個系

列。第二期計畫於民國 88 年 10 月由國立臺灣大學繼續發展，推動 metadata  及浮水印技術

開發與套件製作兩個系統支援子計畫及十二個主題子計畫。『數位博物館』專案的推動，期望

藉由網路傳播優質文化與知識，使人不受時空環境限制，得以終身學習並拓展國際視野。第

三期的數位博物館計畫則已整合至第一期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 

 

2.2.2.2.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數位資訊提供新的寫作方式與多媒體資料庫，改變基本的知識表達與呈現，進而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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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研究的態度與方法。民國 88 年 7 月行政院第九次『電子、通訊、資訊策略會議』通過

『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並將此案分由國科會協調執行。該計畫於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正式

展開，以專案方式進行，並委請中央研究院主持此專案計畫，成立「計畫辦公室」，以溝通協

調各參與機構間的合作。『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的發展與目標是將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

院各機構珍貴的重要文物典藏加以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產、建構公共

資訊系統，促使精緻文化普及化、大眾化，資訊科技與人文融合，並推動產業與經濟發展。  
3. 3. 3. 3. 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計畫（（（（IDLPIDLPIDLPIDLP））））    

這是一個以發展數位圖書館技術為主的國際型計畫。民國 90 年度此專案計畫的內容包

括探討多語言詮釋資料資訊查詢檢索的可行性，以便與國際間作交換。另外，希望所規劃設

計之詮釋資料，不僅可以符合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各個主題計畫中藏品的特性，還可

以與國際上其他國家數位圖書館／博物館之詮釋資料相容。更期望所發展的詮釋資料管理系

統 Metalogy，可提供美國、中國大陸相關館藏單位實際輸入資料之用。 

 

4. 4. 4. 4. 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Taiwan Digital Art Taiwan Digital Art Taiwan Digital Art Taiwan Digital Art 
and Information Centerand Information Centerand Information Centerand Information Center））））    

該平台的目標在於建構一個完整的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內含完整的數位藝術

創作人才、作品、相關知識之資料庫系統，並提供作品發表、展覽活動訊息、未來趨勢等運

作機制與跨領域交流及資源共享的平台。藉由詳盡的資料庫欄位規劃與單一 資料 結構 (met 

ad ata )的定義，使得國內的數位藝術創作在萌芽階段便能夠系統化的被整理，資料也能夠

更容易的被找到，作為未來與國際接軌的基礎。網站的服務對象包含數位藝術創作者、數位

藝術相關產業及一般愛好數位藝術的社會大眾，因此除了提供創作者豐富的相關知識及促進

產、官、學、研的交流外，亦同時具備推廣數位藝術普及至社會大眾的功能。  
5.5.5.5.行政院新聞局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行政院新聞局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行政院新聞局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行政院新聞局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National AudioNational AudioNational AudioNational Audio----Visual Visual Visual Visual 

Infobase Service, NAVISInfobase Service, NAVISInfobase Service, NAVISInfobase Service, NAVIS））））    

 

這個平台主要目標在於整合國內影音資訊、積極擴大消費市場、促進資金與人才的流通，

並建立一個適合影音產業未來發展的環境，以順利推動台灣的數位內容發展。國家影音產業

資訊平台無交易、認證功能，單純以本國為範圍的影音聯合目錄以及提供新聞局影音產品典

藏為主，以類似國家圖書館強制要求書籍出版提供一份拷貝館藏的方式，試圖整合匯集各業

者或機關（構）之影音內容產品資訊及人才資料庫，成為台灣影音產業的聯合目錄。 

 

目前典藏目錄分類包括：各類型電視節目（如：新聞、戲劇、廣告及綜藝音樂性節目）、

紀錄片、電影片（如：劇情片、實驗電影、動畫電影）、廣告片、政令宣導短片、有聲出版（如：

MV、CD）、廣播（如：新聞、音樂、談話性節目及廣播劇）等等，以及影音產業相關人才和資

源資料管理。目前規劃給一般大眾免費使用。與其他典藏計畫的分工方式為，以新聞局之「國

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作為平台整合入口網站，以聯合目錄採 OAI（Open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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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的方式將影音資料整合至新聞局，原提供機構或公司單位則仍擔負其資料典藏

之責。  
6.6.6.6.其他各部會數位化相關計畫其他各部會數位化相關計畫其他各部會數位化相關計畫其他各部會數位化相關計畫    

 

    除了前述幾項國家級的典藏計畫之外，各部會也有許多數位化的計畫。目前國內數位化

的計畫，處處可見，蔚為風潮。謹摘錄其要者如下： 

� 科技顧問組：數位臺灣計畫（e-Taiwan）及行動台灣計畫（m-Taiwan）。 

� 經建會：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中之「擴展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在生產及生活上之運

用」。 

� 教育部：國家圖書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許多計畫都和數位化有關。如資訊教育 總

藍圖、卓越計畫、電腦輔助教學、遠距教學、海外華語教學等大型計畫亦多與 數

位典藏有關。 

� 內政部：如國土地理資訊系統等。 

� 經濟部：如工業局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計畫、電子商務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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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一一一、、、、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自從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來，數位化技術、資訊通訊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日

益深遠。將台灣的文化數位化，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廣為流傳，在人類文化、社會與

產業經濟各方面的價值可說是相當驚人，而這樣的發展更是創造新文明與新社區文化的絕佳

契機。我國相繼推動數位博物館、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以及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計畫，

取得了相當重大的成果，更於公元 2002 年 1 月展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階段。   

第二期計畫則是以第一期成果為基礎，以創新的精神，由資訊科技出發，結合人文社會

科學，將固有重要典藏文物數位化，善用資訊通訊科技，建立國家數位典藏，推動人文社會

經濟與產業的發展，建構國際交流網絡，傳承世界文化、共同創造人類的新文明。以下簡述

本分項計畫所屬「第二期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目標與組織，以及本分項計畫的目標。 

 

（（（（一一一一））））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執行目標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執行目標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執行目標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執行目標    

  第二期的「數位典藏國家行科技計畫」旨在落實數位典藏資訊的知識化與社會化，朝向

知識社會的方向進行發展及建構，進而達成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終極效益。本計畫成立了拓展

臺灣數位典藏、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的發展，推動國際合作交流網路三個主軸計畫與技

術研發、營運管理兩個核心計畫。總體目標深化彙整成三項主要目標： 

� 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 

� 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 

� 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建立國際合作網路 

數位典藏是資訊社會文化全球化時代，國家文化與資訊競爭力發展的百年事業。我們認

為在第一期典藏國家文物、精緻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以國家力量強調本土內涵、呈現臺灣文

化多樣性脈絡、彰顯臺灣的文化主體性應是首要的目標。從最底層的數位化檔案、整合深度

後設資料描述的文化內容、開發技術與創意結合的應用，方能呈現臺灣文化在人文領域、社

會領域、自然環境領域的多樣性脈絡。因此我們需要全面地將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

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中，並且結合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推廣串聯的專業團隊，

將臺灣豐富深邃的數位內容帶向國際舞台。 

延續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期的方向，計畫辦公室與二期規劃構想小組以創新

的指導原則整合團隊構想，二期計畫與一期定位上具有顯著差異，同時也勾勒出整個國家型

計畫的願景，包括：永續經營「臺灣數位典藏」，呈現臺灣語言、生物與文化的多樣性；推廣

典藏成果應用，縮減數位落差；推動國際交流合作，共創人類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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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期盼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擴大對於整體資訊社會的影響，讓臺灣的豐富內

容建立起文化的主體性，與歐美先進國家同步走進網路全球化、知識社會的時代。藉由數位

典藏技術的突破與所建構平台的知識網路作為基礎，透過推廣研究、教育與產業應用及國際

交流合作與世界建立平等互惠、合作創造的有機連結與創意互動，以達到提升臺灣國家競爭

力的終極效益。 

 

（（（（二二二二））））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之執行目標之執行目標之執行目標之執行目標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以「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

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以健全數位典藏產業、教育、研究等範疇之使用環境；以第一期

成果與經驗為基礎，善用第二期計畫之多樣化內容，擴大與深化數位典藏成果在文化、學術

和產業層面的應用，促成數位社會之健全發展，希望能達成「深化全民對台灣文化之認識」

及「提供全球對台灣文化研究之豐沛資源」之使命，讓臺灣文化能以更精緻的面貌與國際接

軌。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針對「教育」層面切入，廣泛培育數位典藏執行與應用

人才，並整合第一期計畫成果中之數位學習資源，將數位典藏成果轉化為數位學習課程，以

使數位典藏融入數位學習，並推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接軌。「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

畫畫畫畫」旨在促成數位典藏之內容融入我國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

落實數位典藏資訊的知識化與社會化，帶動數位化產業升級，朝向知識社會的發展及建構。「學學學學

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達成「數位典藏公共資產近用」與「數位典藏公共資產傳播」

為目標，主要從使用者角度出發，以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為主，推廣促進公共資產之「近用」

與「傳播」等相關工作。「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從國家政策、社會影響、以及公民團體行

動三個層面來執行深化對數位落差社會影響之理解、縮減數位落差、以強化數位典藏之共享

與傳佈的任務。「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透過公開對外徵求的模式，根據其核心

任務，廣徵參與者，以便能以多元觀點整合運用數位典藏之推廣應用資源，與各個子計畫產

生互補交流的作用，共同促成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之主要

目標。 

「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在應用推廣方面，含「中研院數

位典藏展示中心」、「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及「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

計畫」等三個計畫。「中研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整合數位典藏計畫一期成果及院內現有的

數位資源、暨培養專業人才、推動數位典藏之應用與發展；「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

作計畫」建立在 web2.0之基礎，開發使用者導向之部落格工具，結合數位學習技術深化原住

民知識；「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規劃建置考古、甲骨、青銅器、拓片等漢學資源之

科普網頁，展示史語所之數位化資料，推廣數位資料之使用，並結合 GIS技術，開發田野考

古工作及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平台。 

 

二二二二、、、、    計畫架構計畫架構計畫架構計畫架構    

 

第二期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共分為三個主軸分項計畫與二個核心分項計畫（如圖 1

所示），三個主軸分項計畫分別是「拓展臺灣數位典藏」、「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以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10 

及「推動國際合作網路」，具體實踐三項主要目標。與「技術研發」、「營運管理」兩個核心分

項計畫，共同協助國家型計畫辦公室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工作的進行，請參

考下圖。 

 圖 1：雙核心三主軸示意圖 
 

總計畫的組織架構關係呈現如圖 2 數位典藏二期規劃組織架構圖。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11 

 圖 2：數位典藏二期規劃組織架構圖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屬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的第二分

項，包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學術應用與學術應用與學術應用與學術應用與

文化傳佈子計畫文化傳佈子計畫文化傳佈子計畫文化傳佈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等五項

子計畫，另外並包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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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之計畫項目與主持人簡表 

計畫項目計畫項目計畫項目計畫項目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服務機服務機服務機服務機構構構構////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總計畫 劉靜怡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 產業發展

分項計畫-總計畫 

子計畫一 朱則剛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子計畫一：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 

子計畫二 
 
謝銘洋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子計畫二：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

推動 

子計畫三 
 
翁秀琪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教授 

子計畫三：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子計畫四 
 
林鶴玲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子計畫四：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五 

孫春在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 科學系 教授 子計畫五：數位典藏推 廣應用公

開徵選 

 

 
 

圖 3：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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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分項「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或簡稱第二分

項計畫），乃是以「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以

健全數位典 藏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等範疇之使用環境；本分項將以第一期豐富的成

果與經驗為基礎，善 用第二期計畫規劃之多樣化內容，擴大與深化數位典藏成果在產業、教

育、研究與社會發展層面的應 用，促成數位社會之健全發展，希望能達成「深化全民對台灣

文化之認識」及「提供全球對台灣文化 研究之豐沛資源」之使命，讓臺灣文化能以更數位、

豐富、多元的精緻面貌與國際接軌。 

同時，本分項計畫希望凝聚產學研等各界使用者社群近用數位典藏之經驗與知識，促進

知識向大眾分享釋出，進而協助經營上述各社群共同參與創作之公共園地。本分項計畫屬整

合型計畫，依據前述計畫實施策略與本分項計畫所追求之「文化」、「學術」、「社經」與「教

育」等四個層面的核心價值規劃而成。在實施方法方面，亦依照「總計畫核心價值、 計畫架

構與核心策略對應關係圖」進行規劃，各子計畫分別依據管理、近用、共通、傳播和使用公

共資產等五項要素規劃，共有總計畫以及五個子計畫，分別為「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

畫、「產業 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

展」子計畫和「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 

本分項計畫為「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其優勢包括第一期計畫已經累

積出來之豐厚數位典藏內容成果、過去計畫之執行經驗、培育出來之數位典藏人才資源，以

及開發完成之網路平台技術和相關應用軟體資源等，由國家數位典藏政策的長遠角度出發，

這些資源均為資訊社會時代的重要公共資產（commons），也是國家推動資訊社會發展、解決

數位落差的關鍵基礎。 

唯在商業推廣、技術發展、人才培育、學術應用和社會大眾近用等領域的整合程度，自

第一期計畫累積而來的成果，尚有強化空間。因此，本分項計畫將採取整合性之推動策略，

從「文化」（culture）、「學術」（academic）、「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或簡稱「社經」）

和「教育」（education）等角度切入，厚植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之基礎，並且以兼具深度與

廣度之方式挖掘數位典藏之應用潛力，期能創造成功經驗。至於在策略方向，本分項計畫擬

以創造並永續經營數位典藏之公共資產為方針，強化管理和營運機制。本分項計畫架構請參

考第二分項總計畫及各子計畫與數位典藏核心價值、計畫架構與核心策略的對應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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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總計畫核心價值、計畫架構與核心策略對應關係圖 
「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計畫」以「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教育、研究、產業

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以健全數位典藏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等範疇之使用環境；

本分項將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期豐富的成果與經驗為基礎，善用第二期計畫規劃

之多樣化內容，擴大與深化數位典藏成果在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層面的應用，促成

數位社會之健全發展，希望能達成「深化全民對台灣文化之認識」及「提供全球對台灣文化

研究之豐沛資源」之使命，讓臺灣文化能以更數位、豐富、多元的精緻面貌與國際接軌。 

同時，本分項計畫希望凝聚產學研等各界使用者社群近用數位典藏之經驗與知識，促進

知識向大眾分享釋出，進而協助經營上述各社群共同參與創作之公共園地。 

在促進「人才培育和數位學習」、「產業平台和規範機制推動」、「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以及「人文社會發展」等領域的健全發展之前提下，本分項計畫擬定以下策略： 

 

（（（（一一一一））））妥善管理與加值應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妥善管理與加值應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妥善管理與加值應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妥善管理與加值應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建立產學合作橋樑建立產學合作橋樑建立產學合作橋樑建立產學合作橋樑    

透過建置數位典藏資源倉儲（repository），妥善管理政府在數位典藏領域所投入之資

源，確保各典藏機關間數位典藏內容之互通交換與版本一致性，拓展並促進產業加值應用典

藏資源，藉以提升我國數位內容產業之競爭力及自主性，逐步建構數位典藏永續經營與更新

基礎。 

進一步在前一期典藏成果的基礎上，規劃深度目錄（deep catalogue）：深入瞭解產業需

求，運用內容發展分項之成果，透過主題式典藏架構（thematic），匯聚特定主題典藏資源與

內容，建立產學合作與互動橋樑，提供產業界與社會各界加值開發相關產品及服務。此外，

亦開發並導入數位典藏工作之流程管理，強化計畫執行效率，並累積計畫營運經驗知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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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永續經營之基礎。 

（（（（二二二二））））強化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流通機制強化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流通機制強化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流通機制強化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流通機制，，，，加速文化累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加速文化累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加速文化累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加速文化累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
享享享享    

主要目的是擴大參與基礎，增加數位典藏內容資源存取與流通方式，建立釋出分享機制，

加速文化累積及學術研究資源分享。一方面透過強化數位典藏資源之存取介面環境，增加一

般人瀏覽使用數位典藏成果之友善程度，強化產學研各界使用數位化公共資產之機制（例如

開發瀏覽器外掛程式），除便利民眾與各界使用典藏資源，藉以擴大社會各界對數位典藏成果

的近用（access）之外，更增加使用者上傳與貢獻本地內容資源，深化民眾與各界進一步集

體參與和創造的互動過程，加速文化累積成果和學術研究內容的流通與推廣。 

另一方面，針對各領域研究人員之需求，則強化數位典藏資源之存取介面環境，增加其

使用數位典藏成果之友善程度，協助其開發深度使用數位典藏資源所需之軟硬體工具，並建

立數位典藏成果釋出與分享機制（例如：science commons）。 

 

（（（（三三三三））））促進數位典藏公共資產互通促進數位典藏公共資產互通促進數位典藏公共資產互通促進數位典藏公共資產互通，，，，創造典藏成果之應用加值空間創造典藏成果之應用加值空間創造典藏成果之應用加值空間創造典藏成果之應用加值空間    

主要目的是分析數位典藏智財與授權議題並建立規範機制，透過產業交流平台協助導入

授權策略與規範機制，進行國際經驗交流。 

一方面瞭解現行一般民眾、產學各界典藏機構間資源互通與協調需求，建立符合數位典

藏計畫需求的整體規範政策與執行機制，協助資源整合，創造典藏成果之應用加值空間。也

分析數位化內容之相關智慧財產權和授權問題，並研究數位典藏此一領域之無形資產鑑價議

題。推廣數位內容公眾授權機制（例如：Creative Commons 創用 CC 授權條款），以平衡原

則解決數位內容創造、傳播散佈、共用與再利用。針對法律及技術等規範機制相關議題進行

實質國際經驗交流，吸取國際經驗，以便從建構基礎規範機制的角度切入，提供公共資產共

通運作時之參考架構。 

此外，也建立數位典藏相關產業交流平台，結合典藏資源與產學各界之供需，示範授權

策略與規範機制方式之應用，提出可行之參考商業模式；同時兼顧基礎建設開發與商業機會

之平衡，導入適當之授權方式，協助產業界與數位典藏計畫參與機構建立長期穩定發展基礎。 

更針對計畫成果進行分類，將數位化產出中具備商業價值與市場潛力者，加強協助輔導

民間參與，協助典藏技術轉移，參與或舉辦國內外授權展，吸引民間資金投入，重點突破發

揮典藏內容應用價值，建立指標性成功案例與模式。並積極與政府數位內容相關單位與計畫

協調（例如：數位學習、數位內容計畫，或參與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加強計畫

間溝通以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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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拓展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拓展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拓展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拓展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加深對各界影響加深對各界影響加深對各界影響加深對各界影響，，，，並協助改善數並協助改善數並協助改善數並協助改善數
位落差之問題位落差之問題位落差之問題位落差之問題    

主要目的是拓展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傳播管道：針對教育、學術研究、產業及社會文化

等層面，培育其使用數位典藏素材之能力，創造應用價值，並協助改善數位落差之問題。 

針對不同使用社群（包括社會相對弱勢者，例如：女性、高齡公民、原住民、新移民家

庭與低收入家庭等），透過合宜且有效率之傳佈管道（例如：網際網路、廣播與電視等）與培

訓課程，提高數位化文化資產應用的空間；規劃出版典藏內容出版品，以加廣並加深對社會

及經濟之影響層次，縮減數位落差。 

針對教育學術領域進行數位典藏之教育推廣工作（例如：大專院校、技職體系與中小學

教育學生），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以及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及數位內容與學習資源計畫合

作，培育其使用數位典藏素材之基本能力，並提升其對數位典藏相關文化成果傳播之興趣。

並與現行解決數位落差之單位與計畫結合（例如：數位機會中心），將數位典藏成果推廣至社

區與部落，創造實質應用價值。 

針對數位典藏相關產業之需求建立產業交流平台，建立產學研各個典藏相關社群之合作

關係網絡，促進本計畫與民間數位內容產業及政府其他數位內容相關計畫間之橫向連結，匯

聚既有社群能量，推動近用與回饋機制，以建構產業、社群與學術單位資源之間的橋樑，達

到公共資源和文化成果全民共享的終極目的。 

 

（（（（五五五五））））健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健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健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健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經營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典藏內容經營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典藏內容經營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典藏內容經營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典藏內容    

主要目的是健全數位典藏公共資產的使用環境：瞭解不同使用者族群對數位典藏內容之

需求，強化使用者投入創作與分享之誘因，經營使用者社群以豐富化典藏內容。 

針對使用者族群進行調查分析，瞭解典藏機關、民眾與產學各界不同使用者情境，作為

數位典藏成果應用與教育訓練之依據。並針對非商業性質和教育學術性質的使用需求，促進

數位典藏資源與研究成果以公眾授權方式釋出分享與交換，增加彼此互動，強化使用者持續

投入創作與分享之誘因，以進一步豐富化典藏內容。自經濟、社會、傳播、心理等人文社會

層面，研究數位典藏計畫在使用者端所造成的社會衝擊。 

為了將以上策略落實執行，本分項計畫將成立「分項總計畫」負責此一分項計畫之整體

營運和管考事宜。在本分項總計畫項下，則依照本分項計畫之核心任務，規劃成五個子計畫，

分別是：「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學術應用與

文化傳佈」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 

 

四四四四、、、、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與本分項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與本分項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與本分項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與本分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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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項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是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

期 的分項計畫之一，雖屬新設之分項，但在任務設定上將承接了第一期數個相關分項的豐碩

執行 成果，例如「應用服務分項」的執行成果，以及「訓練推廣分項」中延續而成的「數位

人才培 育與學習子計畫」，上述兩個分項在將數位典藏落實於產業、教育、研究等範疇的應

用，以及 推廣數位典藏和數位典藏人才培訓方面，均有相當可觀的執行成果。訓練推廣分項

更是自民國 九十一年度起的五個年度裡，透過與教育部相關專案合作與中小學教師進修、教

育的管道，有 效地將數位典藏成果及技術與基層教師分享，讓老師們實際運用數位典藏相關

技術，透過網 站、資料庫等介面，遠距操作數位典藏素材注入其教學教材中，豐富了基層教

學的教育資源， 使中小學學生從數位典藏資源中擴展課程相關知識的深度與廣度，有效提高

學習進一步知識的 興趣。 

 

根據以上所述，本分項將延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期之規劃與相關分項的成果， 

從應用與推廣之基本立場出發，包含文化、學術、產業和社會發展等層面的應用，期許將數

位 典藏轉化為數位社會健全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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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成就與成果  

一一一一、、、、    總計畫總計畫總計畫總計畫重要執行成果重要執行成果重要執行成果重要執行成果    

本分項辦公室持續陸續進行進行各項和數位典藏計畫相關之專題研究，包括：數位人才

培育與學習機制、法律、學術應用、社會影響等之相關專題研究，並參加2~4場數位典藏相關

國際會議，舉辦計畫觀摩或工作研討會、計畫說明會、交流工作坊及商業應用競賽。重要執

行成果如下： 

 ( ( ( (一一一一) ) ) ) 紐約授權展紐約授權展紐約授權展紐約授權展    

  參與紐約授權展可說積極促成了國內外媒體及買家對於台灣數位典藏創意產業衍生商機

的進一步瞭解，在實質獲益與國際能見度方面均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2007年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大力贊助下，本分項計畫率

團參加6月19至21日於全球美國紐約的全球最大的授權展，帶動台灣授權產業的發展與重視，

並為我國數位典藏的加值應用創造更大的商機。 

以 2007 年[Creative Taiwan]台灣館參加紐約授權展三天為例，總結本屆參加紐約授權

展的成果共締造了五億五仟萬新台幣預估產值的佳績，一舉打破去年三億九仟萬的預估產

值，再一次讓台灣創意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本次參展除了吸引來自美國、英國、西班牙、

以色列、韓國等各地買家的注目外，多樣化的產品包括跨足到家具、服飾、文具、月曆、時

鐘、海報等，獲得國際大型設計公司、歐美知名代理商及北美著名高檔百貨公司的青睞，因

此參與紐約授權展可說積極促成了國內外媒體及買家對於台灣數位典藏創意產業衍生商機的

進一步瞭解，在實質獲益與國際能見度方面均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 

台灣館於2007年首次將展覽型態分成兩大類：一、授權品牌類（國立故宮博物院、頑石

創意、老夫子哈媒體、artkey藝術授權中心、李氏愛馬）；二、創新品牌類（藝拓國際、甲馬

創意、觀心影像、碩特國際及PMI攝影人），共計10個品牌單位參展。 

2007年年 [Creative Taiwan]台灣館以典雅紅營造活潑青春的視覺效果，採用蝴蝶蘭象

徵臺灣源源不絕的創意生命力。展出內容以台灣數位典藏及加值應用產品為主，包含趣味公

仔、時尚燈飾、民族皮件、生活用品等品牌，充分展現東方文化藝術之美及創意，讓台灣深

層數位典藏文化有機會呈現在世界舞台上。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過去三年的參展狀況和績效，可以從以下兩個表格中所顯示的

內容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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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台灣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規模比較表 

資料來源：<2006 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參展報告(簡版)>、 <2007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參展報

告(簡版)> 
 

 

 

表3：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 

資料來源：<2005紐約授權展授權收益調查說明文件>、<2006 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參展報告

(簡版)>、<2007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成果報告（簡版）> 
 

簡言之，在計畫績效方面，實際比較前兩年數位典藏計畫所主導的參展成績，台灣館參與

紐約授權展的成績確實有逐年跳躍性地成長，從參展組織、展場規模、預估產值、攤位效益及

參展人數等數字皆呈現大幅的成長趨勢，可見數位典藏素材未來幾年仍是台灣創意產業的重要

台灣館參展比較表台灣館參展比較表台灣館參展比較表台灣館參展比較表    

 2005 2005 2005 2005 年年年年    2006 2006 2006 2006 年年年年    2007 2007 2007 2007 年年年年    

展館展館展館展館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Art in Taiwan Creative Taiwan Creative Taiwan 

展場展場展場展場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9  Booths 15  Booths 20  Booths 

參展參展參展參展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10 個 12 個典藏單位、8 個企業品

牌  

5 個授權品牌、5 個創新品牌 

參展參展參展參展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3 個 9 個 10 個 

展場展場展場展場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全場唯一東方藝術授

權國家形象館 

全場唯一東方藝術授權國家

商展館 

全場唯一東方藝術授權國家

商展館 

策展策展策展策展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形象為主 

2. 具純粹展示的台

灣形象為主 

1. 商務為主 

2. 具商談機能的廠商需求為

主 

3. 展場設計充滿東方神秘風 

1. 展場設計以開放空間為

主，較能吸引人潮 

2. 展場設計明亮，以蝴蝶蘭為

意象，呈現東方典雅風格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約 1200 人次 約 1800 人次 

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        2005 2005 2005 2005 年年年年    2006 2006 2006 2006 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展場規模展場規模展場規模展場規模    9  Booths 15  Booths 20  Booths 

預估產值預估產值預估產值預估產值    新台幣約2 億2 千萬元 新台幣約3 億9 千萬元 新台幣約5 億5 千萬元 

預估權利金預估權利金預估權利金預估權利金     3500萬  4400 萬 

攤位效益攤位效益攤位效益攤位效益    每攤位約新台幣2 千5 百

萬元 

每攤位約新台幣2 千6 百

萬元 

每攤位約新台幣2 千8 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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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除了顯現出授權產業潛力無限的遠景之外，也成功地將台灣的數位典藏內容與文化創意

產業推向國際市場。 
  在 2006 年度的授權展中，邀請 9 家參展廠商，總計代理 12 家數位典藏單位的典藏內

容（請見下表）。延續前兩年之參展成果，2007 年度之紐約授權展亦邀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之相關團隊，包括機構型計畫、公開徵選計畫與其它等單位提供參展之內容，亦邀請

國內相關授權廠商與典藏單位協調，取得相關授權，代理其處理進行國際授權協商與交易事

宜。 

如前所述，台灣館在 2007 年首次將展覽型態分成兩大類：一、授權品牌類（國立故宮博

物院、頑石創意、老夫子哈媒體、artkey藝術授權中心、李氏愛馬）；二、創新品牌類（藝拓

國際、甲馬創意、觀心影像、碩特國際及 PMI 攝影人），共計 10 個品牌單位參展。其涵蓋範圍

包含藝術類、漫畫類、動畫類、卡通人物等產業內容；，授權標的物包含藝術圖片、動畫藝術

圖片、動畫、光碟、影片、文化生活加值產品、玩偶等；，現場展示商品則包含趣味公仔、時

尚燈飾、民族皮件、生活用品等品牌，展現我國授權內容的豐富多元樣貌，績效堪稱良好。 

 
表4：2006、2007年紐約國際授權展參展單位與其代理之典藏單位比較表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擬邀請典藏單位擬邀請典藏單位擬邀請典藏單位擬邀請典藏單位 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共共共共9999家家家家））））    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參展廠商（（（（共共共共10101010家家家家））））    

中央研究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授權品牌： 

國立故宮博物院 Artkey藝術授權中心  1.故宮博物院 

國史館 頑石創意有限公司  2.Artkey 藝術授權中心 

國立歷史博物館 藝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頑石創意有限公司 

國立台灣美術館 碩特電腦國際有限公司  4.老夫子哈媒體公司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文瀾資訊有限公司  5.李氏愛馬公司 

國立台灣大學-數位典藏 

網路園區計畫 

嘉利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二、創新品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藝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電視豆股份有限公司  2.碩特電腦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文化大學   3.甲馬創意公司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4.PMI攝影人公司 

楊英風美術館   5.觀心影影像公司 

鳳甲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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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二二二) ) ) ) 授權交流論壇暨商業應用競賽授權交流論壇暨商業應用競賽授權交流論壇暨商業應用競賽授權交流論壇暨商業應用競賽    

本論壇之目的為邀請國內外數位典藏機構、數位內容產業、教育界、設計界、新聞界等

各界人士，共同討論數位典藏品之授權應用模式，提升我國數位典藏授權應用之共識與國際

觀。希望透過本論壇提供今年度國科會舉辦各種數位內容競賽成品、各數位典藏機構之數位

典藏品與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內容授權代理業者之媒合場域。使該成果能導入產業，並為進

軍明年度之紐約授權展作準備，促進我國數位典藏成果之國際化工作。 

2007年的〈數位典藏授權交流論壇〉與〈數位典藏應用競賽成果展與頒獎典禮〉合併在

12月 25、26、27 日，也就是週二到週四三天，於國科會科技大樓一樓的展示廳熱鬧豋場。

授權交流論壇方面，數位典藏計畫邀集了國內外數位典藏機構、數位內容產業、授權業者、

教育界、設計界、媒體界人士，聆聽分享專業人士在數位典藏領域之經驗，並共同討論數位

典藏品之授權應用模式。盼能匯聚各方意見，提供更高、更寬廣的在地與國際視野。 

數位典藏授權交流論壇已成為創意人士、典藏素材與國內外代理業者間的媒合場域，在

今年度國科會舉辦各種數位內容競賽中，優秀作品創作者、各數位典藏機構之數位典藏品與

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內容授權代理業者的交流下，激盪出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的新未來。 

12月 25 日週二當天上午九點二十分，特別邀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林榮泰院長

主講〈台灣創意產業三部曲—數位典藏、文化創意、設計加值〉，為本論壇進行重量級的開場。

對創意產業長期研究的林院長在演講中特別為數位典藏在台灣創意產業的地位定錨，並提供

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鏈圖像，為航海於這個新產業的艦隊或船艦，提供最新、最詳實的航海

圖。關心創意產業各個環節發展的在場專業產業人士，都對數位典藏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幫助

與影響有了深刻的印象。 

 

表 5：商業應用競賽「文化藝術設計組」得獎名單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第一名 荷風香息 王端聯 

第二名 龍形 歲月刻痕 黃應龍 

第三名 紋采 

林昆範 

吳若麒 

徐子盈 

佳作 如意泡茶匙 謝潔誼 

佳作 佩帶 護身符 胡傳青 

佳作 鎖 保祐 
黃靖芬 

周宛昀 

佳作 鐘樂 
林怡君 

黃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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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商業應用競賽「人物玩偶設計組」得獎名單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第一名 三皇五帝 倪敏 

第二名 天螺地玩 
郭彥廷 

劉芳妤 

第三名 裙帶關係 
沈士傑 

符麗娟 

佳作 神話元老-盤古 王國仁 

佳作 昭陵六駿&天可汗 黃俊豪 

佳作 開封府 

廖珮玲 

李祈秀 

張靖梅 

鄭思怡 

佳作 筆墨春秋之狂草敦楷 
陳育宗 

杜品賢 

佳作 菩˙提味 符麗娟 

 

 

表 7：商業應用競賽「數位動畫及遊戲設計組」得獎名單 

數位動畫及遊戲設計組數位動畫及遊戲設計組數位動畫及遊戲設計組數位動畫及遊戲設計組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作品名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第一名 八仙來祝壽 

黃奕豪 

詹矞晴 

陳彥志 

謝顒丞 

李俊逸 

第二名 少棒天空 尤芳湖 

第三名 千華台上--故宮佛經文獻 
林曼麗 

胡進杉 

佳作 皇城聚珍--殿本圖書欣賞 
林曼麗 

李天鳴 

佳作 PUSH！糞金龜！！ 

余盈潔 

陳奕寧 

王涵萱 

佳作 射日傳說 林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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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商業應用競賽得獎作品簡介與辨識圖像 

作品名次作品名次作品名次作品名次、、、、名稱與簡介名稱與簡介名稱與簡介名稱與簡介    辨識圖像辨識圖像辨識圖像辨識圖像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將包青天與七俠五義的故事角色做成公仔，由來自台

藝大的學生團隊所創作，未來也許可以搭上卡通與電視連續劇的播

出而熱銷。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小沙彌頭上的戒疤，變成了可以將胡椒與鹽灑出來的洞，這樣的幽

默搭配總令人會心一笑，是佳作作品〈〈〈〈菩菩菩菩。。。。提味提味提味提味〉〉〉〉。小和尚誦經齋

戒的模樣，更提醒了正在加鹽巴的你，注意高血壓的問題，可以說

不只是個公仔玩偶或調味罐的多意涵設計，產品名稱也一語雙關，

相當有趣，設計者符麗娟是台藝大工藝設計研究所的研究生。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將中國書法幻化為文人雅士公仔的〈〈〈〈筆墨春秋之狂草敦楷筆墨春秋之狂草敦楷筆墨春秋之狂草敦楷筆墨春秋之狂草敦楷〉〉〉〉，一位

是外型富含草書精神、狂放不羈的狂草先生，另一位則是外型厚

實，像是楷書的敦楷先生，感覺有很多故事發生在這兩個個性不同

的角色當中，這就得靠更多想像力的發揮了，這個佳作作品是由台

中的左岸廣告陳育宗、與杜品賢所設計。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帝王圖譜是故宮典藏的重頭戲，其中唐太宗李士民的帝王圖像更因

為小學教科書引用而讓大家印象深刻，佳作作品〈〈〈〈昭陵六駿與天可昭陵六駿與天可昭陵六駿與天可昭陵六駿與天可

汗汗汗汗〉〉〉〉將大家都有印象的圖形予以公仔化，挑戰唐太宗李士民的既定

形象，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挑戰性的作法，設計者是元象設計公司的

黃俊豪設計師。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神話元老神話元老神話元老神話元老————盤古盤古盤古盤古〉〉〉〉的創作者王國仁是高雄大買家量販的美工人

員，他表示創作各種有意思的圖像，是不太會說國語的他，一種表

達內心世界的方法，希望透過他的創作拍賣網站，能持續讓更多人

知道他的想法，並用網拍繼續支持他。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作品名稱〈〈〈〈裙帶關係裙帶關係裙帶關係裙帶關係〉〉〉〉，創作者認為，很少看到雙面設計的公仔玩

偶，所以有這樣的創意發想，加上唐朝有李姓皇帝與武則天之間的

二元領導故事，相當能從歷史故事去誘發消費者對這樣的公仔有興

趣，由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研究所的沈士傑、符麗娟所設計，這

也是符同學第二個得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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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天螺地玩天螺地玩天螺地玩天螺地玩〉〉〉〉，創作者用心的考據了帝王圖譜中清朝皇帝、臣子與

官兵的服飾，並抽取其中圖像元素設計成為兼具陀螺功能的公仔，

未來結合電視或電影動畫，圖像逗趣，而且還可能搭配陀螺童玩生

產銷售而產生如四驅車因卡通”爆走兄弟”而熱賣的周邊效益，設

計者是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郭彥廷與劉芳妤。    

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人物玩偶設計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萬歲爺萬歲爺萬歲爺萬歲爺----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皇五帝〉〉〉〉，這個作品也是參考帝王圖譜所創作，考據用

心、精緻而具有 Q版玩偶的可愛，表情動作生動活潑，手上還會拿

著他的興趣或功績的代表物，例如毛筆或戰船，感覺上這八位古代

帝王代表正在合演一齣有趣的卡通動畫，由彼此不同的角色個性、

朝代文化氣息，進行彼此的對話與互動。作者倪敏，就讀於台灣藝

術大學。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鐘樂鐘樂鐘樂鐘樂〉〉〉〉巧妙的結合古今音樂來源的意涵，將現代 3C商品 MP3 和

古代音樂樂音來源接軌，藉由轉化的意象手法，賦予新事物傳統意

義。設計同時考量貼身性，可平貼置入胸前的口袋，便於收聽與操

作，可說相當細心。創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林怡君、黃佳音。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這件佳作作品名叫〈〈〈〈佩帶佩帶佩帶佩帶。。。。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佩帶是雅美族男子保護自身

的隨身佩刀，圖騰的紋路與色澤有防止不受邪靈侵擾的作用。可說

是外出的護身符。當遇到人身安全的緊急狀況時，將中間黑灰的柄

軸拔起，即發出尖銳的警報聲，嚇阻歹徒進一步的侵擾。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胡傳青同學所創作。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如意泡茶匙如意泡茶匙如意泡茶匙如意泡茶匙〉〉〉〉，作品以如意造型搭配祥雲紋飾，如意的彎鉤造型

方便勾掛於杯緣，圓軸茶球使茶葉面面俱到地滾動浸潤在熱水之

中，增加喝茶時賞玩的趣味，也增添吉祥如意的感覺。設計者為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的謝潔誼同學。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佳作佳作佳作佳作    

〈〈〈〈鎖鎖鎖鎖。。。。保佑保佑保佑保佑〉〉〉〉，原本的鎖都是單一顏色與樣式，相當呆板而無聊，

如果能在鎖上增加一些古典圖樣中有關看守、保佑的圖像，是不是

讓鎖也有了他自己的語言呢?而紅色的底色設計，一改鎖一向帶給

我們金屬感嚴重的冰冷印象，讓一個人回家或旅行開鎖時都能充滿

熱情與愉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黃靖芬與周宛昀的設計，讓鎖成

為家門與旅行箱上的一股紅熱暖流。 

 
文化藝術設計文化藝術設計文化藝術設計文化藝術設計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作品名稱為〈〈〈〈紋采紋采紋采紋采－－－－蔓草與山茶蔓草與山茶蔓草與山茶蔓草與山茶〉〉〉〉，這些生活用品上的紋樣來自於

宋朝織品與營造法圖案中的蔓草及山茶花圖像，適合用以設計影響

生活空間氛圍的器物，例如燈飾或傢飾品等，這種重新詮釋的加值

利用，結合時代感之色彩與設計，將東方生活態度透過生活用品進

行傳達。設計者為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的林昆範助理教授與學生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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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麒、徐子盈。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龍形龍形龍形龍形。。。。歲月刻痕歲月刻痕歲月刻痕歲月刻痕〉〉〉〉，設計者將葫蘆刻透中國上古殷墟的龍形紋飾，

可透光作為壁燈，陰陽刻工也剛好呈現陰陽共生之調合意涵。另

外，也使用原住民紋飾來表現，結合時鐘的用途，可兼顧紋飾的美

感與機能性。作者黃應龍為桃園縣大城國小老師。 

 
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文化藝術設計組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荷風香息荷風香息荷風香息荷風香息〉〉〉〉的胸針銀飾，要請各位眼睛尖一點的去觀察，這件作

品是以鳳甲美術館典藏提供的清朝壽屏十二連幅—玉井岑香作為

設計概念的依據，展現佩帶女性的優雅氣質及嬌羞之情。當這件作

品接近你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夏日井畔的荷花香息呢？設計者王

端聯女士，任職於珠寶公司。  
 

 

表 9：教學活動設計比賽＜高中職組＞得獎名單 

高中職組高中職組高中職組高中職組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教案名稱教案名稱教案名稱教案名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第一名 愛情證書 
劉銘浩、郭峰杉、 

吳皓怡 

第二名 家．樂．福 
李佩珊、陳姿旭、 

李麗凰 

第三名 從古地圖到 GIS 李敏慧 

佳作 All about Museums—世界博物館之旅 石靜宜 

佳作 生物的分類 唐嘉梅 

佳作 太陽帝國底下的光與影 
王嘉慧、龔馨寧、 

林亞璇、洪倖珠 

 

表 10：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國中小組＞得獎名單 

國中小組國中小組國中小組國中小組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教案名稱教案名稱教案名稱教案名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第一名 舊飾要你 NEW ㄧ下 郭名慧 

第二名 「書」寫魔「法」大百科 呂欣玫、蕭葦欣 

第三名 War In Idea 
李俊霖、黃韻芯、 

胡城瑋 

佳作 偶戲王三部曲 陳茂盛 

佳作 鹿港心‧建築情 田籃惇、許槐烟 

佳作 認台之逐鹿台灣編 
蘇芳如、彭蕾娜、 

陳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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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第二屆數位典藏應用競賽」的參賽者運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發揮

創意，將內容融入產業等各項設計中。比賽，共分為文化藝術、人物玩偶、數位動畫及遊戲

設計等三大組，共計 189 件作品參賽，合計共有 200 多位參賽者件作品參加。 

  不但藉由各個參賽者所選定的具體鮮明主題，不但能來凸顯台灣數位典藏內容豐富而多

元的價值，吸引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加值應用之作品參賽，更使數位典藏加值衍生應用之理

念與進一步的契機，均具體展現其中。如此，一方面可活絡商業設計之量能量，使數位加值

產品與服務出現更多不同的組合和應用，創造商機，同時也將加強開拓宣導媒介與管道，儘

量提升參與感，使全民得以共享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在持續推展專業設計人士運用典藏素材設計現代生活器物與媒材，在有效提供

授權及設計業者與這些圖紋、器物、媒材與他們的創作者接觸的平台方面，可謂功不可沒。

這些設計成品都具備讓人期待能真正使用、觀賞的吸引力，現場授權及設計廠商優勝人才的

交流，為台灣設計與生活用品及數位內容產業注入更多新血。 

同時，一年一度的數位典藏授權交流論壇已成為創意人士、典藏素材與國內外代理業者

間的媒合場域，在今年度國科會舉辦各種數位內容競賽優秀作品創作者、各數位典藏機構之

數位典藏品與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內容授權代理業者的交流下，激盪出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的

新未來。因此，就 2007年的商業應用大賽舉辦成果來看，參賽者的創意水準頗高，加上，這

次應用展示之作品，除參賽者作品之外，也有很多廠商提供許多展品，更增進一般民眾對於

數位典藏計畫成果之認識，當然在各平面媒體與網路媒體上，也產生極為不錯的迴響與正面

效應，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數位典藏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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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數位學習與人才培育子計畫數位學習與人才培育子計畫數位學習與人才培育子計畫數位學習與人才培育子計畫    

本子計畫重要執行成果如下： 

 ( ( ( (一一一一) ) ) )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 本計畫於 96年 10 月至 11 月與靜宜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致遠管理學院、文藻

外語學院、宜蘭大學、宜蘭社區大學合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總計

舉辦六場： 

表 11：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場次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6年 10 月 3 日 台中：靜宜大學 97 

96年 10 月 12日 澎湖：澎湖科技大學 120 

96年 10 月 16 日 台南：致遠管理學院  143 

96年 10 月 24 日 高雄：文藻外語學院 148 

96年 11 月 4 日 宜蘭（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331 

96年 11 月 18 日 宜蘭（二）：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25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64964964964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1)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中場次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中場次已於10月3日與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共同舉

辦完畢。 

    本場次課程共分成三部分。首先由本計畫同仁講授數位典藏網站的沿革及豐富資源；。

其次，由世新大學數位影音暨網路教學中心蔡念中教授，分享「臺灣古蹟與歷史」數位學習

內容開發研究計畫的豐富成果；最後則由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曾正宜助理教授主講，

分享參與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公開徵選計畫成果「以葉榮鐘的史料豐富國高中的台灣文史教學

－建置學習鷹架引導歷史批判思維」之教學應用。 

    當天參與學員共計 97 人，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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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學員報到情形 

 

 
圖 6：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陳明柔主任致詞 

 

 
圖 7：活動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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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蔡念中老師授課情形 

 

 
圖 9：曾正宜老師授課情形 

 

(2)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澎湖場次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澎湖場次，已於 10 月 12日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共同

舉辦完畢。 

    本場次課程共分成二部分。首先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陳淑君專案經理講授數位典

藏網站的沿革及豐富資源。其次，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永昌軟體工程師主講

「數位典藏教學資源應用分享－台灣魚類資料庫之現況與展望」，分享台灣魚類資料庫豐富的

網站資源。 

    當天參與學員共計 120 人，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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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學員報到情形 

 

 
圖 11：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呂祝義副校長致詞 

 

 
圖 12：陳淑君專案經理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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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林永昌老師授課情形 

 

 
圖 14：課程舉辦情形 

 

(3)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南場次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南場次已於 10 月 16 日與致遠管理學院共同舉辦完

畢。 

    本場次課程共分成三部分。首先由本計畫同仁講授數位典藏網站的沿革及豐富資源。其

次，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蕭顯勝教授，分享「動攜八里－在無所不在學習環

境中寓教於樂的創意學習」計畫之豐富成果；最後則由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陳嘉文教授

主講，分享參與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公開徵選計畫成果「臺灣建築數位典藏內容之應用－數位

光碟教材自動產生器系統的開發」之教學應用。 

    當天參與學員共計 143 人，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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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學員報到情形 

 

 
圖 16：致遠管理學院副校長王如哲教授致詞 

 

 
圖 17：學員聽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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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蕭顯勝教授授課情形 

 

 
圖 19：陳嘉文教授授課情形 

 

(4)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高雄場次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高雄場次已於 10 月 24 日與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共同舉

辦完畢。 

    本場次課程共分成三部分。首先由本計畫同仁講授數位典藏網站的沿革及豐富資源。其

次，由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林翠雲專任講師，分享「數位化的藝術廊道－中國藝術欣

賞創意學習網（第二年）」計畫之豐富成果；最後則由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所鄭淳恭

專任助理研究員主講，分享參與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公開徵選計畫成果「新 e網(II) － 服飾

數位典藏應用在文化產品設計之創意學習網」之教學應用。 

    當天參與學員共計 148 人，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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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學員報到情形 

 

 
圖 21：林翠雲老師授課情形 

 

 
圖 22：鄭淳恭老師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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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學員聽講情形 

(5)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一）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一）已於 11 月 4 日與宜蘭大學、宜蘭社區

大學共同舉辦完畢。 

    本場次課程共分成三部分。首先由本計畫同仁講授數位典藏網站的沿革及豐富資源。其

次，由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石正人教授，分享「蟲蟲總動員探險之旅」計畫之豐富成果；

最後則由石教授與參與學員進行意見交流。 

    當天學員報名踴躍，共計 331 人參與，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

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圖 24：學員報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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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石正人老師授課情形 1 

 

 
圖 26：石正人老師授課情形 2 

 
圖 27：學員聽講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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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學員聽講情形 2 

 

(6)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二）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二）已於 11 月 18 日與宜蘭大學、宜蘭社

區大學共同舉辦完畢。 

    本場次課程共分成三部分。首先由本計畫同仁講授數位典藏網站的沿革及豐富資源。其

次，由世新大學數位影音暨網路教學中心蔡念中教授，分享「臺灣古蹟與歷史」數位學習內

容開發研究計畫的豐富成果；最後則由蔡教授與參與學員進行意見交流。 

    當天學員報名踴躍，共計 125 人參與，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

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圖 29：學員報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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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蔡念中老師授課情形 1 

 
圖 31：學員聽講情形 1 

 
圖 32：學員聽講情形 2 

 

 ( ( ( (二二二二) ) ) ) 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專業培訓課程專業培訓課程專業培訓課程    

本計畫為推廣建置數位典藏所需之經驗及技術，並積極培養數位典藏人才，繼續規劃辦

理「數位典藏專業培訓系列課程」，本年度專業培訓課程內容規劃有「基礎概論」、「資訊

技術」、「加值應用」三大類，共 12門課，詳細場次地點及學員人數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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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場次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基礎概論 01 
數位典藏綜論1數位典

藏發展趨勢 
96/05/30 台大凝態中心 104室 36 

基礎概論 02 
數位典藏綜論 2數位典

藏之核心技術 
96/06/08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406室 
34 

基礎概論 03 
數位典藏計畫管理之

領域知識 
96/06/22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406室 
29 

資訊技術 04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Metadata標準概論 
96/06/2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406室 
29 

資訊技術 05 數位典藏技術導論 96/07/18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506室 
40 

資訊技術 06 
Web2.0 的發展趨勢與

數位典藏的應用 
96/07/2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506室 
35 

資訊技術 07 
數位攝影技術與數位

典藏之整合加值應用 
96/08/15 台大凝態中心 104室 66 

資訊技術 08 
數位典藏影像資訊色

彩管理實務概論 
96/08/2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506室 
44 

加值應用 09 
數位典藏知識網的經

營與規劃 
96/09/12 台大凝態中心 104室 40 

加值應用 10 
數位典藏多媒體創意

加值-發現國家寶藏 
96/09/26 台大凝態中心 104室 30 

加值應用 11 
數位典藏授權模式及

實務 
96/10/17 台大凝態中心 104室 33 

加值應用 12 
數位典藏導入數位學

習之應用 
96/12/05 台大凝態中心 104室 2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37   437   437   437    

 

(1)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一&二）「數位典藏綜論Ⅰ&Ⅱ」已於 5 月 30 日及 6 月 8 日落幕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一&二）「數位典藏綜論Ⅰ&Ⅱ」，邀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所陳昭珍教授兼所長擔任主講人。 

    5 月 30 日的課程，陳昭珍教授首先概要介紹數位典藏的發展趨勢；從數位典藏的意義開

始探究，並介紹國內外各國數位典藏發展的沿革和現況。同時，更進一步介紹數位內容產業

中各領域數位典藏發展的實際例子。另外，有關數位典藏的應用和服務，陳昭珍更以「2005

年數位典藏授權暨成果展」、「2006年紐約授權展」參展心得，提出授權問題對於數位典藏

發展的重要性。 

 

   6 月 8 日上午的課程，由陳昭珍教授針對數位典藏的核心技術以及各種資料數位化之技術

與標準進行介紹。下午的課程則由其助理高暘萱、趙奕翔簡介「X-system」。，這是一套由

台師大圖書資訊所針對圖書館館員、博物館員、學校教師等非程式設計人員發展設計，提供

其建立自己的典藏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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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分別於 5 月 30 日以及 6 月 8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中心一樓和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視聽館四樓舉行，兩次課程與會學員共計 70 人。另外，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圖 33：學員聽講情形 

 

(2)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三）、（四）分別已於 6 月 22、29 日舉辦完畢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三&四） 「數位典藏計畫管理之領域知識」

以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Metadata標準概論」，邀請到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專

案經理 陳淑君擔任講者。 

    6 月 22日課程主題為「數位典藏計畫管理之領域知識」。上午的課程由，陳淑君介紹，

第二期數位典藏計畫之範疇與內涵、數位典藏計畫管理以及第二期數位典藏計畫等重要議題。 

 

    6 月 29 日的主題則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Metadata標準概論」。上午的課程內容為，

簡介 Metadata 概論和 Metadata 需求分析與方法。下午的課程，則是介紹博物館 Metadata

標準以及數位學習 Metadata標準。 

 

本課程分別於 6 月 2日及 6 月、29 日，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視聽教育館 F406室舉行，與會

學員共計 58 人。另外，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

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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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陳淑君專案經理授課情形 

 

圖 35：6 月 29 日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視聽教育館學員上課情形。 

 
圖 36：學員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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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五）、（六）分別已於 7 月 18、25 日落幕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五&六）「數位典藏技術導論」以及「Web2.0

發展趨勢以及數位典藏的應用」，邀請到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專案經理黃國倫先生擔

任主講人。 

    7 月 18 日的課程，黃國倫專案經理針對數位典藏幾個核心技術作介紹，包含後設資料規

劃管理、資料庫建置、檢索技術、多媒體、影音典藏技術以及中文缺字問題的語言處理技術。

其中，「漢字構形資料庫」（http://char.ndap.org.tw/）以及「VCenter-影音分享平台」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這是數位典藏技術發展小組最新的典藏技術突

破，提供處理中文缺字問題和多媒體典藏管理。 

 

    7 月 25 日，課程一開始黃國倫先生即透過許多知名網站的介紹，帶領學員認識目前最熱

門的 Web2.0，以及體驗 Web2.0 強調互動、參與、共享的魅力。課程中亦針對數位典藏是否

也要應用 Web 2.0 技術進行討論。黃國倫先生表示，以目前數位典藏仍缺乏大量的使用者的

情況，除了在典藏技術追得上流行有更多的突破之外，如何將數位典藏豐富的資料和民眾生

活資訊互相結合應用，是目前建置數位典藏迫切須要思考的問題。 

    另外，黃國倫先生亦介紹了中研院資訊所在數位典藏 Web2.0 的應用上，已研發兩個網站

－「台灣地理遺跡資訊系統」以及「摸索鋪」，這是結合 GIS以及 Web2.0概念的地理資訊服

務（Map2.0）網站。 

    本課程分別於 7 月 15 日以及 7 月 25 日，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視聽館五樓舉行，兩次課

程與會學員共計 96 人。另外，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

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4)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七）已於 8 月 15 日舉辦完畢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七-「數位攝影技術與數位典藏之整合加值

應用」，已於 8 月 15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一樓 104 教室舉辦完畢，與

會學員共 66 人。 

   本課程邀請到台灣師範大學科技學院圖文傳播學系王希俊 副教授兼系主任擔任講師。 

    上午的課程，王希俊主任針對數位攝影的相關技術與特性做基本介紹，透過數位影像系

統架構、攝像系統的光學解析度、影像處理與雜訊、光學鏡頭及視角與景深控制技術以及數

位相機的核心機構 CCD…等基礎攝影學理的介紹，提供學員在進行典藏實物拍攝時的調整參

考依據。 

 

    下午的課程是數位攝影在數位典藏之整合應用的實例探討。王主任透過分享一些攝影作

品與學員進行數位攝影拍攝技巧的問題探討，另外，王主任王希俊更以『古今狀元的交會-

「一矢中的」考試御守』的典藏加值成果分享，展示如何透過數位攝影與其他多媒體科技的

運用，不但更精確的捕捉故宮精典文物的獨特魅力亦可加值典藏品。 

     

     相關訊息、照片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 http://dlm.ntu.edu.tw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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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台灣師範大學科技學院圖文傳播學系王希俊 副教授兼系主任 授課情形 

 

(5)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八）已於 8 月 29 日舉辦完畢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八）「數位典藏影像資訊色彩管理實務概

論」，邀請到私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所 徐明景副教授擔任主講人。 

 

  上午的課程，徐明景老師透過影像資訊與色彩管理之技術原理，例如：數位影像色彩的形

成原理、視覺色彩與螢幕色彩的概念、ICC的架構、ICC Profile、Photoshop的色彩管理架

構…等介紹，強調進行典藏物拍攝時的原始色彩定義和管理在數位典藏色彩管理的重要性。 

  另外，徐老師明景也針對一些數位典藏色彩管理實務上常遇見的核心問題，像是「如何典

藏原始典藏品的顏色?」以及「用什麼系統去典藏顏色?」作實務經驗的分享。 

   

 下午的課程，則安排色彩管理系統廠商華登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張秉君先生，針對適合進行數

位典藏色彩管理之軟硬體設備，以及影像色彩管理流程中色彩品質管制進行實務的分享介紹。 

    本課程於 8 月 29 日，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視聽館五樓舉行，與會學員計 44 人。另外，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6)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九）已於 9 月 12日落幕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九）「數位典藏知識網經營與規劃」，已

於 9 月 12日假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一樓 104 教室舉辦完畢，與會學員 40

人。 

  本次課程分別邀請到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路核心平台計畫 陳克健 主持人與中央

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邵廣昭 研究員兼代主任，針對如何規劃建置數位典藏知識網，

進行探討分享。 

 

  上午的課程，陳克健老師主要針對知識網的建置技術與發展進行介紹，從簡介什麼是知識

架構(ontology)為始，接著提出數位典藏知識網的初步構想藍圖，並且提出透過知識網自動

標記系統的建構，將可強化連結各典藏資源，促進計畫內合作，豐富聯合目錄。 

 

下午，邵廣昭主任透過台灣魚類資料庫、全球魚庫以及台灣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介紹，

分享資料庫之間整合的進展以及實務上會遇見的智財權和授權的問題。另外，邵主任廣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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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助理柯智仁也提出了如何經由當紅的 Wiki(維基百科)經驗應用於台灣生命大百科的規劃

之建議。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7)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十）已於 9 月 26 日舉辦完畢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十）「數位典藏多媒體創意加值-發現國

家寶藏」，邀請到頑石創意公司林芳吟負責人兼創意總監，擔任主講人。  

    

上午的課程，主講人林芳吟從台灣博物館數位化的歷程來談博物館的數位革命，包含有

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數位學習、數位典藏加值創意等國家型計畫的發展與演變。另外，

也有「茶文化-宋代喫茶方式」、「赤壁懷古」、「清明上河圖」、「玉琮作工法」、「秦文

化-建築構建」以及「秦文化-兵馬俑製作過程」等多媒體應用於博物館的實例分享。 

 

林芳吟創意總監吟指出未來多媒體在博物館的應用將呈現更多元的應用，透過互動裝

置，文化內涵將重新被詮釋，更多更新的參觀體驗也會被重新塑造，虛擬多媒體與實體博物

館的整合應用，將是博物館未來的發展趨勢。 

 

下午，講者林芳吟以頑石創意十年歷程為例，帶領學員觀看數位創意如何從博物館典藏

汲取養分，在傳統中創新，開拓數位創意產業的藍海。另外，透過頑石「卡滋幫」品牌的建

立、台灣各縣市地方文化活動以及肖像授權商機的成功，指出文化是門好生意，最後更以韓

國文化成功行銷全世界的經驗作為創意產業遠景的勉勵。 

 

本課程於 9 月 26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一樓 104 教室舉行，與會

學員計 30 人。另外，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

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8)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十一）已於 10 月 17 日落幕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十一）「數位典藏授權模式及實務」，

已於 10 月 17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一樓 104 教室舉辦完畢，與會學員

33 人。 

本次課程分別邀請到國立台灣大學科技整合法律學院研究所謝銘洋教授、中研院資訊科

學研究所周文茵小姐、藝奇藝術授權中心副總經理何志焜先生，擔任主講人。  

   

課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謝銘洋 教授介紹數位典藏於網際網路的智財權相關保護及管理，內容包含數位

典藏資料所涉及的著作種類及相關著作權的權利歸屬、網路傳輸的權利、以及如何管理以避

免侵權等。謝教授銘洋指出著作權管理的第一步是盤點、第二部份是授權，盤點將有助於確

認數位化資料的權利存否和歸屬狀態，而合法的授權更可爲數位化資料的應用開創更寬廣的

利用空間。 

 

第二階段周文茵 小姐針對創用 CC 授權條款進行介紹，包含創用 CC 授權的基本概念簡

介、如何選擇合宜的創用 CC 授權條款、採用時之注意事項以及在台灣應用發展之概況。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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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指出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的內容皆採用創用 CC 授權，希冀藉由清楚的授權標示，活絡典藏資

源的運用。 

第三階段的典藏品授權模式是由何志焜 先生進行解說，藉由分享 Artkey藝奇藝術授權

中心在各種文化品的藝術授權成果，進行藝術授權產業實例探討，另外，何先生志焜更以

Artkey多年的實務經驗，提供關於藝術授權須注意的七個小秘訣作為分享。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圖 38：國立台灣大學科技整合法律學院研究所謝銘洋教授授課情形 

 
圖 39：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周文茵小姐授課情形 

 
圖 40：藝奇藝術授權中心副總經理何志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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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十二）已於 12月 5 日舉辦完畢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主辦的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十二）「數位典藏導入數位學習之

應用」，分別邀請到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王勤業研究員、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施國琛教授、

故宮資訊中心顧問賴鼎陞博士以及科博館資訊中心徐典裕副研究員，擔任主講人。 

  課程分為四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王勤業 研究員介紹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五年來(第一期)在各個面向的計畫成

果，包含簡介臺灣數位學習現況、學術研究做法與成果、產業發展做法與成果、全民數位學

習做法與成果、產業與國際合作的做法、現況，以及未來正規教育導入的做法。 

   第二階段-施國琛 教授講說數位學習的平台建置標準以及技術應用成果，包含遠距離學

習標準、SCORM2004介紹、SCORM Content Aggregation模型、SCORM Run-Time Environment

及 SCORM Sequencing and Navigation。 

  第三階段-賴鼎陞 博士分享故宮如何將典藏資源導入數位壆習，以及故宮在國中小、高中

職校推展數位學習的經驗和成果。賴博士鼎陞建議不論學習科技如何的更新躍進仍須與學習

理論互相融合。 

  第四階段-徐典裕 副研究員以科博館從數位博物館至數位典藏，歷經兩個國家型計畫近 10

年的數位化成果資源為始做介紹，另外，徐副研究員典裕也分享近年科博館如何透過建置多

層式可再利用知識庫、標準化數位學習平台建置、積極開發多人互動地圖式探索兒童學習網

站，以及虛實整合數位學習入口網…等，使館藏的數位化資源有效的導入數位學習且被運用。 

 

本課程於 12月 5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一樓 104 教室舉行，與會

學員計 21 人。另外，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

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查詢。 

 

 
圖 41：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王勤業研究員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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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施國琛教授授課情形 

 

 
圖 43：故宮資訊中心顧問賴鼎陞博士授課情形 

 

 
圖 44：科博館資訊中心徐典裕 副研究員授課情形 

 

 ( ( ( (三三三三) ) ) )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    

� 本計畫於 96年 9 月至 10 月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計畫」合辦「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

教學資源研習班」。總計舉辦場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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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場次表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96年 9 月 8 日 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45 

96年 9 月 15 日 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45 

96年 10 月 13 日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60 

總計 150 人次 

 

(1) 「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南區、中區、北區場次會後報導 

「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南區、中區、北區場次，已於民國 96年 10 月

中旬結束。 

「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南區場次，由本國家型計畫專案經理陳淑君，

簡介數位典藏計畫之過去與未來目標。其次由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莊珮柔介紹數位典

藏資源在歷史科的教學運用。另外，由國立科學工藝館助理研究員范成偉講授活版印刷的前

世今生，分享數位典藏創意學習之成果。 

「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中區場次，由本國家型計畫辦公室專任助理吳

佳玲，簡介數位典藏計畫。其次由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莊珮柔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歷

史科的教學運用，再由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教師廖學瑞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生物科的教學運

用。另外，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訊中心副研究員徐典裕介紹科博館數位學習資源，再由

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教授全中平講授如何利用數位典藏資源應用在教學活動設計。 

「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北區場次，由本國家型計畫專案經理陳淑君，

簡介數位典藏計畫之過去與未來目標。其次由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莊珮柔介紹數位典

藏資源在歷史科的教學運用，再由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張素卿介紹數位典藏資源

在美術科的教學運用。另外，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館員兼數位典藏組

負責人林妙樺講授傳斯年圖書館數位化工作流程簡介。 

  三場次均安排了「博物館參觀深度之旅」，帶領學員近距離接觸典藏文物及博物館。南

區場次，透過科工館解說員的介紹，學員不僅認識科工館的典藏，也體會科工館的另一種美；

而中區場次，科博館除了導覽典藏常設展，介紹科博館在人文數位典藏的展示物之外，更安

排蒐藏庫探奇，讓人大開眼戒；而北區場次，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導覽人員除了導覽典藏

常設展之外，並安排學員參觀「YH127 發掘七十週年紀念特展」、「樸古與精妙─漢代武氏

祠畫象拓片特展」等特展，讓學員體驗不同的典藏風情。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南區場次，已於民國 96年 9 月 8 日在科工館舉行，

與會人員有 45 名；「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中區場次，已於民國 96年 9 月 15

日在科工館舉行，與會人員有 45 名；北區場次已於民國 96年 10 月 13 日在史語所舉行，與

會人員有 60 名。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連結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高中職教師研習」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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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南區場次，科工館解說員導覽情形 

 

 
圖 46：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中區場次，科博館地質館主任何恭算介紹蒐藏庫

情形。 

 

 
圖 47：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北區場次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人員為學員解說

典藏文物情形。 

 

�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本計畫於 96年 5 月至 12月依序與新竹市大湖國民

小學、宜蘭縣南澳國民小學、台東縣關山國民小學、嘉義縣隙頂國民小學、台南縣南新

國民中學、臺北縣野柳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美國民小學等七所學校合辦「96年數位典藏

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場次，總計舉辦七場，地點日期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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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96年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活動表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96年 05 月 09 日、16 日 新竹市：大湖國民小學 54 

96年 07 月 04 日 宜蘭縣：南澳高級中學 40 

96年 09 月 12日、26 日 台東縣：關山國民小學 105 

96年 11 月 14 日 嘉義縣：隙頂國民小學 19 

96年 11 月 21 日 台南縣：南新國民中學 37 

96年 11 月 28 日 臺北縣：野柳國民小學 22 

96年 12月 26 日 花蓮縣：瑞美國民小學 21 

總計 298 人次 

 

1.  

96年度第一場「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教師研習班」，於 5 月 9 日與 16 日

與新竹市大湖國民小學共同舉辦，日前已順利落幕。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人員與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

師共同授課。課程包括：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以及數位典藏網路資源於中小學各領域上的教

學運用。本次活動為期兩天，第一天為 5 月 9 日下午，第一時段由數位典藏計畫專案經理陳

淑君小姐介紹數位典藏總計畫；第二時段由桃園縣大業國小蔡兆琛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上的教學運用。第二天為 5 月 16 日下午，由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團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系王健華副教授介紹臺灣特有種動植物生態教學網站，並與現場

學員分享其建置及推廣之心得。 

 

    活動舉辦當天座無虛席，到場學員超過 50 人，上課反應踴躍，與講師互動熱絡，讓主辦

單位與學員皆有豐富收穫，期待往後之偏遠地區國中小教師研習會有更熱烈的反應！也歡迎

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教師持續注意相關活動訊息。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

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圖 48：新竹市大湖國小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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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新竹市大湖國小黃主任致詞 

 

 
圖 50：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陳淑君專案經理上課情形 

 

 
圖 51：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蔡兆琛老師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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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分享--王健華副教授上課情形 

 

2.  

96年度第二場「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教師研習班」，於 7 月 4 日與宜蘭縣

南澳國民小學共同舉辦，與會學員約 40 人，已順利落幕。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人員與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師

共同授課。課程包括：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以及數位典藏網路資源於中小學各領域上的教學

運用。本次活動為期一天，上午第一時段由數位典藏計畫專案經理陳淑君小姐介紹數位典藏

總計畫；第二時段由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羅鳳珠講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語文領域上的教

學運用。下午最後一階段則由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團隊--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初等教育學系

潘文福助理教授，介紹本計畫整合數位典藏網站與社會和自然教科書資源，為了彙整數典的

教學資源對照表，本研究透過舉辦工作坊進行整理、討論與評鑑，整合數典與教科書的對照

內容。教師們可透過上網查閱或下載數位典藏在社會和自然教學上可應用的資源，作為融入

教學或自編教材的參考依據。 

 

    舉辦當天上課反應踴躍，與講師互動熱絡，讓主辦單位與學員皆有豐富收穫，期待往後

之偏遠地區國中小教師研習會有更熱烈的反應！也歡迎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教師持續注意相

關活動訊息。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

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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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宜蘭縣南澳國小校長致詞 

 

 
圖 54：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陳淑君小姐上課情形 

 

 
圖 55：語文領域---羅鳳珠講師上課情形 

 
圖 56：數位典藏創意學習分享---潘文福助理教授上課情形 

 

3.  

96年第六場「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活動」，於 9 月 12日（三）與 26 日（三）

與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共同舉辦，並已日前順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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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總計畫人員與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師

共同授課。課程包括：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以及數位典藏網路資源於中小學各領域上的教學

運用。本場研習為期兩天，第一天為 9 月 12日(三)下午，第一時段由數位典藏計畫專案經理

陳淑君小姐簡介數位典藏計畫之過去與未來目標；第二時段由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系羅鳳珠講

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語文領域上的教學運用。第二天為 9 月 26 日(三)下午，上半段時間，

由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傅斌暉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於藝術領域上的教學運用；下半

段時間，由桃園縣大業國民小學蔡兆琛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如何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之教學運用。 

 

    本次研習活動，到場學員逾百人，出席教師踴躍，上課反應良好，會後學員給予主辦單

位許多建議，讓主辦單位與學員收穫甚多，期待往後偏遠地區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會有更熱

烈反應！  

 

本活動後持續  歡迎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教師持續注意相關活動訊息。，相關訊息及各

場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小學教

師研習」下載。 

 

 
圖 57：報到狀況 

 

 
圖 58：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湯美惠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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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陳淑君專案經理上課情形 

 
圖 60：語文領域-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系羅鳳珠講師上課情形 

 

 
圖 61：藝術領域-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傅斌暉老師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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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桃園縣大業國民小學蔡兆琛老師上課情形 

 

 

4. 

96年第十場「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活動」，於 11 月 13 日（三）與嘉義縣

番路鄉隙頂國民小學共同舉辦，已日前順利落幕！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師授課。本

次課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由桃園縣大業國民小學蔡兆琛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如何融

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教學運用；第二階段，由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傅斌暉老師介

紹數位典藏資源於藝術領域上的教學運用。 

    本次研習活動，學員反應良好，並給予主辦單位許多建議，讓主辦單位與學員收獲穫甚

多。 

  本活動歡迎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教師持續注意相關活動訊息，相關訊息及各場課程講

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小學教師研習」

下載。 

5.  

96年第十一場「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活動」，於 11 月 21 日星期三與台南

縣立南新國中共同舉辦，並日前已順利落幕。 

      本研習活動為全天課程，第一堂課由台中市西屯國小曾愛玲老師帶領學員將數位典

藏自然領域網站融入實際教學設計之中；第二堂課由嘉義大學陳嘉文教授分享數位典藏創意

學習之成果，其中包含「臺灣建築史」與「數位光碟教材自動產生器」兩大主題，並帶領學

員實際操作其成果光碟；最後，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孫劍秋教授介紹數位典

藏資源在語文領域上的教學運用。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連結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

「中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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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南新國中校長致詞 

 

 
圖 64：自然領域--曾愛玲老師上課情形 

 

 
圖 65：創意學習分享--陳嘉文老師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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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語文領域-孫劍秋教授上課情形 

 

6.  

96年度「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台北縣場次」，原訂於 10

月 6 日與臺北縣萬里鄉野柳國民小學共同舉辦，但因颱風延至 11 月 28 日舉行，當日學員約

20 人。 

本次半天的研習活動：第一時段由北一女中張素卿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人文與藝術

領域上的教學運用，課程包括三部分：一、數位典藏學習網站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資源簡介；

二、數位典藏資源在學校教學應用上之建議；三、教案設計與教學實例經驗分享。第二時段

則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孫劍秋主任，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語文領域上的教學運

用，除了介紹老師們在備課時，可參考的網站外，也提供一些語文方面的線上小遊戲，讓小

朋友將所學如成語等，藉由遊戲再做一次溫習。 

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小學

教師研習」下載。 

 
圖 67：野柳國民小學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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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藝術與人文領域---張素卿老師上課情形 

 

 
圖 69：語文領域介紹---孫劍秋主任上課情形 

 

7.  

96年第十二場「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活動」，於 12月 26 日（三）與花蓮

縣瑞穗鄉瑞美國民小學共同合辦，日前已順利落幕！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師授課。本

次課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由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人員簡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劃之過去成果與未來發展；第二階段，由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潘文福副教授介紹數位典藏資

源於社會與自然領域之教學運用。 

 

    研習活動當天，因遇花蓮瑞穗鄉選務工作會議，故實際參與學員與報名人數有些微差距。

參與學員反應良好，給予主辦單位諸多建議，並期待往後有機會能再來參與類似活動。 

   研習持續提供相關訊息予歡迎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教師。持續注意相關活動訊息，相關

訊息及各場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

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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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花蓮縣瑞美國民小學李瀅婷教務主任致詞 

 

 
圖 71：數位典藏人員進行簡介 

 

 
圖 72：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潘文福副教授分享社會與自然領域經驗 

 

 ( ( ( (四四四四) ) ) )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    

本計畫於 96年與全台部分縣市合辦「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總計舉辦場次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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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場次表 

日  期 地  點 學員人數 

96年 7 月 17 日 高雄縣：高雄縣文華國民小學 140 

96年 8 月 17 日 台中市：台中市文心國民小學 115 

96年 8 月 28 日 高雄市：高雄市文藻外語學院 25 

96年 9 月 15 日 金門：金門縣金城國民中學 17 

96年 10 月 24 日 連江：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 35 

96年 11 月 10 日 
屏東：屏東縣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科學教育組 
23 

總計 355 人次 

 

1.  

96年度「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高雄縣場次」，於 7 月 17 日與高雄縣文華國

民小學共同舉辦，學員約 140 人，日前已順利落幕。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人員與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師共

同授課。課程包括：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以及數位典藏網路資源於中小學各領域上的教學運

用。本次活動為期一天，第一時段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孫劍秋主任，介紹數位典

藏計畫及數位典藏資源在語文領域上的教學運用；第二時段由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團隊國

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陳勇輝主任介紹海生館--數位典藏於創意學習與推廣心得，並與現場學員

分享數典在海生館的應用與推廣現況；最後一階段則由桃園縣大業國小蔡兆琛老師介紹數位

典藏資源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上的教學運用。 

學員仔細聆聽之餘，也會適時舉手表達想法，與講師間有良好互動。而講師也會留約 15

分鐘供學員們提問，讓主辦單位與學員皆有豐富收穫！歡迎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教師持續注

意相關活動訊息。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圖 73：活動剪影一---左圖為林俞君小姐，右圖為孫劍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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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6年度「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連江縣場次」，於 10 月 24 日與連江縣立介壽

國民中小學共同舉辦，學員約 35 人，日前已順利落幕。 

 

本次研習活動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畫人員與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講師共

同授課。課程包括：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以及數位典藏網路資源於中小學各領域上的教學運

用。本次活動為期半天，第一時段由數位典藏計畫辦公室人員翁翠霞小姐簡介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第二時段由桃園縣大業國小蔡兆琛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上的教學運用；最後一階段則由臺北縣立三重高中賴來展主任，介紹數位典藏資源在語文

領域上的教學運用。 

 

課程中講師們會提供小禮物，並利用提問的方式來贈送給學員，而課程後講師們也留下

e-mail好方便大家能詢問，讓。歡迎所有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人士，能持續注意相關活動訊

息。本另課程講義，可連結至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中

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圖 74：介壽國民中小學校長致詞 

 

 
圖 75：簡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翁翠霞小姐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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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蔡兆琛老師上課情形 

 

 

 
圖 77：語文領域介紹---賴來展主任上課情形  

3.  

96年第九場「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活動」，於 11 月 10 日星期六與屏東縣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組共同舉辦，目日前已順利落幕！ 

 

    本研習活動為全天課程，首先由臺北縣三重高中教務主任賴來展講授如何將數位典

藏語文網站融入教學活動設計之中；接著由嘉義大學陳嘉文教授分享數位典藏創意學習之成

果，帶領學員實際操作其成果光碟；最後，由高雄縣文賢國小李同立老師介紹數位典藏資源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上的教學運用 

 

    當日上課情況良好，課後學員與講師互動熱絡。本次活動感謝屏東縣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志工的熱情協助，給予學員與講師一個優質的環境，增長學習效果！  

 

相關訊息及課程講義，可連結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網站 http://dlm.ntu.edu.tw 之

「中小學教師研習」下載。 

 

 ( ( ( (五五五五) ) ) )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    

本計畫於 96年 12月日至 9 日參展 96年度資訊月行銷大展，此展於台北世貿中心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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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地點日期如表： 

表 16：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場次表 

日  期 地  點 人數 

96年 12月 1日至 9 日 台北市：台北世貿中心一館 75 萬人次 

本單位瀏覽總計 2000 人次 

 

� 本國家型計畫參展 96年度資訊月 

本計畫參加 96年度資訊月大展。本國家型計畫於世貿一館「政府專區」展示計畫成果，

已於 12月 9 日落幕。  

 

  為期九天的展出，運用數位典藏網站內容所設計的闖關遊戲，吸引了許多民眾參加，兩

千份《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簡介》，均被索取一空。參加闖關遊戲的民眾對於數位典藏

網站豐富的內容評價不錯；在場許多家長及師長表示，數位典藏網站的內容對於孩童自我學

習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此次活動的特色是，展出期間由不同典藏機構的計畫人員到場解說網站內容，探

討典藏網站的精華，並藉此了解民眾的需求及問題批評。參與團隊有臺灣大學機構計畫、中

央研究院 GIS小組團隊及淡江大學台灣棒球檔案建置計畫。 

 
圖 78：本計畫之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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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民眾線上闖關情形－電腦體驗區 

 

 
圖 80：民眾聆聽工作人員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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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民眾參觀情形 

 

� 96年提供「國家數位典藏通訊」相關文章，截至第六卷第十二期，本計畫共投稿 25篇，

如下表所示：。 

表17：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於《國家數位典藏通訊》刊出稿件 
期數 分類 標題 

第六卷第一期   

「96年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 第二期 國內活動消息 

本計畫參加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 

第三期   

第四期 分享園地 96年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會後報導 

國內活動消息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一）、（二）「數位典藏綜

論」即日起開放報名 

第五期 

計畫推動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數位人才

培育與學習子計畫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三）、（四）6 月 19 日截止

報名 

「96年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高雄縣場次將

於 7 月 17 日舉行 

國內活動消息 

「96 年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教師研習

班」宜蘭場次將於 7 月 4 日舉行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一&二）「數位典藏綜論Ⅰ&Ⅱ」

已於 5 月 30 日及 6 月 8 日落幕 

第六期 

專題報導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教師研習班」新

竹場已順利落幕 

第七期 國內活動消息 「96年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研習班」台中市

場次將於 8 月 17 日舉行 

國內活動消息 「96年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高雄市場次」 第八期 

專題報導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五）、（六）分別已於 7 月

18、25 日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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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分類 標題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高雄縣場次」，於

7 月 17 日已順利落幕。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區教師研習班」，

於 7 月 4 日已順利落幕。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十）「數位典藏多媒體創意

加值-發現國家寶藏」~即日起開放報名 

國內活動消息 

96年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中場次）

~即日起開放報名 

第九期 

專題報導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高雄市場次於 8月 28

日順利落幕。 

第十期 專題報導 96 年度「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金門縣場

次」，於 9 月 15 日與金門縣金城國民中學共同舉辦，

日前已順利落幕。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澎湖場次會後報導 第十一期 專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中場次會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一）會

後報導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連江縣場次」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高雄場次會後報導 

第十二期 專題報導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南場次會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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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紀念品 

環保水杯環保水杯環保水杯環保水杯 

 
餐具組餐具組餐具組餐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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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畫畫畫    

1. 參與並參與並參與並參與並協助完成協助完成協助完成協助完成「「「「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資策會產業支援處資策會產業支援處資策會產業支援處資策會產業支援處」」」」產業橋接計畫產業橋接計畫產業橋接計畫產業橋接計畫

四場四場四場四場：：：：由於數位典藏第二分項計畫「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之研究及計

畫執行範疇以建置產業平台及授權機制規範為兩大主軸，因與數位典藏產業橋接計

畫理念相符，故根據 1 月 26、3 月 8 日、4 月 25 日及 9 月 17 日四場資策會產業支

援處的橋接會議之決議，將由數位典藏第二分項子二計畫與資策會產業支援處共同

合作橋接計畫及協商後續事宜，9 月 17 日決議希望產支處在一個月內，能提計畫書

至國科會企劃處，由二分項主導決策，產支處處理實務部分，今年一定要開始啟動。

目前計畫書已送交國科會審查中。 

2. 協助完成協助完成協助完成協助完成 96969696 年數位典藏計畫參加紐約授權展並持續規劃年數位典藏計畫參加紐約授權展並持續規劃年數位典藏計畫參加紐約授權展並持續規劃年數位典藏計畫參加紐約授權展並持續規劃 97979797 年參展工作年參展工作年參展工作年參展工作：：：：紐約授權

展於 2月進行投標廠商評選，已完成辦理『參展廠商徵展審查會議』、『舉辦參展廠

商說明會』及『舉辦典藏單位說明會』等工作。5 月份辦理五場授權人才工作坊。

6/14假國科會舉辦國內行前記者會。於 6/19~21率團參加全球規模最大的紐約國際

授權展，台灣館的展場規模共計 20 個展位，10 家參展廠商（展覽型態分為創新品

牌及授權品牌兩大類）。回國後後續評估效益為，現場約有超過千位參觀買家對台灣

的創意內容表示高度興趣，以及近 200 位國際買家當場實際進行授權洽談，產值預

估為 5.5 億台幣，授權金額達 4 千 4 百萬台幣。已於 7/30 完成展後成果記者會，及

8/9 完成驗收檢視會議，96年度計畫相關業務已近辦理完成。始於 9 月份開始，陸

續進行 97年紐約授權展的籌備工作，已完成「徵求典藏單位參展構想書」之相關文

件，訂於 11 月 20 邀請去年參展廠商與典藏單位進行「心得分享交流會」，並據其繳

交的計畫發想書設計產品路線，於明年 2月中旬進行廠商招商工作與典藏單位說明

會，作為明年的參展規劃與準備。 

3.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四場四場四場四場：：：：於 4 月 11 日、4 月 17 日、4

月 26 日及 4 月 30 日參加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陳曉慧教授發表

「創用 CC公眾授權議題-政府可採行之策略」報告指出，政府在新經濟時代不再是

扮演過去資訊擁有者或是典藏者的角色，而是應該更積極扮演資訊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的角色，並探討在傳統的授權機制下可能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並帶到

公眾授權是否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還有哪些問題是無法透過公眾授權解決以及有

待其他機制配合等相關議題。 

4. 協助執行協助執行協助執行協助執行「「「「CCCCCCCC 輔導團隊計畫輔導團隊計畫輔導團隊計畫輔導團隊計畫」：」：」：」：依據 4 月 26 日「行政院 NICI小組第 82 次工作會議」

會議記要決議，成立創用 CC 輔導團隊，其目的為協助先導機構（如教材類--教育部

的教學資源相關網站、典藏藝術類--文建會的國美館、政府資訊類--研考會的 OPEN

網站和智慧局網站）推動公眾授權觀念之推廣與宣導。6 月 1 日與中研院資訊所莊

庭瑞教授團隊開會討論，並依會議決議撰寫計畫書，已於 6 月 25 日將計畫書上傳至

國科會進行審查，10 月 11 日審查通過。本子計畫並與「CC 輔導團隊計畫」配合執

行數位典藏公眾授權推動。 

5.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並並並並協助執行協助執行協助執行協助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成果盤點執行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成果盤點執行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成果盤點執行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成果盤點執行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第一期已經累積的豐富數位典藏素材，希望能夠既深且廣地推展到產業、教育、

研究與社會文化等不同的應用領域，故為了能夠確定數位典藏物的既存狀態和法律

權利狀態，並且釐清相關限制，理解有無潛在法律爭議，因此撰寫「第一期數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執行成果盤點草案」，以利進一步的應用加值。已於 4 月 9 日工作小組

會議上提報討論後，並於 6 月 25 日提交計畫書送至國科會審查。已於 8/1~8/2參加

盤點計畫說明會與典藏機構進行溝通、出席 8/7、8/27盤點計畫工作會議、出席 8/28

盤點計畫行前會議、8/29至中研院魚類典藏計畫進行試盤點; 並協助回答處理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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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台灣文獻館、林試所權利盤點問題。計畫書上傳至國科會進行審查通過，目前

中子二與分項辦公室共同執行。 

6. 參加授權實務相關研習課程參加授權實務相關研習課程參加授權實務相關研習課程參加授權實務相關研習課程：：：：分別參與「為數位出版產業紮根－人才培訓課程」研

討會、亞洲藝術產經台北論壇以及 2007年國際藝術博覽會預展，另參與資策會科技

法律中心 96年度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頒證暨推廣說明會。 

。 

7. 協助一分項協助一分項協助一分項協助一分項「「「「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機構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機構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機構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機構」」」」智財權訪查資料整理智財權訪查資料整理智財權訪查資料整理智財權訪查資料整理：：：：與拓展台灣數位

典藏計畫、數位典藏網路核心平台計畫各主持人及工作同仁共同訪查國家圖書館，

了解國家圖書館典藏品類型、數位化工作流程、資料庫、品質管理策略、長期儲存

管理辦法等相關內容。協助修改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數位島嶼計畫智慧財產

權問答集。    

8. 協助舉辦協助舉辦協助舉辦協助舉辦數位典藏智慧財產權工作坊數位典藏智慧財產權工作坊數位典藏智慧財產權工作坊數位典藏智慧財產權工作坊：：：：台北(10/17-10/18) 一場、台中(10/23-10/24)

一場。    

9. 完成年度成果報告完成年度成果報告完成年度成果報告完成年度成果報告 4444 份份份份：：：：    

(1)(1)(1)(1) 授權機制訪談調查授權機制訪談調查授權機制訪談調查授權機制訪談調查：：：：本計畫設計訪談典藏機構授權機制之問卷，內容分為『授

權機制』、『相關法規』及『加值應用』三部分，做為規劃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之基礎。

本計畫已於 97年 4 月至 10 月間，分別對 8 家典藏單位進行訪談;已完成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國立科學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圖書

館、國史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等 8 家典藏機構授權實務訪談作業，收回之典藏機構

問卷經過整理分析後， 11 月初完成「典藏機構授權實務分析」報告大綱；12月 1 日完

成「典藏機構授權實務分析」報告初稿內容。97年 2月底將整合研討會上相關資訊後定

稿。 

(2) (2) (2) (2) 數典產業市場分析數典產業市場分析數典產業市場分析數典產業市場分析訪談調查訪談調查訪談調查訪談調查：：：：在加值應用廠商方面，因典藏機構加值應用案例

不多，訪談了「迪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頑石創意公司」、「霖沅企業公司」、「法藍瓷」、

「皇室股份有限公司」、「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威華文化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廠商

進行訪談，收回之訪談問卷經過整理分析後，11 月初完成「數位典藏產業市場分析」報

告大綱；12月 1 日完成報告初稿內容。97年 2月底將整合研討會上相關資訊後定稿。 

(3)(3)(3)(3)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研究國內外與數位典藏機構對相關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著作權法、競爭法、公平交易法、檔案法、民法、契約法、刑法等法規，對典藏之著作、

資料庫、資訊公開、、、、數位化的成果議題進行研究與探討。11 月初完成「數位典藏相關法

規分析」報告大綱；12月 1 日完成報告初稿內容。97年 2月底將整合研討會上相關資訊

後定稿。 

(4)(4)(4)(4)數位典藏之公眾授權數位典藏之公眾授權數位典藏之公眾授權數位典藏之公眾授權：：：：以新內容經濟時代之新商業模式，從法律面向探討數位典

藏之公眾授權，在商業應用與非商業應用併存之可能。藉以宣導 CC觀念，在典藏機構內、政府相關機關中推動公眾授權使用。11 月初完成「數位典藏之公眾授權」報告大綱；12月

1 日完成報告初稿內容。97年 2月底將整合研討會上相關資訊後定稿。 

    

10. 年度成果報告舉辦年度成果報告舉辦年度成果報告舉辦年度成果報告舉辦「「「「數位數位數位數位」」」」近用近用近用近用，，，，『『『『典藏典藏典藏典藏」」」」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

會會會會』』：：：：本計畫將於 12月 1 日在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研討會，針對數位典藏的

公眾授權、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發表研究成果報告。是從法律面、

產業面、使用者行為面、社會面、公眾授權推展脈絡、以及學術資源近用等面向，

全面性地討論數位典藏成果之推廣與發展議題。參與人數約 1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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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1. 進行數位典藏學術與應用文化傳進行數位典藏學術與應用文化傳進行數位典藏學術與應用文化傳進行數位典藏學術與應用文化傳佈佈佈佈理理理理論基礎論基礎論基礎論基礎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96年度，「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持續針對數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佈議題，發展相關研究議題與蒐集理論基礎文獻，定期舉行專案會議超過二十次。

目前本計畫共發展不同理論研究焦點，分別為： 

（1）數位典藏使用者研究理論基礎，討論焦點在於數位典藏使用者

parasocial行為與使用動機研究。 

（2）國內外 Creative Commons 傳佈過程研究－究，討論焦點在於透過 ANT

理論、行動理論檢視 CC概念之國內傳散過程。 

（3）網路資訊取用行為研究，焦點在於檢驗目前數位典藏呈現方式並嘗試為

數位典藏呈現方式提出建議。上述研究皆為創新性研究，國內針對數位典藏之已知

研究並無從上述角度出發的研究先例。且此三研究方向對於檢討一期數位典藏成果

與建議未來推展策略，皆具重要意義。    

2. 進行數位化學術資進行數位化學術資進行數位化學術資進行數位化學術資源源源源公共近用研公共近用研公共近用研公共近用研究究究究 

96年度本專案除進行上述數位典藏「使用者」出發的理論建構研究之外，另著

眼於數位典藏成果之近用(access)問題，還針對學術資源公共化理論、國內外學術

資源數位化之現況、其近用模式、及其近用平台等面向，進行廣泛研究討論。此面

向之研究，將有效為數位典藏成果近用問題、以及國內所面臨之學術資源公共化議

題，尋求充分討論空間。本專案於 96年度舉辦之「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中，特邀組織了「數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論壇」，集

官、學、研等各界人士與會座談，邀請名單包含：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陳百齡、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組長陳亞寧、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數位典藏與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分項計畫主持人劉靜怡、台灣大

學圖書館館長兼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項潔，以及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廖炳惠。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職職職職稱稱稱稱    

陳百齡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陳亞寧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組長 

劉靜怡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數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與產業

發展分項計畫主持人 

項潔  台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 

廖炳惠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 

3. 論論論論文公開發文公開發文公開發文公開發表表表表：：：： 

截至 96年 12月底為止，本專案公開發表論文細目如下表所示： 

 

表18：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本年度論文發表一覽 
發發發發表表表表人人人人    論論論論文名稱文名稱文名稱文名稱    發發發發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翁秀琪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來：以科

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例(研究初稿) 

96/8/1，台北、劍潭 

「2007 CC/SC台北國際研討會」 

翁秀琪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來：以科

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例，本文經大

96/11/17，新竹、交大 

「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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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發發發表表表表人人人人    論論論論文名稱文名稱文名稱文名稱    發發發發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幅改寫為「知識商品化浪潮下學術知識

公共化的省思：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

出版為例」。投稿 TSSCI 期刊，審核過程

中。 

暨論文研討會」 

楊佳蓉 從 Web 2.0觀點解析創意公用授權條款 96/11/17，新竹、交大 

「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暨論文研討會」 

翁秀琪 從使用者出發的網路資源使用研究：理

論建構初探 

96/12/2，台北、劍潭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孫式文 數位典藏的傳布擘劃： 

以資訊取用為啟始 

96/12/2，台北、劍潭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方念萱 與誰相共？ 

創用 CC在台灣發起、連結與 

形塑的行動者網絡分析 

96/12/2，台北、劍潭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4. 進行國內學術數位化學術資進行國內學術數位化學術資進行國內學術數位化學術資進行國內學術數位化學術資源源源源近用議近用議近用議近用議題現況題現況題現況題現況調查訪談調查訪談調查訪談調查訪談、、、、CCCCreativereativereativereative C C C Commonsommonsommonsommons公眾授權公眾授權公眾授權公眾授權

國內傳國內傳國內傳國內傳散脈絡散脈絡散脈絡散脈絡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數位典藏使用數位典藏使用數位典藏使用數位典藏使用者者者者行行行行為為為為、、、、網路網路網路網路資資資資訊取訊取訊取訊取用行調查研用行調查研用行調查研用行調查研究等深究等深究等深究等深度訪談工度訪談工度訪談工度訪談工

作作作作：：：： 

本專案已於於七、八、九月間已進行超過十場針對上述議題之深度訪談工作，

完成全文謄稿，並進行分析。97 年度將持續進行上述深訪工作，以完備整體研究

架構。 

5.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外外外外公眾授權機制公眾授權機制公眾授權機制公眾授權機制、、、、學術研學術研學術研學術研究究究究資資資資源源源源公眾授權機制公眾授權機制公眾授權機制公眾授權機制、、、、與數位典藏發展與數位典藏發展與數位典藏發展與數位典藏發展現況描述現況描述現況描述現況描述：：：： 

瀏覽分析國內外 Creative Commons、Science Commons、數位典藏相關網站，

撰寫專案內部討論報告。並蒐集分析各分項數典一期成果文件、文宣、影片，這些

初級資料都將成為計畫理論研究部份的研究分析對象。 

6. 參與數位典藏參與數位典藏參與數位典藏參與數位典藏 WebWebWebWeb2222....0000 發展計畫發展計畫發展計畫發展計畫：：：： 

有鑑於 web2.0設計理念在網路社群經營方面獲得的巨大成功，本子計畫參與

了 5月 21日中研院與二分項計畫辦公室針對以 web2.0技術應用於數典計畫中的可

能性進行討論。未來本計畫將持續關注此議題，並從使用者使用經驗之研究角度提

出設計建議。本子計畫內部另成立了一個「線上知識空間」，實際運用 web2.0 的概

念在網路上組織、分享子計畫內部知識，成員皆可上傳檔案、發言，成為子計畫共

享數位典藏資訊的園地。 

7.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活活活活動動動動、、、、會議參與會議參與會議參與會議參與：：：： 

上半年本子計畫參與各式數位典藏議題相關會議，包含 ccTaiwan 研討會、MCN

台灣分會研討會、智慧財產權工作坊、數典一期成果展「擁抱數位．湧現臺灣」公

開徵選計畫成果展、媒體科技與美學經濟與創意產業學術論壇等。下半年共參加

Creative Commons 台北國際研討會，與會座談台灣 SC 現況。另參與公民新聞學研

討會、Wikimania 年會、CC Party、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數

位雜誌年會 IAMCR年會、DiGRA 東京年會等，分享台灣數位典藏經驗，並提昇國際

能見度。 

8. 活活活活動策劃動策劃動策劃動策劃籌備籌備籌備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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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計畫共籌備研討會兩場，共四日。詳細資料如下： 

表19：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議程表 
數位近用數位近用數位近用數位近用，，，，典藏授權典藏授權典藏授權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DayDayDayDay 1 1 1 1 

時間/地點 96/12/1/劍潭 

會議網址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main.html 

會議主題 數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 

論文發表量 論文發表 3篇，與談人 8 位 

報名人數 112人 

數位近用數位近用數位近用數位近用，，，，典藏授權典藏授權典藏授權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DayDayDayDay 2 2 2 2 

時間/地點 96/12/2/劍潭 

會議網址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main.html 

會議主題 數位典藏使用者行為研究、網路資訊取用行為分析、數位典藏成果近

用與數位落差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以及數

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論壇等 

論文發表量 論文發表 8篇，與談人 11 位 

報名人數 134 人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WorkshopWorkshopWorkshopWorkshop    onononon    AsiaAsiaAsiaAsia    andandandand C C C Commonsommonsommonsommons    inininin    thethethethe    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    AgeAgeAgeAge((((AAAACCCCIAIAIAIA))))研研研研

討會討會討會討會 

時間/地點 97/1/18/政大 

會議網址 http://moltke.cc.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

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496008 

會議主題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By Rebecca MacKinnon 

（GVO創始人、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量 演說稿一篇 

報名人數 上限 60 人 

時間/地點 97/1/19~20/中研院 

會議網址 http://meeting.creativecommons.org.tw/ac:program 

會議主題 Keynote: Solutions to the copyright crisis: by William Fisher 

(Harvard Law School) 

Tools for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uthorship, copyrights, and public licensing  

Cultural aspects of commons  

Case studies and project showcases 

論文發表量 論文發表 8篇以上 

報名人數 估計超過 100 人 

 

9. 與公開與公開與公開與公開徵徵徵徵案團隊案團隊案團隊案團隊的合的合的合的合作作作作：：：：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與相關公開徵案團隊緊密合作。與相關公

開徵案團隊已進行超過三次會面，討論徵案執行內容、執行心得分享、與相關合作

方式。由於今年度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故部份工作將待

97年度繼續進行。與本計畫密切相關之徵案按計劃包含以下： 

 

表20：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合作之徵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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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

用」徵案計畫 

林菁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科技

研究所 

「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

究」徵案計畫 

李孟晃   

實踐大學資管系   

「數位典藏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 

張懿云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計

畫」 

梁容輝 台灣科技大學 「數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時間感＿生命記憶之典藏」 

  

五五五五、、、、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    

1.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本計畫於 96年 12月 3 日、4 日與子二、子三合辦

「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總計舉辦場次如下： 

表 21: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場次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5年 12月 3日~12月 4日 台北：劍潭活動中心 147 

 

2. 「原住民偏鄉數位典藏與部落文化座談會」：本計畫於 96年 10 月與「台灣

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合辦「原住民偏鄉數位典藏與部落文化座談會」。總

計舉辦之場次 2場，舉辦日期如下表： 

表 22：原住民偏鄉數位典藏與部落文化座談會場次表 

場場場場        次次次次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清流部落說明會 10/14、.15 

屏東泰武和獅子鄉說 10/21、.22 

  

  

六六六六、、、、    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    

1.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九十九十九十九十六年度公開六年度公開六年度公開六年度公開徵選徵選徵選徵選計畫之計畫之計畫之計畫之審審審審查與公告查與公告查與公告查與公告：：：：完成九十六年度公開徵選計畫之審查

與公告作業，最後共有 37 件獲選。 

2.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 969696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徵選徵選徵選徵選期期期期初說明初說明初說明初說明會一場會一場會一場會一場：於 8/13~14舉行公開徵選期初說明

會，與第一分項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合作辦理。議程規劃兩天的議程，一天以公

開徵案計畫通過者的專業訓練課程，另一天為第一分項及第二分項各自針對今年度

工作項目及內容進行說明。 

3.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797979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徵選說明徵選說明徵選說明徵選說明會三場次會三場次會三場次會三場次：為了達成推動數位典藏成果於人文社

會、學術應用、商業發展等層面上之層面上為目標，本次活動分為「產業平台與規

範機制推動」、「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人文與社會發展」、「地理資訊應用」四個

主題徵選社會各界計畫案。 

 表23：97年度推廣應用公開徵選說明會場次表 
96/11/6 (星期二)  中區 

國立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13 樓 

國際會議廳(13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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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7 (星期三) 北區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 

96/11/16 (星期五) 南區 
國立成功大學自強校區電機系館1樓 

繁城講堂 

 

4.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797979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徵選徵選徵選徵選計畫構計畫構計畫構計畫構想書收件想書收件想書收件想書收件與與與與審審審審查查查查：本年度之推廣應用公開徵

選，不包含產學合作案，總投件數為 63 件，其中有四件為整合型計畫，由本分項進

行構想書的初步審查工作。    

5.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69696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應用公開徵選徵選徵選徵選計畫第一次計畫第一次計畫第一次計畫第一次心得交流心得交流心得交流心得交流會會會會：為協助 96年度通過之公開

徵選計畫順利執行數位典藏推廣應用之工作、說明期中審查相關事宜、並讓獲選計

畫有進一步與核心子計畫主持人交換心得的機會，特於 12/10（星期一）假國科會

第 13 會議室舉辦    

6.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徵徵徵徵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管考管考管考管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上上上上傳機制傳機制傳機制傳機制：規劃設計管考報告上傳機制，讓各徵案計畫能夠

以自己的帳號密碼登入，管理自己的管考報告檔案。本網站機制已於 12/08正式上

線。    

 

（（（（一一一一））））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 eeee----SchoolSchoolSchoolSchool 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究整合型計畫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究整合型計畫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究整合型計畫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究整合型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淡江大淡江大淡江大淡江大學教學教學教學教育育育育科技研科技研科技研科技研究所究所究所究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徐新逸徐新逸徐新逸徐新逸，，，，黃雅萍黃雅萍黃雅萍黃雅萍，，，，施施施施如如如如齡齡齡齡，，，，顧大維顧大維顧大維顧大維    

 

本計畫為一整合型計畫，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完整的平台給數位學習教材的提供

者，使他們能專注於教材的研發製作。由整合型計畫中的總計畫負責研究網站的建置方式，

包括提供的服務項目，以及使用學員從報名註冊到結業為止的整體流程設計。各子計畫則從

各主持人之專精領域切入，分別為成人教育、中小學教育、還有數位典藏專業人才的培訓等

等，建置教材及舉辦研討會，並支援其他計畫的訓練課程。 

 

此該整合型計畫已舉辦及協辦數場研討會和實體教學活動，包括下列主題： 

1. 推廣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目的、架構及未來展望。 

2. 使學員認識數位典藏多元豐富的成果與教學資源。 

3. 使大眾了解網路探索學習模式與教學實例，並與國家數位典藏結合，實際體驗網路探索學

習過程。 

表24：數位典藏 e-School 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究整合型計畫舉辦之研習課程一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6年 10 月 17 日~10 月 31 日 中小學教師資訊融入教學 29 

96年 10 月 25 日~10 月 28 日 

《第一單元》介紹蝴蝶的種類及特性，《第

二單元》介紹蝴蝶的保育，《第三單元》帶

領學員走出戶外進行野外觀察蝴蝶的活動。 

20 

96年 10 月 11 日~10 月 24 日 快速數位學習製作工具應用 29 

96年 11 月 2日~11 月 10 日 快速數位學習製作工具應用 21 

總計 99 人次 

 

4. 並有數位典藏 meta-data，大番薯、大嬸婆遊台南，以及數位典藏與科技媒體融入海洋生

態探索等課程持續規劃推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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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整合型計畫建置數位學習網頁，與各大學擁有數位學習教材的教師合作，如台大昆蟲系

石正人老師的昆蟲數位典藏資源，將教材放置在網頁上供註冊學員學習使用，。 網址為

址：  http：//dlm.k12.edu.tw/。線上已有十餘門課程可以使用，並持續建置中。 

    

（（（（二二二二））））華語華語華語華語 eeee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文文文文藻外語藻外語藻外語藻外語學院應用學院應用學院應用學院應用華語華語華語華語文文文文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徐漢昌徐漢昌徐漢昌徐漢昌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將文化溶入華語文教學之中，以達成教學精緻化效果，方能與中國大陸的

以量取勝的華語文教學相區隔。計畫執行上分為理論研究，教材設計，以及數位製作 3部分

同時進行，以期能同時達到發展教學理論，同時提供具文化意義及吸引力的數位教材。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此計畫建置有內容豐富且完全開放的華語文教學網頁。網址： http：

//cel.wtuc.edu.tw，其中有以卡通說故事的教學，也有小遊戲做互動式的教學。內容充分運

用數位典藏資源，如故宮典藏品圖像，李石樵博物館館藏，原住民文物館館藏，鶯歌陶瓷數

位博物館等等。內容依取得授權情況持續建置中。網站並設有以遊戲方式進行的線上測驗，

包括情境問答，生詞配對，對話測驗等等。在理論研究部份方面建構有從學習主題到學習活

動以至延伸閱讀的完整架構，並以視聽教學法為核心進行發展。研究成果如下： 

 

  ．視聽教學法說理部份： 

1． 視聽教學法產生的時代背景。 

2． 視聽教學法的教學程序分析，包括： 

3.。1 語言材料的展示與感知。 

3.。2 理解與記憶。 

3.。3 練習和運用。 

3． 視聽教學法優缺點的分析。 

 

  ．視聽教學法學習活動設計部份： 

1． 教學對象分析： 

2.。1先備知識分析。 

2.。2學習特性分析。 

2.。3 學習風格分析。 

2． 教學方法研究： 

3.。1遊戲教學法。 

3.。2講述教學法。 

3.。3 合作與發表教學法。 

 

（（（（三三三三））））浩然藝文數位典藏之學習與推廣計畫浩然藝文數位典藏之學習與推廣計畫浩然藝文數位典藏之學習與推廣計畫浩然藝文數位典藏之學習與推廣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交通大交通大交通大交通大學學學學圖書圖書圖書圖書館館館館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柯皓仁柯皓仁柯皓仁柯皓仁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77  

本計畫提出的主要動機為活化及推廣「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之數位典藏內容。讓交通

大學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的數位典藏內容能夠確實成為學生學習與老師授課的素材來源外，

並透過此計畫，培育藝文數位典藏內容教學與教案製作的人才。主要工作項目包含：數位學

習管理平台建構、透過中小學老師研習與工作坊、交通大學通識與一般課程、國中小學（含

高中）課程試教等方式將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融入各級學校之教學，並培育數位典藏相關人

才。以及運用 ADDIE 教學設計理論與資訊大六技能（Big Six Skill）進行教學設計與教材

教案開發。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1. 本計畫於交通大學開設相關課程並利用圖書館資源舉辦演講及研討會等活動。部分表列

如下並持續進行及增加： 

表25：浩然藝文數位典藏之學習與推廣計畫舉辦之研習課程一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本學期開授 圖書館資源檢索及利用 49 

本學期開授 數位圖書館應用 57 

本學期開授 資訊技術與社會 52 

96年 11 月 劉興欽畫展專題 200 

96年 11 月 16 日 
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及其在教育上

的應用 
50 

總計 408 人次 

 

2. 該計畫並持續建構以大師及其作品為主軸的網站，包括： 

 

楊英風數位美術館 網址（http：//yuyuyang.e-lib.nctu.edu.tw/） 

蘇森墉音樂館 網址（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collection/su/） 

高棪舞蹈館 網址（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collection/Gao/） 

掌中乾坤布袋戲數位博物館 網址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collection/palm_drama/index.html） 

台灣傳統表演藝術布袋戲學習網  網址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collection/palm_edu/index.html） 

漫畫數位博物館—劉興欽、葉宏甲、牛哥數位漫畫館 網址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collection/museum/index.htm） 

 

該計畫以進行民歌大師李泰祥的訪談，樂譜蒐集，及網站建構為主要工作。網站預計將

包括下列內容：參與者介紹、音樂家及詩人介紹、教案執行流程與教學心得分享、歌曲下載

（含樂譜、示範影片、詩歌導讀）、學生學習心得分享、芝山國小直笛團等。 

 

（（（（四四四四））））異人的足跡異人的足跡異人的足跡異人的足跡––––影音旅遊商品推廣計畫影音旅遊商品推廣計畫影音旅遊商品推廣計畫影音旅遊商品推廣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史史史史館館館館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張炎憲張炎憲張炎憲張炎憲    

    

此計畫結合民間企業投資，藉由拍攝歷史旅遊紀錄片影集，使異人(即外國人)的事蹟故

事能與「國民生活旅遊」的概念融合，由歷史人文與外國友人的視野，重新詮釋全台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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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歷史文化古蹟或遺址場景。除了影集拍攝外，並製作發行立體旅遊指南叢書、網路雜誌

等產品，發行至各書店通路與觀光景點，為深度歷史旅遊市場開創出新的整合加值模式。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該計畫實施田野調查及拍攝作業，作為生產旅遊指南及各種產品的準備工作。完成的部

分如下： 

1. 紀錄片田野研究、現場勘景 

進行「異人的足跡」系列紀錄片田野研究與文獻調查作業，閱覽文獻資料 26冊，田野訪

談 14 個人次。 

2. 進行紀錄片現場勘景作業，根據文獻調查，已完成 4部影片拍攝場景的選定的工作。 

3. 完成「鐵道主題」現場初步勘查作業。 

4. 完成「茶葉主題」初步勘景作業。 

5. 完成「電影主題」初步勘查作業。 

6. 完成「斯文豪主題」初步勘查作業。 

7. 完成 150 分鐘的影像紀錄毛片。 

8. 共拍攝超過 400張照片，預定揀選 200張場景照片作為第一階段驗收項目。 

9. 立體旅遊指南資料研究、彙整 

1) 初步拍攝立體物件所需的照片共 427張。 

2) 試作 10 個立體建物/場景，包括： 

� 高松豐次郎主題：紅樓、電影放映室、老放映機 

� 陶德主題：陳天來宅、李春生教會、大稻埕迪化街騎樓 

� 長谷川謹介主題：舊山線勝興車站、台中車站廣場 

� 斯文豪主題：打狗領事館、魚路古道 

 

（（（（五五五五））））利用昆蟲數位博物館支援九年一貫課程之研究利用昆蟲數位博物館支援九年一貫課程之研究利用昆蟲數位博物館支援九年一貫課程之研究利用昆蟲數位博物館支援九年一貫課程之研究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立立立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昆蟲昆蟲昆蟲昆蟲學學學學系暨系暨系暨系暨研研研研究所究所究所究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石正石正石正石正人人人人    

 

本計劃加強「蟲蟲總動員」網站，使其從一開始的數位典藏網站，逐漸結合創意學習計

畫，轉向教學資源的開發與中小學校及教師的互動。建立了教學的素材庫（圖片、影片），教

案系統、討論區等，提供教師更多層面的運用管道。除此之外，為彌補社會民眾無法親臨上

課的缺憾，該計畫網站同時規劃 12 部線上教學課程，作為遠距教學或自主學習的材料。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1. 重新設計「蟲蟲總動員」網站 網址 http：//insect.cc.ntu.edu.tw/ 使相關單元能符

合數位學習的要求。 現在在網頁上已有相當完整的昆蟲知識教學，從昆蟲的習性到環境

保護的觀念都有。在影片方面拍攝農業害蟲果實蠅生態及防治教學帶，包含孵化、蛻皮、

交尾、防治、偵測、施藥等主題，前後共拍攝 32 小時 26 分 13秒的 HDV影像。經剪輯後

成 6 分 2秒的播放檔。該計畫並與參考書廠商如康軒等合作協助撰寫教材，且將內容整

合至網站上。 

2. 該計畫對於其他有需要的數位典藏計畫給予相當多支持，包括協助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系

施如齡老師「數位典藏 eShool 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究─數位典藏融入成人終身教育之

課程發展與推廣」，以及全中平教授「利用國家數位典藏資源開發並推廣國小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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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領域之有意義的數位教學模組及教學計畫」之課程規劃及諮詢，並前往「牛伯伯蝴

蝶園」拍攝當地環境及生物相（共 217張），以配合蝴蝶園保育課程所需。持續進行中的

工作項目尚有：昆蟲影音拍攝，教科書整理，網站整合應用，教學模組開發，台大教程

學生培訓，以及教學模組推廣等等。 

3. 該計畫並提供以下資源供數位典藏相關計畫使用： 

– 昆蟲科普知識 

– 昆蟲生態圖片、影片 

– 昆蟲標本照 

 

（（（（六六六六））））利用國家數位典藏資源開發並推廣國小自然與生活科利用國家數位典藏資源開發並推廣國小自然與生活科利用國家數位典藏資源開發並推廣國小自然與生活科利用國家數位典藏資源開發並推廣國小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之有意技領域之有意技領域之有意技領域之有意
義的數位教學模組及教學計畫義的數位教學模組及教學計畫義的數位教學模組及教學計畫義的數位教學模組及教學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台北立台北立台北立台北教教教教育大育大育大育大學學學學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全中平全中平全中平全中平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本計畫開發並完成包括校園植物、水中生物、校園昆蟲、及高年級各式各樣植物之數位

教學模組教材，同時將精緻化的數位教學模組教材在國小進行教學活動，並且評量改進所開

發之有意義的數位教材。進行自然科教師研習活動與培訓種子老師，進一步推廣到國小自然

科科任老師使用，目的在使得國小教師的自然科教學活動能力提升，增進國小學童之科學素

養。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在網頁設計規劃方面，已完成；「各式各樣的植物」組共 367頁，「水中生物」組共 349

頁，「校園植物」組共 265頁，「校園的昆蟲」組共 135頁。 

2. 接洽相關數位典藏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計畫及單位有石正人教授的「利用昆蟲博

物館支援九年一貫研究」計畫、楊懿如教授的「蛙蛙世界」研究計畫、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的典藏計畫，陳永輝主任的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數位教材設計計畫等。 

3. 該計畫與翰林出版公司合作，已取得全部「各式各樣的植物」的課本及習作原始圖檔案

81 件，以及「水中生物」的課本及習作原始圖檔案 65 件，相關的授權等事宜正在處理

中。 

4. 該計畫的數位攝影工作室之器材陸續安裝妥當，已經開始進行部份數位媒體補拍工作。 

5. 該計畫接下來的工作重點包括：完成全部的教學網頁設計，並從台灣大學、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花蓮教育大學、國立科學博物館等單位及計畫取得數位典藏內容。與康軒及

牛頓教科書出版公司商談合作，引用其相關教材之畫稿，以補足數位典藏融入網頁教材

設計之不足，並繼續進行室內及戶外攝影及錄製非國家數位典藏已有之教材。 

 

（（（（七七七七））））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幼稚園主題課程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幼稚園主題課程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幼稚園主題課程數位典藏資源融入幼稚園主題課程～～～～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推廣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推廣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推廣數位學習教材研發與推廣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靜宜大靜宜大靜宜大靜宜大學學學學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鄭青青鄭青青鄭青青鄭青青    

 

該計畫規劃並完成教導幼教師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主題課程的數位教材，並加以推廣，

希望帶動幼兒教育界對數位典藏資源運用的風潮，亦期望在過程中累積研究資料，建構數位

典藏融入幼稚園主題課程之合宜模式，並藉由學術研討的方式，引發幼兒教育學術社群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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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典藏資源的關心。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該計畫以完成之研究及網站建置部份有： 

1) 幼兒教師數位典藏資源之運用需求探究，包括使用現況，操作技術，及教學

上運用之需求 

2) 幼兒教師主題課程之需求探究，包括主題課程運作現況，設計觀點，設計流

程，及結合數位典藏資源之情形 

3) 資料蒐集方式，包括教師訪談，文件分析；主題課程內容部分，包括單元核

心能力分析，單元內容規劃，程度檢測，測驗與遊戲等等 

4) 該計畫在研究方法部分以訪問幼稚園，參觀實際上課情況並對教師進行問卷

調查為主，並以此為依據進行主題式教學法的研究及實際教材的製作。詳細

成果表列如下： 

(1)完成「幼兒教師進行主題課程模式與困境調查」之文件分析，（共計 18

名）並整合    訪談結果，得到以下成果： 

(2)了解幼教師對主題課程的定義類型與其主題課程運作觀點與程序間的

關聯 

(3)了解幼教師主題課程設計的模式與步驟類型及其內容 

(4)分析出幼教師之主題課程資源使用習慣 

(5)分析幼教師數位資源使用之困境 

(6)了解幼教師主題課程發展模式與數位資源介入之關聯性 

2. 撰寫論文分別投稿 The 1st East-Asi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與國內期刊。 

3. 該計畫並邀請傳播專家南台科技大學張宏宇老師參加工作會議，提供製作數位教材

之建議。 

 

（（（（八八八八））））府城古蹟數位學習網府城古蹟數位學習網府城古蹟數位學習網府城古蹟數位學習網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興興興興國國國國管管管管理學院理學院理學院理學院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楊飛楊飛楊飛楊飛    

 

本計畫以計畫主持人之前所執行之國科會「府城七大古蹟數位典藏」及教育部顧問室「府

城十大經典建築數位典藏」計畫─，共完成十七處台南一級及近代(日據時代)經典建築之數

位典藏內容建構－為基礎，進行延續性之數位典藏內容創意加值及應用推廣。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該計畫以進行文字校對工作及網站設計為主，前者已完成部分為七處一級之古蹟及十大

經典建築文字校對工作共約十萬字（如下表） 

表26：府城古蹟數位學習網古蹟建築文字校對工作進度表 
 歷史沿

革 

建築介

紹 

文物

簡介 

相關文

獻 

經典建

築簡介 

首頁簡

介 

參考書

目 

總字數 

大天后宮 1251 9751 3441 1367    15810 

孔廟 1331 10201 8083 668    20283 

赤崁樓 1767 3063 2359 2147    9336 

億載金城 2009 2130 1406 762    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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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沿

革 

建築介

紹 

文物

簡介 

相關文

獻 

經典建

築簡介 

首頁簡

介 

參考書

目 

總字數 

五妃廟 1130 3902 1677 824    7533 

安平古堡 2234 1654 1670 799    6357 

武廟 824 6294 1373 813    9304 

七大七大七大七大古古古古蹟蹟蹟蹟總總總總

字字字字數數數數    

10546 36995 20009 7380    74930 

(214*700) 

台南土地銀

行 

1464 1590    275   

台南市立美

術圖書館 

2249 1332    269   

台灣文學館 2365 4699    234   

忠義國小禮

堂 

999 1651    235   

消防局第一

大隊 

1548 1827    232   

台南火車站 2962 2034    210   

台南神學院 1944 5434    270   

成大大成

館。文學館 

539 2359    296   

東興洋行 1869 2498    311   

舊台南地方

法院 

3021 3675    296   

十大建築十大建築十大建築十大建築    18960 27099   3529 2628 1564 53780 

(153*700) 

總字數 128710 

 

2. 在網站設計及書籍出版方面，進行中工作包括：製作數位學習網站的模式建構， 並對於

檔案蒐尋進行設計。校對數位內容影音、圖像及文字資料，並進行測試上傳。開啓數位

學習平台並設定教學內容及路徑。進行出版書籍的內文編排及校對。以及數位學習網站

的模式建構。 

3. 另有投稿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論文 Digital Archives and 

E-Learning Applications被接受發表。 

    

（（（（九九九九））））發現後山發現後山發現後山發現後山：：：：蛙蛙世界蛙蛙世界蛙蛙世界蛙蛙世界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花蓮花蓮花蓮花蓮教教教教育大育大育大育大學學學學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楊懿楊懿楊懿楊懿如如如如    

 

 本計畫透過戶外體驗教學，發展有別於一般數位典藏教育所作的純認知活動，而是強調

實踐的數位典藏融合教育。而蛙類環境教育資源可以整合數位典藏資源，藉由科技的輔助，

進行數位典藏與實地教學，希望能縮短城鄉數位落差。欲組成專家教師發展團隊，對數位典

藏資源內容、特色及性質加以分析，分析最適合的戶外環境教育體驗教學的數位典藏應用類

型。整合數位典藏、教學策略與資訊媒體，配合環境教育教學目標，設計發展涵蓋「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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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及「保育行動」三個概念，及【知情意行】的多元化教學應用類型的教學網站。舉

辦『數位典藏融入蛙蛙世界體驗營』進行推廣應用，並進行整體計畫之成效評估。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本計劃以建置蛙類教學網頁及教材分析為主要工作項目。在網頁部分已完成發

現後山：蛙蛙世界教學網網站初步架構，內容包括計畫簡介、計畫目標、課程發展（示範教

案、教案分享、教案 DIY）、線上學習、教學資源、計畫成果與活動記錄、專家教師甄選、會

員專區、心得與經驗分享、最新訊息、相關網站等。 

 

（（（（十十十十））））台灣動物百科台灣動物百科台灣動物百科台灣動物百科────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嶺東嶺東嶺東嶺東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賴淑玲賴淑玲賴淑玲賴淑玲    

 

該計畫要藉由動畫遊戲引導大眾對生態的注意及興趣，讓大眾對動物百科更了解，。並

且能從網路建置的平台上透過網路購得生態主題漫畫，該漫畫需具有正確的教育意義，更能

使觀看者在觀賞的同時加深印象。教育者可從網路平台上，直接下載摺紙遊戲，讓使用者在

遊戲的過程中熟悉生物的每個部位與環節。 該計畫也將生產創意加值設計衍生出來的服裝、

公仔、書籍、遊戲等產品上市。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該計畫有多種產出形式，計畫內部亦依此分工，各小組工作項目及進度如下表： 

（一）（一）生態紀錄影片組： 

表27：台灣動物百科－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之生態紀錄影片組工作進度表 
執行工作項目 重點描述 執行情況 

篩選影片畫面 持續進行畫面選擇與刪除動作。 50% 

影片粗剪 針對場景設定進行影音組合粗剪。 40％ 

 

（二）2D動畫遊戲組： 

表28：台灣動物百科－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之2D動畫遊戲組工作進度表 
執行工作項目 重點描述 執行情況 

角色設定 遊戲內容角色完成上色。 

(男女角色及鳥類、昆蟲各三種) 

70% 

遊戲內容 遊戲世界，生態園場景繪製 70% 

遊戲系統 遊戲程式 ActionScript分析 60% 

 

（三）漫畫公仔組： 

表29：台灣動物百科－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之漫畫公仔組工作進度表 
執行工作項目 重點描述 執行情況 

繪製第三＆第四回漫畫 編寫腳本，進入分鏡製作，再進入原稿繪製。 100% 

公仔精稿 公仔精稿細部描繪，3D建模 100% 

 

（四）服飾產品設計組： 

表30：台灣動物百科－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之服飾產品設計組工作進度表 
執行工作項目 重點描述 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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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設計 時尚服飾設計初稿-六種鳥類(搭配相關

科目，進行設計作業練習)。 

100% 

應用設計 T恤設計初稿-環頸雉(搭配相關科目，

進行設計作業練習)。 

100% 

設計評比 評比六種鳥類的時尚服飾設計稿。 80% 

設計評比 評比環頸雉 T恤設計稿。 80% 

設計定案 時尚服飾設計定案(最終六套) 70% 

設計定案 環頸雉 T恤設計定案 70% 

製作前置準備 設計細節、服裝尺寸的設定 70% 

 

（五）網頁設計組： 

表31：台灣動物百科－影音開發與加值計畫之網頁設計組工作表 
執行工作項目 重點描述 

版型規劃 頁面設計架構已完成部份 

版型製作 將設計的頁面製作成網頁 

程式設計 確認製作流程，開始進行後端控管流程設計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互動式數位內容生活傳播空間研究互動式數位內容生活傳播空間研究互動式數位內容生活傳播空間研究互動式數位內容生活傳播空間研究 (II) (II) (II) (II)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立立立臺臺臺臺北北北北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藝術與科技藝術與科技藝術與科技藝術與科技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許素朱許素朱許素朱許素朱    

 

該計畫之目標為利用之前所累積之數位內容與生活傳播空間經驗，開創結合二者之產業

與行銷模式，並提升互動式數位內容之介面技術，促進科技和藝術的整合。最後希望能將技

術移轉至業界，提升研究的影響力。具體方式為結合學校內部之藝術家及設計師與尖端媒體

技術，打造具附加價值之數位互動工具，並於民眾經常往來之地點如電影院等地應用、，展

出。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該計畫主要致力於兩種數位互動物件的開發：互動式數位看板&櫥窗以及互動式多觸控數

位鑽石桌。前者為使用紅外線感測使用者位置以達成互動的看板，於使用者接近時由靜

態海報變為動態影像。以看見音樂聽見畫~音樂大師馬水龍，舞出生命~舞蹈家羅曼菲，

及表演藝術系列－~魔術師為呈現主題，已完成典藏內容分析、，互動腳本設計、，互動

感測、，造形設計等部份。後者則強調應用與藝術創意表現，結合校內藝術家來進行設

計。 

2. 在行銷推廣部分，將與世界之窗公司擬訂技術轉移合約，由該公司進行商業活動的規劃。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台灣偶戲產業鏈整合暨台灣偶戲產業鏈整合暨台灣偶戲產業鏈整合暨台灣偶戲產業鏈整合暨 Web 2Web 2Web 2Web 2....。。。。0000 社群經營模式開發社群經營模式開發社群經營模式開發社群經營模式開發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中中中中國文化國文化國文化國文化大大大大學資學資學資學資訊訊訊訊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蔡蔡蔡蔡敦敦敦敦仁副仁副仁副仁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本計畫經由與偶戲產業鏈各藝師進行田野調查，瞭解產業鏈之需求建置『台灣偶戲產業

鏈Web2。0平台』，透過資訊技術及所建構平台的知識網路，加強使用者與典藏系統間的互動，

同時藉由不同族群的『橫向連結』，建構全面性的社群網絡，達到社群分享的知識傳播，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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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創造出有創意性的媒合，賦予傳統偶戲創新的生命與市場的價值。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該計畫現階段主要工作內容為實施田野調查，訪問偶戲師父，並拍攝相關照片存檔。還

有進行偶戲文化的研習營，以期推廣及保存台灣偶戲文化。同時進行Web2.。0網站的規

劃。（在內容部分，該計畫建立的「偶戲作夥來」，將設計方便使用者自行建置資料的介

面，以利未來的資料擴充；社群部分： 該計畫建立的「戲棚腳柑媽店」過布袋戲相關產

品建立以物易物的交換機制，藉此強化服務對使用者的黏性） 

2. 建立傳統布袋戲影音分享網站：典藏傳統布袋戲演出相關影音資料 

3. 田野調查部分：訪問嘉義余慈爺及廖文和兩布袋戲團，以及各地鄉間的戲偶師傅。 

4. 研習活動部份： 

表32：台灣偶戲產業鏈整合暨Web 2.0社群經營模式開發計畫主辦之研習課程一覽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6年 8 月 24~25 日 創意偶戲研習營 25 

96年 11 月 16 日 創意偶戲研習營 25 

總計 50 人次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游藝數位資料博物館游藝數位資料博物館游藝數位資料博物館游藝數位資料博物館----益智篇益智篇益智篇益智篇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台北立台北立台北立台北教教教教育大育大育大育大學玩學玩學玩學玩具具具具與遊戲設計研與遊戲設計研與遊戲設計研與遊戲設計研究所究所究所究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張世宗張世宗張世宗張世宗    

 

該計畫目標為益智游藝古籍資料之數位化典藏，並建立數位平台提供學術研究與教育應

用，以進行游藝教學資源的研究與推廣。再加上新世紀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趨勢成型，“樂

活” 、“樂育”的市場興起，將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童玩及益智遊戲加以重現並推廣，有很

高的價值。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該計畫之工作為古代游藝資料的數位化及上傳工作，還有將游藝資訊作加值整理，以及

依資料開發製作益智玩具的原型。 數位化及上傳工作包含：將古籍掃描數位化處理，原

始資料之分類與整理，整理後資料之篩選與重建，以及數位資料庫之建立與推廣。游藝

資訊加值整理的工作部分包含：原件資訊之數位化與質化，原件文圖資訊之轉化與建檔，

單項單元之資訊組織與屬性分類，單項單元之文物分析與重建，以及文物功能重建之應

用與推廣。 

2. 已經完成的部分有數本典籍已經數位化，並有十幾種益智玩具原型。此外研究團隊持續

進行游藝研究與教育應用結合的研究，游藝學教案與教科書開發，以及商品化創意加值

應用推廣等題目，希望使產出之內容可以發揮最大影響力。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Creative CommonsCreative CommonsCreative Commons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輔輔輔輔仁大仁大仁大仁大學財學財學財學財經經經經法法法法律律律律學學學學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張懿云張懿云張懿云張懿云    

 

該計畫以「線上公眾授權概念推廣平台」為主軸，進行數位典藏成果和數位內容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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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機制（包括 Open Science與 Creative Commons）之推廣、宣導與國際交流等工作。以

期擴大與深化國內數位典藏成果在文化、學術和產業層面的應用。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1. 該計畫舉辦數個國內推廣活動，包括 CC Party，CC創作季等活動。目前活動規劃已經完

成。 

2. 在 Open Science、CC法律觀念之研究與宣導部分之說帖初稿已經完成，並協助「數位典

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進行「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活動推廣。該計畫也將設置線上公眾授權概念推廣平台，正在持續建置中。 

3. SC與 CC國際研究經驗與交流活動部份，該計畫參與 iCommons Summit 2007 並蒐集相關

會議資料。 

4. 該計畫投遞「何在 M 型社會中創造和諧的知識經濟」一文於『聯合新聞網數位文化誌』

中。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嘉義大立嘉義大立嘉義大立嘉義大學教學教學教學教育育育育科技科技科技科技所所所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林菁林菁林菁林菁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簡介簡介簡介簡介：：：：該計畫目標為提升大學生資訊素養，並研究資訊素養可能的評量方式。探討大學

生在問題導向的主題探索中應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優缺點，以及可能碰到的問題。計畫主持人

開設兩門課程，藉由訪談、，問卷等方式了解學生使用數位典藏資源的意見和可能的評量方

式。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計畫主持人開設以下課程： 

表33：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舉辦之課程一覽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內容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本學期開授 資訊素養與學習入門 39 

下學期開授 資訊素養與學習進階  

總計 39 人次 

 

2. 計畫主持人已引導學員完成 Big6 的初步工作定義，畫出初步的概念圖，但仍有許多要修

改的空間，將在學期剩下的時間持續進行。之後計畫主持人會引導他們藉由兩性議題，

蒐集書籍、期刊和數位典藏與非數位典藏資料。在學術論文方面，研究者與五位研究生

開始著手規畫論文寫作方向，題目如數位典藏融入資訊素養教學研究、數位典藏現況調

查、數位典藏網站兒童遊戲分析，及網站後設資料應用等，計畫於十二月底撰寫完成。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跨媒體跨媒體跨媒體跨媒體技術整合技術整合技術整合技術整合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以互動以互動以互動以互動電視電視電視電視與與與與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網網網網路為軸心路為軸心路為軸心路為軸心

之加值技術研之加值技術研之加值技術研之加值技術研發發發發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實實實實踐大踐大踐大踐大學資學資學資學資訊管訊管訊管訊管理學理學理學理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李孟晃李孟晃李孟晃李孟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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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目的在發展跨各類媒體的播放平台，使各個單位所製作規格不一的數位典藏影音

資源可以在各類媒體上播放，使一般大眾更容易接觸到。該計畫與國史館及台大地質系等有

影音內容的單位，以及中華電信 MOD等媒體合作，希望達成影片能在多種媒體上作公共播放

的目標。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此計畫主要工作內容可分為解決技術問題，以及內容版權及播放的洽談等工作。技術部

份：完成 PC頁面及 TV頁面的網頁整合以及 video server的測試及整合 

2.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版版版版權及權及權及權及播放播放播放播放處理處理處理處理部部部部份份份份：：：：台大地質系的台台台台灣灣灣灣玉玉玉玉----聽見聽見聽見聽見山山山山脈心跳的寶石脈心跳的寶石脈心跳的寶石脈心跳的寶石以及東亞巔峰東亞巔峰東亞巔峰東亞巔峰----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玉玉玉玉山山山山以及台大圖書館的美美美美援臺灣與援臺灣與援臺灣與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狄寶賽先生狄寶賽先生狄寶賽先生    三部典藏計畫一期的影片同意經加值後於

中華電信 MOD，有線電視，以及無線電視台播放。 

3. 完成於有線電視台及無線電視台托播的行政作業流程。 

4. 完成美術頁面，平台企劃以及導讀腳本文字整理。 

5. 該計畫持續與擁有影音典藏的單位如歷史博物館及科學公益博物館洽談中，希望取得更多

內容進行加值播放。 

 

（（（（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數位典藏藝術數位典藏藝術數位典藏藝術數位典藏藝術節節節節「「「「透明透明透明透明的的的的時時時時間間間間感感感感－－－－生生生生命記憶命記憶命記憶命記憶之典藏之典藏之典藏之典藏____」」」」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台立台立台立台灣科技灣科技灣科技灣科技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梁梁梁梁容容容容輝輝輝輝    

 

此計畫為籌辦了一藝術節，以透明的時間感為主題。預定的展出包括國內外藝術家作品，

民眾互動區，徵件得獎作品展示區，以及數位典藏作品展示區等等。並有一場工作坊讓參與

學員認識數位媒體的影像創作。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此計畫主要的藝術節規劃部份已經完成，現在主要的工作是聯絡可以參展的藝術家。因為

計畫執行時間比預期晚，原來安排好的藝術家大部分不能參展。成果如下： 

1) 拜訪台灣藝術家黃心健，有意願參展，但檔期未定，仍在協調中。，如檔期無法配合，

擬改邀其他台灣藝術家參展。 

2) 拜訪台灣藝術家曾偉豪，有意願參展，但明年一月起即將前往紐約駐村，展覽舉辦時

人不在台灣，對於作品如何佈展尚未找到解決方案，仍在協調相關細節。 

3) 聯繫香港藝術家林欣傑，確定參展，該作品 InteractiveMirror 擬結合數位典藏一期

計畫的內容，因此將展開作品內容規劃的相關討論。    

4) 聯繫烏拉圭籍藝術家亞發絡．卡西涅利 (Alvaro Cassinelli)， 邀請參展，尚未確

認。該藝術家十一月底將以規劃團隊年初提案時的同一件作品，受邀來台灣參加台北

數位藝術節，規劃團隊擬於十一月底當面邀請他明年以新作品參加數位典藏藝術節，

如沒有新作品，將考慮改邀其他國外藝術家參展。 

2. 參觀「三 C祭」、董陽孜數位藝術與書法的「心弦」個展、「深呼吸」聯展，「姚瑞中」個

展、「粉樂町」等展覽，多方尋訪與本策展主題有關的新作品，以備目前邀請的藝術家不

克參與時，有替換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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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八八八八））））公公公公民行民行民行民行動影音動影音動影音動影音紀錄紀錄紀錄紀錄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庫庫庫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世新大世新大世新大世新大學學學學廣電系廣電系廣電系廣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管中祥管中祥管中祥管中祥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該計畫目的在於公民行動(如抗議樂生療養院拆遷)發生的第一時間做影音紀錄，為社會

留下見證。並建立公開資料庫，讓任何關心公民活動的人都可以看到事件當時的原貌。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該計畫人力全數投入各地公民行動之拍攝，累積速度相當快。第一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是在

2007/10/09 完成上傳，截至 2007/12/09 為止，已累積涵蓋前述行動主題的各類公民行動影

音紀錄共計 53則，每筆紀錄皆可透過網路直接觀看，長度皆在 3 分鐘以上，10 分鐘以內。

共有：人權 6則、文化 1則、司法 2 則、性別 5則、政黨 1則、勞工 2則、移工 1則、勞工

與媒體 3則、勞工、環保與政黨 3則、媒體 1則、媒體與族群 1則、稅改 3則、樂生 9則、

環保 16則、一般 1則。（網址：http://www.peopo.org/civilmedia） 

 

（（（（十十十十九九九九））））自然自然自然自然類類類類數位典藏群數位典藏群數位典藏群數位典藏群於於於於社社社社區區區區與與與與終身終身終身終身學習機學習機學習機學習機構構構構推廣應用推廣應用推廣應用推廣應用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新竹社區大新竹社區大新竹社區大新竹社區大學學學學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賀陳弘賀陳弘賀陳弘賀陳弘    

    

該計畫利用新竹社區大學之資源，包括硬體設備，教師，及當地社區關係，藉由開設例

週課程及旅遊，社團等活動，將數位典藏資源融入教學之中，達到推廣數位典藏之效果，使

數位典藏可以深入社區，讓社區民眾都能享受到數位典藏的內容。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新竹社區大學開設多門課程，使學員能在課堂上學習數位典藏。也舉辦旅遊活動，讓社

區民眾可以親身體驗到典藏的內容，如溼地生態等等。論壇的舉行使民眾能有機會互相討論，

增加對課程的興趣和彼此的向心力。新竹社區大學開課類型及門數如下，內容則以科普和生

物，生態為主： 

表 34：自然類數位典藏群於社區與終身學習機構推廣應用實施計畫舉辦之課程一覽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門門門門數數數數    

本學期開授 例週課程 6 

本學期開授 公共論壇 8 

本學期開授 知性旅遊 10 

本學期開授 網路論壇 2 

本學期開授 志工社團 1 

本學期開授 合作設計 1 

總計 28門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數位典藏群推廣應用計畫數位典藏群推廣應用計畫數位典藏群推廣應用計畫數位典藏群推廣應用計畫————透過宜蘭透過宜蘭透過宜蘭透過宜蘭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大學網大學網大學網大學網絡實施絡實施絡實施絡實施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宜蘭社區大宜蘭社區大宜蘭社區大宜蘭社區大學學學學    

計計計計畫畫畫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張張張張智智智智欽欽欽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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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的是希望透過宜蘭社區大學在地方上耕耘的社會脈絡、成人教育體系、與社區

大學關係密切的 NGO/NPO專業團體與社區營造團隊，讓社區居民在已架構成型的學習平台

上，透過課程的設計，搭配參訪活動，以認識及熟悉數位典藏群的成果。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本計劃和新竹社區大學計畫較為不同，是以培訓社區大學師資為主，而不是直接開設數位典

藏相關課程給社區民眾。該計畫與台大昆蟲系石正人老師及淡江大學教育科技所數典團隊合

作，開設師資培訓課程，以提高師資對數位典藏的認識。開設課程如下： 

1.  

表 35：數位典藏群推廣應用計畫開設之課程一覽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6年 9 月 30 日 師資培訓說明會 30 

96年 10 月 25 日 活力社團說明會 35 

96年 11 月 4 日 
數位典藏計畫專題講座─蟲蟲總

動員探險之旅 
52 

96年 11 月 10 日 
第一梯次課程師資培訓之室內研

習課程 
25 

96年 11 月 11 日 
第一梯次課程師資培訓之故宮參

訪活動 
20 

96年 11 月 18 日 
數位典藏計畫專題講座─典藏台

灣古蹟與歷史 
65 

總計 227 人次 

 

2. 該計畫亦於當地地方月刊「噶瑪蘭ㄟ花朵」投稿，主題為「數位風華」--第一梯次數位典

藏課程師資培訓。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一一一一））））臺臺臺臺灣灣灣灣魚類魚類魚類魚類自然人文自然人文自然人文自然人文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中央中央中央中央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院院院院生生生生物物物物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研研研研究中心究中心究中心究中心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詹榮桂詹榮桂詹榮桂詹榮桂    

 

本計畫以台灣魚類資料庫為基礎，藉由「臺灣魚類自然人文知識庫」之加值與推廣，整

合魚類產業資源，進一步製作數位學習教材，導入數位學習，推廣結合漁會、養殖漁業、水

族業、漁港漁村等産業經濟與休閒娛樂活動之産業加值。希望藉由生態保育觀念的推廣，讓

社會大衆分享其中知識，達成環境與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包括「臺灣魚類自然人文知識庫」

系統建置、産出數位加值産品（如學習光碟以及「臺灣魚類自然人文知識庫」主題式教案）、

數位學習推廣活動，包括臺灣魚類標本展示活動及種子老師培訓課程、知識庫內容加值授權

與推廣等等。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魚類資料的收集整理，已完成認識魚類，魚類棲地，以及魚類之最（如下表）： 

表 36：台灣魚類自然人文知識庫計畫收集之魚類資料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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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貝貝貝貝文化的推廣文化的推廣文化的推廣文化的推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貝類電子圖貝類電子圖貝類電子圖貝類電子圖典的建置與應用典的建置與應用典的建置與應用典的建置與應用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中央中央中央中央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院院院院生生生生物物物物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研研研研究中心究中心究中心究中心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巫巫巫巫文文文文隆隆隆隆    

 

本計畫以網際網路為基礎之多媒體即時貝類名詞查詢檢索建置及其加值利用為主要訴

求，整合嘉利博在網際網路數位內容搜尋檢索 Automatic Hyperlinking 專業技術與市場經

營能力，共同建置「台灣貝類圖典系統」，以提供網際網路使用者快速而正確的貝類相關知識，

而透過圖典建置的歷程，希望逐步達成運用數典計畫成果之學術研究，培養數典人才，產生

數典產品等目標。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1. 主持人續於國內外進行田野調查，包括日本，大陸，夏威夷等地。 

2. 資料庫系統部分已將資料移交給廠商進行編修工作。 

3. 計畫主持人參加 2007兩岸三院資訊技術應用研討會，報告數典創意加值部分成果。 

4. 電子圖典功能確認完畢，系統建置部份包括程式模組開發及資料庫整合已開始持續進行

中。 

5. 該計畫之貝類資源 e地圖網站，以及進行貝文化資訊商城入口網站，結合一前所未有的貝

類社群 (shell community)，將可以同時提供休閒、知識、教育、商業行為等功能。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棒球棒球棒球棒球文化資產開文化資產開文化資產開文化資產開放放放放共享平台之建置共享平台之建置共享平台之建置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用推廣與應用推廣與應用推廣與應用 (I) (I) (I) (I)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淡江大淡江大淡江大淡江大學學學學    ////    資資資資訊訊訊訊與與與與圖書圖書圖書圖書館學館學館學館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林信林信林信林信成成成成    

 

本計畫目標在於收集散落於報章雜誌間的棒球史料，加以數位化後建置成一開放之資料

庫，並配合 Wiki平台，使對棒球有興趣的使用者不只能很容易接觸到棒球資訊，更可以輕鬆

的分享自己的知識，以及和同好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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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台灣棒球維基館網站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網站已經建

置完成，每日流量皆達十萬人次，已成為台灣棒球知識社群中最大的網站。主要工作為持續

進行電腦升級及維護以應付龐大流量。 

2. 此外仍持續建置棒球文物數位化資料，如最近數位化的紅葉少棒文物館館藏。 

3. 舉辦研討會進行推廣。 

表 37：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用(I)舉辦之研習課程一覽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6年 10 月 11 日 
「Wiki的教學研究應用--以臺灣棒

球維基館為例」 
40 

96年 10 月 13 日 「Wiki語法教學課程（入門班）」 15 

96年 10 月 30 日 Wiki在數位典藏之應用 27 

總計 82人次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四四四四））））虛實虛實虛實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自然立自然立自然立自然科學科學科學科學博博博博物館物館物館物館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徐徐徐徐典典典典裕裕裕裕副副副副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員員員員    

 

本計畫利用科學博物館的科學知識資源，將其科普化，分類之後使之適合各年齡層學習。

配合參考書廠商，將內容製成光碟分送至學校讓學生可以直接使用。此外也和國中小自然科

教師(科老師)合作，以虛擬(數位)教材結合實體教學課程實施教學。並舉辦數位典藏推廣活

動，讓各年齡層學生及家長能接觸到數位典藏資源。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1. 在資料庫系統方面與館內科教人員確認並持續調整「九年一貫多媒體資源庫」系統需求。 

2. 與產學合作廠商-翰林出版社討論合作時程並進行合作計畫。 

3. 進行 4場科普化數位學習活動如下列： 

表 38：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計畫舉辦之研習課程一覽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研習課程類別    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    

96年 12月 16 日及 22日共 4場 科普化數位學習親子活動 200 

總計 200 人次 

 

4. 第一波科普教材已撰寫完畢，並已由瀚林出版社壓製 8000 份光碟分送至各小學。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五五五五））））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原住民織原住民織原住民織原住民織品品品品服飾服飾服飾服飾文化數位典藏創意加值計畫文化數位典藏創意加值計畫文化數位典藏創意加值計畫文化數位典藏創意加值計畫織出泰雅織出泰雅織出泰雅織出泰雅的的的的虹虹虹虹
彩彩彩彩————以以以以泰雅族為例泰雅族為例泰雅族為例泰雅族為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輔輔輔輔仁大仁大仁大仁大學織品學織品學織品學織品服裝服裝服裝服裝學學學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蔡淑梨蔡淑梨蔡淑梨蔡淑梨    

    

本計劃以織品服飾專業為主，包含學習、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目標在於建構一個知

識庫管理的環境，提供各種資料，包含藏品、文字、影像、設計稿、動畫、聲音等資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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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網路傳輸及交易平台，提供給學生、教師、研究者、設計師使用。透過智慧財產權的管理，

使其成為公共文化資產。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本計劃以圖樣設計及織品實作為主，可分為針織，梭織，及印染 3部分。共完成設計圖

13張，織布機及繪圖軟體測試中。並與昱豐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石壁染織工坊洽談

合作之事宜。 

2. 其他工作包括泰雅文化介紹簡報教材製作，以及檢視及說明泰雅圖紋光碟資料(預備之後

數位圖像化)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六六六六））））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新新新新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基基基基礎礎礎礎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總總總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台灣大學數台灣大學數台灣大學數台灣大學數
位典藏推廣中位典藏推廣中位典藏推廣中位典藏推廣中心心心心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數位典藏研學數位典藏研學數位典藏研學數位典藏研究究究究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項項項項    潔潔潔潔    

 

此計畫為整合型計畫之總計畫，負責統整各計畫，並建構數位學習平台，之後可將台灣

大學的數位典藏成果置於此一平台，方便管理及提供使用者進行學習活動。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本計畫持續進行下列工作 

1。 . 進行校內教學研究與行政單位的溝通與協調。 

2. 。 建置計畫網頁。 

3. 。 研擬數位授權模式。 

4. 。 蒐羅加值應用教材資源。 

5. 。 研擬數位典藏成果管理機制與工作流程。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七七七七））））臺臺臺臺灣文灣文灣文灣文獻獻獻獻數位典藏教學研數位典藏教學研數位典藏教學研數位典藏教學研究應用計畫究應用計畫究應用計畫究應用計畫：：：：《《《《淡新檔案淡新檔案淡新檔案淡新檔案》》》》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網網網網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立立立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圖書圖書圖書圖書館館館館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項項項項    潔潔潔潔    

    

該計畫目的是因《淡新檔案》文件之間包含複雜的行文程序，其文書結構也很特殊，如

果提供學習教材輔助使用者學習利用，將有助於使用者理解其內容。另外也可將數位典藏融

入大學相關課程教學中，而建立新的史料推廣利用與教學典範，提升《淡新檔案》在高等教

育與學術研究利用之廣度與深度。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本計畫產出為教材之形成，以下為教材完成之百分比： 

表 39：《淡新檔案》學習知識網教材完成進度表。 

教材種類 完成度 

文書格式 72% 

文書類型 66% 

測驗卷 65%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92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八八八八））））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新新新新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計畫人計畫人計畫人計畫人類類類類學深化研究與推廣學深化研究與推廣學深化研究與推廣學深化研究與推廣
教育應用計畫教育應用計畫教育應用計畫教育應用計畫----泰雅族泰雅族泰雅族泰雅族、、、、阿美族阿美族阿美族阿美族與與與與卑南族卑南族卑南族卑南族社社社社區區區區與公共與公共與公共與公共參參參參與與與與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台立台立台立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人類學學人類學學人類學學人類學系暨系暨系暨系暨研研研研究所究所究所究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王梅霞王梅霞王梅霞王梅霞    

 

本計畫主要有三個目標：1。建立整合性的多媒體數位資料庫 2。將資料庫提供給社區文

物館及社區文史工作推廣 3。製作成鄉土教材以達知識普及和公共參與之目的。從資料收集

整理開始，然後到部落放映歷史影片，最後協助部落重製器物，以及出版鄉土教材。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收集與整理，以及建構網頁與資料圖像數位化。泰雅族烏來、苗栗、台中地區藏品與影像

資料，總計共 396筆。 

2. 數位化網頁大項之建構已完成，開始著重完成計畫專屬泰雅族網站的主題項目之下各細目

之內容。網站主幹內容之台灣泰雅歷史文化社會之介紹，以及台灣泰雅族之分佈區域兩大

主項目已完成，在各小分項之下增加不同分佈區域之下的各小項細目，分別在標本名、地

域、以及說明項三項之詳細內容之外，加上收集者與來源處，並增加地名之拼音，鍵入到

網頁上。處理圖像資料與泰雅族專屬網站網頁建構，並修復與復原日本時代由日本學者所

拍攝關於桃園、南投地區之泰雅族的影像資料。 

3. 開始前往苗栗、台中地區從事田野工作調查，主要依據標本圖像約 100 件與影像照片資料

約 100 件，訪談泰雅族耆老。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九九九九））））臺臺臺臺灣灣灣灣植植植植物物物物名稱名稱名稱名稱之整合及應用計畫之整合及應用計畫之整合及應用計畫之整合及應用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立立立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生態生態生態生態學與學與學與學與演演演演化化化化生生生生物學研物學研物學研物學研究所究所究所究所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謝長富謝長富謝長富謝長富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彙編 150年來所使用過的各類名稱，整理出一套完整實用的台灣植物

名彙以茲對照，同時將其匯入台大植物標本館網頁以供查詢。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本計畫產出即為植物之各種別名及異名的整理，進度如下已完成植物誌第二冊 675 種植

物學名及異名文獻整理，及部分中英文俗名之收集。 

 

 

（（（（三三三三十十十十））））地質地質地質地質科學數位影音應用加值計畫科學數位影音應用加值計畫科學數位影音應用加值計畫科學數位影音應用加值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地學地學地學地質質質質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劉聰桂劉聰桂劉聰桂劉聰桂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因為一般大眾無法輕易理解看得懂關於環境議題的學術文字，所以本計畫希望藉由以故

事敘事手法拍攝影音段落，吸引民眾之目光焦點，將大學與研究所之高教研究成果轉化為更

易懂與使用傳播之影音影片。藉由影音媒體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推廣給中高學師生以及民眾，。

讓學術得以推廣，而達成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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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數位影音主題已選定，同時進行腳本內容研究與討論。 

2. 第一支和第二支腳本已經定稿並開始進行拍攝 

3. 第三支腳本大綱已經擬定。 

4. 東亞巔峰 digitalbetacam影片母帶已經轉檔完成，共 38支。 

5. 台灣玉 betacam影片母帶轉檔完成，共 40支。 

6. 第一支腳本衛星影像地質模擬飛行培訓與錄製。 

 

（（（（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一一一一））））臺臺臺臺灣大學數位典藏創灣大學數位典藏創灣大學數位典藏創灣大學數位典藏創新新新新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數位典藏產業推動研數位典藏產業推動研數位典藏產業推動研數位典藏產業推動研
究計畫究計畫究計畫究計畫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立立立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管管管管理學理學理學理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陳陳陳陳文文文文華華華華    

    

數位典藏網路園區（網址 http：//www.aepa.ntu.edu.tw/）為一促進產學合作之計畫，

目的為媒合具有生產能力的廠商和擁有數位典藏品的單位，希望將數位典藏資料附加上價值

成為商業產品，如教材，電子書，甚至是器具等等。本 園區的定位是擔任數位典藏單位/藝

術家/設計師與業界間的橋樑，成為成功的一行銷與推廣的平台，。目的是打通供需瓶頸，活

絡數位典藏產業，並提昇數位典藏產業產值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數位典藏網路園區管理維運 

1) 持續充實園區網站內容，包括：產業觀測 42 則、精選素材 122件、素材授權參考資

訊 7則、數位藝廊展品 145 件等 

2) 發送電子報共 5 期 

3) 新增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中心等相關網站聯結 

4) 使用者介面優化及功能修正 

5) 規劃建置文化創意 wiki網站 

2. 持續提供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輔導及媒合促成 

1) 數位典藏媒合洽談(老夫子、雷諾瓦) 

2) 協助第二屆商業應用大賽宣傳推廣 

3) 2007 紐約國際授權展後續追蹤聯繫事宜 

3. 台大素材媒合推廣 

1) 初步與各系所接洽，並參訪昆蟲系 

2) 與兒童故事屋初步洽談 

3) 台大素材媒合洽談(嘉利博) 

4) 台大素材媒合洽談(台大總計畫、品田創意整合) 

5) 台大素材媒合洽談(嘉利博、台大地質系) 

6) 2008年紐約國際授權展構想規劃 

4. 協辦「數位台灣計畫-真情 e寶盒-老照片圖文徵集活動」 

1) 動宣傳推廣，發送 2期活動電子報 

2) 共 49 人參與，徵集照片共 242張 

3) 園區網站數位藝廊新闢「老照片圖文徵集」專館 

5. 進行市場動態與商業經營參考資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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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台灣大學數位典藏創新新新新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發展應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子子子子計畫十計畫十計畫十計畫十：：：：1931931931930000 年年年年
代臺代臺代臺代臺灣灣灣灣民族誌紀錄片民族誌紀錄片民族誌紀錄片民族誌紀錄片影音影音影音影音光碟製光碟製光碟製光碟製作與公開作與公開作與公開作與公開放映放映放映放映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賽賽賽賽夏族夏族夏族夏族與平與平與平與平埔族埔族埔族埔族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國國國國立台立台立台立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        人類學人類學人類學人類學系系系系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主主主主持人持人持人持人：：：：胡胡胡胡家家家家瑜瑜瑜瑜    

 

本計畫主要針對國立台灣大學所藏 1930年代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所拍攝之

民族誌紀錄片，進行數位化影音物件的後續處理與加值應用；並且藉由公開放映活動的舉辦，

重新建構學術研究與社會大眾和族群部落的互動關係。本年度以賽夏族田野紀錄片為主題，

將賽夏族民族誌紀錄片製作為影音光碟，由台大人類學系發行；並透過公開放映活動的舉辦，

進行不同層次的社會推廣活動。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1. 完成賽夏族民族誌紀錄片《巴斯達隘：1936年的賽夏祭典》片頭及片尾 等部分的後製修

改工作；並根據賽夏部落巡迴放映活動的放映效果及部落回應，評估後續進行配樂及再結

合當代影像紀錄片段剪輯的可行性。 

2. 參與台灣大學博物館群開幕活動，於台大校史館川流廳影片放映區舉行賽夏族民族誌紀錄

片《巴斯達隘：1936年的賽夏祭典》在台灣大學的公開首映活動。持續進行賽夏部落巡

迴放映活動暨耆老座談會之相關聯絡事宜，完成苗栗南庄、新竹五峰、及苗栗獅潭等三個

場次之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的確認；完成新竹五峰場次的活動過程規劃，並持續與苗栗

獅潭部落溝通活動過程的規劃及相關安排。 

3. 於苗栗縣南庄鄉賽夏族民俗文物館舉行第一場賽夏部落巡迴放映活動暨耆老座談會。 

 

 

七七七七、、、、    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    

    ((((一一一一) ) ) ) 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1. 聯合目錄支援工作 

(1)配合聯合目錄計畫更新各子計畫之 XML資料，並統一由聯合目錄系統匯出中研院

的數位化清單。 

(2)交接史語所數位資源庫系統維護工作，並協助規劃系統開放授權與權限管理機

制。 

(3)協助檔案主題小組聯合檢索平台、檔案主題小組人名權威聯合平台及史語所數位

資源庫等系統更新，並建立負載平衡機制。 

(4)進行中研院數位資源庫改版規劃，並調整 XML匯出格式，以支援差異化 Metadata

欄位呈現方式。 

(5)協助生物與自然主題小組進行生物檢索平台建置規劃。 

(6)協助數位典藏盤點計畫進行盤點相關工作，並規劃建置盤點資料庫 

2. 缺字技術研發 

(1)協助成立中研院缺字技術團隊，並整理已有的缺字工具及功能模組，也更新缺字

網路版本，未來將統合各單位力量共同規劃出缺字技術發展方向。 

(2)修正漢字構形資料庫網路查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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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發中文編碼轉換工具，並提供資料庫編碼錯誤偵測服務 

(4)將漢字構形資料庫整合動態組字功能 

(5)設計構字式正規化流程 

(6)在 96年 10 月 12日『數位典藏技術發表會』中發表『缺字技術』。 

3. DRM 
(1)建置在影音資料平台上的 DRM保護機制，並結合影音特徵比對技術開發影音複製

偵測功能 

(2)開發多樣化的使用者認證機制，提供包含帳號密碼認證、硬體認證及智慧卡認證

等三種類型的身份認證方法。 

(3)論文發表 

� Jen-Hao Hsiao, Chu-Song Chen, Lee-Feng Chien, and Ming-Syan Chen, 

“A New Approach to Image Copy Detection Based on Extended Feature 

Sets,” IEEE Transac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Vol. 16, No. 8, pp. 

2069-2079, 2007. 

� Jen-Hao Hsiao and Yu-Zheng Wang, VCenter: a digital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with mobile search servic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archive,pp. 508-508, 2007. 

4. 支援本院民族所－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

國際合作與發展計畫： 

(1)資料庫及程式轉碼（big5->utf8）。 

(2)修改典藏館子系統全文索引功能。 

(3)修改典藏館子系統前/後台多媒體物件展示。 

(4)DIS子系統後台套版。 

(5)整合展覽館子系統功能新增上傳、展示，公告、美工等。 

(6)佈署展覽館子系統離線維護系統。 

(7)聯合目錄 XML資料匯出。 

(8)協助部屬 DIS系統（含全文、DADT 與資料庫）。 

(9)部落格系統主機環境建置協調。 

5. 支援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1)需求分析。 

(2)資料匯入。 

(3)撰寫後台管理、前台查詢、報表程式。 

(4)討論整合多媒體影片呈現功能。 

6. 其餘應用服務與推廣工作表列如下： 

項目 名稱 場次/數量 說明 

成果宣傳

（或交流） 

參與第一期計畫成果展及「重

返福爾摩沙」主題特展 

 協助辦理第一期計畫成果展，並

宣傳展示各計畫數位典藏成果。 

成果宣傳

（或交流） 

參與本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

「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

千年」主題特展(展期

96/9/7~97/2/29) 

 協助本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穿

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年」

主題特展，多人觸控桌的應用系

統開發與架設 

成果宣傳

（或交流） 

參加2007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 

 9/27~29日於台北世貿中心台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展出本

計畫相關技術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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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稱 場次/數量 說明 

成果宣傳

（或交流） 

參加2007資訊月活動(台北區)  12/1~9 日於台北世貿中心資訊

月活動政府區-數位台灣館，展

出本計畫相關技術研發成果

http://www.itmonth.org.tw/I

tmonth/96gov/page03.htm 

    

 ( ( ( (二二二二)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數位數位數位數位知識聚知識聚知識聚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落開發合作計畫落開發合作計畫落開發合作計畫    

本計劃建立在一期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基礎上，整合跨部會與民間團體豐富有關台灣原住

民之知識內容，推動原住民部落與文化工作者參與數位內容之建置，以期建置台灣原住民知

識內容與虛擬社群（部落格）之入口網站。其重要工內容為： 

1.培養原住民知識內容專家。 

2.以 Web2.0概念與技術為基礎，導入部落格網路互動模式，拓展原住民文化知識在資

訊社會的發展。 

  3.建立原住民知識聚落，打造原住民知識入口網站。 

4.積極配合「文化台灣」入口網站提供豐富文化教材。 

       本計畫前三季密集進行的部分包括以下諸項工作： 

  1.原住民知識內容專家的接觸 

積極參與台灣原住民數位內容發展協會的籌備。一群原住民文化工作者與關心原住民文

化的文史工作者，推動成立「台灣原住民數位內容發展協會」，本計畫藉由諮詢的角色，參

與原住民數位內容自發性團體推動，從中與掌握原住民文化知識的文化工作者相互溝通協

調，就數位典藏相關議題做更深入的討論，期能在推動原住民知識內容專家的培養上，有更

前瞻的思考。該協會已於九十六年七月份順利成立，協會宗旨如下：  

維護台灣原住民文化在數位內容產業的主體性與自決性。 

主導、並制訂與原住民文化數位內容產業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無形資產鑑價與公平交易

之原則與規範。 

藉由資訊科技，保存原住民族既有文化，發展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相關產業，並促進國

際交流，為本會宗旨。 

  2.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的建置 

部落格機制是本計畫重要的網路互動機制，也是推動原住民數位知識在 web2.0 時代發

展的重要關鍵。前三個月計畫已經提出相關系統的完整規劃書、系統規格書、系統結構圖等。

朝向以閱讀者為思考核心的機制發展，本部落格將有別於坊間流行得部落格機制。上半年經

過多次溝通協調，以及加值應用機制上的需求調整，完成平台規劃書第五版，介面規劃第一

版的工作。8 月底部落格程式開發進入驗收階段，召開第一次系統展示報告會議，9 月份將就

該會議提出多項客製化修改意見，做具體修正。並著手展開系統主機建置工作。經過與技術

支援單位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密切合作，於本年度 11 月份建置委外開發廠商專用網路伺服

器，並開始將部落格系統測試安裝於本計畫項下伺服器空間，於 12月展開實機測試，所有測

試會員意見，將回饋給開發廠商持續修改。   

  3.原住民知識內容互動機制「展覽館」、「資料交流平台」實機測試 

延續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一期計畫的規劃，展覽館與資料交流平台為重要的內容互

動機制，本季完成資料交流平台介面改版，讓此系統的功能介面更加親切，更加適合原住民

文化工作者使用。展覽館部分已經完成後台展覽上架機制、展品選擇與註解機制、前台介面

測試，讓展覽畫面更加多元豐富。上半年資料交流平台系統介面改版，經過測試與細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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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已經可以開始進入實際運作階段，待計畫預算和撥到執行單位之後，計畫辦公室即可

展開各項策劃與執行工作。展覽館亦在上半年逐步測試修改中，期能以更親切的介面與功能，

推廣到社會大眾參與使用。預計配合部落格系統上線時程，展開具體推廣活動。 

  4.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入口網站規劃 

本計畫之推動，首重民間參與以及原住民知識內容專家的投入，計畫入口網站的規劃，

必要達到培養原住民數位典藏人才與內容專家的目標，如何讓這群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可以在

計畫入口網站，達到相互分享、相互學習、互為專家的效果，是本計畫入口網站規劃的一大

重點。入口網站規劃參考當前熱門的 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架構，分析國內外

相關網站如 CYWORLD、FACEBOOK、聯絡家、SHESAY等，取其重要的互動功能與加值應用機制，

規劃「聚會所」入口網站，企圖結合規劃中部落格系統、強化群體性的 SNS機制、將典藏品

轉化成加值應用元件等，讓數位典藏不只是一種知識累積與討論的基礎材料，更成為網路活

動重要的虛擬物品（商品），可以交換、裝置、貢獻、分享。網站已完成功能需求與介面規

劃，待經費核撥至執行單位，即可展開進一步規格書撰寫與系統分析作業。本季開始邀約廠

商進行程式開發規劃作業，已完成平台規劃建議書第一版的內容，該設計預算經費超出預期，

擬持續進行規劃細節討論，並商討分階段進行之可能性。 

5.持續整理、清點、校對第一期已數位化之內容，並進行在地備份之處理，本年度清點

整理民族所博物館原住民影像約 10000 件。並同時培訓本年度新進工作人員與工讀生，以利

後續數位內容之與數位學習應用之規劃。 

    

 ( ( ( (三三三三) ) ) ) 史史史史語語語語所所所所數位數位數位數位知識總體知識總體知識總體知識總體經營計畫經營計畫經營計畫經營計畫    

【總支援計畫】 

1. 本計畫科普教育性及學習性網站規劃中。 

2. 於 3 月成果展中實際推廣本所數位資源，並設計有獎徵答活動，參觀人數約二百人次。 

3. 策劃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第二檔期特展「穿越歷史長流-文明科技四千年」，並於

9 月 7 日舉行開幕典禮，展期自 96/9/7至 97/2/29，將數位典藏推廣至社會大眾。開幕當

日，出席人次超過 200 人，並有聯合晚報、聯合報、中央社等多家媒體採訪報導，至 12

月 14 日累計參觀人次為 2648。 

4. 特展導覽工讀生培訓共六名，設計為期三週數位典藏計畫課程，包含院內數位典藏機構計

畫內容、資料庫檢索、英語正音及多語導覽技巧、禮儀課程等，除人力資源累積外，更積

極推廣數位典藏的成果。 

5. 第五屆兩岸三院信息技術與應用交流研討會論文發表〈從文明科技發展看數位典藏的時代

意義〉完成。 

6. 培訓數位典藏工作人員之基礎建設，規劃數位典藏工作室小書房，為一實體圖書室，提供

近 300冊圖書、課程講議、雜誌等內容，提供本所同仁數典、文史專業素養、外語及當代

趨勢潮流相關書刊借閱服務，擬求提升本所數典工作執行人員之本職學能與專業素養。 

7. 推廣活動之規劃，並與學術界或產業界合作開發，如： 

� 「互動式平台」：與 GIS及多媒體小組合作，將本所藏品設計為遊戲角色，運用互動

式平台的特性，拉近與文物的距離，並將機台展出於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第二檔期特

展中，達到推廣之效果。 

� 「魔幻水晶球」：與台大多媒體研究所、愛迪斯科技公司合作，利用光學原理的技術，

將本所 3D環物投射，並將機台展出於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第二檔期特展中，讓民眾可

透過水晶球，把玩珍藏文物。 

� 「拓片實作遊戲」：於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第二檔期特展中，規畫拓印實作活動，依漢

朝的武梁祠中的畫像，刻製於石頭上，讓民眾運用傳統拓印方式，將畫像複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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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至社會大眾，並增加展覽的活潑趣味。 

� 「漢簡許願樹」：於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第二檔期特展中，規畫漢簡許願數活動，以古

代竹簡的尺寸大小做裁切，設計許願樹活動，提供給民眾書寫，推廣至社會大眾，

並增加展覽活潑趣味。 

8. 加值產品：以考古文物為設計構想，製作小玉魚皮雕吊飾，並與原住民廠商合作，彰顯原

住民手工藝技術，同時提供主題特展、生物多樣性國際會議等活動作為贈品，推廣數位典

藏文物之特色。 

9. 加值產品：以各分項圖像為素材製作磁鐵六款，提供主題特戰、院區開放、成果展等活動

作為贈品。 

10.推廣性文章： 

� 陳泰穎，「數位典藏、授權商務與著作權法的省思」，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

報，第六卷第五期。 

� 陳泰穎，「小路‧牧童‧水牛：數位典藏機構與產業加值互動之淺見」，數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六期。 

� 陳泰穎，「教育推廣數位內容企劃與製作實務(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

報，第六卷第七期。 

� 陳泰穎，「教育推廣數位內容企劃與製作實務(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

報，第六卷第八期。 

� 陳泰穎，「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年」特展專題報導：策展理念與展件選擇」，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九期。 

� 陳泰穎，「「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年」特展專題報導：驚呼連連—數位互動

區介紹」，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十期。 

� 陳泰穎，「《末日審判書》(The Domesday Book)—來自英國的檔案數位化暨科普推廣

經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十期。 

� 陳泰穎，「「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年」特展專題報導：回到從前—古意互動

區介紹」，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十一期。 

� 陳泰穎，「美臺團 II：數位典藏行動數位機會中心芻議」，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電子報，第六卷第十二期。 

� 陳泰穎，「器物展示新思維：3D 魔幻水晶球簡介」，數位島嶼電子報，第二十期。 

 

11.人才培訓課程推動：「2007 國際授權人才培訓計畫 & 授權人才工作坊」、「「「「數位出版人才

培訓系列課程」、」、」、」、「Web 2.0 法律觀測站」。 

12.推動人文社會之部落格「歷史沒有零」上線測試。http://tw.myblog.yahoo.com/ihp-pro 

13.配合 10 月 20 日中研院院區開放舉辦數位典藏資料庫展示、有獎徵答、漢簡書寫、拓印

DIY、考古紙模型等活動，參觀民眾達 3000 人次。 

14.11 月 15 日秀朗國小參訪中研院，安排參觀文物館、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特展、胡適公園，

並設計漢簡書寫、拓印、紙模型互動遊戲，提供國小學生體驗歷史文物。 

15.參加 11 月 20 日紐約授權交流會，並提出食品模型與公仔製作兩案構想書。 

16.中天電視生活百分百節目專訪史語所數位典藏知識總體經營計畫，拍攝文物館、數位典藏

展示中心、考古館、傅斯年圖書館、明清檔案工作室，並訪問多位研究人員，預計 12月

23 日撥出。 

17.數位典藏推廣教育走入偏遠地區，縮小城鄉差距，12月 23-24 日至新竹縣尖石鄉新光國

小推廣數位典藏，安排數位遊戲、車馬動畫、考古發掘、拓印 DIY、考古紙模型等活動。 

18.舉辦三場文明的根系列講座: 

� 96/10/26，佛教石刻田野調查與 GPS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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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1/23，納西族的羅蜜歐與茱麗葉—納西族的《青年男女遷徙記》經書介紹 

� 96/12/21，安陽考古的復原與重建。 

19.11 月 9 日舉辦 GPS設備教育訓練課程，學員人數 17 人。 

 

【分支一考古】 

1. 設立線上服務機制：E海無涯有求必應：南無考古大菩薩。 

2. 推廣性文章：陳泰穎，2007，”【重返福爾摩沙】主題特展--「和考古大菩薩鬥陣遊台灣」”。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三期。 

3. 完成科普網頁「數位解古」頁面改版 http://archeodata.sinica.edu.tw/h7/menu.html。 

4. 完 成 科 普 網 頁 「 考 古 大 菩 薩 遊 台 灣 」

http://archeodata.sinica.edu.tw/h7/taiwan/index.html。 

5. 以「考古大菩薩遊台灣」為主題，參加於世貿一館舉辦之主題特展「數位再現‧典藏風華：

2007 台北國際書展」。展覽日期為 2007 年 2 月 2 日，已經圓滿結束，參觀人數約達 550

人次。 

6. 以「考古大菩薩遊台灣」為主題，參加於故宮舉辦之主題特展「重返福爾摩沙」展期自

2007年 3 月 10 日起至 4 月 8 日，已經圓滿結束，參觀人數約達 5000 人次。 

7. 計畫入口網站之上站人數 1-12月約為：13421 人。 

8. 經由線上服務機制：E海無涯有求必應：南無考古大菩薩以及資料庫、網頁聯絡信箱而尋

求服務或回應之人次約 10 人次 

9. 完成「E海無涯有求必應：南無考古大菩薩」部落格設置，並持續上站人數累積已達 241

人次 

10.考古 GIS系統西北岡遺址坑位建置及圖層修改 

11.訓練 3 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所實習生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數位化流程 

12.訓練 2位行政院候鳥計畫實習生考古資料數位典藏相關科普教育網頁內容與翻譯工作 

13.文明的根系列講座，於 96年 12月 21 日，由林玉雲女士以「安陽考古的復原與重建」進

行演講 

14.參與於 97年 12月 23、24 日之認養人上山活動：尖石鄉聖誕節認養人活動－史語所數位

典藏推廣教育活動並提供「認識考古挖掘」之現場展示活動 

 

【分支二拓片】 

1. 考證遼代經幢塔記，並整理錯裱拓片，共55幅。 

2. 校正後端資料庫之著錄內容，已完成元代1239-1342。 

3. 完成拓片拼圖遊戲（與多媒體中心合作製作），置於分支二網頁。 

4. 傅斯年圖書館藏遼金元無年月拓片考證完成。 

5. 8月份至大陸北京進行「傅斯年圖書館館藏北京地區遼金元拓片之原碑佚考」，並將考查

成果撰寫成報告。 

6. 遼金元藏品精粹已撰寫12件，6件已上傳至網頁，提供拓片更深一層的介紹。 

 

【分支三善本】 

1. 傅斯年圖書館人名權威檔系統、持續開發測試與系統問題修正。 

2. 傅斯年圖書館人名權威檔查詢系統介面設計、持續開發與測試。 

3. 傅斯年圖書館藏印記資料庫維護（含新增、修改、刪除）資料 2,815筆。 

4. 召開「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數位內容加值應用會議，預計十月份完成數位內容應用加

值計畫書。 

5. 持續「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數位內容加值應用研討，以「圖象臺灣」為主軸，進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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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研究與整理，並將尚未數位化之文獻排入執行時程。 

6. 圖像授權南一書局、文建會、臺北縣泰山鄉文史協會、香港電台電視部、財團法人張榮發

基金會、中天電視「生活百分百」節目拍攝，擴大應用推廣數位典藏成果。 

 

【分支四民族學】 

1. 村寨網改版。 

2.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改版。 

3. 民族學調查資料之時空資訊系統(GIS)上線。 

4. 實地走訪本所早期西南田野調查路線，收集到新一批西南少數民族田野照片，並透過影像

展現出西南少數民族文化與環境之變遷。 

5. 原訂本所與雲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合作出版本所珍藏之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少數民

族照片影像（總數約 1000張）乙案，雙方已完成簽約，預計由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6. 預計出版芮逸夫川南田野日記乙案，已經所方核定通過。初步整理完成後，共計約 80,000

字。由分支主持人攜日記初稿前往四川，請當地學者與耆老的協助校對日記內文，已校對

完畢。現正進行初步內文與圖片編輯中。 

7. 參與第一期計畫成果展及「重返福爾摩沙」主題特展。 

8. 推廣性文章 

� 胡其瑞，「「Google Earth活用術」教學報導」，《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

第六卷第七期。 

� 胡其瑞，「納西族的羅蜜歐與茱麗葉 —納西族祭風儀式之《青年男女遷徙記》經書

介紹」，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九期、第六卷第十期。 

� 蔡偉傑，「數位典藏與創意加值」，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十期。 

9. 影像文化、表徵分析與歷史人類學讀書會 

   為本計畫預計舉辦之「近代中國少數民族影像國際研討會」前置作業，先行召開一系列相

關主題之讀書會，並邀請到美國西北大學美術史系主任胡素馨教授（Sarah E. Fraser）、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藍美華教授等相關領域學者之參與，推動台灣相關人文領域之研究。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參加人數 

96/10/3 視覺文化研究 王鵬惠、蔡偉傑 史語所文物館五樓圖書室 7 

96/10/17 表徵分析 吳培華、胡其瑞 史語所文物館五樓圖書室 8 

96/10/31 人類學的影像研究 王鵬惠、蔡偉傑 史語所文物館五樓圖書室 9 

96/12/5 影像研究：案例二 陳泰穎 史語所文物館五樓圖書室 10 

96/12/19 影像研究：案例一 陳嘉琪、葉乃婕 史語所文物館五樓圖書室 10 

 

【綜合】 

1. 成果宣傳與交流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內容 備註 

96/12/13 通俗演講 台灣區國道新建工

程局第一區工程處 

進行考古與工程，以及東巴

經相關介紹 

總支援、

分支四 

96/12/19 聯合報記者專訪 本所會議室 專訪民族學相關典藏品來

源及研究意義，同時介紹本

所典藏之東巴經及《青年男

女遷徙記》 

分支四 

96/9/7-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

特展「穿越歷史長河

中研院人文社會聯

合圖書館 2F 

數位典藏第二檔特展，史語

所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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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科技四千年」 

96/10/20 中研院院區開放 中研院 數位典藏資料庫展示、有獎

徵答、體驗互動活動 

 

96/11/15 秀朗國小團體參訪 史語所文物館、人

文館 2F、胡適紀念

館 

秀朗國小參訪中研院文物

館、數位典藏第二檔特展等 

 

96/12/23-24 數位典藏教育推廣 新竹尖石鄉新光國

小 

推廣數位典藏、考古知識、

設計互動遊戲 

 

 

2.講座及教育訓練 

日期 主題 主講人 地點 參加人數 

96/10/26 文明的根系列講座(一)佛教

石刻田野調查與 GPS的應用 

曹德啟、

施汝瑛 

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

館 5F 

約 25 人 

96/11/23 文明的根系列講座(二)納西

族的羅蜜歐與茱麗葉—納西

族的《青年男女遷徙記》經書

介紹 

胡其瑞 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

館 5F 

約 25 人 

96/12/21 文明的根系列講座(三)安陽

考古的復原與重建 

林玉雲 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

館 5F 

32人 

96/11/9 GPS設備教育訓練課程 穩特固公

司 

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

館 5F 

17 人 

 

3. 推廣教育文章撰寫 

作者 作品名稱 出版名稱 日期 

胡其瑞 〈「Google Earth活用術」教學報導〉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7/15 

胡其瑞 〈納西族的羅蜜歐與茱麗葉 —納西

族祭風儀式之《青年男女遷徙記》經

書介紹〉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9/15、

10/15 

蔡偉傑 〈數位典藏與創意加值〉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10/15 

陳泰穎 〈數位典藏、授權商務與著作權法的

省思〉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5/15 

陳泰穎 〈小路‧牧童‧水牛：數位典藏機構

與產業加值互動之淺見〉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6/15 

陳泰穎 〈教育推廣數位內容企劃與製作實

務(上) (下)〉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7/15、

96/8/15 

陳泰穎 〈「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

年」特展專題報導：策展理念與展件

選擇〉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9/15 

陳泰穎 〈「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

年」特展專題報導：驚呼連連—數位

互動區介紹〉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10/15 

陳泰穎 〈教育推廣數位內容企劃與製作實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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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作品名稱 出版名稱 日期 

務〉 子報》 

陳泰穎 〈《末日審判書》(The Domesday 

Book)—來自英國的檔案數位化暨科

普推廣經驗」〉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10/15 

陳泰穎 〈「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

年」特展專題報導：回到從前—古意

互動區介紹〉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11/15 

陳泰穎 〈美臺團 II：數位典藏行動數位機

會中心芻議〉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

子報》 

96/12/15 

陳泰穎 〈器物展示新思維：3D 魔幻水晶球

簡介〉 

《數位島嶼電子報》 96/12/13 

 

4.論文發表    No. 論文名稱 作者 所屬計畫名稱 期刊(年份) 卷數/期數/頁次 SSCI SCI EI 屬性 1 黑白與彩色的對話—中研院史語所「中國西南早期田野調查路線重建計畫」介紹 胡其瑞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2 佛教拓片數位典藏近況 施汝瑛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3 台灣考古資料的保存與數位化 劉益昌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4 傅斯年圖書館藏印記資料庫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高宇成、張家榮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5 明清檔案知識庫建構芻議 林憶梅、任家鳳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6 從文明科技發展看數位典藏的時代意義：本質、迷思與發展趨勢 洪一梅、陳泰穎、廖彩惠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7 善 本 古 籍 後 設 資 料（metadata）資源整合與互通性之探討 林妙樺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兩岸三院研討會(2007)     國內研討會論文 8 植基於 ICC 色彩管理系統的立體器物數位典藏攝影模式之研究 陳靜嫺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2007/11/21「數位典藏品質管理研討會」     國內研討會論文 
5.人才培育清單(含培訓)        No. 姓名 學校 系所 碩士 博士 屬性 所屬計畫名稱 1 陳彥佑 文化大學 政治系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2 黃新鈺 芝加哥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3 陳家豪 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4 林承誌 東海大學 歷史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5 薛福彬 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培訓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6 鄭雅尹 清華大學 中文所博士班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7 林玉雲 臺灣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8 王安迪 台灣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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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學校 系所 碩士 博士 屬性 所屬計畫名稱 9 邱佳玉 台北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0 朱慧芸 東吳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1 蕭柏暐 台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2 許致遠 輔仁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3 殷正淯 輔仁大學 哲學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4 鄭文勛 中央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5 賴信安 中央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ˇ  培育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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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一一一一））））總計畫暨各分項總計畫暨各分項總計畫暨各分項總計畫暨各分項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數 位 典 藏 人 才 培

育、數位學習及數位

出版等相關論文1篇 

(子一) 

  

    將數位典藏實務經驗撰

寫成論文，累積研究成果，做

為推動數位典藏之學術基

礎，並使典藏加值之知識能永

續延伸。經由論文於研討會、

期刊之發佈，或各界之引用，

亦能呈現本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之研究成績與各項

產出成果，增進數位典藏領域

之學術交流。 

 

(子二)  
發表有關產業平台及授權

機制專論，1 篇 

    預計刊登在國內外知名

期刊或會議論文集 

1. 整理分析現行我國數  

   位典藏產業平台運作  

   機 制 及 授 權 規 範                       

2. 釐清數位典藏所涉及 

   之法律規範 

學學學學    

術術術術    

成成成成    

就就就就    

AAAA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發表「數位典藏使用

者理論研究」、「網路

資訊取用分析」、

「 ANT 理 論 與

Creative Commons傳

佈脈絡分析」、「台灣

科學公有地概念發

展」等 4篇論文。 

1. 將數位典藏實務經驗

撰寫成論文，累積研究

成果，做為推動數位典

藏之學術基礎，並使典

藏加值之知識能永續

延伸。經由論文於研討

會、期刊之發佈，或各

界之引用，亦能呈現本

國內會議論文 5篇 

    本年度專案成員共於

「CC/SC 台北國際研討會」、

「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

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與「數

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等，公開發表論文超過五篇，

論文皆為創新性研究，並受到

    「知識商品化浪潮下

學術知識公共化的省思：以

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

為例」一文。投稿 TSSCI 期

刊，審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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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子三)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之研究成績與各

項產出成果，增進數位

典藏領域之學術交流。 

2. 運用傳播領域理論基

礎，分析數位典藏近用

現況以及各式使用者

行為。 

關注與討論。 

    透過籌備「數位近用，典

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

授權使用研討會」，組織了「數

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論

壇」，邀集官、學研等各界與

會座談國內學術資源數位化

問題。 

偏鄉原住民對數位

典藏的認知與需求

調查報告 1篇、公民

團體參與建構數位

公共資產研究論文 1

篇 

(子四) 

     洪貞玲（2007）。〈原住

民部落數位典藏：困境與機

會〉，「數位」近用，「典藏」

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

授權使用研討會。 

    林 鶴 玲 、 孫 春 在

（2007） 。 〈在遊戲中縮

小數位落差─線上遊戲與

數位素養的提升〉，「數位」

近用，「典藏」授權：數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

研討會。 

    林 鶴 玲 、 李 育 豪

(2007)。〈網咖與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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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參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

「數位」近用，「典藏」授

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研討會。 

2 名(子五)  8篇論文撰寫完成 

    提升關於原住民知識聚

落論述、數位文化、資訊社

會、數位典藏、數位學習、系

統技術等各方面。 

    提升關於原住民知識

聚落論述、數位文化、資訊

社會、數位典藏、數位學

習、系統技術等各方面。 

BBBB 研究團隊養研究團隊養研究團隊養研究團隊養

成成成成    
(子四)  

跨校：世新大學 

跨組織合作團隊：原住民族

學院、媒體觀察基金會、苦

勞網 

 

 

碩士生 1 名 

(子一) 
 碩士生 2 名 

    長期培育數位典藏領域

之高級人才，使學術研究與實

務工作有所結合，厚植數位典

藏人才基礎。 

 

(子二)  
培育相關領域博士生 1 

名，碩士生 2 名 

    研究撰寫與數位典藏、數

位內容或數位媒體相關領域

之學位論文，或進行相關領域

之研究 

 

(子三)  
博士生：0人 

碩士生：4人 

1 人 
 

CCCC 博碩士培育博碩士培育博碩士培育博碩士培育    

3名碩士生 

(子五) 

 3 名同仁碩士畢業；1 名同

仁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攻

讀碩士、1 名同仁前往師大

台史所攻讀碩士，1 名同仁

前往台大人類學所攻讀碩

    研究生畢業後從事之相

關行業人數 

    增進人類學、歷史學、

考古學、語言學、文字學等

相關學科之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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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士；訓練 3位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所實習生考古資料

數位典藏資料庫數位化流

程 

(子二)  

1. 數位典藏公共授權報告

1 篇

2. 數位典藏產業市場分析

報告 1篇                     

3. 數位典藏機構授權實務

分析報告 1 篇              

4. 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

報告 1 篇 

    瞭解現行數位典藏產業

的發展現況，及授權之實務，

釐清數位典藏成果之法律性

質及相關法律規範，做為未來

規劃良善產業平台及授權機

制之基礎 

藉此培育優秀之數位典藏

產業及法律實務人才 
D D D D 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    

1. 發表「數位典藏

平 台 使 用 者 分

析」、「數位典藏

平台資訊取用行

為分析」等使用

者調查報告2篇。 

2. 國際會議參與報

告 

(子三) 

1. 數位典藏計畫之內首

次為使用者導向，進行

「數位典藏平台使用

者分析」、「數位典藏平

台資訊 取用 行為分

析」。透過文獻蒐集及

調查分析，讓國內各相

關機構對於數位典藏

使用者樣態有更深度

理解，並有助於技術分

項未來針對網路平台

改善時參考。 

2. 參與東京 DiGRA 研討

會，撰寫會議報告。 

共三篇 

1. 以內容分析法進行之數位

典藏使用者行為調查為創

新性研究，國內並無相關

研究報告、或研究成果。 

2. 以「基礎資料盤點」、「使

用者行為要素盤點」、「使

用者資訊取用行為要素盤

點」之概念，針對「數位

島嶼」、「聯合目錄」、「數

位 101」、「典藏、數位、

台灣」等四主要網站進行

研究分析。 

3. 針對 DiGRA07 今年主要之

研究方向進行觀察說明，

供國內相關領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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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偏鄉原住民對數位

典藏的認知與需求

調查報告 1篇、公民

團體參與建構數位

公共資產研究論文 1

篇 

(子四) 

 

1. 進行「偏鄉原住民對數

位典藏的認知與需求」

調查研究之文獻蒐集及

研讀。已針對合作之三

個 DOC 所在居民發放問

卷進行調查並回收，且

進行結果之統計分析。 

2. 已分別進 行 過桃園

縣、台北縣與宜蘭縣偏

鄉網咖的田野調查工

作(總共訪談六間網咖

業者及周邊商家及學

校)；進行線上遊戲家

庭共玩、跨文化玩家共

玩訪問調查（訪談人數

18位）。 

3. 共產出四篇 

進行「偏鄉原住民對數位典

藏的認知與需求」調查研究

之文獻蒐集及研讀。已分別

進行過桃園縣、台北縣與宜

蘭縣偏鄉網咖的田野調查

工作(總共訪談六間網咖業

者及周邊商家及學校)；進

行線上遊戲家庭共玩、跨文

化玩家共玩訪問調查（訪談

人數 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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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總計劃)  

進行各項和數位典藏計畫

相關之專題研究，包括：數

位人才培育與學習機制、法

律、學術應用、社會影響等

之相關專題研究，提出研究

報告或期刊論文 1篇。 

1. 進行數位典藏與人文社會

相關之學術研究 

2. 進行國際推廣與交流，參

加 2~4 場數位典藏相關國

際會議，96年 5月芝加哥

博物館年會，96年 6 月聖

地牙哥 Education GIS 研

討會、ESRI User 研討會。

3. 撰寫心得或成果報告 1

份。 

 

數位典藏專業人才

培訓課程計 12場次 

(子一) 

1. 參加第十五屆台北國際

書展，參與人數約為 3

千多人。 

2. 舉辦專業培訓課程共 12

場次，培訓學員計 437

人次。 

    本計畫協助一期訓練推

廣分項計畫參與第十五屆台

北國際書展。藉由大型展覽宣

傳並推廣本計畫資源成果。 

1. 本計畫協助一期訓練 

推廣分項計畫於 1/30 

至 2/4假台北世貿一 

館參與第十五屆台北 

國際書展。依據闖關 

遊戲估計，參與人數 

約為 3 千多人。 

2. 96年度專業培訓課程 

共舉辦 12場次，培訓 

學員計 437 人次。 

EEEE 辦理學術活辦理學術活辦理學術活辦理學術活

動動動動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

師研習活動計 6場次 

(子一) 

 

1.  舉辦數位典藏資訊融

入教學研討會，計 246

人與會。 

2. 中小學研習活動共 6 場

次，參與人數計 355 人

次。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

與教學應用，促進中小學教師

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

能，使數位典藏成果導入學校

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1.「96年數位典藏資訊 

融入教學研討會」，  

96年 3 月 24日(週六) 

假國立臺灣大學物理 

系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一樓會場圓滿落幕， 

共計 246人與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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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次研討會發表論文共 

達 30 篇，並同時舉辦 

94 年度第二期及 95 年 

度數位典藏創意學習 

計畫成果展，共 23 個 

計畫成果展示。 

2. 96年度中小學研習共 

舉辦 6場次，參與人 

數計 355 人次。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

師研習活動計 3場次 

(子一) 

1. 高中職教師研習活動共

3 場次，參與人數計 150

人次。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

與教學應用，促進高中職教師

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

能，使數位典藏成果導入學校

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於 96年 9 月至 10月 

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展

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計

畫」合辦「96 年數位典藏

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

共計 150 人次參與。 

數位典藏種子教師

研習活動計 5場次： 

（1）培育各級學校

數位典藏種子

教師 

（ 2）針對數位落

差，培訓數位典

藏種子推廣教

師 

1. 偏遠地區種子師資研習

共 7 場次，參與人數計

298人次。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

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地區教

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

能，使數位典藏成果導入學校

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於 96年 5月至 12月 

依序與新竹市、宜蘭縣、台

東縣、嘉義縣、台南縣、臺

北縣、花蓮縣等七所學校合

辦「96 年數位典藏種子推

廣教師」，總計舉辦七場，

參與人數計 298人次。 

協助教育部培育大 1. 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

    於 96年 10月至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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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專院校人文數位典

藏學程種子教師計 4

場次 

   (子一) 

共 6 場次，參與人數計

964 人次。 

與教學應用，促進大專院校將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

數位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

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域

之應用。 

與靜宜大學、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致遠管理學院、文藻

外語學院、宜蘭大學、宜蘭

社區大學合辦「數位典藏大

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共 6

場次，參與人數計 964 人

次。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33335555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2,4502,4502,4502,45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參展 96年度資訊月 

(子一) 
 

參加 96 年資訊月展覽，入

場人次約 75 萬，參觀本單

位人數約為 2千多人。 

     本計畫代表參加 12/1

至 12/9假台北世貿一館96

年度資訊月大展。依據文宣

發送數量估計，參與人數約

為 2千多人。 

(子二)  

1.  授權展相關會議 1 場

次                                      

2.  座談會/研討會 1 場次 

    進行與紐約授權展相關

之準備工作，並辦理本子計畫

有關之座談會或研討會，擴大

產業於本計畫之參與，以凝聚

共識學術成就 

  

    

1. 與公開徵案單位

協辦「2007 CC/SC

台 北 國 際 研 討

會」 

2. 與子二、子四計

畫共同籌辦「數

位近用，典藏授

權：數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權使

1. 預期透過與公開徵案

團隊共同辦理「2007 

CC/SC 台北國際研討

會」，能促進國內對於

CC 授權之理解，並引

發 CC 商業模式的相關

探討。 

2. 預期透過舉辦「數位近

用，典藏授權：數位典

國際研討會兩場，國內綜合

研討會一場。 

1. 「2007 CC/SC 台北國際研

討會」現場參與人數超過

一百人。 

2.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

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兩日參與人

數共超過兩百五十人。 

3. 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

究中心」共同舉辦演講，

1. 「2007 CC/SC 台北國際

研討會」國外貴賓部份

含 ： Teresa Malango 

(Vice President of 

Magnatune) 、 Sylvain 

Zimmer (Founder of 

Jamendo) 

2. 「ACIA 國際研討會」國

外貴賓部份含：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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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用研討會」 

3. 與分項計畫辦公

室、中研院資訊

所 共 同 籌 辦

「ACIA 國際研討

會」 

(子三) 

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

用研討會」，除子計畫

本身發表本年度主要

研究心得之外，並透過

論壇方式，聚焦討論國

內學術資源公共化議

題。 

3. 期透過舉辦「ACIA 國

際研討會」，能齊聚亞

洲地區 CC 專案單位交

換心得，除宣傳本地數

位典藏成果之外，並針

對本地共享文化發展

脈絡議題進行交流。 

由 Rebecca MacKinnon 發

表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 

4. 「ACIA 國際研討會」已訂

於 97 年 1月 19 日、20日

舉辦。 

5. 會議現場發放數位典藏成

果宣傳品與 DVD，有效提

昇數位典藏能見度。 

William Fisher 

(Harvard Law 

School) 、 Lawrence 

Liang (Alternative 

Law Forum)、 Rebecca 

MacKinn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Jessica Coates 

(CC Australian) 、 

Chunyan Wang (CC 

China Mainland) 、

Alina Ng (CC 

Malaysia) 

(子四)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本

計畫於 96 年 12 月 3 日、4

日與子二、子三合辦「數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

研討會」。 

1. 舉辦原住民偏鄉數位

典藏與部落文化的座

談會 1~2場。 

2. 舉辦原住民偏鄉數位

典藏徵集活動 1~2

場。 

 

146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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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會及相關推廣活動

1~2場。 

4. 預計在 1 月中與紀錄

片工會，黑潮文教基

金會合作，在花蓮舉

行。 

5. 黑潮文化基金會持續

關注關心台灣海洋環

境、生態、及台灣海

洋文化。我們選擇離

開台北舉辦工作坊，

讓更多地方公民團體

能夠藉由工作坊的教

學資源，培育出當地

公民運動的紀錄者。 

讀書會 10； 

研習營 1； 

討論會 2； 

學術會議 1 

數位攝影課程 1 

(子五) 

 1. 運用計畫產出於社會領

域、鄉土教學、地方文

史工作之教學與活動中 

2. 辦理善本古籍數位學習

相關研討會與其他相關

典藏單位進行學術交

流，洽談合作事宜 

    工作討論會：各分支已進

行了五十三場 

【分支一考古】 

曲冰的發掘課程、 

台灣考古主題讀書會 3 場 

【分支二拓片】 

數位技術與資源的交流討論

會 2場。 

【分支三善本】 

「96 年善本古籍分支主題」

第一次工作討論會、 

「善本古籍數典系統後設資

料建置工作坊」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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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分支四少數民族】 

「影像文化、表徵分析與歷史

人類學」讀書會 5場。 

【總支援】 

文明的根系列講座 3 場。 

GPS教育訓練 1場。 

    (總計劃)  

1. 舉辦計畫觀摩或工作

研討會共 1場 

2. 舉辦計畫說明會或交

流工作坊 2場 

1. 舉辦內部工作坊、交 

     流會，協助分項計畫 

     之內部整合及人員 

     培訓 

2. 協調數位典藏計畫 

    外部資源，並進行資 

    源分享 

 

數位典藏專業人才

培訓課程講義計 12

場次 

(子一) 

3.  舉辦專業培訓課程共

12場次，形成教材計

12 本。 

    提供數位典藏專業人才

培訓課程學員使用，並置於網

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利數

位典藏專業人才自我進修，為

數位典藏領域培育人才。 

FFFF 形成教材形成教材形成教材形成教材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

師研習活動講義計 6

場次 

 

4. 中小學研習活動共 6

場次，形成教材計 6

本。 

    提供數位典藏中小學教

師研習活動學員使用，並置於

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充

    紙本教材印刷及電子

檔案皆完整呈現；教材輸出

以講義型態，電子檔則多以

簡報檔模式上傳至計畫網

站供民眾免費下載。計 35

本教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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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 實中小學教師應用數位典藏

資源於教學活動之能力。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

師研習活動講義計 3

場次 

(子一) 

5. 高中職教師研習活動

共 3 場次，形成教材計

3本。 

    提供數位典藏高中職教

師研習活動學員使用，並置於

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充

實高中職教師應用數位典藏

資源於教學活動之能力。 

數位典藏種子教師

研習活動講義計5場

次 

(子一) 

6. 偏遠地區種子師資研

習共 7場次，形成教材

計 7本。 

    提供數位典藏種子教師

研習活動學員使用，並置於網

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提升

種子教師應用數位典藏資源

於教學活動之能力。 

大專院校人文數位

典藏學程種子教師

研習活動講義計4場

次 

(子一) 

7. 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共 6 場次，形成教材

計 6本。 

    提供大專院校人文數位

典藏學程種子教師研習活動

學員使用，並置於網站，開放

瀏覽及下載，以提升種子教師

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活

動之能力。 

數位典藏資訊融入

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子一) 

8. 舉辦數位典藏資訊融

入教學研討會，集結論

文集一本。 

    提供數位典藏各級教師

教學使用，並置於網站，開放

瀏覽及下載，使各界分享 95

年度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

成果，及推展數位典藏融入教

學的相關研究。 

1. 製作「傳播教材

SC 釋出」教材發

展專案計畫。 

1. 相關傳播教材 CC 釋

出，並分享在公眾授權

網路平台上供使用，達

釋出相關傳播教材影片、公

開徵案相關成果公眾釋出。

    由於公開徵案執行時程

延至 96 年 8 月份方正式進

行，故公開徵案部份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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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公開徵案成

果。 

(子三) 

到數位知識共享目的

並活化創意。 

2. 「台灣棒球文化資產

開放共享平台之建

置、推廣與應用」徵案

計畫、「數位典藏融入

大學生主題探究：提升

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

計畫、「數位典藏跨媒

體技術整合服務」、

「 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

平台建置計畫」、以及

「數位典藏藝術節透

明的時間感＿生命記

憶之典藏」等徵案計畫

之相關成果公眾釋出

使用。 

皆持續進行中。 

(子四)  
數位近用 典藏授權 手冊

兩本 

 
 

    

各類主題之線上科

普教材、數位學習知

識庫規劃 

(子五) 

  

1. 運用計畫產出於社會

領域、鄉土教學、地方

文史工作之教學與活

動中 

2. 在網路上開放瀏覽，加

上精品說明，成為相關

研究者與教學活動之

    善本古籍影像圖檔授權

南一書局使用於中小學教科

書。 

    拓片分項與多媒體中心

合作，完成數位學習的拓片拼

圖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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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參考教材。 

3. 提供計畫產出之數位

學習知識庫以作為學

校或產業之教材 

HHHH 技術報告技術報告技術報告技術報告    

委請「數位典藏跨媒

體技術整合服務」公

開徵案計畫撰寫技

術實驗報告。 

(子三) 

預期此部份工作除針對跨

平台播放技術進行實驗性

播放之外，並開拓更多數

位典藏素材之應用多樣

性。 

一篇 

    由於公開徵案執行時程

延至 96 年 8 月份方正式進

行，故公開徵案部份配合工作

皆持續進行中。 

 
技技技技    

術術術術    

創創創創    

新新新新 
SSSS 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技術服務    (總計劃)  

1. 宣傳公開徵選專案中

之典範計畫至少 2 項 

2. 與 2家媒體進行內容

合作，例如進行相關新

聞與專欄報導 

1. 進行宣傳數位典藏公開

徵選成果 

2. 進行觀念推廣與媒體合

作 

 

參與 2007 年紐約授

權展(總計畫) 

突破 2006 年三億九千萬

的預估產值。 

率團參與 6/19~21 於紐約舉

行的國際授權展 

締造五億五仟萬新台幣預估

產值的佳績。 
 

(子二)  

藉由授權規範、廠商訂閱 

服務、人才與產業應用結 

合，促成 5 家廠商參與 ， 

衍生投資金額 5 百萬元. 

 

 
經經經經    

濟濟濟濟    

效效效效    

益益益益 

L L L L 促成廠商投促成廠商投促成廠商投促成廠商投

資資資資    至少 2 家廠商。 

產值預估為 100 萬

元。(本計畫與廠商

相 對 投 資 比 例 為

1:1) 

(子五) 

 
1.教材、教具之編纂製作 

2.加值產品之設計開發 

1. 出版珍藏之 20世紀上 

   半葉中國少數民族照 

   片影像圖冊，原訂分 

   上、下兩冊，定價約 

   100元人民幣，共出版 

   5000冊。契約乙份。 

   該圖冊將進入實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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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版時程。 

2. 出版湘苗文書一冊。契 

   約乙份，出版品已進入 

   排版階段。出版之後對 

   於本所典藏有宣傳推   

   廣之效 

3. 主題特展「穿越歷史長 

   河」之舉辦，促進展場   

   設計規畫廠商投入、並 

   開發「魔幻水晶球」等 

   機台。 

4. 加值產品製作，小玉魚 

   皮雕吊飾共 3000個。 

5. 加值產品製作，六款磁 

   鐵共 12,000個。 

成立及營運子計畫

網站，提供計畫成果

及部份典藏內容 

(子一) 

  

    經由子計畫網站之成立

及營運，呈現計畫成果，並提

供部分數位典藏資源供大眾

應用，經由妥善的網站介面設

計與內容規劃，促進大眾對本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認識，使數

位典藏成果廣為應用。 

 

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QQQQ 資訊服務資訊服務資訊服務資訊服務    

1. 協助設立分項暨

子計畫網站 

2. 設置數位近用，

典藏授權：數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

1. 透過分項網站建置宣

傳分項子計畫、並傳佈

相關數位典藏訊息或

成果。 

2. 透過公開徵案架設之

共架設七個網站 

1. 分項網站已經兩次改版，

版面持續維護改進中。 

2. 各項會議網站皆提供線上

報名，以及詳細會議資

訊，有效吸引感興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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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使用研討會

網站 

3. 公開徵案：公眾

授權概念推廣與

平台建置計畫 

4. 公開徵案：數位

典藏藝術節官方

網站 

5. 公開徵案：跨媒

體技術整合服務

平台 

6. 公開徵案：資訊

素養教室網站 

7. ACIA 研討會官方

網站 

(子三) 

網站，有效達成各式數

位資訊公眾近用功

能，以其促成數位典藏

素材活用，擴大使用者

族群。 

3. 透過研討會議網站架

設，分享相關學術資

訊。 

前來參與。 

3. 由於公開徵案執行時程延

至 96 年 8 月份方正式進

行，故公開徵案部份配合

工作皆持續進行中。 

 

增加訪客人數、人次 

(子五) 
 

持續經營台灣原住民數位

典藏計畫網站 

    在 google 網頁重要性評

估獲得 5 分，網站參觀人次累

積 96 年前六個月約為 9 萬 4

千人次。 

    在 google 網頁重要性

評估獲得 5 分，網站參觀人

次累積 96 年前六個月約為

9 萬 4千人次。 

(總計畫)  建置本分項總計畫網站 
提供社會大眾接近使用本分

項相關資訊之管道 
 

RRRR 增加就業增加就業增加就業增加就業    多語人才 

產業人才 

學者專家 

數位技術專家 

本計畫年度為 30 個

 增聘數位學習規劃人才乙

位。 

    多元主題典藏數位化流

程需要投入大量各領域的人

力，如：內容學者、系統管理、

資訊維護、檔案建置、影像處

理、攝影師……等，而對於台

多語人才 

產業人才 

學者專家 

數位技術專家 

本計畫年度為 30 個專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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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職額；11個兼任

主管職額；20-30 個

工讀獎勵職額 

(子五) 

灣土地的了解與認同是時勢

所趨的風潮，因此可提供不少

就業機會，促使經濟活絡，就

產學界的就業機會。 

額；11 個兼任主管職額；

20-30個工讀獎勵職額 

參訪國際數位典藏

機構(總計畫) 

吸收國外經驗，作為國內

推動數位典藏參考。 

97年2月參訪加拿大渥太華

政府出版品機構 CCO。 

與加拿大 CCO交換下列經驗：

1.如何透過網路，將政府資訊

及歷史文物推廣於各地。 

2. 如 何 使 用 Creative 

Commons釋出政府資訊。 

3. 如何輔導各機關進行著作

權權利清查的工作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推廣文宣品製作 

(子一) 
 推廣文宣品製作 2種 

有助於本計畫進行活動推廣。
 

 

（（（（二二二二））））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A 論文 

2 8篇論文撰寫完成 提升關於原住民知識聚落論述、數位文

化、資訊社會、數位典藏、數位學習、

系統技術等各方面。 

提升關於原住民知識聚

落論述、數位文化、資訊

社會、數位典藏、數位學

習、系統技術等各方面。 

學術

成就 

C博碩士培育 3名碩士生 

3名同仁碩士畢業；1 名同仁前往

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1名

同仁前往師大台史所攻讀碩士，1

名同仁前往台大人類學所攻讀碩

士；訓練 3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所實習生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

研究生畢業後從事之相關行業人數 

增進人類學、歷史學、考

古學、語言學、文字學等

相關學科之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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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料庫數位化流程 

E 辦理學術活動 

讀書會 10； 

研習營 1； 

討論會 2； 

學術會議 1 

數位攝影課程 1 

1. 運用計畫產出於社會領域、鄉

土教學、地方文史工作之教學與

活動中 

2. 辦理善本古籍數位學習相關

研討會 

3. 與其他相關典藏單位進行學

術交流，洽談合作事宜 

工作討論會：各分支已進行了五十三場 

【分支一考古】 

曲冰的發掘課程、 

台灣考古主題讀書會 3 場 

【分支二拓片】 

數位技術與資源的交流討論會 2場 

【分支三善本】 

「96年善本古籍分支主題」第一次工作

討論會、 

「善本古籍數典系統後設資料建置工

作坊」培訓課程 

【分支四少數民族】 

「影像文化、表徵分析與歷史人類學」

讀書會 5場。 

【總支援】 

文明的根系列講座 3 場。 

GPS教育訓練 1場。 

 

F 形成教材 

各類主題之線上科普

教材、數位學習知識庫

規劃 

1.運用計畫產出於社會領域、鄉

土教學、地方文史工作之教學與

活動中 

2.在網路上開放瀏覽，加上精品

說明，成為相關研究者與教學活

動之參考教材。 

3. 提供計畫產出之數位學習知

識庫以作為學校或產業之教材 

善本古籍影像圖檔授權南一書局使用

於中小學教科書。 

拓片分項與多媒體中心合作，完成數位

學習的拓片拼圖遊戲。 

 

經濟 L促成廠商或產 至少 2 家廠商。 1.教材、教具之編纂製作 1.出版珍藏之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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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初級產出    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實際效益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效益 業團體投資 產值預估為 100萬元。

(本計畫與廠商相對投

資比例為 1:1) 

 

2.加值產品之設計開發 民族照片影像圖冊，原訂分上、下兩

冊，定價約 100元人民幣，共出版 5000

冊。契約乙份。該圖冊將進入實際出版

時程。 

2.出版湘苗文書一冊。契約乙份，出版

品已進入排版階段。出版之後對於本所

典藏有宣傳推廣之效 

3.主題特展「穿越歷史長河」之舉辦，

促進展場設計規畫廠商投入、並開發

「魔幻水晶球」等機台。 

4.加值產品製作，小玉魚皮雕吊飾共

3000個。 

5.加值產品製作，六款磁鐵共 12,000

個。 

Q資訊服務 

增加訪客人數、人次 持續經營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

畫網站 

在 google 網頁重要性評估獲得 5 分，

網站參觀人次累積 96年前六個月約為

9 萬 4千人次。 

在 google 網頁重要性評

估獲得 5 分，網站參觀人

次累積 96年前六個月約

為 9 萬 4千人次。 

社會

影響 

R增加就業 

多語人才 

產業人才 

學者專家 

數位技術專家 

本計畫年度為 30 個專

任職額；11個兼任主管

職額；20-30 個工讀獎

勵職額 

增聘數位學習規劃人才乙位。 多元主題典藏數位化流程需要投入大

量各領域的人力，如：內容學者、系統

管理、資訊維護、檔案建置、影像處理、

攝影師……等，而對於台灣土地的了解

與認同是時勢所趨的風潮，因此可提供

不少就業機會，促使經濟活絡，就產學

界的就業機會。 

多語人才 

產業人才 

學者專家 

數位技術專家 

本計畫年度為 30 個專任

職額；11 個兼任主管職

額；20-30個工讀獎勵職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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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一、 總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技術面學術技術面學術技術面學術技術面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為協調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外部資源，目的在於建立計畫外部

資源的分享交流機制。除了本國家型科技計畫所從事的數位典藏工作外，目前國內民間尚有

許多企業、組織與單位投入數位典藏、數位內容等文化創意相關產業之工作（例如：曾經申

請過數位典典藏公開徵選計畫之企業、數位內容計畫相關業者、或目前與數位典藏進行內容

搜尋之業者等），並致力於加值應用之成效，值得本分項計畫進一步接觸和合作。此外，在政

府部會當中，也有許多和數位典藏有關的網路資源，以及開始強調後續的應用和加值面向的

計畫（例如：國科會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推動計畫、教育部教學資

源網計畫、文建會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等）。上述不同計畫和不同組織在數位化工作

上，各有強調與著重之處，也有有彼此互補與協助的空間。本計畫在96年積極扮演本分項下

的子計畫與這些計畫和組織互動的橋樑，不定期舉辦計畫外部交流工作坊或會議，並協同各

子計畫人員參與洽談可能的合作管道。此外，本分項計畫偕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總計

畫辦公室，出席相關重要會議，如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等、資策會相關會

議等，加強溝通與對外展現成果，本年度參與數十場學術研討會議，在學術面上對數位典藏

的推廣有不錯的成果。 

 另外，本分項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各種可以進一步加值應用的數位典藏內容，給不

同領域的使用者（例如：教育、學術、產業與社會各界）參考和運用，而各子計畫也將針對

各自關注面向規劃工作項目，並依據需求建置各自的網站或成果呈現方式。為了讓各界得以

順利取得本分項計畫的研究與推展成果，本計畫將協調匯集各子計畫之成果，針對不同使用

者需求建置計畫網站，並發展網頁技術，便利資料檢索，並強化介面之友善性，以及與本分

項計畫執行團隊之互動性。換言之，協調、彙整、管理各子計畫之成果，以統整方式呈現於

計畫對外網頁，並與各子計畫共同規劃數位典藏成果永續經營機制，是本分項計畫的重要工

作之一。 

（（（（二二二二））））經濟面效益經濟面效益經濟面效益經濟面效益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數位典藏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2007200720072007 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分項辦公室邀集業界廠商、官方與民

間典藏單位，結合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一同前往紐約參加全球最大規模的紐約國際授權展。

傳承過去兩年舉辦的授權展，分項辦公室將學術與商業結合，創造比以往更大規模的商業產

值，不僅提升學術資料在使用上的的靈活度，也不斷延伸台灣蒐藏的珍貴資料的發展可能，

透過商業化、商品化的包裝，讓這些資料擁有新生命，同時提供業界另一種產品研發的思考

管道。以 2007 年 6月[Creative Taiwan]台灣館參加紐約授權展三天為例，總結本屆參加紐

約授權展的成果共締造了五億五仟萬新台幣預估產值的佳績，一舉打破三億九仟萬的預估產

值，再一次讓台灣創意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本次參展除了吸引來自美國、英國、西班牙、

以色列、韓國等各地買家的注目外，多樣化的產品跨足到家具、服飾、文具、月曆、時鐘、

海報等，獲得國際大型設計公司、歐美知名代理商及北美著名高檔百貨公司的青睞，因此參

與紐約授權展可說積極促成了國內外媒體及買家對於台灣數位典藏創意產業衍生商機的進一

步瞭解，在實質獲益與國際能見度方面均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本授權展所產生之延伸收益

與衍生產值在於活絡台灣之創意產業發展，使台灣授權單位及授權廠商，除能將典藏成果或

商業觸角延伸至國外，也能推廣台灣文化，與世界接軌。本分項過去三年的舉辦紐約授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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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可以從以下兩個表格中所顯示的內容得知： 

 

表 40：台灣館 2005年、2006 年和 2007年規模比較表， 

台灣館參展比較表台灣館參展比較表台灣館參展比較表台灣館參展比較表    

 2005 2005 2005 2005 年年年年    2006 2006 2006 2006 年年年年    2007 2007 2007 2007 年年年年    

展館名稱展館名稱展館名稱展館名稱    Art in Taiwan Creative Taiwan Creative Taiwan 

展場規模展場規模展場規模展場規模    9  Booths 15  Booths 20  Booths 

參展品參展品參展品參展品牌牌牌牌    10 個 12 個典藏單位、8 個企業品牌  5 個授權品牌、5 個創新品

牌 

參展組織參展組織參展組織參展組織    3 個 9 個 10 個 

展場定位展場定位展場定位展場定位    全場唯一東方藝術

授權國家形象館 

全場唯一東方藝術授權國家商展

館 

全場唯一東方藝術授權國

家商展館 

策展方向策展方向策展方向策展方向    1. 形象為主 

2. 具純粹展示的

台灣形象為主 

1. 商務為主 

2. 具商談機能的廠商需求為主 

3. 展場設計充滿東方神秘風 

1. 展場設計以開放空間

為主，較能吸引人潮 

2. 展場設計明亮，以蝴蝶

蘭為意象，呈現東方典

雅風格 

參觀人次參觀人次參觀人次參觀人次     約 1200人次 約 1800人次 

資料來源：<2006 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參展報告(簡版)>、 <2007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參展報

告(簡版)>  
表 41：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 

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台灣館授權收益比較表        2005 2005 2005 2005 年年年年    2006 2006 2006 2006 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    

展場規模展場規模展場規模展場規模    9  Booths 15  Booths 20  Booths 

預估產值預估產值預估產值預估產值    新台幣約2 億2 千萬元 新台幣約3 億9 千萬元 新台幣約5億5千萬元 

預估權利金預估權利金預估權利金預估權利金     3500萬 4400萬 

攤位效益攤位效益攤位效益攤位效益    每攤位約新台幣2 千5 

百萬元 

每攤位約新台幣2 千6 

百萬元 

每攤位約新台幣2 千8 

百萬元 

資料來源：<2005紐約授權展授權收益調查說明文件>、<2006 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參展報告

(簡版)>、<2007年紐約授權展台灣館成果報告（簡版）> 
    

（（（（三三三三））））社會面效益社會面效益社會面效益社會面效益    

本分項計畫另並舉辦「商業應用競賽」，吸引許多業界與學界人士參與，其中不乏台藝大、

國北教大等大專院校在學學生組隊參加比賽，競賽成果豐碩，且學生得獎比率頗高，意旨在

於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將數位典藏計畫的後設資料庫與實際生活連結，創造出各式各樣新穎

有趣的藝術品，以及生活用品，甚至是時下流行的公仔等玩具、多媒體動畫等；另並同時舉

辦高中以下教案競賽，希望中小學教師可以以創新的方式，介紹台灣的文化與數位典藏國家

行科技計畫，該兩項競賽不僅使得獎新秀們受到媒體和消費者的注意（如中天新聞即專訪公

仔組第一名得主，亦有人致電辦公室詢問得獎作品是否有出售），有進一步發展成為暢銷商

品、大量生產的可能，最重要的是透過此次活動，能夠更加推廣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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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社會大眾對本計畫有更多的瞭解，提供更多的支持鼓勵，同時也達成本分項的推廣功能。 

 

二、 數位學習與人才培育子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    

項目 說明 附件 

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 本計畫協助一期訓練推廣分項計

畫於1/30至2/4假台北世貿一館

參與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依

據闖關遊戲估計，參與人數約為

3 千多人。 

 

 

 

 

 

 

 圖.民眾線上闖關情形－電腦體驗區            
 

 

 圖.民眾參觀情形 

96 年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

學研討會 

「96 年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

研討會」， 96 年 3 月 24日(六)

假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學

研究中心一樓會場圓滿落幕，共

計 246 人與會。本次研討會發表

論文共達 30篇，並同時舉辦 94

年度第二期及 95年度數位典藏

創意學習計畫成果展，共 23 個計

畫成果展示。 

 

 

 

 

 

  圖 1：開幕典禮於會場一舉行。           圖：場外為創意學習計畫團隊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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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

偏遠地區教師研習班 

此研習活動由總計畫人員與本子

計畫講師共同授課，課程包括；

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以及數位典

藏網路資源於中小學各領域上的

教學運用，參與人數約 50 名。 

 

 

 

 

 

 

 圖：數位典藏總計畫介紹---陳淑君經理上課情形。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一

&二） 

此系列課程主題為「數位典藏綜

論Ⅰ&Ⅱ」，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圖書資訊所陳昭珍教授兼所長

擔任主講人，參與人數計 70 名。 

 

 

 

 

 

 

   圖：學員聽講情形。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

習講座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台中場次與靜宜大學臺灣文學

系共同舉辦。 

    圖：講座進行情形。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

研習班 

本計畫於 96 年 9月至 10 月與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

總計畫」合辦「96 年數位典藏高

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 

    圖：館員解說情形。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

活動 

本計畫於 96 年與全台部分縣市

合辦「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

活動」。 

    圖：學員與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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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資訊月 本計畫於 96 年 12 月日至 9日參

展 96 年度資訊月行銷大展，此展

於台北世貿中心一館展出。 

    圖：展覽實況。 
主要成就主要成就主要成就主要成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成就說明成就說明成就說明成就說明    

舉辦課程舉辦課程舉辦課程舉辦課程、、、、研習班和講座研習班和講座研習班和講座研習班和講座    
藉由舉辦專業培訓課程，可以提升機構與分項人員

對於專業能力之培養、觀念之建立與推廣以及典藏數位

化過程中相關技術之研究與運用。 

至偏遠地區舉辦種子師資研習可減少城鄉差距，藉

由推廣研習便利各級教師擷取資源進而應用於教學活

動上。 

各級學校機關至民眾講座系列皆獲得熱烈迴響與

反應。包括高中職、大專院校或社區大學等，藉由推廣

宣傳期各級教師或大眾能擷取資源進而應用。    

96

年

度 

課程規劃以實務應用為主，理

論為輔。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相輔

相成，除課堂專題講授之外，亦配

合技術需要實機展示或讓學員實

機操作，透過課程講師簡介數位典

藏亦分享豐富的實務經驗、國外參

訪心得等，使學員獲益良多。 

藉由至各地推廣，與大眾作第

一線的接觸，可直接經由面談或反

應瞭解相關層級所需為何。    
參展大型展覽參展大型展覽參展大型展覽參展大型展覽    
藉由參加資訊月和台北國際書展，可提升本計畫曝

光率；機構、計畫團隊與分項人員輪流協助參展。與大

眾作第一線的接觸與宣導，導引其運用國家所建置資

源。 

96

年

度 

參加大展不僅在平面電子等

媒介獲得報導宣傳的契機，更可充

分掌握最新趨勢與相關單位作一

媒合或交流。現場指引民眾直接操

作進行線上瀏覽。 

編印數位典藏課程教材編印數位典藏課程教材編印數位典藏課程教材編印數位典藏課程教材    
本分項計畫為積極推廣數位典藏專業知識與技術，除辦

理系列專業培訓課程之外，亦有系統地將部分課程之教

材內容重新編撰，印製成冊成為數位典藏叢書，以廣為

推廣、提供利用。 

96

年

度 

    

本年度共製作＜數位典藏相關講

義＞等共計 35冊，以期更多民眾

加以利用。 

（（（（二二二二））））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    

� 提高出版品曝光率提高出版品曝光率提高出版品曝光率提高出版品曝光率    

本計畫參與台北國際書展，目的為推廣本國家型計畫，因而規劃其中兩區為計畫講演；

分別為教育學習與應用加值，由各機構計畫和公開徵選計畫分批協助參展，進而推廣其出版

品。藉由闖關活動的帶領，增加民眾對本計畫的了解及興趣；問卷分析顯示，民眾詢問各機

構或計畫團隊產出品比例甚高，因此透過大型展覽增加各單位出版品的曝光度，有助於提升

相關團隊的經濟效益。 

� 提昇商業加值合作契機提昇商業加值合作契機提昇商業加值合作契機提昇商業加值合作契機    

本計畫承接數典第一期訓練推廣計畫舉辦之公開徵選「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成果展，

該計畫是為鼓勵學術界、典藏機構及其他研發機構，以數位典藏網站內容為素材，結合中小

學教師，協力發揮各種創意，開發出具有應用性、實用性及創意性的數位學習產品。這些創

意產品對中小學老師而言，可作為教學資料庫，達到個人進修、知識增長功能；對中小學學

生而言，也可作為課後探索與進階學習之指引。由於數位學習網站乃結合具備數位典藏經驗

且熟悉中小學教學之專家學者以及中小學教師，運用其專業將數位典藏資源加值轉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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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能切合領域教學及學生程度的需要。上述計畫藉由邀請業界人士參與，預期未來可能

發展相關教材產品，並藉而推動數位學習產業。 

（（（（三三三三））））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    

1. 藉由舉辦專業培訓課程，推廣建置數位典藏所需的經驗及技術，並培養數位典藏領域之人

才。 

2. 加強典藏單位對建置數位典藏的概念與能力，促進相關單位的經驗交流。 

3. 藉由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研習班之舉行，培養中小學教師將數位典藏資源融

入教 

學之技能。 

4. 規劃高中職教師數位典藏教學資源推廣課程，擬藉辦理研習班，向高中職老師介紹數位典

藏資源，分享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作法與經驗。增進高中職老師對數位典藏資源之瞭解，

拓展數位典藏資源於高中職教學之應用，以期更多教師可運用數位典藏網站內容融入高中

職教學。並藉由老師的運用與推介，引導學生認識數位典藏資源，使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的成果能廣為高中職師生瞭解與應用，同時瞭解高中職老師對數位典藏資源的需求情

形。 

5. 規劃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活動，以北中南三大區塊擇一大專院校為先導，針對師生

舉辦研習課程，介紹本國家型計畫豐碩的資源外，更提供相關網站作為參考來源及素材。

由於本計畫產出之網站部分為大專院校程度所需，可引導其運用數位典藏網站的資源融入

報告撰寫或授課中，進而達宣傳與推廣應用之效。 

6. 規劃培育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以縮短數位落差；針對偏遠地區的各級學校機關舉辦研

習，透過與在地息息相關的數位典藏素材切入，以期激發學習動機進而了解本計畫，並有

效運用現有的器材展現相同的學習機會效果，以減緩數位落差之影響。 

7. 探討國內外數位典藏出版現況和機制，收集資料並比較其相異點及優勢，分析整體概況和

出版授權模式。 

8. 藉由大型行銷展覽之推廣可第一手掌握大眾的迴響與建議，面對大眾直接的反應與衝擊

下，鄉對於規劃方向的改進與整合應更具影響力。收集大眾的迴響並分析其需求所致，能

貼近民眾對於本計畫供應面實際比照，並能提供目前現況及未來趨勢的企劃方向，達實質

應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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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大型展覽媒合組織架構圖 

� 資訊月及台北國際書展近三年參觀人次長條圖（單位：萬） 

 

 

 

 

 

 

 

 

 

 

 

 

 

圖 83：兩大展覽三年來(94-96)每場總瀏覽人次 

    

大型展覽 （資訊月、台北國際書展） 

媒合影響分析圖 

教育應用 （相關領域教師對於本計畫所提供之紙本素材或網路光碟等資源庫需求甚高） 

商業加值 （現場參展單位、公司行號相互交流並尋求合作契機） 

 

文化創意 （本計畫藝術人文資源豐富，相關設計與製作深獲專業人士注目，於政府單位中別樹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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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技術面學術技術面學術技術面學術技術面    

完成訪談問卷設計及典藏單位的訪談作業完成訪談問卷設計及典藏單位的訪談作業完成訪談問卷設計及典藏單位的訪談作業完成訪談問卷設計及典藏單位的訪談作業：進行數位典藏授權相關資料的收集，彙

整資訊後設計問卷，問卷以調查目前數位典藏在授權相關的法律規範、授權實務、

授權機制三方面為主，已完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國立科學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

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史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

館等八家典藏單位授權實務訪談作業，已整理與分析資料來撰寫報告。 

（（（（二二二二））））經濟面效益經濟面效益經濟面效益經濟面效益    

1. 協辦協辦協辦協辦「「「「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 2007200720072007 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年參與紐約授權展計畫」：」：」：」：全球最大的紐約國際授權

展（Licensing International Show）於6月19~21日展開，以[Creative Taiwan]

台灣館精緻典雅的風格呈現台灣數位典藏精緻的授權作品及優質的衍生產品。

本次台灣館的展場規模共有 20 個展位，10 家參展廠商（展覽型態分為創新品

牌及授權品牌兩大類），現場有超過千位參觀買家對台灣的創意內容表示高度興

趣，以及近 200位國際買家當場實際進行授權洽談，產值達 5.5 億台幣，授權

金額亦達 4 千 4 百萬台幣，此次展覽並獲得世界日報、明報及星島日報及大紀

元日報等各大華文媒體報導。 

2. 協辦數位典藏應用競賽頒獎典禮暨數位典藏應用授權媒合展：擬於 12 月底舉辦

數位典藏應用授權媒合展，以期建立本國家型計畫參加紐約授權展之展前國內

典藏單位與加值應用廠商的授權媒合交流平台。 

（（（（三三三三））））社會面效益社會面效益社會面效益社會面效益    

1. 協助執行透盤點計畫工作的推展，將釐清且掌握數位典藏成果的權利義務狀

態，藉以將數位典藏素材推展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文化等不同的應用領

域，將有助於擘劃數位典藏永續經營的模式。 

2. 執行「CC輔導團隊計畫」，以四個先導機構（如教育部、文建會的國美館、研

考會的 OPEN 網站及智慧財產局）為示範案例，協助導入創用先進行試作 CC 之

公眾授權機制，產生擴散至其他政府組織或非政府創作人樂於在適當情況下，

使用創用 CC 授權之效應。 

3. 探討國內外數位典藏出版現況和機制，收集資料並比較其相異點及優勢，分析

整體概況和出版授權模式。 

4. 透過進行數位典藏授權相關資料的收集，彙整資訊後設計問卷，調查目前數位

典藏在授權相關的法律規範、授權實務、授權機制三方面可能遭遇的狀況，並

針對 8家典藏單位進行授權實務訪談作業，以期在務實的基礎上，能達成建立

一套完善合理之數位典藏授權機制的目標，使數位典藏成果能更有效地供產業

界、學界等單位使用和加值，發揮其更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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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    

１１１１、、、、理論探究面向理論探究面向理論探究面向理論探究面向：：：：    

96 年度「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最主要之工作目標之一，即進行與數位典

藏傳佈、近用相關之理論深入發展，以其達成數位典藏成果之「公共資產近用」(Commons 

Access)與「公共資產傳播」(Commons Distribution)兩項任務。本計畫共發展了「數

位典藏使用者研究」、「網路使用者資訊取用行為分析」、以及「本地 CC 傳佈歷程分析」

等三大研究領域。其理論論述觀點與分析對象，皆為數位典藏領域中創新性觀點，值

得持續深入發展。且各理論領域皆發展出研究論文，已公開發表於國內研討會中： 

甲、 「數位典藏使用者研究」： 

從科技與人之「共構」（co-constructed）觀點出發，透過以「使用者中心」

眼光的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理論，強調「互動」與

「活生生的經驗」（felt experience)之重要性。本理論發展重點為從

knowing、feeling、doing等三個面向，來思考數位典藏成果之介面設計與

使用者行為。 

乙、 「網路使用者資訊取用行為分析」 

有鑑於目前數位典藏成果主要皆以網站方式呈現，故網際網路以成為數位典

藏傳佈之最主要管道。惟因網站本身非使用者主要資訊蒐集對象、內容過於

學術性、功能介面設計等問題，數位典藏尚難以成為使用者最主要的資訊蒐

集管道。本研究由頻道目組（Channel Repertoire）、網站目組（Web 

Repertoire）、搜尋引擎組目（Search Engine Repertoire)、以及來源可信

度影響性等面向，來針對數位典藏網路呈現方式提出相關看法與建議。 

丙、 「本地 CC 傳佈歷程分析」 

本研究採行動者網絡(ANT：actor-network theory/approach)方法，針對創

用 CC（Creative Commons）的技術、觀念進入台灣的歷程、關鍵、轉捩與

發展進行分析。本文欲研究影響文化發展至鉅的 CC進入台灣之後落地生根

的過程，期以分析科技與社會遇合、縫合的過程中的網絡發展，以進一步掌

握、確認歷程中的重要角色。並研究分析如何造就網絡？形成什麼樣的網

絡？行動者遇合的機緣又為何？此研究成果，對於日後本地學術領域引入

Open Science概念也將有提示作用。 

丁、  「從 Web 2.0觀點解析創意公用授權條款」 

本研究從目前數個以 Web2.0蓋建架構之網站，入手分析其所採用之相關 CC

授權使用規範，並從而分析研究未來 CC 授權概念所可能衍生之可行商業模

式。 

 

２２２２、、、、學術資源公眾近用學術資源公眾近用學術資源公眾近用學術資源公眾近用：：：：    

有鑑於大部分數位典藏成果與資訊，目前實供學術研究使用較多，因此本計畫欲探

究這些數位典藏資訊授權狀況如何？而實際使用上的方便性又如何？經實際調查後發

現，數位典藏成果目前的使用困難，除來自於介面設計問題、網站永續維護問題之外，

更值得探討的現象是目前國內針對學術資源數位化進程與方式問題，以及各式學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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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公眾近用授權機制建立。例如國外已經有類日 Science Commons組織以專案方式推

動美國國內學術資源開放，那麼國內確實也需開始正視學術資源逐漸封閉與商業化之

事實。 

 

有鑑於建立本地學術公有地概念與未來數位典藏成果推展與應用將息息相關，故本

計畫於 96 年度即針對國內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議題與理論基礎進行深入研究。實際成

果為論文「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未來：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例」產出

一篇，並公開發表外，亦已改寫為「知識商品化浪潮下學術知識公共化的省思：以科

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出版為例」，投稿 TSSCI期刊，審核過程中。。並且於「數位近用，

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中，籌備「數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

用論壇」，集官、學、研等各界人士與會座談，分別從下述觀點來切入討論： 

「知識商品化浪潮下學術知識公共化的省思」、「數位典藏資料使用經驗談」、「從三

種 Commons看數位資源的應用：Software, Licensing and Information」、「知識生產

模式、資源開放分享與規範變遷」、「臺大機構典藏發展與策略」 

 

論壇除邀請國科會廖處長與會座談，了解現今學術資源共享困境之外，並將當日討

論內容逐字紀錄並壓制成影音光碟片保存分享，供相關領域人士參考，成果可謂豐碩。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寄望透過這次機會，引發相關國內領域人士重視此議

題，並在未來持續關注改善學術資源數位化環境。 

 

３３３３、、、、使用者調查研究使用者調查研究使用者調查研究使用者調查研究：：：：    

除理論部份研究工作之外，「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針對下述面向實際進

行相關調查研究： 

(1) 「創用 CC本地傳佈脈絡」：執行深度訪談，其分析結果已呈現在專案論文產

出中。 

(2) 「數位典藏成果近用與國內學術期刊經營模式」：執行深度訪談，其分析結果

已呈現在專案論文產出中。 

(3) 「數位典藏主要入口網站基礎資料盤點與使用者行為要素盤點」：針對「數位

島嶼」、「數位典藏聯合目錄」、「數位 101」、「典藏、數位、台灣」等四個主要入口網

站，進行基礎資料盤點，以及使用者經驗盤點調查、與網路資訊取用行為調查。本

調查工作將於 97年度持續執行。 

 

４４４４、、、、舉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    

96 年度「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籌備舉辦了「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會中針對數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調查報告、

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數位典藏使用者行為研究、網路資訊取用行為分析、數位典藏

成果近用與數位落差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以及數位化學術

資源公共近用議題等，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無論是數位典藏產業面、授權法規面、

使用者面、文化議題面等，研究論文共計發表 11篇以上，且皆屬數位典藏領域中的創

新性研究。 

 

另，子計畫將於 97年度 1 月份，參與籌備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 and 

Comm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ACIA)研討會，此研討會邀集國內外與公眾授權議

題相關之產業團隊、專案執行團隊、學術領導人等，共商公眾授權文化的亞洲價值觀

與法律觀。參與之國內外人士預計將超過一百人以上。本子計畫並負責規劃執行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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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spects of commons」論壇；並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中心合辦一場學

術演講，邀請 Rebecca MacKinnon就 Journalism 2.0: The future of news議題發表

演講，與國內傳播學界教師與研究生就 web2.0概念對新聞的衝擊進行互動與討論。 

 

５５５５、、、、DiGRADiGRADiGRADiGRA 會議參與報告會議參與報告會議參與報告會議參與報告：：：：    

96 年度子計畫參與了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ituated Play會議簡稱為 DiGRA2007(大會官方網站：

http://www.digra2007.jp/)。DiGRA Conference由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籌備，自 2003年開始，每兩年舉行一次。 

 

今年會議主辦單位為東京大學，並由東京大學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科系的 Akira Baba教授擔任大

會主席。今年度的 DiGRA2007同時受邀成為 Japan International Contents Festival

的子活動之一(CoFesta2007，官方網站：www.cofesta.jp)。CoFesta2007 共集結了十

八個與日本數位內容產業息息相關之展覽、研討會、獎項、影展等活動，串聯成為一

年一度日本最重要的數位內容文化季，並有超過一百個日本重要數位產業單位協力贊

助。 

 

本次 DiGRA2007研討會共舉行五日，有超過 44場以上的 session，現場發表論文

超過百篇以上。本次大會探討主題涵蓋：遊戲中的性別扮演、遊戲行為研究方法論、

玩家遊戲使用行為分析、遊戲設計的理論與實踐、遊戲中的學習行為、遊戲產業的政

經分析取徑、各式遊戲文化議題、遊戲中的女性角色分析、遊戲與資訊落差現象、亞

太地區現象分析、各式線上遊戲現象探討、跨學門研究方法探討、教育目的遊戲使用

行為分析、電玩遊戲的社會衝擊現象、遊戲使用者經驗分析方法，並設置各式產業展

示區、組織論壇等，整體來說可謂豐富、全面、且深入。 

 

而本次大會邀請之與會專家學者包含了 Edward Castronova (Indiana 

University)、Marc Prensky (教育目的遊戲倡導者)、Akira Baba (Tokyo 

University)、Tanya Krzywinska (President of DiGRA)、Jason Della Rocca 

(Executive Director of IGDA)、Tracy Fullerton (Interactive Media Division of 

the USC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Suzanne de Castell (Simon Fraser 

University)、Jennifer Jenson (York University)、Doris C. Rusch (MIT)等，皆

為數位遊戲研究領域、與使用者行為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成員。 

 

以本子計畫之最主要研究任務而言，即推動「數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

佈」，國外目前對於教育目的遊戲之設計概念、使用者社群組成成員分析、使用者行為

分析、甚至教育目的遊戲軟體目前無明顯經濟價值這些事實的發現，皆足具重要參考

價值。在數位典藏成果之學術應用層面，應該要思考如何透過嚴謹規劃與分析，來讓

數位典藏成果達成教育目的。在文化傳佈面向上，則應該要思考在過去的數位典藏成

果平台中，「使用者角色」與「使用者需求」觀點似乎是缺席未受到關注的。與 Serious 

Games的討論相同，如果嚴肅遊戲也是可以生動活撥好玩的，那麼數位典藏成果勢必

也需要透過更加全面的使用者調查與行為分析，來有效達成應用與推展之目的。 

 

尤其自九十七年度開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與「數位學習計畫」進行

整併，本子計畫以為，未來值得持續關注 Serious Games領域發展方向，以及各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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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遊戲使用者相關之互動行為、介面設計、使用需求研究等。這些發展中領域的研

究發現，將與未來蓬勃國內數位典藏成果使用效果息息相關。 

（（（（二二二二））））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創新面創新面創新面創新面    

１１１１. . . . 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    

96 年度「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共同參與了由實踐大學資管系李孟晃所

帶領的「數位典藏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徵案計畫。此徵案希望藉由整合傳統有線電

視、MOD、網路電視等傳播管道，並且取得數位典藏相關影音成果並與以加值，而產生

最大綜效。期能有效推廣數位典藏成果至更多族群，並成功實現「一次製作多次使用」

的平台播放技術，且未來更將進一步推展到行動電視區塊上。 

 

目前此專案已完成 PC及 TV的介面整合程式設計，以及完成 media server的測試。

並已洽談 10部影片於中華電信 MOD隨選頻道播出，並且將數位典藏相關成果影片予以

加值再製。此徵案之成果將在技術創新以及數位典藏影音成果商業模式上做出貢獻。 

 

2. 2. 2. 2. 公眾授權影音分享平台架設公眾授權影音分享平台架設公眾授權影音分享平台架設公眾授權影音分享平台架設：：：：    

目前網路影音平台分享發展火紅之際，卻少有人關心相關影音著作權問題。由輔仁

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張懿云教授以及 NII團隊帶領的「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念

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期望建置一個在 CC 授權機制之下，新的網路影音創作平台。

除了鼓勵國內創作人將部份作品公眾釋出分享之外，更鼓勵使用者使用這些素材來

remix重組。當然，所有的作品也皆為 CC 授權範圍之內。另一徵案計畫為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林信成老師所帶領的「台灣棒球文化資產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

廣與應用」徵案計畫，此計畫是以 wiki 共筆系統模式來蒐集台灣相關棒球史，鼓勵全

民參與，並且其網站內容皆 CC 授權。 

 

此二徵案計畫皆可被視為未來數位典藏之典藏技術發展實驗，除充分利用 web2.0

概念極大化使用族群、建立網站特殊性外，並且皆採用了 CC 授權標章來保護網站內

容，且鼓勵分享。這些維運模式值得數位典藏計畫未來參考借鏡。 

3. 3. 3. 3. 以數位典藏素材為本之數位藝術實驗展演以數位典藏素材為本之數位藝術實驗展演以數位典藏素材為本之數位藝術實驗展演以數位典藏素材為本之數位藝術實驗展演：：：：    

由台灣科技大學梁容輝老師以及微型樂園團隊「數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時間感＿生

命記憶之典藏」屬一性質特殊之徵案團隊。此徵案將辦理一「數位典藏藝術節」，以數

位藝術形式來彰顯數位典藏的意義，透過數位典藏，時間的意義開始凝結改變，人們

可以穿越古今，領略、欣賞、感受典藏的文物與生活方式。透過藝術節的規劃，巧妙

將數位典藏內容與藝術品結合，藉由互動性與知識性的完整呈現，促使民眾更進一步

認識數位典藏的真實與長遠意義。 

 

數位典藏藝術節將於 97年度 3 月份舉辦，展演內容包含：國內外數位藝術作品展、

數位典藏一期作品展示等。邀請對象含：台灣及國際藝術家，展演作品類項含：互動、

裝置、錄像藝術等。以藝術節形式來呈現數位典藏成果，無論在美學面、形式面、互

動面上，皆屬前所未有之嘗試，期激發民眾對於數位典藏運用之想像，展現數位典藏

不同風貌。 

（（（（三三三三））））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    

１１１１、、、、資訊素養提昇資訊素養提昇資訊素養提昇資訊素養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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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林菁老師所帶領的「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

究：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計畫，主要強調資訊素養的重要性，探究資訊素養在

高等教育中之現況，並且將數位典藏資訊搜尋融入大學課程當中，藉由 Big6 問題解

決模式來發現課堂內大學生之資訊學習使用習慣與行為。 

 

此徵案目前已發展系列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問題導向主題探究課程，以提升其資訊

素養，藉以探討在大學生問題導向主題探究中應用數位典藏資源的可能性和優缺點，

並探討在大學生問題導向主題探索中應用數位典藏資源可能遭遇的問題和應對的策

略。最後並希望培育大學生成為優質的數位內容設計人才，並檢討數位典藏成果呈現

方式對於大學生資訊搜尋而言之使用便利性。本徵案之執行成果，將對於數位典藏網

路呈現方式，以及未來提昇資訊素養研究面向，具實質意義與參考價值。 

 

五、 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    

1.完成四篇數位典藏、數位落差、公民行動之相關論文 

� 公民參公民參公民參公民參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實踐與反思實踐與反思實踐與反思實踐與反思  

介紹之公開徵選計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對此一由第三部門的公民（團體）所參與

的建構數位公共資產的實踐作為，進行初步理論化的工作，並且提出反思。「禮失求諸野，」

誠如今年獲得卓越新聞獎頒發社會公器獎、同時也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工作團隊之一

的苦勞網孫窮理在得獎感言中表示，「如果一個社運現場，媒體看到的，只是衝突，丟雞蛋、

過肩摔這些東西，而不是一件事情的背景、它的前因後果，那麼，我覺得，我們一點兒也不

『另類』，所謂的主流媒體才『另類」』。」  

 

� 在遊戲中縮小數位落差在遊戲中縮小數位落差在遊戲中縮小數位落差在遊戲中縮小數位落差────────線上遊戲與數位素養的提升線上遊戲與數位素養的提升線上遊戲與數位素養的提升線上遊戲與數位素養的提升    

從日常生活數位娛樂科技對於數位資本累積所具有的潛能與重要性來探討縮小數位落

差的途徑。以電腦與網路為中心的數位科技是繁瑣有多種軟硬體知識與技能之門檻的，但由

於遊戲沈浸中所呈現的高度自發動機，使得很多人注意到將這動機優勢引導向學習的可能

性。我們發現，數位遊戲的幾個學習特性使之在拉近數位落差上具有比較優勢。以線上遊戲

中發生的各種學習為例，指出雖然目前數位遊戲本身就是困難上手的，但其自發動機與社會

學習脈絡使之能夠在三個重要的學習面向上提升數位素養。 

� 網咖與數位落差網咖與數位落差網咖與數位落差網咖與數位落差────探討遊戲空間在數位素探討遊戲空間在數位素探討遊戲空間在數位素探討遊戲空間在數位素養教育中的角色養教育中的角色養教育中的角色養教育中的角色    

    本研究透過比較桃園縣復興鄉的中小學正式資訊教育，以及雜貨店兼網咖這種非正式的

資訊學習管道。發現在使用內容與動機上，網咖的「需求」驅動自我學習方式，以即使用者

所使用的互動性內容，都可以彌補學校正式資訊教育中的不足，拓展偏遠鄉鎮使用者的視野，

培養數位素養。而這種學習過程，是藉由網咖作為「第三地」特有的開放、鼓勵探索、以及

促進人際交流特性所造成的，這種非制式的學習方式，相較於學校裡按照課程標準進行的教

學方式，更能夠激發學習動機與效果。最後，則是偏遠學校與網咖在社區居民近用性上的比

較，由於經費來源和使用者的限制，許多偏遠學校裡的網路設備是沒有對社區居民開放的，

在家長們沒有機會接受正式資訊教育的情況下，容易造成家庭裡兩代之間對於數位資訊的認

知衝突。相較於學校的限制，偏鄉複和式網咖原先即是扮演社區資訊交流的角色，因此對社

區居民而言是屬於開放的空間，在我們的觀察當中雖然沒有發現網咖老闆試圖改變家長既有

觀念的現象，但是社區居民對與網咖老闆和網咖空間之間的信任關係，卻是有助於打破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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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差距的。 

� 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困境與機會困境與機會困境與機會困境與機會    

原住民既有的社會經濟弱勢地位，使其在資訊社會中難以如主流族群般容易近用科技資源，

其生存發展及文化保存上在在受到阻礙。如何使原住民不被排除於資訊社會，更能運用數位

資源發聲並維護其文化主權，將是國家政策在縮減數位落差時，不能或缺的面向。本文以屏

東縣兩個原住民部落為觀察對象，探討部落在建置數位機會中心過程中，如何著手數位典藏；

部落自主數位典藏，面臨哪些困境，又有哪些機會。基於上述觀察基礎，可供國家型數位典

藏計畫思考，如何以國家資源協助部落自主典藏，以落實原住民文化保存、彰顯原住民文化

自主權以及豐厚數位典藏內容與提升國家多元文化發展。 

（（（（二二二二））））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    

1.公眾近用的落實 

規劃建置「公民行動網入口網站以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其目的是以長期被忽視之

各類公民行動之文字論述及影音資料建立流通共享之數位平台為目標，落實公民團體平等

近用媒體與數位資源的傳播權。目前正進行對國外公民行動影音記錄典藏的相關文獻資料

的蒐集，尋求最便利公眾分享使用的平台建置、徵集紀錄和典藏等作業的可能模式。除此

之外，將與 NGO團體如苦勞網、 媒觀、紀錄片工會，在花蓮與鹿港合辦公民行動影音紀錄

工作坊，暫訂時間為第一場是 2/1~2/2、第二場時間尚未確定。 

2.檢視學習空間對於數位素養提升的影響 

過去有關提升學童數位素養的研究著重於探討學校正式教育裡面的學習，忽略學校以外的

社區和其他近用管道。我們希望透過對偏鄉網咖的觀察和訪談，探討學習空間對於數位素

養提升，尤其是促進學習動機上的影響。以期能提供未來數位教育投資上的一種可能性，

提升數位素養教育投資的效率。 

 

 

六、 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    

１１１１、、、、提供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數位學習平台::::    

(1) 由淡江資科系的教授們合作進行的「數位典藏 e-School 課程發展與經營策略研

究」整合型計畫，建制線上「e-school」網頁，提供從報名、註冊、到線上開課

之完整線上學校所需功能，提供有線上課程的教師一個良好的平台，並開設培訓

課程培養專業數位典藏工作人力，對於其他計畫的執行有很大幫助。 

(2)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徐漢昌教授，是藉由建置華語輔助學習網預計以三

年的時間研發中級華語數位教材，透過以藝術文化的學習路徑來強化互動式學習

活動，其中最大的特色在於與國際名校同步設置播客系統，讓使用者不限時間和

地點將華語數位學習內容下載於 i-Pod或相容影音數位平台中達成行動學習的效

果。 

２２２２、、、、滿足教師對教材的需求滿足教師對教材的需求滿足教師對教材的需求滿足教師對教材的需求:::: 以下計畫主持人皆因各級教師反映教材，甚至是製作教

材的能力不足而提出計畫，執行中也常與各級教師互動，製作教材以及培訓教師自行

製作教材,都能獲得踴躍的迴響。 

(1)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全中平教授，利用既有之數位典藏內容完成國小自然科學為

主題之教學內容，同時符合 SCORM之標準規範要求發展動態網頁多媒體教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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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平台的建制以外亦注重種子師資的培養，以利於數位學習之後續推廣工作。 

(2) 靜宜大學鄭青青教授，則是藉由數位典藏資源融入主題課程之資源匯整，推動

數位典藏融入幼稚園主題課程之風潮。 

(3) 花蓮教育大學的楊懿如教授，則是透過戶外體驗教學，發展有別於一般數位典

藏應用教育研究所作的「純認知」活動，而是強調實踐與行動力的數位典藏融合

教育。以發現後山—蛙蛙世界為核心主題，針對環境教育目標，轉化成「情意」、

「知識」、「保育行動」等三個主題概念，以學校、社區、花蓮縣三個單元橫向連

繫，同時就小學 1-2、3-4及 5-6 年段，設計情意漸減、知識行動遞增，符合環境

教育學習經驗之課程發展架構。 

４４４４、、、、擴大知識社群的規模擴大知識社群的規模擴大知識社群的規模擴大知識社群的規模    

本年度公開徵選計畫有幾案皆以固定的專業主題，持續進行該主題內容的擴充與連結，

擁有大量使用者的網頁，可以有效的吸引並留住使用者持續參與該知識社群、共享計畫執行

的成果。例如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的項潔教授，便是以已於「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一期已完成全部影像之數位化的「淡新檔案」，建構學習知識網，凝聚學術研究社群；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的林信成教授，則是以棒球文化為主題，建制一資產開放共享之平台。

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謝長富教授，則因台灣原生植物達四千多種，而因不同

的學術研究階段及各民族語言地域的差異，產生千千萬萬種植物種名、異名和俗名。 

本計畫參考歷史文獻將各種植物的學名、學名異名、各語言俗名等整理建檔形成數位內

容，讓此領域的學者能夠擁有一個知識平台幫助學術研究的普及與提升。執行單位：興國管

理學院文教事業學系楊飛教授、臺灣大學昆蟲學系石正人教授、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柯皓仁

的徵案，均分別針對台南文化古蹟、各式昆蟲、交大圖書館的藝文館藏，建立數位資料庫與

學習平台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的巫文隆研究員則預期完成的「貝文化的推廣－台灣貝

類電子圖典的建置與應用」系列成果，將成為未來貝類人文圖典，貝類電子百科中文版，以

及貝類電子百科國際版的先驅，並配合持續增修的台灣貝類資料庫網站，貝類人文資料庫網

站，貝類資源 e 地圖網站，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貝文化資訊商城入口網站，結合一前所未有

的貝類社群 (shell community)，此一複合式社群將可以同時提供休閒、知識、教育、商業

行為等功能。 

（（（（二二二二））））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    

 本年度的公開徵案，產學合作計畫之徵求，試圖結合學界、典藏機構和產業，藏

將典藏內容推廣到數位內容產業進行加值應用，並期望能建立示範性的加值應用模

式，衍生可觀的投資金額、開拓市場規模。提出數位典藏創意加值之產品開發，整合

創意、設計、生產，至行銷通路的垂直產業鍊，或是整合橫向之資源平台，將加值創

意、商業模式及授權行銷等理念，透過申請計畫落實於產品開發面，最終目的為將數

位典藏成果予以商品化。例如： 

 

1.1.1.1. 數位內容之應用加值數位內容之應用加值數位內容之應用加值數位內容之應用加值    

  此類計畫以既有的數位內容加以應用與改造，成為一有加值潛力的商品。例如輔

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蔡淑梨所領導的團隊，便是運用輔大織品系歷年來對於織品服飾

文化之專業素養及文物資產數位化的專業能力，深入探究台灣原住民織品服飾文物，

並建置一良好之產學合作商業模式開發平台，發揮其最大價值；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劉聰桂教授的團隊，便集合地質科學領域擁有豐富教學經驗與熱心參與科普教育的教

授學者，將大學與研究所之高教研究成果，藉由影音媒體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推廣給中

高學師生以及民眾。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賴淑玲教授，與視群傳播公司合作，

以動物為主題，製作出具生態攝影概念之有商業價值的影音商品；國史館張炎憲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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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則是將國史館中收藏與日本有關之歷史人物之史料加以修編，發展成具有教育

意義之影音商品，除了文化推廣之外亦有促進商業發展的雙重重要性。 

 

2.2.2.2. 數位內容產業之模式建構數位內容產業之模式建構數位內容產業之模式建構數位內容產業之模式建構    

  此類計畫以建構一套具有商業價值潛力的數位內容生產與銷售的模式為目標。例

如： 

(1)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徐典裕副研究員，則是透過與翰林出版社的合作以及科博館

本身的推廣管道，試圖轉化數位典藏資源，建立加值數位學習推廣服務、建置教育

加值傳播服務環境、發展教材分享機制、發展虛實整合推廣營運，建立產學合作推

廣模式，有效拓展推廣服務對象及範圍。如今試圖建置「九年一貫多媒體資源庫」、

與翰林出版社合作出版科普化主題式知識單元書籍、實行加值推廣服務（科普化專

刊）的方式，提出一套數位內容可行的產銷模式。 

(2)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詹榮桂研究員，則是透過他們在「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第一期所建立的「臺灣魚類資料庫 : 

http://fishdb.sinica.edu.tw/」的基礎，藉由「臺灣魚類．自然．人文．知識庫」

之加值與推廣，整合魚類產業資源，進一步製作數位學習教材，由學習面導入數位

學習主軸，推廣結合漁會、養殖漁業、水族業、漁港漁村等産業經濟與休閒娛樂活

動之産業加值。除了藉由生態保育觀念的推廣與落實，讓社會大衆分享其中的旨

趣、知識與人文內涵；進而激發在地情感，以達成環境與資源永續經營之成效。 

(3)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陳文華教授，則是藉由數位典藏網路園區的建置，透過

臺大的典藏素材/圖像媒合推廣並且串聯典藏單位與加值廠商進行媒合洽談，尋求

機會促進數位典藏資材創意加值與產業應用。 

(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張世宗教授，則是建立數位平台提供學術

研究與教育應用，在於針對高齡化社會市場之機會，藉由益智游藝古籍資料之數位

化典藏與平台的建置，便於進行創意前瞻設計商品開發並且利於未來此一新興市場

的開拓。 

(5)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蔡敦仁副教授則針對台灣特有之偶戲產業鏈進行進一步

整合與 e 化，例如建立台灣偶戲知識市集(Knowledge Mart)平台，以及整合台灣

偶戲產業之上中下游之完整供應鏈，並且提供 B2B、B2C、C2C 媒合平台，此外辦

理偶戲研習營進行推廣教育，對於偶戲創意商品設計開發授權，最後賦予傳統偶戲

創新的生命與市場的價值 

（（（（三三三三））））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    

１１１１、、、、保存重大歷史文化事件保存重大歷史文化事件保存重大歷史文化事件保存重大歷史文化事件：：：：例如世新大學管中祥助理教授所執行的公開徵案，即以建制

一數位影音資料庫，作為紀錄公民行動之用。以公民組織為紀錄與典藏行動主體，透過公

民團體的行動紀錄，建立一個由下而上，反映社會需求的影音資料典藏與傳佈中心。本計

畫於公民行動發生的第一時間至現場做影像紀錄，試圖典藏「進行中」的重大社會事件，

對於保存公民行動紀錄至關重要. 

 

２２２２、、、、數位典藏成果深入草根社區數位典藏成果深入草根社區數位典藏成果深入草根社區數位典藏成果深入草根社區    

(1) 本年度徵案共有兩件為社區大學主導的數位典藏推廣案件。社區大學一向是社區

教育、接觸真正地方社區網絡的第一線，也是推廣成人教育最重要的社會機構。本年

度計有新竹香山社區大學與宜蘭社區大學兩處加入公開徵案團隊，著重數典成果與社

區教育的結合。香山社區大學主要為開設推廣與應用課程，著重將數位典藏第一期成

果結合自然相關 科普課程應用，並組織學習社群持續對生態環境關注，與原本香山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 139 - 

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社區脈絡作結合。而宜蘭社區大學則是透過其長期在地方上耕耘的

社會脈絡、成人教育體系、社區大學關係密切的 NGO/NPO專業團體與社造團隊，讓社

區居民在已架構成型的學習平台上，透過課程的設計，搭配參訪活動，以認識及熟悉

數位典藏群的成果。 

(2). 本次徵案有兩個台大人類系的團隊，是以深入原住民文化與社區為目標的。台

灣大學人類學系胡家瑜以 1930年代台灣民族誌紀錄片中有關賽夏族與平埔族的影音

光碟製作為主，而王梅霞教授以推廣阿美族與卑南族社區與公共參與為主，皆為透過

數典素材之利用與公開放映、及以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第一期國家型數位典藏科技計畫

中，民族學藏品資料的成果為媒介，建立與原住民部落的交流與合作，透過社區互動

與公共參與，收集更深入的社會文化脈絡資料，並建立兼具整合性、系統性的多媒體

數位資料庫、將資料庫提供給社區文物館及社區文史工作推廣、也製作成鄉土教材以

達知識普及和公共參與之目的。 

 

３３３３、、、、數位典藏與資訊素養提升數位典藏與資訊素養提升數位典藏與資訊素養提升數位典藏與資訊素養提升 

  本次公開徵案中，有兩件徵案的目標在於強化數位典藏的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面向。

除了以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作為數位典藏的推廣與應用重點之外，亦檢視典藏資訊使用是

否符合資訊倫理與數位人權的要求。例如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林菁教授所執行之徵

案，以課程、編製教材或教學活動的方式，系統性推廣並介紹數位典藏內容，並且增進民

眾對典藏主題內容的認識，並協助民眾培養資訊倫理及數位人權概念，使數位典藏的應用

與推廣有利於人文與社會之健全發展。以及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張懿云教授主導，由 NII

執行之 Science Commons（SC）、Creative Commons（CC）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

計畫，便是推廣 Creative Commons採取 SOME RIGHT RESERVES的相對性概念，這對於數

位典藏的推廣與普及將造成關鍵性的影響，近年來我國政府更是積極地投入此觀念的推

廣，是故本計畫的成效在於 CC的知識普及化，進而使一般民眾能夠積極投入數位之創作

並且協助數位典藏之發展。 

    

七、 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 

（（（（一一一一））））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學術面    

1. 1. 1. 1.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透過原住民知識聚落之推廣，落實數位內容於原住民工作者，拓展原住民數位資料庫之

內容，以以利日後學術之研究。 

 

2. 2. 2. 2.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 GIS 系統之建立，可將史語所早期西南田野調查路線及族群之脈絡，十三行、

小屯、西北岡遺址發掘之發掘單位與遺跡提供更一目了然之時空資訊。 

(2) 拓片拼圖遊戲規劃，與多媒體中心合作製作，促進遊戲作為知識傳播及數位學

習的應用平台，使用者可以藉此更了解典藏品，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3) 遼金元無年月拓片考證完成，其中存有不少非屬三朝之碑拓，查考成果將納入

《目錄》中。 

(4) 2/9德國海德保大學雷德侯教授(Prof. Ledderose, L.)與其助理展示山東刻經

三年的田野與數位化資料庫，本計畫亦展示佛教數位典藏資料庫，並交流彼此數

位化經驗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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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20 與訪問學人京都大學維習安教授 (Prof. Wittern, Christian)進行拓片

資料庫管理和技術經驗交流。 

(6) 8 月份至大陸北京進行遼金元拓片之原碑存佚考察，確認碑刻實際位置與保存

狀況。 

(7) 2007/9/17史語所胡其瑞申請：龍巴魯沙（麗江）圖片 NX0181CS006000；

NX0181CS007000；NX0181CS003000；NX0181CS008000申請授權 4頁。用途：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電子報第六卷第九期、第六卷第十期。 

(8) 2007/10/11史語所王汎森所長申請：《黃陶菴先生全集》《京報》《宋江嗣宗宿

涵暉谷書院詩》《史語所檔案》《傅斯年檔案》《丁文江檔案》共 31頁，用途：院

區開放日科普演講，題目：你所不知道的中研院─從珍藏文物說起。 

(9) 以本所現有少數民族文書文物照片等典藏量為基礎，透過合作、徵集與交換等

方式，擴大典藏數量，對於本所在此一領域的學術地位，有提升之效益。 

(10) 「早期田野調查路線重建計畫」對於早期民族學調查、中國民族學史研究，

提供相當重要的資料，有助於提升此議題的相關研究。 

(11) 透過實地走訪早期西南田野調查路線所蒐集之新一批照片與影音資料，可促

進對於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與環境變遷之瞭解。 

(12) 芮逸夫先生田野日記之數位化與文字稿之完成，可提供國內外學者一份研究

近代中國西南民族文化樣貌之珍貴資料。 

(13) GIS 系統之建立，可將史語所早期西南田野調查路線及族群之脈絡，提供更一

目了然之時空資訊。 

(14) 民族文書資料庫的建置，是學界內首次的嘗試。由於民族文書使用的文字、

音標皆非一般漢字系統所能涵蓋，因此，相較於國內外相關民族學類資料庫的建

置，本資料庫必須具備更多的功能，故在建置技術上，是一項新的創舉，也可作

為爾後相關資料庫建置的參考規範。 

(15) 「影像文化、表徵分析與歷史人類學」讀書會之舉辦，透過邀請國內外知名

學者之參與討論，可促進國內新一代年輕學者對此主題之掌握。 

(16) 「互動式平台」與「魔幻水晶球」的設計，將典藏品與數位科技結合，促進

技術的開發與數位藏品的活潑多元呈現。 

(17) 十月於第五屆兩岸三院信息技術與應用交流研討會中發表與數位典藏相關之

論文共七篇，已完成發表。 

 

（（（（二二二二））））技術創新面技術創新面技術創新面技術創新面    

1. 1. 1. 1. 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在技術支援工作上，除了原本依照典藏需求而發展出來的開發工具外，特別導入 Web2.0

技術的應用，以協助典藏單位規劃出 Web2.0的系統平台，以加強使用者社群的管理機制。 

 

2. 2. 2. 2.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在 Web2.0之概念與技術之基礎下，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套裝式部落格系統以及使用者導向

之 reader工具，增強主網站、部落格作者、瀏覽者 （reader）之間的互動與參與，以利

網站日後之永續經營。 
    

3. 3. 3. 3.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與台大多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合作的魔幻水晶球，運用光學投射技術，結合文物 3D 影

像，可達到翻轉把玩文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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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經濟效益面    

1. 1. 1. 1.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本計劃以建立在 web2.0之基礎，開發使用者導向之部落格工具，落實主網站與使用者

之間的互動。並希望透過知識聚落之推廣，凝聚原住民文化工作者之力量，俾使參與

原住民數位內容工作者有機會發展相關之生涯。 

    

2. 2. 2. 2.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史語所數位知識總史語所數位知識總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體經營計畫體經營計畫體經營計畫    

(1) 96年1-12月傅斯年圖書館提供海內外申請藏品複製共計217人次，藏品568種8,410

頁。 

(2) 推廣活動之相關規劃，如展示中心常設展、「魔幻水晶球」、「拓片實作遊戲」，皆促

與民間廠商的合作開發，加值品「小玉魚皮雕吊飾」為原住民廠商的投入，另加值產

品「六款磁鐵」的製作，皆促進產業的合作投資。 

(3) 落實執行數位典藏計畫，聘用博士生兼任助理一名，增加就業機會並培訓文史相關

人才；善本分支聘用專任助理二名，兼任助理一名，工讀生二名，提供就業與人才培

育機會。 

(4) 96 年 1-12 月考古分項提供海內外申請圖檔作為出版展覽說明、展覽手冊、台灣、

香港電視台電視節目製播、日本、瑞典教科書、及公司、研究單位等出版圖書共計 754

張。 

 

（（（（四四四四））））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社會衝擊面    

1. 1. 1. 1. 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配合史語所資料開放政策進行各資料庫開放授權功能開發與整合，未來一般社會大眾可

以線上申請任一資料庫的使用授權，並透過單一帳號存取各系統資源。 
    

2. 2. 2. 2.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台灣原住民數位知台灣原住民數位知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1) 期使拓展社會大眾參與數位內容產業之層面，並同時提升全民之資訊素養。 

(2) 提供有關原住民文化教材與鄉土教材之素材與知識內 

    

3. 3. 3. 3.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 為普羅大眾在使用本計畫資料庫時提供更方便快速的 Q＆A反應管道。 

(2) 96 年 1-12 月應用於教育文化推展： 

� 南一書局：申請授權「番社采風圖」、「臺灣番界圖」局部圖片各一張，應用於

國小社會五下第六冊教科書；申請授權「番社采風圖-遊車、捕鹿、迎婦」三張、

「台灣番界圖：中部地區，彰化台中大甲溪一帶」一張，應用於國中社會第一

冊教科書。 

� 帝門文教基金會：申請「周頌壺連蓋全形拓本」一張、「騎馬接祖經」封面一頁、

「藏譯大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頁、「西夏文古鈔卷子殘卷」一頁，用於台北

縣文化局委託辦理之教育性質展覽說明圖版及導覽手冊(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

免費展出)。 

� 台南縣新市鄉公所：申請「番社采風圖」局部圖片一張，作為本鄉新港社地方

文化館內固定展示區之展示圖片。 

� 2007/10/8文建會黃美娥申請：恆春縣志 共 18頁。用途：文建會委託清代台

灣方志版本研究與內容校勘；本書為文建會台灣史料集成清待台灣方志匯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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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 2007/10/30臺北縣泰山鄉文史協會林永河申請：番社采風圖：遊車、迎婦、捕

鹿、種芋共四頁用途：泰山地區文史出版品「泰山豐華-泰山地區土地公專輯」。 

� 2007/11/7香港電台電視部導演翁志羽申請：《宋江嗣宗宿涵暉谷書院詩》《史

語所檔案》《周易本義》共 14頁申請授權。用途：拍攝《傑出華人系列之余英

時》電視節目 

� 2007/11/15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蔡怡芳申請：番社采風圖：渡溪 共 1頁。

用途：長榮海事博物館展示船舶發展史之用。 

� 2007/11/22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總支援廖彩惠申請：《武開明祠畫像》《漢

武氏祠後石室畫像石》《漢武氏祠石室畫像題字》《周毛公□鼎全形拓本》《故宮

博物院器形拓本》《番社采風圖》《南疆繹史勘本》《文苑英華》《石鏡山房彙彩

筆情辭》《脈經》《寶章待訪錄》《二經同卷》共 19 頁。用途：本所公務用；中

天電視「生活百分百」節目拍攝介紹史語所數位典藏計畫。 

� 2007/11/19史語所蔡幸真申請：《番社采風圖：迎婦》《臺灣番界圖》《故宮博

物院器形拓本：散氏盤》《宋德興造像記》共 4頁。用途：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

畫網站與計畫摺頁。 

(3) 考古分項參加於故宮舉辦之主題特展「重返福爾摩沙」，展期自 2007年 3 月 10日起

至 4月 8日，參觀人數保守估計約 5,000人次，參展主題為科普網頁「考古大菩薩遊

台灣」，結合旅遊的方式將台灣數個重要的考古遺址，普及介紹給一般大眾，同時灌輸

民眾遺址保護的觀念。 

(4) 考古分項參加參加於世貿一館舉辦之主題特展「數位再現‧典藏風華：2007台北國

際書展」。展覽日期為 2007年 2 月 2日，已經圓滿結束，參觀人數保守估計約達 550

人次。參展主題為科普網頁「考古大菩薩遊台灣」，結合旅遊的方式將台灣數個重要的

考古遺址，普及介紹給一般大眾，同時灌輸民眾遺址保護的觀念。 

(5) 民族學 GIS 系統之建立，可促進國人對於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普及化與瞭解。 

(6) 透過本計畫人員之通俗演講與接受記者之採訪，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知識推廣給一

般社會大眾，也讓社會大眾瞭解學術研究工作之實質內容。 

(7) 舉辦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第二檔期特展「穿越歷史長流-文明科技四千

年」，9月 7日開幕當日，吸引聯合晚報、聯合報、中視、中央社等多家媒體採訪報導，

使數位典藏增加新聞能見度，並達到文化傳播之效果，鼓勵社會大眾參與文化活動，

達到社會教育之目的。至 12/14累計參觀人次為 2648。 

(8) 配合 10 月 20日中研院院區開放舉辦數位典藏資料庫展示、有獎徵答、漢簡書寫、

拓印 DIY、考古紙模型等活動，參觀民眾達 3000人次，有效推動數位典藏成果。 

(9) 11 月 15日秀朗國小參訪中研院，安排參觀文物館、數位典藏展示中心特展、胡適

公園，並設計漢簡書寫、拓印、紙模型互動遊戲，提供國小學生體驗歷史文物。 

(10) 中天電視生活百分百節目專訪史語所數位典藏知識總體經營計畫，拍攝文物館、數

位典藏展示中心、考古館、傅斯年圖書館、明清檔案工作室，並訪問多位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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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網站規劃設計網站規劃設計網站規劃設計網站規劃設計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一、 分項總計畫網站 

本分項自計畫開始便籌劃計畫專屬網站伺服器，提供分項總計畫、分項子計畫以及各分

項專案提供資訊的平台，彙整計畫成果，並提供社會大眾友善的介面，以方便其參考以及應

用。 

    本分項計畫網站使用開放原始碼的內容管理系統（CMS）作為網站基礎技術，降低網站維

護以及開發成本，並增加網站結構的彈性，使網站能在維持使用一致性的前提下，提供更多

元的內容以及技術。 

(一)網站內容架構： 

1. 分項總計畫 

(1) 最新消息 

(2) 分相計畫簡介─分項計畫目標、分項計畫策略、分項計畫內容、分項計畫成

員 

(3) 研究成果─專題文章、活動紀錄 

(4) 相關網站 

(5) 聯絡資訊 

2. 分項子計畫 

(1)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劃 

(2) 產業平台與與規範機制推動計畫─研討會、座談會 

(3)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計畫 

(4) 人文與社會發展計畫 

(5) 公開徵選計畫─管考、活動紀錄與剪影、97年度公開甄選計畫、相關檔案下

載 

3. 分項專案 

(1) 紐約授權展─2005展覽狀況、2006 展覽狀況、2007展覽狀況、2007 紐約授

權展照片、相關連結 

(2) 2007 商業應用競賽─比賽辦法、相關檔案下載、收件狀況統計 

(3) 2007教學活動設計競賽─比賽辦法、相關檔案下載 

(4) 盤點計畫─盤點計畫最新消息、盤點常見問答集、盤點相關文件、盤點作業

討論區 

(5) 地理資訊學術應用研討會─論文集與會議發表資料下載 

(6) 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4. 分項行事曆 

 

(二)網站更新、調整紀錄： 

月次 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1 月   

2 月 網站伺服器架設 挑選主機，並安裝 Linux作業系統以及網站伺服器相

關開放原始碼套件。 

3 月 架設網站內容管理系統

（CMS） 

挑選目前主流的開放原始碼內容管理系統；經考量

後，使用已提供穩定版本，並獲多項比賽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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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Joomla!作為計畫網站的內容管理系統。 

4 月 設計網站基本架構 設計網站內容樹狀圖，並規劃網功能。 

網站基本架構、內容建

置 

依據基本架構，完成內容編輯以及網站選單。 

網站樣板建置 以藍綠色調為主，設計第一版的網站樣板。 

5 月 

建立分項行事曆 在網站上建立行事曆功能，讓社會大眾能方便了解分

項活動之時間、地點。 

建立網站檔案資料庫 提供網站上管理檔案的分類機制，讓所有人能依照檔

案分類快速找到需要的資訊。此資料庫的建置可避免

檔案分散，並方便維護各活動、子計畫之檔案內容。 

6月 

開始提供網站共同編輯

服務 

建立網站編輯制度，分項以及各子計畫助理可透過網

站直接編輯其內容，包括網頁文字、新增行事曆項目

以及上傳檔案。此功能可讓網站更新更有效率，並且

讓所有助理都能夠檢查並調整網站內容，達到 web 

2.0 共同創作的精神。 

開始提供各子計畫、專

案轉址服務 

使用網路伺服器的功能，提供放在分項網站中各專

案、子計畫的縮短網址，以方便社會大眾使用。 

新增商業應用競賽、教

學活動設計競賽頁面 

新增商業應用競賽、教學活動設計競賽選單，並編輯

其內容。 

7 月 

建立網站報名系統資料

庫 

為配合商業應用競賽、教學活動設計競賽兩項競賽以

及日後各種研討會、競賽之需要，建置報名系統資料

庫。此系統提供方便的查詢介面，各負責助理可快速

查詢所需要的報名資料，減少行政成本。 

新增盤點計畫項目 新增盤點計畫選單，並開始規劃「常見問答集」、「討

論區」等項目。 

更新網站編輯器 更新網站編輯器，讓助理能更方便編輯網站內容。 

8 月 

網站架構更新 調整網站選單，將選單分為「分項計畫」、「子計畫」

以及「分相專案」三部份，方便社會大眾查詢。 

新增地理資訊研討會頁

面 

新增地理資訊研討會頁面，並協助建立報名系統。 9月 

建立網站討論區 建立網站討論區，分為助理以及一般大眾使用兩部

份。 

網站樣板更新 以原網站樣板為基礎，將版面調整得更有設計感。 10 月 

公開甄選報告上傳系統

建置 

開始建置公開甄選報告上傳系統，以有效管理各廠商

繳交的報告。收件助理不需要再自行維護所有廠商的

報告。 

11 月 新增盤點常見問答集 盤點計畫常見問答集機制設置完成，可由多位助理隨

時更新網站上的問答集，並設有「最新問答條目」、「熱

門問答條目」以及關鍵字搜尋，方便大眾查詢。 

架設共同編輯教學網站 使用 wiki技術，架設共同編輯教學網站，讓新進人

員能學會網站編輯技巧。 

12 月 

增加網站選單捷徑 在網站上方增加一排二級選單的捷徑，方便瀏覽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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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選而不需瀏覽整個網頁才看到所想要的內容。 

   

 

二、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網站 

(一)更改的項目 

1. 首頁及每頁更正現有的計畫名稱

 
2. 修改電子報上面的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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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的項目 

3. 把第一期與第二期的計畫簡介分開兩頁後用下拉式選單供選擇。

 
 

4. 在網頁的左邊目錄新增大專院校研習班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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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大專院校研習班內容頁面

 
 

6. 在後端系統也新增大專院校研習班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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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加 96 年資訊月廣告輪撥 

 

三、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網站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96 年度共參與以下網站建置工作，如下表所列。 

名稱 網址 備註 

二分項辦公室網

站 

http://case.ndap.org.tw/ 金年度已進行過

兩次改版 

數位近用，典藏

授權：數位典藏

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網站 

http://case.ndap.org.tw/conference07/main.html 研討會結束，但

網站將持續維

護。 

公開徵案：公眾

授權概念推廣與

平台建置計畫 

建置中，尚未上線 建置中，尚未上

線 

公開徵案：數位

典藏藝術節官方

網站 

建置中，尚未上線 建置中，尚未上

線 

公開徵案：跨媒 建置中，尚未上線 建置中，尚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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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備註 

體技術整合服務

平台 

線 

ACIA國際研討會

官方網站 

http://meeting.creativecommons.org.tw/ac:program 資訊陸續更新中 

 

四、 數位典藏推廣應用公開徵選子計畫網站 

  規劃徵案計畫管考報告上傳機制：規劃設計管考報告上傳機制，讓各公開徵選計畫能夠

以自己的帳號密碼登入，管理自己的管考報告檔案。本網站機制已正式上線。 

 

五、 中央研究院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計畫網站 

(一)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機構計畫入口網站要全面更新架構，主要內容如下： 

1. 網站名稱改為：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內容涵蓋數位典藏計畫及院內學審

項下「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計畫內容。 

2. 架構分成以下幾大項： 

（1） 展示中心特展資訊：目前展示中心展覽介紹，最新訊息。 

（2） 多媒體線上展覽：將已結束的主題特展製作成線上多媒體展示。 

（3） 數典總覽介紹： 

a.以所為單位，內含簡介文字，加上藏品特色介紹。 

b.以計畫為單位做介紹，內含簡介文字，加上藏品特色介紹。 

c.資料庫表單：以主題或其他大項分類將資料庫列表或是連結到各計畫資

料庫。 

（4） 執行成果(數位資源庫)：簡短說明及條列式各計畫內容。 

(二)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本計劃承襲自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第一期成果，規劃應用發展策略與開發相關

系統，以期能夠與一期計畫的典藏品與既有系統相互搭配，推廣原住民數位典藏成

果。其間除了新系統的委外開發之外，對於一期計畫的各項系統與資料庫功能，更

要持續進行改版與維護。本年度網站規劃設計改進情形分述如下： 

1. 英文網頁修正與上線 

本年度將英文網頁做了更多修改，新增文化地圖、交流平台兩項文案，並修

改典藏資料庫說明文案，以期能更完整介紹本計劃網站的相關功能給英語系

國家網路使用者。 

2. 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資料交流平台網頁改版 

本計畫於一期計畫第五年開發資料交流平台，並舉辦推廣研習營，讓原住民

文化工作者試用與意見回饋，經過一年意見蒐集與整理，檢討系統本身的着

錄機制、資料填寫流程等，確實不夠簡單親切（friendly）。於是展開改版

規劃，並在今年度修改 8 個資料庫的着錄介面，以期達到推廣階段，原住民

文化工作者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3. 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互動展示機制後台機制改版 

本年度互動式展覽館仍持續開發，後台新增跨資料庫展品選擇機制，並且將

展品選擇與展品說明加以整合，讓策展人能夠以關鍵字的檢索方法，在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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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各資料庫查詢出相關典藏品，並且在選擇典藏品之後，開放策展人能夠撰

寫額外的展示說明，寫入資料庫中，一方面豐富資料庫後設資料，一方面讓

典藏品能夠在不同的展覽中，有不同的展品說明，使典藏品因應不同的展覽，

而能夠符合各自相映的脈絡。 

4.4.4.4. 部落格系統的規劃與開發 

部落格機制是本計畫重要的網路互動機制，也是推動原住民數位知識在

web2.0 時代發展的重要關鍵。前三個月計畫已經提出相關系統的完整規劃

書、系統規格書、系統結構圖等。朝向以閱讀者為思考核心的機制發展，本

部落格將有別於坊間流行部落格機制。上半年經過多次溝通協調，以及加值

應用機制上的需求調整，完成平台規劃書第五版，介面規劃第一版的工作。8

月底部落格程式開發進入驗收階段，召開第一次系統展示報告會議，9月份將

就該會議提出多項客製化修改意見，做具體修正。並著手展開系統主機建置

工作。經過與技術支援單位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密切合作，於本年度 11 月

份建置委外開發廠商專用網路伺服器，並開始將部落格系統測試安裝於本計

畫項下伺服器空間，於 12 月展開實機測試，所有測試會員意見，將回饋給開

發廠商持續修改。    

(三)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 網站建置更新： 

(1) 總支援，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互動區版面更新、新增 Blog與討

論區連結，http://www.ihp.sinica.edu.tw/%7Edahcr/ 

(2) 分支一考古，更新計畫入口網頁文字內容 

(3) 分支三善本 

� 傅圖數典系統網站修訂

http://lib.ihp.sinica.edu.tw/c/rare/system/index.htm 

� 協助所方進行“本所圖象藏品暨數位資源線上申請系統”介面英文化

建置、中文版新增功能（建置中） 

(4) 分支四少數民族 

� 建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首頁，整合原本分散之「田野照片」、

「民族文書」、「民族文物」等三個資料庫為單一入口頁面。

http://ndweb.iss.sinica.edu.tw/race_public/index.htm 

� 民族文書資料庫頁面設計完成並上線。

http://ndweb.iss.sinica.edu.tw/race_public/System/frame_2.ht

m 

� 民族文物資料庫頁面設計完成並上線。

http://ndweb.iss.sinica.edu.tw/race_public/System/frame_3.ht

m 

� 後端管理系統首頁設計完成。 

� 分支四，民族文物管理系統設計完成並上線。

http://140.109.18.243/relic/System/Login_Form.jsp 

� 數位圖像線上申請頁面建置完成。 

� 村寨網意見與討論區更新。

http://www.ethno.url.tw/phpBB2/index.html 

2. 科普化： 

(1) 總支援 

� 科普版網站，規劃招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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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沒有零？歷史沒有零，科普版 Blog上線測試。

http://tw.myblog.yahoo.com/ihp-pro 

(2) 分支一考古，考古科普網頁—考古大菩薩遊台灣之腳本撰寫及網頁製作。 

(3) 分項二拓片，拓片典藏知識暨網絡應用，甲骨文拓片、青銅器拓片資料庫

精品介紹網頁建置中，預計年底或明年初完成。佛造拓片尋寶與遼金元藏品

精粹單元新增。 

http://rub.ihp.sinica.edu.tw/%7Ebuddhism/main01.htm 

http://rub.ihp.sinica.edu.tw/lcyrub/intro/intro-2.html 

(4) 分支四少數民族，科普網頁規劃。 

3. 多語化： 

(1) 總支援，多語版網站，規劃招標完成。 

(2) 總支援，The History is whispering歷史在低語，推動國際合作 Blog

上線。http://ihpdigiknowledge.spaces.live.com/ 

(3) 分支一考古，計畫科普網頁「考古百科—數位解古—商代車馬大觀」內容

翻譯完成。 

(4) 分支一考古，計畫科普網頁「考古百科—遊戲特區—阿文的冒險」內容翻

譯完成。 

(5) 分支一考古，計畫科普網頁「考古百科—遊戲特區—小蓉的挑戰書」內容

翻譯完成。 

(6) 分項二拓片，拓片典藏知識暨網絡應用：甲骨文拓片資料庫，「藏品精粹」、

「計畫緣起」與「使用說明」網頁英語版本已翻譯完畢，修改校對中，預計

年底或明年初上線。青銅器拓片資料庫、佛教石刻造像拓本資料庫、遼金元

拓片資料庫「網頁介紹」、「精品介紹」網頁英語版本翻譯中，預計年底或明

年初上線。 

(7) 分支三善本，協助所方進行「本所圖象藏品暨數位資源線上申請系統」介

面英文化建置（建置中） 

(8)(8)(8)(8) 分支四少數民族，村寨網英文版網頁規劃建置。    

4. 互動機制： 

(1) 總支援，多語版網站，規劃招標完成 

(2) 總支援，The History is whispering歷史在低語，建立 MSN互動機制，

hhhhttp://ihpdigiknowledge.spaces.live.com/ttp://ihpdigiknowledge.spaces.live.com/ttp://ihpdigiknowledge.spaces.live.com/ttp://ihpdigiknowledge.spaces.live.com/ 

(3)(3)(3)(3) 分支一考古，設置 MSN考古線上諮詢服務—「E海無涯有求必應－南無考

古大菩薩」及部落格。 

MSN考古線上諮詢服務專線：ihparcheodata.hotmail.com 

EEEE 海無涯有求必應海無涯有求必應海無涯有求必應海無涯有求必應－－－－南無考南無考南無考南無考古古古古大大大大菩薩菩薩菩薩菩薩部落部落部落部落格格格格

http://ihpahttp://ihpahttp://ihpahttp://ihparrrrcheodata.spaces.live.com/cheodata.spaces.live.com/cheodata.spaces.live.com/cheodata.spaces.live.com/    

(4)(4)(4)(4) 分支四少數民族，意見與討論區建置

http://www.ethno.url.tw/phpBB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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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與相關計畫之配合與相關計畫之配合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一、 本國家型計畫之合作 

1. 96 年 9月子計畫一、子計畫五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辦 96 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

學資源研習班－南區場次。 

2. 96年 9月子計畫一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96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

班－中區場次。 

3. 96 年 10 月子計畫一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計

畫」舉辦 96 年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北區場次。 

4. 96 年 12 月 1日、2日子計畫三、子計畫二、子計畫四等共同籌辦『「數位」近用，

「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 

5. 97年 1 月分項計畫辦公室、子計畫三、中研院「台灣創用 CC辦公室」，共同籌辦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 and Comm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ACIA)

研討會。主要聚焦討論國內外公眾授權推展概況、亞洲的公眾近用文化觀點、以

及數位典藏成果展示等。 

6. 子計畫三：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與子計畫五，以及「台灣棒球文化資產

開放共享平台之建置、推廣與應用」徵案計畫、「數位典藏融入大學生主題探究：

提升資訊素養之研究」徵案計畫、「數位典藏跨媒體技術整合服務」、「Creative 

Commons 公眾授權概念推廣與平台建置計畫」、以及「數位典藏藝術節透明的時間

感＿生命記憶之典藏」等徵案計畫，共同協同推動數位典藏成果應用與各式推廣

活動。 

7. 中研院： 

(1)(1)(1)(1)    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數位典藏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聚落開發合作計畫 

本計畫於本年度嘗試將系統開發以委外方式，讓委外廠商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程式

開發的規劃與執行。待系統開發完成，再由本計畫的技術支援單位，同屬本國家

型計畫的中央研究院技術整合與應用計畫協助，在安全性與連線效能的考量下，

在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設置委外廠商專屬伺服器，此伺服器的建立將不只服務

本計畫，而是方便未來各典藏計畫的委外製作，一方面都能享有專屬環境，一方

面不影響原有資料庫的資訊安全與效能。  

(2)(2)(2)(2)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 96 年 3 月假國科會舉辦數位典藏第一期成果展 

� 96 年 9月與中研院數位典藏機構計畫共同舉辦「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

四千年」成果特展。 

� 96 年 9月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舉辦穿越歷史長河－文

明科技四千年特展，與台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合作，開發魔幻

水晶球展出 3D文物。 

� 96 年 9月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舉辦穿越歷史長河－文

明科技四千年特展，與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 GIS小組合作，開發互動桌

拼圖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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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國家型計畫之合作（包含跨政府部會之合作） 

1. 95年子計畫一、子計畫五與教育部「數位典藏融入九年一貫教學數位學習網站計

畫」合作壓製 DVD成果光碟，並於 96 年研習推廣活動中發送全國中小學教師，以

期更多人運用。 
2. 96 年 10 月 3日與台中靜宜大學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台中

場次」。 

3. 96 年 10 月 12日 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澎湖場次」。 

4. 96 年 10 月 16日 與台南致遠管理學院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台南場次」。  

5. 96 年 10 月 24日與高雄市文藻外語學院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高雄場次」。 

6. 96 年 11 月 4日與國立宜蘭大學、宜蘭社區大學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

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一）」。 

7. 96 年 11 月 18日與國立宜蘭大學、宜蘭社區大學合作舉辦「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

廣研習講座-宜蘭場次（二）」。 

8. 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合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課程二、三、

四、五、六、八，提供學員上課使用。 

9. 96 年 7 月假高雄縣文華國民小學；8月假台中市文心國民小學和高雄市文藻外語

學院；9月假金門縣金城國民中學；10 月假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11 月假屏

東縣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共同舉辦「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 

10. 中研院：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1) 考古分支訓練 3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所實習生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

數位化流程。 

(2) 考古分支訓練 2位行政院候鳥計畫實習生考古資料數位典藏相關科普教育

網頁內容與翻譯工作。 

(3) 善本分支與國際漢學研究機構共同合作「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國際合

作建置計畫」，主要之合作機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Asian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of th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Gest 

Coll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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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    檢討與展望檢討與展望檢討與展望檢討與展望    

一一一一、、、、執行檢討執行檢討執行檢討執行檢討    

   

  本計畫在 96 年度已累積豐碩成果，但由於計畫執行期限展延與其他實際執行上所遇

到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故在部份研究工作部份之執行進度，分項計畫與各子計畫確有與原

預期執行進度產生落差之狀況。就本年度所遇到之情形分述如下： 

 

（一） 「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首先針對數位典藏一期成果，以及國內外

相關領域現況進行理解。因本子計畫屬研究性質，所需時間較長，且需深

入了解數位典藏過去成果呈現與使用行為現象。針對成果之「使用者行為

面向」、「網路資訊取用行為」、「國內公眾傳佈脈絡分析」等不同面向，由

該子計畫分別進行基礎性研究以及創新性理論架構工作，為過往數位典藏

計畫中未被執行過的。上述研究議題與數位典藏之應用、推廣息息相關，

由於子計畫之理論研究工作至 96 年底方漸成熟完備，故需將使用者調查工

作延至展延期間辦理，方能兼顧調查研究之信度效度。 

 

（二） 除理論化工作之外，本分項計畫項下子計畫另外進行了深度訪談工作、籌

備相關研討會發表部份之研究成果。對於數位典藏相關入口網站所進行之

profile盤點，及使用經驗盤點工作，需以上敘之理論工作作為基礎，另外

針對問卷部分相關之修訂以及前測工作，由於今年公開徵案方面的審核工

作延宕，致使子計畫預期與徵案團隊共同執行之工作也需留置展延期間來

完成。 

 

（三） 在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部分，原始田野對於「偏鄉」的定義有過於狹隘

的問題，與現實稍有出入，經過一個半月的全面檢討田野資料與文獻，改

變定義及修正田野方向。九月份之前，由於原先預計合作的原住民數位機

會中心，正逢屏東數次大雨之影響，致使原住民數位機會中心的計畫執行

略有延誤，再者，教育部新年度的相關補助計畫與輔導團隊專案一直未能

落實執行，致使洽談完成的合作方案在執行面上有困難。於此，本計畫團

隊將先行進行既有資料的整理與建檔，並依據之前的訪談資料討論修正方

向。對於「偏鄉」的界定，則在九月重新定義後（不要求人口數等硬性指

標，改以網咖在地方扮演的角色及形式界定）繼續進行訪談，一方面預計

等數位機會中心的計畫真正落實執行後，再發動當地的工作團隊補充相關

資料。於十月中旬追上相關進度，並對於三個數位機會中心所在部落進行

問卷調查，希望瞭解部落居民對數位典藏之認識與期望，對於問卷回收部

分，方法是由當地居民協助發放填寫後寄回，部份問卷回答並不完整或誤

會題意，回收率偏低，若日後仍要進行類似調查，預計將改善問卷設計，

並加強當地訪員之訓練。 

 

（四） 在新典藏資料中「建置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的攝影與剪接設備需透過學

校集體採購，其採購時程長且手續繁複，現有之桌上型電腦與剪接等硬體

設備，常出現不敷使用，或數量不足之情形。可預期若設備問題後，本新

典藏之影音資料庫的攝製可望步上軌道。在舊典藏的工作進行，目前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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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積極與公民團體連繫，以期能以互信為前提之下，達到以公民組織為紀

錄與典藏行動主體，建構公民團體的行動紀錄影音資料庫目標。 

 

（五） 本年度公開徵選計畫之公告拖延甚久，故原訂之行程與舉辦活動均需順

延。在下半年度，其剛上軌道的舊徵案，又與新年度徵案的徵選作業重疊，

時間和人力呈現極度壓縮之情形，本計畫以運用臨時人力資源的方式，解

決目前時間人力要壓縮的困難。為配合各公開徵選計畫的展延，已預計展

延至九十七年七月底，以提供各公開徵選計畫必要的協助與管考作業。96

年度「數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計畫以專業傳播領域知識，結合

使用者導向觀念，以及探索本地公眾授權機制與推行脈絡等方式，嘗試為

推廣數位典藏應用研究帶進全新的視野與觀點。「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子

計畫透過「建立學術公有地概念」、「本地 CC 傳佈歷程分析」、「數位典藏使

用者研究」、以及「網路使用者資訊取用行為分析」等不同面向，來分析與

數位典藏成果「近用」與「傳播」行為相關之議題領域。期第一年的執行

成果除了為往後研究奠定理論架構基礎之外，更能在未來能夠改善本地學

術資源近用困難現象、幫助數位典藏成果有效擴大使用族群、以提昇典藏

成果之近用性，讓數位典藏成果進一步真正向外推展。 

 

二二二二、、、、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由於本分項之執行期限展延至 97年 3 月 31日，且 97年度開始將與數位學習合併為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行科技計畫」，除繼續推動數位典藏之資料豐富性之外，更將

以過去本分項於推廣層面所累積的豐碩成果為基礎，納入數位學習的概念，將數位化資料

推廣給社會大眾，並希望能夠透過推廣與傳佈，減少城鄉數位落差的問題，進而提升台灣

整體知識經濟。此外，將進一步省視思考建立國內健全的文化資產分享生態系的可能性及

數位典藏面臨的授權困境時該何去何從？ 

 

 

學術資源公眾近用方面，在本計畫第一年度挖掘出國內相關問題之後，接下來要作的

是凝聚各界共識，探尋國內各學科領域所面臨的學術資源分享、授權問題及其需求，並深

入研究國外經驗，為改善國內現況作出具體貢獻。在執行「數位典藏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分析的過程中，以專業傳播領域知識，結合使用者導向觀念，以及探索本地公眾授權機制

與推行脈絡等方式，嘗試為推廣數位典藏應用研究帶進全新的視野與觀點。「學術應用與文

化傳佈」子計畫透過「建立學術公有地概念」、「本地 CC 傳佈歷程分析」、「數位典藏使用者

研究」、以及「網路使用者資訊取用行為分析」等不同面向，來分析與數位典藏成果「近用」

與「傳播」行為相關之議題領域。期第一年的執行成果除了為往後研究奠定理論架構基礎

之外，更能在未來能夠改善本地學術資源近用困難現象、幫助數位典藏成果有效擴大使用

族群、以提昇典藏成果之近用性。以上學術與應用遇合的真正關鍵在於最終能打造共創、

近用文化的基磐、觀念與文化數典計劃的關懷方得落實，且由行動使其永續、深化。國內

學術資源共享機制、數位典藏各種近用與使用問題等議題之處理，皆非一蹴可及；分項計

畫將在 97年度以及往後數年，持續關注這些議題，並求對國內公共資產傳播與數位典藏近

用提供實際幫助。而如嘗試去深耕台灣的「文化公共資產」與「學術公共資產」工作，必

須促成產、官、學、研、使用者各界的充分對話與凝聚共識。在這之前，我們希望去釐清

各個位置所應扮演的角色、責任、與認知，同時聚合數位典藏計畫的主事者、出資者、規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 157 - 

劃者、監督者、執行者、使用者等等人進行討論，以達成行動研究似地參與建構。 

 

其次，教育部創用 CC資源網站網址已於日前正式上線(http://ccnet.moe.edu.tw/)，

顯見公部門已開始重視資產授權與推廣應用問題。目前的數位典藏素材，例如聯合目錄或

公開徵案計畫，也開始嘗試 CC方式公眾釋出，意味著數位典藏的長遠目標確實是以文化

公共財的眼光來經營。透過第一年的研究，我們描繪了 CC在國內之活動網絡結構，透過

貼近觀察這些人的想法、作法，我們發現了瞭解與再構本地共用、共享之文化根基的重要

性；第一年所針對 CC觀念引入推展過程的收集與描繪有利對既有與可能文化共享基磐的

瞭解與再建。另，台灣本土的文化公眾授權釋出推廣經驗研究心得，亦可回饋至學術公共

產概念推廣這方面。 

 

現今數位化、典藏化、近用創造，都倚恃發展中的平台介面。促成一個健全的「數位

典藏之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供應鏈之形成，這涉及各種層次的傳播問題像是「使用者經

驗問題」、「資訊取用問題」、「傳播介面設計問題」、「美感經驗問題」、「傳播效度問題」、「行

銷策略問題」等等關鍵要素。本專案在未來在「傳佈關鍵要素研究」部份所要進行的工作，

便是逐年挑選一關鍵要素深入研究，以廣泛的傳播過程來思考此一關鍵要素與數位典藏成

果推展之關聯性。在第一年的研究當中，我們提出「數典平台使用者」這個研究主體，並

針對其「使用經驗」、與「資訊取用行為」等關鍵要素來研究，專案未來的研究將持續細

緻化、具體化這關鍵要素之影響性，並衍生出其他相關傳播要素研究方向。 

 

在數位典藏成果應用與推廣面向上，本分項計畫今年度之主要成果價值與貢獻度，包

含學術面的理論探究工作、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現況研究、使用者調查工作、研討會舉辦、

國外會議參訪，乃至於技術創新面之跨媒體平台播放技術實驗、公眾授權影音分享平台架

設、藝術展演活動、藝術展演活動策劃、資訊素養提昇與數位典藏介面使用研究等，期望

為國內數位典藏工作逐漸架構起一健全環境，包含上游的文化資源政策，至下游的擴大使

用者族群等。 

 

本分項計畫之目標就是活化各式數位化文化資產，藉由 CC與 open science 概念的本

地化與實際運用而將數典成果推展給最大受眾，由全民發揮、享用。在學術應用層面，透

過第一年的研究，我們發現「學術資源公眾釋出問題」為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一致面臨的挑

戰；數位典藏成果亦然。所以我們嘗試掌握瞭解各方對於「學術公共資產研究」此一概念

的看法、疑慮、想像，希望就本地現況處境，提出整合式的架構，期以逐步解決「數位典

藏作為學術應用素材」過程中的實際操作障礙，最終的目的是經由溝通、描述來凝聚、描

塑意識，並與國外推展運動與類似機構接軌，以收他山之石的效果，並在未來繼續執行本

計畫時，獲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與社會貢獻。且透過使用者經驗調查研究，有效整合各式數

位典藏平台，並針對平台介面設計與串連，提出具體建議，確保數位環境中數位典藏成果

之永續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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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96 年度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  

一、 資料庫及網站開放情形 

表 42：【網站開放】一覽表 

 

 網站名稱 網址（URL） 內容說明 具檢索功能

（是/否） 

管理者聯絡資訊

（姓名/電話） 

需帳號及密碼

登錄（是/否） 

登錄帳號

/密碼 

目前營

運狀況 

1 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人才培

育與學習子計畫

入口網站(子一

附) 

http://dlm.ntu.edu.tw 本國家型子計畫入口

網站提供計畫最新消

息、計畫簡介、電子

通訊、課程訊息、課

程講義、參賽計畫相

關網站介紹及 FAQ 園

地等部份，期望讓外

界更了解本國家型計

畫各項資訊。並同時

包含計畫檢索、計畫

成果。 

是 蔡婷婷 

33665227 

否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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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文發表清單 

表 43：【會議論文】一覽表 

No. 論文名稱 作者 所屬計畫名稱 會議(年份、地點) 卷數/期數/頁次 SSCI SCI EI 屬性 

1 
原住民部落數位典藏：困境與機

會(子四附) 
洪貞玲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

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自

計畫四：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 

「數位」近用，「典

藏」授權：數位典

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

（2007） 

    
國 內 研 討

會論文 

2 
在遊戲中縮小數位落差─線上遊

戲與數位素養的提升(子四附) 

林鶴玲、孫春

在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

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自

計畫四：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 

「數位」近用，「典

藏」授權：數位典

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

（2007） 

    
國 內 研 討

會論文 

3 
公民參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子

四附) 
羅世宏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

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自

計畫四：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 

「數位」近用，「典

藏」授權：數位典

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

（2007） 

    
國 內 研 討

會論文 

4 

網咖與數位落差─探討遊戲空間

在數位素養教育中的角色(子四

附) 

林鶴玲、李育

豪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

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自

計畫四：人文與社會發展

子計畫 

「數位」近用，「典

藏」授權：數位典

藏公眾近用與授權

使用研討會

（2007）。 

    
國 內 研 討

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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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才培育清單(含培訓) 

表 44：人才培育清單一覽表 

No. 姓名 學校 系所 碩士 博士 屬性 所屬計畫名稱 

1 吳密蜜(子四附) 中正大學 電訊傳播研究所 v  培育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之人文

與社會子計畫 

2 林舫如(子四附) 台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 v  培育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之人文

與社會子計畫 

3 廖雅琴(子四附) 台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 v  培育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之人文

與社會子計畫 

4 李宜家(子四附) 政治大學 社會研究所 v  培育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之人文

與社會子計畫 

四、 辦理學術活動 

表 45：辦理學術活動一覽表 

No. 活動名稱 效益 日期（年/月/日） 地點 參加人次 

1 

2007 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子

一附) 

本計畫協助一期訓練推廣分項計畫參與第十五

屆台北國際書展。藉由大型展覽宣傳並推廣本

計畫資源成果。 

96/01/30至 02/04 台北世貿一館 3,000 人 

2 

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子

一附) 

「96 年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 96 年

3月 24日(週六)假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凝態科

學研究中心一樓會場圓滿落幕，共計 246 人與

會。本次研討會發表論文共達 30篇，並同時舉

辦 94 年度第二期及 95 年度數位典藏創意學習

計畫成果展，共 23個計畫成果展示。 

96/03/24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一樓 

246 人 

3 
專業培訓課程一(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96/05/30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36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161  

No. 活動名稱 效益 日期（年/月/日） 地點 參加人次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4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

區教師研習班（1）(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96/05/09、 

96/05/16 

新竹市：大湖國民小學 54 

5 

專業培訓課程二、三、四(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06/08、 

96/06/22、 

96/06/29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406

室 

34 

29 

29 

6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

區教師研習班（2）(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96/7/4 宜蘭縣南澳國小 40 

7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學

教師研習班（1）(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中小

學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7/17 高雄縣文華國小 130 

8 

專業培訓課程五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7/18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506

室 

40 

9 

專業培訓課程六(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7/2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506

室 

35 

10 
專業培訓課程七(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96/8/15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67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162 

No. 活動名稱 效益 日期（年/月/日） 地點 參加人次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11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學

教師研習班（2）(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中小

學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8/17 台中市文心國小 115 

12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學

教師研習班（3）(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中小

學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8/28 高雄文藻外語學院 23 

13 

專業培訓課程八(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8/2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F506

室 

44 

14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

－南區場次（1）(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高中

職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09/08 高雄國立科學工藝館 45 

15 

專業培訓課程九(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09/12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40 

16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

－中區場次（2）(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高中

職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09/15 台中科學博物館 45 

17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96/09/12-26 台東縣關山國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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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活動名稱 效益 日期（年/月/日） 地點 參加人次 

區教師研習班（3）(子一附)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18 

專業培訓課程十(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09/26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30 

19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1） 

(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大專

院校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藏

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域

之應用。 

96/10/03 靜宜大學 97 

20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2） 

(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大專

院校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藏

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域

之應用。 

96/10/12 澎湖科技大學 120 

21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班

－北區場次（3）(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高中

職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10/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 

60 

22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3） 

(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大專

院校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藏

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域

之應用。 

96/10/16 致遠管理學院 143 

23 

專業培訓課程十一(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10/17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34 

24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學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中小 96/10/24 連江：連江縣立介壽國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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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活動名稱 效益 日期（年/月/日） 地點 參加人次 

教師研習班（5）(子一附) 學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中小學 

25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5） 

(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大專

院校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藏

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域

之應用。 

96/11/04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331 

26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學

教師研習班（6）(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中小

學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

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

域之應用。 

96/11/10 屏東縣海生館 23 

27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

區教師研習班（4）(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96/11/14 嘉義隙頂國民小學 19 

28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座

（6） 

(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大專

院校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典藏

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領域

之應用。 

96/11/18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25 

29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

區教師研習班（5）(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96/11/21 台南縣南新國民中學 37 

30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

區教師研習班（6）(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96/11/28 台北縣野柳國民小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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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活動名稱 效益 日期（年/月/日） 地點 參加人次 

31 
96 年資訊月(子一附) 參加 96 年資訊月展覽，入場人次約 75萬，參

觀本單位人數約為 2千多人。 

96/12/01-09 台北世貿一館 2000 

32 

專業培訓課程十二(子一附) 計畫內人員為主要對象，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

則為次要目標群眾，舉辦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以及數位學習課程，並編印專業培訓課程系

列叢書。 

96/12/05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凝態

科學研究中心 104室 

21 

33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地

區教師研習班（7）(子一附) 

推廣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與教學應用，促進偏遠

地區教師將數位典藏融入教學之技能，使數位

典藏成果導入學校課程，深化數位典藏於教育

領域之應用。 

96/12/26 花蓮縣瑞美國民小學 21 

34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

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會(子四

附)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發展至第二期，正值回顧第一期數位典藏成果，並思索未來如何永續經營發展之重要階段。而「健全授權機制與產業創造力」、「加速擴大數典使用者族群」、以及「公眾資源近用與縮短數位落差」等議題，則為關係著國家數位典藏計畫未來能否持續健全發展之重要關鍵因素。 有鑑於此，「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特籌備『「「「「數位數位數位數位」」」」近用近用近用近用，「，「，「，「典藏典藏典藏典藏」」」」授授授授權權權權：：：：數位數位數位數位典藏公眾典藏公眾典藏公眾典藏公眾近用近用近用近用與授權使與授權使與授權使與授權使用用用用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從法律面、產業面、使用者行為面、社會面、公眾授權推展脈絡、以及學術資源近用等面向，全面性地討論數位典藏成果之推廣與發展議題。 會議討論議題涵蓋：數位典藏公眾授權議題、產業調查報告、授權實務與法規分析、數位典藏使用者行為研究、網路資訊取用行為分析、數位典藏成果近用與數位落差議題、公眾授權傳佈脈絡與公共資產建構議題、以及數位化學術資源公共近用論壇等。 

94/12/3.4 劍潭活動中心 1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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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形成教材 

表 46：形成教材一覽表 

No. 教材名稱 效益 完成年度 備註 

1 
數位典藏專業人才培訓課程講義計 12

場次(子一附) 

提供數位典藏專業人才培訓課程學員使用，並置

於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利數位典藏專業人

才自我進修，為數位典藏領域培育人才。 
96 

紙本教材印刷及電子檔案皆完整呈

現；教材輸出以講義型態，電子檔則

多以簡報檔模式上傳至計畫網站供民

眾免費下載。計 35 本教材形成。 

2 
中小學研習活動共 6場次，形成教材計

6本。(子一附) 

提供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學員使用，並

置於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充實中小學教師

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活動之能力。 

96 

 

3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師研習活動講義計 3

場次(子一附) 

提供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師研習活動學員使用，並

置於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充實高中職教師

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活動之能力。 

96 

 

4 
數位典藏種子教師研習活動講義計 7場

次(子一附) 

提供數位典藏種子教師研習活動學員使用，並置

於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以提升種子教師應用

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活動之能力。 

96 

 

5 
大專院校人文數位典藏學程種子教師研

習活動講義計 6場次(子一附) 

提供大專院校人文數位典藏學程種子教師研習

活動學員使用，並置於網站，開放瀏覽及下載，

以提升種子教師應用數位典藏資源於教學活動

之能力。 

96 

 

6 
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子一附) 

提供數位典藏各級教師教學使用，並置於網站，

開放瀏覽及下載，使各界分享 95 年度數位典藏

創意學習計畫成果，及推展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

相關研究。 

96 

 

7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

用與授權使用手冊(子四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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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設備清單 

表 47：設備清單一覽表 

No. 設備名稱 型號 
價格(單

位：元) 
購置日期 報銷日期 

保管

人 
備註 

1 
電 腦 主 機

(子一附) 

華碩主機

T12PB-IS-D672-E6300 
$21,109 2007/06/29 2011/10/03 

蔡婷

婷 
 

2 
數位攝影機

(子一附) 
SONY HDR-SR8 $51,900 2007/10/03  

蔡婷

婷 
 

3 
數位相機

(子一附) 
CANNON IXUS 860IS $15,000 2002/09/28  

蔡婷

婷 
 

4 
筆記型電腦

(子四附) 
Lenovo X6 7673 $47,229 2007/09/10 2011/09/10 

羅世

宏 
 

5 

個 人 電 腦

（含螢幕）

(子四附) 

ASUS AS-D772 $25,267 2007/09/10 2011/09/10 
羅世

宏 
 

6 
液 晶 螢 幕

(子四附) 
ViewSonic $7,996 2007/09/17 2009/09/17 

羅世

宏 
 

7 
彩色印表機

(子四附) 
HP color 3000N $29,000 2007/11/06 2012/11/06 

羅世

宏 
 

8 
數位錄音筆

(子四附) 
無敵 R102 $3,990 2007/11/13 2009/11/13 

羅世

宏 
 

        

七、 其他成果 

表 48：其他成果一覽表 

No. 項目或名稱 
創作單位

與代表人 
內容 

完成日期 

（年/月） 

1 

數位人才培育與學習計畫電子報 

http://dlm.ntu.edu.tw/order.htm(子

一附) 

數位人才

培育與學

習子計畫-

朱則剛 

第一期~第三十期

電子報 每月 10 日發行 

不定期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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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總計畫工作執行概況 

表 49：總計畫工作執行一覽表 
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2007 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 

(子一) 

籌畫2007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

展 

96/01/30 完成 96/01/30 符合 協助一期訓練推廣分項計畫假

台北世貿一館參與第十五屆台

北國際書展。時間為 96/01/30

至 02/04。 

數位典藏中小學光碟(子一) 數位典藏中小學光碟規劃 96/01/30 完成 96/01/26 超前 挑選可作為推廣數位人才培育

與學習計畫的活動光碟。 

參與公開徵選第一階段構想

書審查(子二) 
  2007/01/05 配合辦理 

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第一、二期

工作銜接會議（子二） 

會議記錄 2007/03/31 前

完成 
2007/01/22 超前  

搜集數位典藏一期計畫國內

典藏機構名單與網站（子二） 

網站, 共計 8家 
2007/01/31 2007/01/31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4 完成 

96/1/17 完成 

96/1/4 符合 

96/1/17 符合 

 

分項例行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22 完成 96/1/22 符合  

96 年度公開徵案構想書審查

(子三) 

第一階段審查完成 96/1/2 完成 96/1/2 符合  

相關人事聘用(子三) 人員聘用完成 96/1/31 完成 96/1/31 符合  

銜接了解數位典藏一期成果

(子三) 

調查研究數典一期成果 96/1/1 開始 96/1/1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參與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

際研討會 

96/1/10 完成 96/1/10 符合  

1 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1/31 完成 96/1/3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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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作(子三) 

網頁英文化(子四) XX 資料庫英文化規劃 95/1/31 完成 95/1/31 符合 XX 資料庫英文化規劃完成，預

計於 3月完成招標程序。 

聯合目錄匯入(子四) 書畫 3,000 筆 95/1/20 完成 95/1/31 落後 已完成 2,800 筆 

協助進行本年度公開徵選徵

求及審查事項(子五) 

96年度推廣應用公開徵選計畫

構想書審查作業 

96/01 完成 96/12/31 符合 於 96/12/31 審查完畢並公告構

想書審查結果 

主題展覽規劃工作(中研) 展示中心參展企劃規範草案 96/1/31 完成 96/1/31 完成  

網頁英文化(中研) 新增文化地圖、交流平台英文

翻譯 

96/1/31 完成 96/1/31 符合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後台與前台美工套版 96/1/31 完成 96/1/31 符合  

2007 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

(子一) 

2007 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結

案報告 

96/02/15 完成 96/02/15 符合 協助一期分項完成書展結案作

業。 

製作數位典藏中小學光碟(子

一) 

印製 3,000 份 96/02/28 完成 96/02/26 超前 與出版商聯絡，進行中小學活動

光碟設計與校稿。 

第一期數典成果展(子一) 第一期數典成果展前置 96/02/28 完成 96/02/28 符合 協助第一期計畫成果於故宮之

靜態展前置作業。 

參與 96 年紐約授權展評選得

標廠商-Artkey（子二） 
評選會議記錄 

2007/02/15 完

成 
2007/02/15 符合 

 

電話訪查數位典藏機構瞭解

目前 

在授權上所面臨的問題（子

二） 

訪查 3家,共 12 次討論 
2007/02/28 完

成 
2007/02/28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2/2 開始 

96/2/8 開始 

96/2/2 符合 

96/2/8 符合 

 

2 月 

子計畫研究論文初期文獻探

討籌備(子三) 

文獻蒐集與閱讀 96/2/1 開始 96/2/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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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國內外學術資源公眾近用現

況調查(子三) 

現況調查與分析 96/2/1 開始 96/2/1 符合  

96 年度公開徵案實質審查完

畢(子三) 

實質審查開始 96/2/9 開始 96/2/9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2/28 完成 96/2/28 符合  

聯合目錄匯入(子四) 器物 2,500 筆 95/2/10 開始 95/2/5 超前 已完成 2,700 筆 

配合管考作業(子四) 繳交 94 年度成果報告 95/2/25 完成 95/2/28 落後 已於 2/28提報予國科會 

主題特展徵求(中研) 評選主題展覽企畫案 96/2/28 完成 96/2/28 完成 由 GIS小組擔任首次主題展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展覽前台第 1個風格模組實裝 96/2/27 完成 96/2/27 完成  

第一期數典成果展(子一) 第一期數位典藏計畫成果展 96/03/10 至

04/08 

96/03/10 符合 參與第一期計畫成果展。 

配合管考作業(子一) 97 年度中程綱要計畫書撰寫 

97 年摘要報告計畫書撰寫 

96/03/21 完成 96/03/21 符合 1. 進行97年度中程綱要計畫書

撰寫事宜，已於 3/21 完成繳

交上傳事宜。 

2. 進行97年摘要報告計畫書撰

寫。 

數位典藏中小學光碟(子一) 數位典藏中小學光碟寄送 96/03/30 完成 96/03/30 符合 活動光碟成品完成，寄送至全國

各中小學，以供教學之參考。 

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

會(子一) 

辦理 94 年度、95 年度計畫成果

展及 96 年度研討會 

96/03/24 完成 96/03/24 符合 辦理 94 年度第二期、95 年度數

位典藏創意學習計畫成果展以

及「96 年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

學研討會」。 

3 月 

規劃年度研習課程(子一) 規劃本年度研習課程 1-3 月完成 96/03/31 符合 規劃： 

1. 規劃調查國內外數位典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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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才培育課程。 

2. 規劃數位典藏專業人才培訓

課程需求分析。 

3. 規劃數位典藏之數位學習資

源分析。 

4. 規劃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

習活動。 

5. 規劃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師研

習活動。 

6. 規劃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

研習活動。 

7. 規劃培育數位典藏種子推廣

教師，以縮短數位落差。 

8. 探討國內外數位典藏出版現

況。 

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資策會產業支援處」

產業橋接計畫會議（子二） 

 

 2007/03/08 配合辦理 

參與 96 年紐約授權展-參展

廠商徵展評選會議（子二） 
評選會議記錄 

2007/03/23 完

成 
2007/03/23 符合  

支援參與南區智慧財產權工

作坊（子二） 
  2007/03/30 配合辦理 

搜尋國外數位典藏計畫之授

權機制相關資料（子二） 
上網搜尋,列名單 2007/3/10 完成 2007/03/30 落後 

因原預計搜尋的資料不符合需

要,再次重新搜尋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3/8 完成 

96/3/15 完成 

96/3/8 符合 

96/3/15 符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相關文獻工作 96/3/1 開始 96/3/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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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國內外資訊 96/3/1 開始 96/3/1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MCN 台灣分會簽約典禮暨研討

會 

96/3/23 完成 96/3/23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數位典藏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 96/3/30 完成 96/3/30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參與第一分項南區智慧財產權

工作坊 

96/3/30 完成 96/3/30 符合  

撰寫 97 年度中綱計劃書(子

三) 

97 年度中綱撰寫完成 96/3/21 完成 96/3/21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3/31 完成 96/3/31 符合  

辦理公開徵選期初說明會(子

五) 

辦理公開徵選期初說明會 96/03 完成 96/08/13-14落後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開館準備

工作(中研) 

場地佈置採購案廠商招標工作 96/3/10 完成 96/3/10 完成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修改功能需求規格書與系統開

發規格書，完成第二版部落格

網站規劃書。 

96/3/30 完成 96/3/30 完成  

自動化視訊對比調變技術研

發(中研) 

既有方法之書面比較與整理 95/3/31 完成 95/3/31 完成  

配合管考作業(子一) 96 年度第一季成果報告 

96 年度作業計畫書 

96/04/25 完成 96/04/24 超前 配合管考作業，繳交第一季成果

報告。 

撰寫 96 年度作業計畫。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前調查 96/04/30 完成 96/04/30 符合 數位典藏專業人才培訓課程需

求分析及問卷設計。 

4 月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訂定中小學研習班 5 月份兩場

次 

96/04/27 完成 96/04/27 符合 確定中小學教師數位典藏融入

教學資源研習班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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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訂定大專院校講座場次時間表 

規劃高中職教師研習活動。 

96/04/30 完成 96/04/23 超前 聯繫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

習講座場次。 

聯繫高中職場地等作業。 

繳交「97 年中程綱要計畫書

及摘要表」（子二） 

繳交97年中程綱要計畫書及摘

要表 

2007/04/09 完

成 
2007/04/09 符合  

96 年紐約授權展-典藏單位

說明會（子二） 
出席典藏單位名單 

2007/04/10 完

成 
2007/04/10 符合  

參與數位典藏第一期成果盤

點建議草案會議（子二） 
  

2007/04/09 

2007/04/23 
配合辦理 

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資策會產業支援處」

產業橋接計畫會議（子二） 

  2007/04/18 配合辦理 

數位典藏機構授權機制訪談

問卷初稿設計完成（子二） 
問卷 1 份 

2007/04/09 完

成 
2007/04/09 符合  

進行第一次數位典藏機構授

權機制問卷訪談故宮（子二） 
訪問問卷 1 份 

2007/04/09~20

07/04/13 完成 
2007/06/12 符合  

參與「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

展指導小組會議」，並發表報

告（子二）發表「CC 的商業

應用模式分析與數位典藏

計畫因應之分析」報告 

  2007/04/30 配合辦理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4/6 完成 

96/4/20 完成 

96/4/6 符合 

96/4/20 符合 

 

97 年度中綱計劃書上傳完成

(子三) 

97 年度中綱計劃書上傳完成 96/4/9 完成 96/4/9 符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相關文獻工作 96/4/1 開始 96/4/1 符合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國內外資訊 96/4/1 開始 96/4/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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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96 年度作業計畫繳交(子三) 撰寫 96 年度作業計畫 96/4/25 完成 96/4/25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媒體科技、美學經濟與創意產

業學術論壇 

96/4/25~27 完

成 

96/4/25~27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4/30 完成 96/4/30 符合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開館(中

研)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開館活動 96/4/30 完成 96/4/30 完成 順利開展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展覽前台第 2個風格模組實裝 96/4/30 96/4/30  

配合管考(中研) 第一季管考 96/4/15 完成 96/4 完成 準時繳交管考報告 

5 月 2007 紐約授權展--「國際授

權人才工作坊」(總) 

授權人才培訓課程 96/05 完成 96/05 符合 於 5/2-30 在國科會舉辦一連五

場的授權講座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活動執行： 

專業培訓課程一 

96/05/30 完成 96/05/30 符合 課程一：「數位典藏綜論Ⅰ&Ⅱ」

與會學員計 36 人。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1） 

96/05/09、 

96/05/16 完成 

96/05/09、 

96/05/16 符合 

96/05/09：新竹場次 1 

96/05/16：新竹場次 2 

5 月 

參加 96 年紐約授權展—授權

人才工作坊課程 5場（子二） 

課程講義 

2007/05/02 完

成 

2007/05/09 完

成 

2007/05/16 完

成 

2007/05/25 完

成 

2007/06/06 完

成 

2007/05/02 符合 

2007/05/09 符合 

2007/05/16 符合 

2007/05/30 落後 

2007/06/06 符合 

講師更動時間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175  

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參與亞洲藝術產經台北論壇

（子二） 
會議資料 

2007/05/22~23

完成 

2007/05/22~23符

合 
 

進行典藏機構授權實務訪

談 
5/17 訪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5/18 訪談國立科學博物館 

5/25 訪談國立台灣美術館 

5/31 訪談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子二） 

訪問問卷共計 4份 

 

2007/05/17 完

成 

2007/05/18 完

成 

2007/05/25 完

成 

2007/05/31 完

成 

 

2007/05/17 符合 

2007/05/18 符合 

2007/05/25 符合 

2007/05/31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5/18 完成 

96/5/28 完成 

96/5/18 符合 

96/5/28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擁抱數位．湧現臺灣」公開

徵選計畫成果展 

96/5/19 完成 96/5/19 符合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相關文獻工作 96/5/1 開始 96/5/1 符合  

國內外相關現況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國內外資訊 96/5/1 開始 96/5/1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數位典藏電子報聯絡人說明會 96/5/25 完成 96/5/25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5/31 完成 96/5/31 符合  

ProtectAnyWhere 開發整合

(中研) 

ProtectAnyWhere測試版 96/5/30 完成 96/5/30 完成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第一階段系統開發 96/5/30 完成 96/5/30 落後 委外廠商繳交第四板需求規劃

書。待計畫經費核撥，即可開始

進行實際開發作業。 

自動化視訊對比調變技術研

發(中研) 

動態視訊既有方法實作 95/5/31 完成 95/5/31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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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6 月 參加 2007 紐約授權展(總) 參加2007紐約授權展行前記者

會、展覽期間新聞稿發佈、期

末報告書 

96/06/01-12/3

1 完成 

96/06/01-12/31 

符合 

帶領六個創新品牌與五個授權

品牌於6月19-21日至紐約參加

國際授權展。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二、三、四 96/06/08、 

96/06/22 、

96/06/29 完成 

96/06/08、 

96/06/22 、

96/06/29 符合 

（1）96/06/08 課程二：「數位

典藏綜論Ⅰ&Ⅱ」，學員計

34 人。 

（2）96/06/22 課程三：「數位

典 

藏計畫管理之領域知識」，

學員計 29 人。 

（3）96/06/29 課程四：「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 Metadata

標準概論」，學員計 29 人。 

計畫網站(子一) 子計畫網站改版 96/06/11 完成 96/06/11 符合 子計畫網站初次改版 

配合管考作業(子一) 繳交「96 年第二季成果報告」 96/06/27 完成 96/06/27 符合 配合總計辦進行管考作業 

進行典藏機構授權實務訪

談 
6/5 訪談國立故宮博物院 

6/7 訪談國立歷史博物館 

6/11 訪談國家圖書館 

6/12 訪談國史館 

6/13 訪談國立台灣大學圖書

館 

（子二） 

訪問問卷共計 5份 

2007/06/05 完

成 

2007/06/07 完

成 

2007/06/11 完

成 

2007/06/12 完

成 

2007/06/13 完

成 

2007/06/05 符合 

2007/06/07 符合 

2007/06/11 符合 

2007/06/12 符合 

2007/06/13 符合 

 

 

96 年紐約授權展-展前驗收
驗收報告 2007/06/12 完 2007/06/12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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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會議 

（子二） 

成 

協助完成「一期盤點草案」及

「CC 輔導團隊」計畫書，送

至國科會審查（子二） 

計畫書  2007/06/25 配合辦理 

參與 96 年紐約授權展覽（子

二） 
報告書 

2007/06/19~21

完成 

2007/06/19~21符

合 
 

數位典藏公眾授權報告（子

二） 

報告書 
2007/06/30 完

成 
2007/12/01 落後 

執行 96年 4 月 26 日召開之「行政院 NICI 小組第 82 次工作會議」會議決議,撰寫 CC輔導團隊計畫書，向國科會申請計畫,協助宣導CC觀念與先導機構推動公眾授權，數位典藏公眾授權報告預定於 12 月研討會提出, 併同說明前項推動方向。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問卷設計

稿完成（子二） 
問卷 

2007/06/30 完

成 
2007/06/30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6/29 完成 96/6/29 符合  

協助分項網站建置(子三) 網站建置完成上線 96/6/1 完成 96/6/30 落後 因網站內容、網址定址、與後台

建置修正故落後。 

數位典藏成果使用、公眾授權

使用理論基礎研究論文綱要

撰寫(子三) 

完成相關論文綱要 96/6/30 完成 96/8/30 落後 因子計畫陸續修正研究執行方

向，直接影響資料蒐集閱讀寫作

規劃進度，故落後此進度。 

相關活動辦理(子三) 辦理校內演講一場 96/6/29 完成 96/6/29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6/30 完成 96/6/30 符合  

辦理每季心得交流會(子五) 辦理每季心得交流會（第一次） 96/06 完成 96/12/10 落後 於96/12/10於國科會13會議室

舉辦第一次心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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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第二次主題特展徵求(中研) 評選主題展覽企畫案 96/6/完成 96/6/完成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與典藏系統連線測試、會員同

步測試 

96/6/29 完成 96/6/29 落後 委外廠商繳交第四板需求規劃

書。待計畫經費核撥，即可開始

進行實際開發作業。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策展測試 96/6/29 96/6/29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2） 

96/7/4 完成 96/7/4 符合 宜蘭縣南澳國小，學員約 40 人。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

學教師研習班（1） 

96/7/17 完成 96/7/17 符合 高雄縣文華國小，學員約 130

人。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五 96/7/18 完成 96/7/18 符合 數位典藏技術導論，學員約 40

人。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六 96/7/25 完成 96/7/25 符合 Web2.0 的發展趨勢與數位典藏

的應用，學員約 35 人。 

數位典藏之數位出版研究(子

一) 

數位出版 96/07/31 完成 96/07/31 符合 持續進行數位典藏之數位出版

的文獻閱讀與整理工作，收集大

陸地區數位典藏與數位出版資

料，作為研究參考。 

發表「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

報告」1篇（子二） 

報告書 
2007/07/15 完

成 
2007/12/01 落後 

為配合數位典藏單位訪談後,提

出對國內外法規上相關問題的

關切, 因此將報告研究議題修

正,擬再次搜尋相關資於料後,

於 11 月提出報告。 

7 月 

參與協助「第二屆商業應用大

賽」確定比賽辦法及完成網路

平台測試（子二）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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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96 年紐約授權展-回國成果

展暨記者會 1場（子二） 
記者會記錄 2007/7/30 完成 2007/07/30 符合  

回收典藏機構問卷並進行整

理分析（子二） 

共計 8家：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傳統藝術文

化中心、國史館、國史館台灣

文獻館、國家圖書館、國立科

學博物館、台灣大學之問卷。 

2007/7/30 完成 2007/07/30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7/9 完成 96/7/9 符合  

研究報告撰寫(子三) 撰寫「Science Commons 在台

灣的推動及未來：以科學出版

的學術期刊出版為例」一文的

初步構想。 

96/7/15 完成 96/7/15 符合  

深度訪談執行(子三) 執行深度訪談並完成謄稿 96/7/3 完成 

96/7/11 完成 

96/7/12 完成 

96/7/16 完成 

96/7/25 完成 

96/7/3 符合 

96/7/11 符合 

96/7/12 符合 

96/7/16 符合 

96/7/25 符合 

 

數位典藏電子報投稿(子三) 投稿電子報並完成刊登 96/7/9 完成 96/7/9 符合  

96 年度上半年成果報告撰寫

(子三) 

撰寫完成並上傳 96/7/3 完成 96/7/3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參與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

（五）「數位典藏技術導論」與

（六）「Web2.0發展趨勢與數位

典藏的應用」。 

96/7/18 完成 

96/7/25 完成 

96/7/18 符合 

96/7/25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數位典藏前瞻技術研討會 96/7/19 完成 96/7/19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7/31 完成 96/7/3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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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多媒體管理平台 DRM規劃(中

研) 

系統功能分析書 96/7/31 96/7/31  

科普 Blog(中研) Blog之使用群、內容項目等規

劃 

96/7/ 完成 96/7/ 完成 總支援規劃科普版 Blog，蒐集

各 Blog功能之優缺點 

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機構計

畫成果展(中研) 

展覽主題之討論招標 96/8/ 完成 96/8/ 完成 完成招標程序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功能測試與除錯 96/7/31 完成 96/7/31 落後 開始進行程式開發。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主題展覽企畫製作 96/7/31 96/7/31  

配合管考(中研) 第二季管考 96/7/15 完成 96/7 完成 準時繳交管考報告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主題變更

(中研) 

展示主題變更 96/8/29 完成 96/9 完成 第二次展示中心主題展九月上

旬開幕，本次展覽由史語所承

接。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七 96/8/15 完成 96/8/15 符合 數位攝影技術與數位典藏之整

合加值應用，與會人數為 67 人。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八 96/8/29 完成 96/8/29 符合 數位典藏影像資訊色彩管理實

務概論，與會人數為 44 人。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

學教師研習班（2） 

96/8/17 完成 96/8/17 符合 於台中市文心國小舉辦，與會人

數為 115 人。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

學教師研習班（3） 

96/8/28 完成 96/8/28 符合 於文藻外語學院舉辦，學員人數

約 23 人。 

8 月 

數位典藏之數位出版研究(子

一) 

數位出版 96/08/31 完成 96/08/31 符合 進行中國大陸數位典藏出版之

授權模式與商業模式探討，將規

劃進行國內數位典藏單位之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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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96 年資訊月及 2008 書展 96/08/31 完成 96/08/31 符合 完成資訊月及書展報名事項和

廠商聯繫作業。 

參與 wikimedia年會【含 CC 

Conference、公民新聞學研討

會座談】（子二） 

  
2007/08/01~08/0

4 
配合辦理 

參與「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

畫」期初說明會。（子二） 
  200708/13~08/14 配合辦理 

參與與協助盤點計畫（子二） 

盤點計畫說明會 

計畫工作會議 

盤點計畫行前會議 

至中研院魚類典藏計畫進行

試盤點 

  

 

2007/08/01~08/0

2 

2007/08/07 

2007/08/27 

2007/08/28 

2007/08/29 

配合辦理 

持續整理典藏機構與產業調

查報告訪談稿（子二） 
 訪談稿彙整資料 

2007/08/15 完

成 
2007/08/15 符合  

回收產業調查報告訪談稿（子

二） 

已完成 4家訪談：BenQ、琺藍

瓷、迪雅、皇室 

2007/08/30 完

成 
2007/08/30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8/10 完成 96/8/10 符合  

深度訪談執行(子三) 執行深度訪談並完成謄稿 96/8/8 完成 96/8/8 符合  

相關活動辦理(子三) 2007 CC/SC台北國際研討會 96/8/1 完成 96/8/1 符合  

論文發表(子三) 於 CC/SC 台北國際研討會中發

表「Science Commons 在台灣

的推動及未來：以科學出版的

學術期刊出版為例」一文 

96/8/1 完成 96/8/1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參與「Wikimania 2007 

conference」 

96/8/3~5 完成 96/8/3~5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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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論文投稿(子三) 投稿「2007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

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96/8/15 完成 96/8/15 符合  

完成使用者調查問卷設計(子

三) 

完成使用者調查問卷設計 96/8/10 完成 97/1/1 落後 為因應基於過去數月資料蒐集

閱讀而進行之專案研究方向修

正，並力求理論層次先行建立完

整，故此調查工作時程往後修

正。 

公開徵案團隊合作事宜(子

三) 

公開徵案期初說明會 96/8/13 完成 96/8/13 符合  

公開徵案團隊合作事宜(子

三) 

舉辦公開徵案團隊意見交流會 96/8/22 完成 

96/8/29 完成 

96/8/22 符合 

96/8/29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8/31 完成 96/8/31 符合  

辦理期中審查(子五) 辦理期中審查 96/08 97/01/07 落後 預計於 97/01/07 辦理期中審查 

加值產品開發(中研) 各主題之作品內容設計為藝術

加值商品之討論規劃 

96/10/  完成 96/8/  完成 為配合數典展示中心主題展，提

早規劃完成 

台灣原住民數位知識典藏與

應用研習營(中研) 

第一梯次 96/8/31 96/8/31  

96 年主題成果展參展規劃

(中研) 

規劃97年於高雄科學工藝館舉

行之96年主題成果展參展內容 

96/12 完成 96/12 完成 參展內容構思 

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機構計

畫成果展(中研) 

展場施工、布展 96/8/ 完成 96/8/ 完成 展場施工、布展 

加值產品開發(中研) 各主題之作品內容設計為藝術

加值商品之討論規劃 

96/10/  完成 96/8/  完成 為配合數典展示中心主題展，提

早規劃完成 

9 月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

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

班－南區場次（1） 

96/09/08 完成 96/09/08 符合 於高雄國立科學工藝館，與會人

數為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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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

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

班－中區場次（2） 

96/09/15 完成 96/09/15 符合 於台中科學博物館，與會人數為

45 人。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3） 

96/09/12-26 完

成 

96/09/12-26符合 9月 12與 26日於台東縣關山國

小舉辦，參與人數超過百人。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

學教師研習班（4） 

96/09/15 完成 96/09/15 符合 於金門金城國中舉辦，學員人數

約 15 人。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九 96/09/12 完成 96/09/12 符合 數位典藏知識網的經營與規

劃，學員人數約 40 人。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十 96/09/26 完成 96/09/26 符合 數位典藏多媒體創意加值-發現

國家寶藏，學員人數約 30 人。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96 年資訊月及 2008 書展 96/09/30 完成 96/09/30 符合 資訊月及書展協助參展團隊、文

宣品製作及展場設計圖稿確認。 

數位典藏之數位出版研究(子

一) 

數位出版 96/09/30 完成 96/09/30 符合 ＊華文地區數位典藏之數位出

版資料收集分析。 

＊確定深度訪談大綱與訪談名

單，開始進行深度訪談。 

97 年度細部計畫書（子二） 
97 年度細部計畫書 

2007/09/29 完

成 
2007/09/29 符合  

97~101 年總體規劃書（子二） 
97~101 年總體規劃 

2007/09/17 完

成 
2007/09/17 符合  協助一分項「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機構」智財權訪查資料整理（子二）   2007/09/30 配合辦理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9/4 完成 

96/9/12 完成 

96/9/4 符合 

96/9/12 符合 

 

深度訪談執行(子三) 執行深度訪談並完成謄稿 96/9/14 完成 96/9/14 符合  

公開徵案團隊合作事項(子公開徵案 CC、SC入口網站架設 96/9/17 完成 97/1/15 落後 因 96 年度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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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三) 徵案單位完成網站上線 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故此

網站建置工作延後完成。 

國外研討會參與(子三) DiGRA2007 96/9/24 完成 96/9/29 符合  

97 年細部計劃書撰寫上傳

(子三) 

完成 97 年度細部計劃書撰寫 96/9/23 完成 96/9/23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9/30 完成 96/9/30 符合  

97~101 年總體規劃書(子四)     9/17 9/17 已完成總體規劃書撰寫繳交 

撰寫 97 年度細部計畫書(子

四) 

    9/299/299/299/29 9/29 已於 9/29提報國科會 

偏鄉座談會(子四) 辦理原住民偏鄉數位典藏與部

落文化座談會 

9/30 10/14.15 完成清流部落說明會 

偏鄉座談會(子四) 辦理原住民偏鄉數位典藏與部

落文化座談會 

9/30 10/21.22 完成屏東泰武和獅子鄉說明會 

查訪(子五) 依期中審查結果，視需要進 

行實地察訪 

96/09 尚未執行 預計於 97/02 辦理 

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機構計

畫成果展(中研) 

特展開幕 96/9/ 完成 96/9/ 完成 9 月 7日特展開幕，當日出席人

數超過 200 人，預計展至明年 4

月 

9 月累計參觀人次達 1223 人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開放給網路使用者撰寫內容，

第二階段測試與除錯。 

96/9/27 完成 96/9/27 落後 委外廠商端與典藏系統連線測

試、會員同步測試。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主題展覽企畫製作 96/9/27 96/9/27  

模擬疫苗策略應用於複製影

像偵測之效果研究(中研) 

論文撰寫 96/10/31 完成 96/10/31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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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機構計

畫成果展(中研) 

特展開幕 96/9/ 完成 96/9/ 完成 9 月 7日特展開幕，當日出席人

數超過 200 人，預計展至明年 4

月 

9 月累計參觀人次達 1223 人 

撰寫〈地理資訊數位典藏發展

之檢討與展望〉(總) 
研究報告一篇  96/10/11-12 

於「台灣地理資訊學會」舉辦之

「2007 年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發表 

10 月 

舉辦「地理資訊學術應用研討

會」(總) 
辦理學術活動一場 96/10 完成 96/10/13 符合 

產出《地理資訊學術應用研討會

論文集》一本，〈地理資訊數位

典藏—『典藏』之外〉論文一篇。 

 
舉辦「數位典藏智慧財產權工

作坊」兩場(總) 
人才培訓課程二場 96/10 完成 96/10/16,23符合 

台北場 100 人，台中場 40 人參

加，產出《數位典藏智慧財產權

工作坊會議手冊》一本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1） 

96/10/03 完成 96/10/03 符合 於靜宜大學完成台中場辦理，參

與人數為 97 人次。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2） 

96/10/12 完成 96/10/12 符合 於澎湖科技大學完成澎湖場辦

理，參與人數為 120 人次。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3） 

96/10/16 完成 96/10/16 符合 於致遠管理學院完成台南場辦

理，參與人數為 143 人次。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4） 

96/10/24 完成 96/10/24 符合 於文藻外語學院完成高雄場辦

理，參與人數為 148 人次。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

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高中職教學資源研習

班－北區場次（3） 

96/10/13 完成 96/10/13 符合 與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總計

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合辦。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十一 96/10/17 完成 96/10/17 符合 二分項子二計畫謝銘洋教授,創

用 CC授權小組周文茵小姐以及

Artkey 藝術授權中心何志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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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總經理，講授數位典藏授權模式

與實務課程，學員出席人數為

34 人。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96 年資訊月及 2008 書展 96/10/31 完成 96/10/19 符合 資訊月與大會配合之細目確認

並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

學教師研習班（5） 

96/10/24 完成 96/10/24 符合 原訂 9/19連江場次因颱風延期

至 10/24。 

協助盤點計畫前置試盤工

作，參加盤點與智財工作坊

（子二） 
  

2007/10/16~17(

台北) 

2007/10/23~24

（台中） 

配合辦理 

規畫年底成果報告次研討會

（子二） 
初步的籌備計畫表 

2007/10/15 完

成 
2007/10/30 落後 

因時間與場地租借問題而延遲

提報 

撰寫「創用 CC授權輔導辦法」

與發函創用 CC 輔導團隊「種

子人員」召集公文。並聯繫研

考會、文建會、智財局、教育

部討論創用 CC 輔導團隊種子

人員與配合方式事宜。（子二） 

 

  2007/10/11 配合辦理 

創用 CC 輔導團隊助理人員內

部「CC 讀書會」（子二） 
  

2007/10/09 

2007/10/21 
配合辦理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0/11 完成 

96/10/25 完成 

96/10/11 符合 

96/10/25 符合 

 

公開徵案團隊宣傳活動配合

辦理(子三) 

公開徵案 CC、SC推廣活動徵案

單位完成相關活動一場 

96/10/20 完成 96/8/1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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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相關文獻蒐集分析(子三) 分析整理討論相關文獻工作 96/10/1 開始 96/10/1 完成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10/31 完成 96/10/31 符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0/11 完成 

96/10/25 完成 

96/10/11 符合 

96/10/25 符合 

 

偏鄉活動(子四) 辦理原住民偏鄉數位典藏徵集

活動 1場（子四） 

10/20    

辦理每季心得交流會(子五) 辦理每季心得交流會（第二次） 96/10 尚未執行 預計於 97/04 辦理 

數位典藏中央研究院機構計

畫成果展(中研) 

主題展示、推廣與導覽、管控

執行 

96/10/ 完成 96/10/ 完成 至 10 月共累計 2221 人次 

中研院院區開放活動(中研) 史語所珍藏品之推廣展示導覽 96/10/  完成 96/10/20 完成 辦理資料庫展示、有獎徵答、互

動體驗活動，參觀人次達 3000

人次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部落格系統第二階段客製化開

發 

96/10/31 完成 96/10/31 符合 進行第一階段客製化修改與檢

討，完成第二階段俄製化開發。

開放網路使用者撰寫內容時程

延後。 

配合管考(中研) 第三季管考 96/10/15 完成 96/10 完成 繳交管考報告 

演講舉辦(中研) 文明的根第一場 96/10 完成 96/10 完成 主題：佛教石刻田野調查與 GPS

的應用 

自動化視訊對比調變技術研

發(中研) 

基於既有視訊對比調變技術作

改良 

95/10/31 完成 95/10/31 完成  

舉辦 2007 年數位典藏商業應

用競賽「數位典藏應用競賽與

教案設計競賽」(總) 

 96/11 完成 96/11 符合 共計 189件參加，選出 21組得

獎者 

11 月 

舉辦 2007 年數位典藏教案設

計競賽」(總) 

 96/11 完成 96/11 符合 共計 30件參加，選出 12組得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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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5） 

96/11/04 完成 96/11/04 符合 宜蘭（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參與人數為 331 人次。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

講座(子一) 

數位典藏大專院校推廣研習講

座（6） 

96/11/18 完成 96/11/18 符合 宜蘭（二）：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參與人數為 125 人次。 

數位典藏中小學教師研習課

程(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中小

學教師研習班（6） 

96/11/10 完成 96/11/10 符合 於屏東縣海生館，與會人數為

23 人。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4） 

96/11/14 完成 96/11/14 符合 嘉義場次於隙頂國民小學，與會

人數為 19 人。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5） 

96/11/21 完成 96/11/21 符合 台南縣場次於南新國民中學，與

會人數為 37 人。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96 年資訊月及 2008 書展 96/11/30 完成 96/11/30 符合 資訊月完成展前各項作業及裝

潢工程之確認。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6） 

96/11/28 完成 96/11/28 符合 台北縣場次於野柳國民小學，與

會人數為 22 人。 

召開創用 CC 種子人員協調會

（子二） 
  2007/11/14 配合辦理 

創用 CC 輔導團隊助理人員內

部「CC 讀書會」（子二） 
  2007/11/28 配合辦理 

出席聯合目錄與教學資訊網

合作事宜討論會議（子二） 
  2007/11/05 配合辦理 

參與 2008 年紐約授權展第一

次廠商評選委員會議（子二） 
會議記錄 

2007/11/09 完

成 
2007/11/09 符合  

出席台中 97 年公開徵案說明

會 
會議記錄 

2007/11/13 完

成 
2007/11/13 符合  

出席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

展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議（子   2007/11/16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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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二） 

參與紐約授權展心得交流會

論壇（子二） 
會議記錄 

2007/11/20 完

成 
2007/11/20 符合  

發表「數位典藏產業市場分

析」報告 1篇（子二） 
報告書 

2007/11/20 完

成 
2007/12/01 落後 

因出版類的廠商問卷資料未完

全回收。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1/8 完成 

96/11/15 完成 

96/11/8 符合 

96/11/15 符合 

 

論文發表(子三) 參與2007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

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並發表

「科學公有地在台灣的推動及

未來：以科學出版的學術期刊

出版為例」一文的完整論文。 

96/11/17 完成 96/11/17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參與「分解與重組－數位革命

中的亞洲機會」 

96/11/20~22 完

成 

96/11/20~22符合  

研討會辦理(子三) 數位典藏子計畫成果研討會 96/11/15 完成 96/12/1~2 落後 為因應相關研討會籌備進度與

宣傳事宜，故延至 12 月 1~2日

辦理完畢。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1/8 完成 

96/11/15 完成 

96/11/8 符合 

96/11/15 符合 

 

公開徵案活動(子三) 參與 97 年度徵求說明會 96/11/6~7 完成 96/11/6~7 符合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11/30 完成 96/11/30 符合  

影音資料庫建置(子四) 公開徵案公民行動網暨影音資

料庫上線（子四） 

11/31  10/9-/11/25 執行成果：2007/8 通過審查，

第一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是在第一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是在第一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是在第一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是在

2007.10.092007.10.092007.10.092007.10.09 完成上傳完成上傳完成上傳完成上傳，，，，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12.092007.12.092007.12.092007.12.09 為止為止為止為止，，，，已累積涵蓋已累積涵蓋已累積涵蓋已累積涵蓋

前述行動主題的各類公民行動前述行動主題的各類公民行動前述行動主題的各類公民行動前述行動主題的各類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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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影音紀錄共計影音紀錄共計影音紀錄共計影音紀錄共計 53535353 則則則則，，，，每筆紀錄每筆紀錄每筆紀錄每筆紀錄

皆可透過網路直接觀看皆可透過網路直接觀看皆可透過網路直接觀看皆可透過網路直接觀看，，，，長度皆長度皆長度皆長度皆

在在在在 3333 分鐘以上分鐘以上分鐘以上分鐘以上，，，，10101010 分鐘以內分鐘以內分鐘以內分鐘以內。。。。    

� 目前拍攝共計目前拍攝共計目前拍攝共計目前拍攝共計 53535353 則則則則    

� 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6666 則則則則、、、、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1111 則則則則、、、、司司司司

法法法法 2222 則則則則、、、、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5555 則則則則、、、、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1111 則則則則、、、、勞工勞工勞工勞工 2222 則則則則、、、、移工移工移工移工 1111

則則則則、、、、勞工與媒體勞工與媒體勞工與媒體勞工與媒體 3333 則則則則、、、、勞勞勞勞

工工工工、、、、環保與政黨環保與政黨環保與政黨環保與政黨 3333 則則則則、、、、媒媒媒媒

體體體體 1111 則則則則、、、、媒體與族群媒體與族群媒體與族群媒體與族群 1111

則則則則、、、、稅改稅改稅改稅改 3333 則則則則、、、、樂生樂生樂生樂生 9999

則則則則、、、、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16161616 則則則則、、、、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1111

則則則則    

 

上傳至 PeoPo平台、公民行動網

的獨立網站正在建置中。 

規劃舉辦次年度公開徵選說

明會(子五) 

規劃舉辦次年度公開徵選說明

會 

96/11 96/11/06、07、16 

符合 

於上述日期於北、中、南各舉辦

一場公開說明會 

多媒體管理平台 DRM 功能開

發(中研) 

多媒體 DRM保護功能測試 96/11/31 完成 96/11/31 完成  

科普版網頁(中研) 結合動畫，進行網頁製作 96/12/  完成 96/11  網站架構構思規劃、招標需求書

製作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推廣企畫，籌備系統灌製。 96/11/30 完成 96/11/31 符合 中研院計算中心建置委外廠商

伺服器，完成系統灌製作業，開

放網路使用者撰寫內容時程延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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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互動式數位展示機制展覽館

(中研) 

特展製作 96/11/30 96/11/30  

自動化視訊對比調變技術研

發(中研) 

程式最佳化 95/11/30 完成 95/11/30 完成  

舉辦「數位典藏應用競賽成果

展暨授權交流論壇」 

  96/12/27 於 96/12/25~27 辦理展示，邀請

一般大眾、典藏單位及國內授權

專業人士參與。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96 年資訊月 96/12/01-09 完

成 

96/12/01-09符合 本攤位計畫簡介等文宣品共

2000 份，均索取一空。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2008 台北國際書展 96/12/31 完成 96/12/31 符合 辦理展前作業等流程。 

數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子

一) 

專業培訓課程十二 96/12/05 完成 96/12/05 符合 數位典藏導入數位學習之應

用，學員人數約 21 人。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

遠地區教師研習班(子一) 

數位典藏種子推廣教師－偏遠

地區教師研習班（7） 

96/12/26 完成 96/12/26 符合 花蓮縣場次於瑞美國民小學，與

會人數為 21 人。 

舉辦『「數位」近用，「典藏」

授權：數位典藏公眾近用與授

權使用研討會』（子二） 

研討會大會手冊 
2007/12/01 完

成 
2007/12/01 符合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 4篇初稿

（子二） 

1.典藏機構授權實務分析報告 

2.數位典藏產業市場分析報告 

3.數位典藏相關法規分析報告 

4.數位典藏之公眾授權報告 

2007/12/01 完

成 
2007/12/01 符合  

參與 2007 年『數位典藏應

用授權交流論壇』暨『數位

典藏應用競賽頒獎典禮』

（子二） 

  2007/12/25~27 配合辦理 

12 月 

辦理專案會議(子三) 專案會議舉辦完成 96/12/13 完成 

96/12/20 完成 

96/12/13 符合 

96/12/20 符合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總計畫結案報告 

 

 

192 

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研討會辦理(子三) 『數位近用，典藏授權：數位

典藏公眾近用與授權使用研討

會』 

96/12/1~2 完成 96/12/1~2 符合  

相關活動參與(子三) 數位電視研討會 96/12/6~7 完成 96/12/6~7 符合  

研究論文完稿(子三) 數位典藏使用、公眾授權使用

理論基礎研究論文完成基礎論

文研究三份 

96/12/15 完成 97/3/31 落後 論文部份內容已於 96/12/1~2

之研討會中公開發表。因應專案

研究方向修正，論文加上經驗資

料後的完稿將於 97 年度第一季

完成。 

使用者調查報告(子三) 數位典藏以及公眾授權機制使

用者研究分析報告完成使用者

分析報告 

96/12/15 完成 97/3/31 落後 為因應基於過去數月資料蒐集

閱讀而進行之專案研究方向修

正，並力求理論層次先行建立完

整，故此調查工作時程往後修

正。本專案已於 96 年度 10 月份

辦理展延至 97 年度 3月底。 

公開徵案團隊活動配合辦理

(子三) 

完成辦理數位典藏藝術節 96/12/15 完成 97/3/15延後 因 96 年度公開徵案細部計劃書

至八月份方完成審查手續，故此

活動辦理工作延後完成。 

研討會辦理(子三) 協辦 ACIA 國際研討會 96/12/15 完成 97/1/19 落後 為因應國外學者參與時間與宣

傳，故延後至 97 年度 1 月辦理

辦理完成。 

配合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

作(子三) 

完成分項計畫辦公室管考工作 96/12/31 完成 96/12/31 符合  

論文撰寫(子四) 偏鄉原住民對數位典藏的認知

與需求調查報告 1 篇、公民團

體參與建構數位公共資產研究

12/15 12/3.4 已在「數位近用、典藏授權」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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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論文 1篇（子四） 

舉辦年度期末成果展(子五) 舉辦年度期末成果展 96/12 尚未執行 預計於 97/07 辦理 

協助次年度公開徵求審查(子

五) 

構想書審查 96/12 96/12/31 符合 96/12/31 公告構想書審查結果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子五) 撰寫年度成果報告 96/12/31 96/12/31 符合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推廣(中

研) 

英文化網站規劃 96/12/31 完成 96/11 完成 完成人才網網頁英文化及印製

展示中心英文簡介 

台灣原住民知識聚落部落格

(中研) 

開放給網路使用者撰寫內容，

第一階段測試與除錯。 

96/12/31 完成 96/12/31 落後  

複製與授權申請(中研) 珍藏圖籍複製件與授權申請 - - 海內外複製件共計 11 人次 12

種 131 頁 

圖像授權 0張 

（以上資料統計至 12/17止） 

自動化視訊對比調變技術研

發(中研) 

成效比較 95/12/31 完成 95/12/31 完成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推廣(中

研) 

英文化網站規劃 96/12/31 完成 96/11 完成 完成人才網網頁英文化及印製

展示中心英文簡介 

97 年

1 月 

大型行銷展覽(子一) 2008 台北國際書展 97/02/13-18   

全年 計畫業務會議(子一) 舉行每月業務會議 1 至 12 月 1 至 12 月 � 舉行每月內部業務會議： 

（1）96/01/19：第一次業務會

議 

（2）96/03/12：第二次業務會

議 

（3）96/04/26：第三次業務會

議 

（4）96/05/28：第四次業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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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達成情形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議 

（5）96/06/26：第五次業務會

議 

（5）96/08/01：第六次業務會

議 

（5）96/09/04：第七次業務會

議 

（5）96/10/18：第八次業務會

議 

（5）96/12/31：第九次業務會

議 

 典藏通訊(子一) 提供「國家典藏通訊」文章 1 至 12 月 1 至 12 月 提供「國家數位典藏通訊」共計

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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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博物館 2007 芝加哥年會暨博覽會

1.參訪資訊

參訪人：計畫主持人 劉靜怡

參訪時間：2007 年 5 月 13 日~17 日

參訪地點：美國芝加哥

參訪單位：美國博物館 2007 芝加哥年會暨博覽會

(AAM Annual Meeting and Museum2007)

2.會議概述

美國博物館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 成立於 1906 年，

代表美國博物館與博物館專業之非營利性法人組織，致力於促進博物館專業教育、

資訊交流、博物館認證、專業工作標準制定、博物館公眾服務等事務。採會員制度，

會員涵括自然科學、藝術、歷史、軍事、兒童博物館、植物園、動物園、水族館、

歷史古蹟、科教中心等機構。

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是一個具規模、

運作良好、跨國際的博物館協會，平時除了提供博物館在經營管理方面的各種資訊、

訓練課程、出版品以及各種功能不同的委員會、組織運作外，每年 5 月間以召開年

會的方式，舉辦上百場博物館經營管理的研習會、座談會、專題演講、參觀活動以

及相關產業的博覽會；來自美國各地及國際間的會員，齊聚一堂，交換最新的訊息

與彼此的經驗，並共同探討最新的博物館學議題，以期建立起彼此的關聯及日後可

能合作的機會。美國博物館協會的年會，是全世界最重要，也最為大眾所熟知的博

物館研討會之一 ，每年皆吸引了數以千計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人前往。

2007 世界博物館年度主題：Museum and Universal Heritage 博物館與人類資

產主要討論隨著社會轉變的博物館，越來越以觀眾為導向，並以教育活動為重，反

而逐漸忽視博物館最核心的價值—文物典藏。

保存人類各項重要資產，仍是博物館發展最重要的基礎，無論是有形的或是無

形的，如何藉由展示等方式讓他們的價值與背景能更真實地傳遞給觀眾，應是所有

博物館人該深思的課題。各項活動，包括會員大會專題演講，以及國際博物館日的

活動，都將以此主題做發想。

3.出訪行程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7 年 5 月 11 日至 5月 20 日，由總計畫共同主持

人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李德財院士率領計畫成員，包括計畫辦公室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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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理陳淑君小姐、第二分項計畫主持人劉靜怡副教授、自然科學博物館徐典裕先

生、第一分項計畫研究助理蔡幸真小姐與陳秀華小姐，會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袐

書長暨故宮博物院資訊中心林國平主任，以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等計畫典藏單位

等，組團赴美參與「2007 美國博物館協會芝加哥年會暨博覽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AAM Annual Meeting & MuseumExpo™2007）。

在博覽會的部份，包括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的攤位，總計共有來自世界各國(以

美國為主)350 家博物館相關產業的廠商參展，攤位類型多樣，包括博物館建築設計、

展示模型、展覽規劃、燈光、保全、典藏管理系統、語音導覽設備、紀念品、書籍

等各類博物館相關軟硬體規劃公司，以及行動博物館展覽皆可見於博覽會中。該博

覽會的目的在於讓廠商有機會向與會的博物館人員介紹自己公司的產品，同時也讓

博物館人有機會針對自己館方的需求，為博物館選擇合適的合作夥伴。

在年會的部份，今年度年會，總計有 161 則討論議題，議題涉汲的層面從管理、

典藏、教育、安全、展覽設計、國際合作、網路科技到數位發展等，任何一位博物

館人參與該年會，必能為期 5天的年會中找到適合自己領域的主題，並參與討論。

開幕典禮由芝加哥市長夫人代表全市，向所有參加年會的博物館員至歡迎詞，並闡

述博物館為芝加哥市所帶來的貢獻。大會接著報告一年來的工作事項及豐富成果，

年收入與支出的詳實事項，使與會人士了解美國博物館專業的進步及運作狀況。當

天大會特別邀請名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大演講廳進行一場演講。

4.參訪心得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積極參與本次盛會，並於大會展覽期間之「台灣之窗」

展區內策劃了台灣數位典藏成果之相關展示，內容涵蓋自然與人文之數位典藏。以

主題呈現方式引導與會人士之興趣，同時策劃小型活動帶領參觀者深入數位典藏，

並於現場發放計畫簡介、書籤、明信片等小紀念品宣傳計畫及相關網站。計畫成員

於展示期間皆積極對外推廣台灣數位典藏。

大會期間，美國博物館協會媒體與科技專門常務委員會亦同時舉辦「2007 繆斯

獎」。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分別以「米芾的書畫世界」與「蛙

蛙樂園」獲得線上呈現金牌獎及遊戲類銀牌獎等兩項大獎，成績亮眼。

此外，為使芝加哥地區僑民了解台灣博物館現況及國內數位典藏計畫之發展，

特於 12 日假 TECO 文教中心舉行「台灣之窗」座談會。李所長德財亦於座談會中擔

任主講人，向僑民介紹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成果與發展。並於 2007 美國博物

館協會芝加哥年會暨博覽會會期結束後，前往加州爾灣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配合

當地「2007 年橙縣台灣傳統週」活動，進行台灣數位典藏成果展示，並向當地僑界

代表與志工解說台灣數位典藏的特色與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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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員此行除積極參與各項相關會議活動及展示，並同時與各界與會人士進

行經驗交流，獲取豐富資源。同時，亦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至國際舞台，

成果豐碩。

在年會會議期間及結束之後，參觀訪問芝加哥當地典藏機構，進行數位典藏成

果交流及經驗分享，裨益本計畫之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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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 Education GIS Conference、ESRI Users

Conference(San Diego, USA)

1.參訪資訊

參訪人：計畫共同主持人 賴進貴

參訪時間：2007 年 6 月 15 日~23 日

參訪地點：美國聖地牙哥

參訪單位：

（1） Education GIS Conference (2007/6/16-17, San Diego, USA)
（2） 27th ESRI User Conference (2007/6/18-22, San Diego, USA)

2.會議概述

地理資訊是新近發展的重要科技，在政府和民間的應用已經非常普遍，在學術、

文化、社會等研究與應用亦有廣大的潛力。有鑑於地理資訊的應用價值，數位典藏

國家型計畫推動多項相關工作，在第一期五年計畫中數化典藏大量的數值地圖與地

理資訊，將在第二期的五年計畫持續數化典藏的工作。為了讓這些大量的典藏得以

被充分利用，本分項計畫已經將地理資訊的應用推廣納入第二期五年計畫的重點。

出差人為第二分項應用推廣計畫的共同主持人，在計畫中負責地理資訊應用推

廣的工作，必須積極收集和參與國際 GIS 應用推廣的工作。本次行程除參與兩項重

要研討會收集相關資料之外，也和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學術交流，介紹臺灣數位典藏

的地理資訊應用，並蒐集該領域在網路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發展。對於我國數位典

藏在學術和教育的應用推廣，有具體的收穫與貢獻。

ESRI 公司為專業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公司，所生產的地理資訊軟體是目前全世

界最普遍、使用者最多的 GIS 軟體。該公司每年固定舉辦新產品與技術的發表，並

透過使用者研討會的方式，提供 GIS 使用者共同討論應用與發展趨勢。本會議的參

與者來自世界各地，包含技術人員、分析家、程式設計師、GIS 使用者、GIS 部門主

管、GIS 教育家與相關企業領導者。從第一屆至今，今年（2007）已經是第 27 屆，

參與人數超過萬人，為國際 GIS 學術交流的最大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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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訪行程

本人此行參與兩項研討會。茲將兩者的性質與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 6 月 16-17 日 出席 Education GIS Conference

本會是針對 GIS 教育推廣領域分享教學經驗與知識，是目前全世界最主要、參

與人數最多的 GIS 教育研討會。提供教育工作人員分享 GIS 在教育應用之最新資訊，

得以掌握 GIS 科技和教育的結合可能。本會議的規模較小，然參與者皆為 GIS 教育

推廣的學術和政府部門代表等。主要討論內容偏重在中小學 GIS 的應用和推廣問

題，涵蓋問題包括軟硬體設備及資料供應等實務性議題，也包括資訊融入的教材教

法等教育理論層面問題。

Education GIS Conference 重點在於 GIS 的教育探討。本人出席兩天完整的會

議行程，親身體驗這個研討會是全世界關心 K12 GIS 教育學者的平台，參與對象以

中小學的 GIS 推動者為主，發表者來自世界各地。本人印象特別深刻的講者包括：

挪威教育學廳 GIS 部門的主要推動者、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育廳人員、美國地理教

育知名學者德州農工大學的 Dr. Robert Bednarz 等。本報告特別說明挪威高中開始

實施 GIS 融入教育，有關建置教學媒體的作法，強調技術專業人員協助的必要性；

加拿大 Ontario 省承襲英國的教育體系，對地理教育非常重視，目前也正在思索將

GIS 納入高中課程。Dr. Bednarz 的報告主要在提及 GIS 教育的瓶頸和探討未來的努

力方向，他認為空間觀點和空間思考的不足是影響 GIS 推動的主要因素，建議地理

學者應該將此列為未來教學的重點。

在其他相關的報告及討論中，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資訊科技的使用並不保證

學生的學習成就優於傳統的教學方式，然而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部分，

則是有具體的成果。這些發現顯示 GIS 的教學策略有需要改進之處。教學活動設計

的目標和內容應該更具體，瞭解資訊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並且要考慮教學實施的可

行性，不要貪求大量資訊的融入，應該更注意資訊科技融入的效益評量。

在聆聽論文發表之餘，本人和發表者有進一步的討論，瞭解不同國家的中小學

教育使用 GIS 的情形，並介紹台灣的高中課程發表。相較於各國的課程規範，台灣

高中的課程標準，將 GIS 納入全體學生必修的內容，是一項非常積極，且具有前瞻

性的作法。本人將這項進展和相關國家人士分享，也普遍獲得其讚揚。

有鑑於此，本人在參與研討會之後草擬了一篇專文的初稿架構，其目的在於介

紹台灣高中 GIS 教育的推動成就和後續推動檢討，並特別強調數位典藏所累積的豐

富資源，如何得以整合到中小學教學中。上述的構想，促成筆者在 2007 年 10 月間

主辦『數位典藏地理資訊』研討會，邀請國內相關學者專家針對這些相關議題進一

步討論。

(2) 6 月 18-20 日 出席 ESRI Users Conference



7

本會議以提供 GIS 應用範例和最新科技發展為主。前者的發表者涵蓋來自世界

各地的 GIS 使用者，應用的範圍涵蓋土地、環境、資源、都市、健康、消防等各個

面向。後者包括地理資訊軟體的開發計畫與產業動態，主要由 ESRI 公司的部門負責

人擔當，是獲取 GIS 界最新動態的主要管道。

6月 18 日，期待中的萬人大會終於要上場。為了取得比較好的座位，一早 7時

15 分即搭專車前往大會會場。會議準時開始，ESRI 公司總裁 Jack Dangerman (GIS

界的 Bill Gates)，首先請所有與會者認識自己的左右鄰居。大會所提供的即時資

訊顯示，今年與會者幾經超過 13500 人、來自 115 個國家。透過自我介紹認識新朋

友，也瞭解彼此參加這場盛會的目的，並且意識到這真是 GIS 界的聯合國會議。

在開場致詞中，透顧豐富的實例展現 GIS 及地理對環境、社會、全人類的貢獻，

他特別強調 GIS 所帶來的 holistic, integrative, collaborative。這些觀點對於

數位典藏的推動工作者，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在這個場合中，地理學者深感與有

榮焉。緊接著的專題演講者（keynote speaker）是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Dr.

Wangari Maathai。這位來自非洲的女士是綠帶行動（Green Belt Movement）的推

動者，倡導婦女參與植樹計畫，來解決非洲的貧窮與環境問題。她的努力與成就獲

得國際間的普遍肯定，而她也特別介紹在他們的推動計畫中，GIS 如何協助活動的

進行和組織目標的達成。透過這種演講讓我瞭解到 GIS 的觸角已經伸向民間 NGO 組

織和更為廣泛的應用課題。

在第一天早上的大會之後，當天下午隨即展開各種主題的工作坊和專題演講。6

月 18 日下午 4點另有國際地圖展示的揭幕儀式，會場展現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

一方面展現地圖繪製的技巧，一方面也展示了地圖和 GIS 的應用功能。另外，有美

國主要大學地理相關系所在此設置攤位，讓學生們可以洽詢入學申請相關資料。本

人利用這個機會，和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 Prof. Ming-Hsiang Tsou 有一番討

論。其專長在於網路 GIS 的發展，有許多教育推廣的經驗可以和數位典藏結合。

大會於四天會議所安排的應用發表和技術性專題演講非常多元，同一時間有 40

個左右的場次，每一個場次可以容納數百人聽講，令人目不暇給，每每有遺珠之憾，

本人特別挑選和教育推廣相關的場次參加。這些場次的規模非常大，在會場廣泛發

放問卷回饋單，讓主辦單位瞭解聽眾對活動安排的反應。這些都是值得參考的作法。

4.參訪心得

這是本人第一次參加 ESRI Users Conference 這項大型國際 GIS 研討會。活動

內容非常多元，滿足不同類型需求者的需求。雖然不是學術單位所主辦，但是卻受

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它結合實務和理論，並且展現最新的軟體技術發展，所

以成為學術界廣泛參與的平台。參與中發現該公司所有的負責人員親自跳到第一

線，親自擔任場次的主持人，和使用者互動，聆聽第一線使用的聲音，具有高度的

推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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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今年 ESRI 相關會議，本人的具體成果包括：

(1)蒐集 GIS 在教育、文化、學術、社會的應用範例，包括書籍、光碟、軟體、

免費資料和現場拍照、交談的所得。

(2)蒐集最新的技術整合，特別是在新一代互動式網路 Web 2.0 推出之際，得以

瞭解 GIS 與 Web 2.0 的結合藍圖。本年度會議中，瞭解 ESRI 公司的設計團隊已經和

Google 公司的研發方向結合，兩者的資料交換越來越順暢，這是值得我們關心的發

展。

3.將臺灣數位典藏中的地理資訊成果介紹給國外學者，並洽商邀請在台灣舉辦

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的潛在參與者。

參與此一難得會議的感觸甚多，而印象最深刻的竟是本會議的庶務流暢情形。

主辦單位的考慮周詳，多項活動同時進行，然而各種事務的進行非常順暢。很難以

想像上萬聽眾的大型演講，每一位聽眾都可以在大型螢幕和音響設備之下，清晰掌

握現場的一切活動；上萬人的進出可以在數分鐘內完成；供應數千人點心餐飲得以

非常衛生、方便、源源不斷的端出。處處表現出良好的規劃和執行能力，顯示專業

和效率。這或許是數位典藏推廣服務，另一項值得借鏡的參考。

與會活動照片

▲照片 1：大會開幕式，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的專題演講。

▲照片 2：報告人與加州聖地牙哥州立大

學師生合照。



9

▲照片 3：和 Dr. Roger Tomlinson 合

影，並向其致意。Dr. Tomlinson 是提出

GIS 這個名詞和觀念的人，被譽為 GIS
之父。

▲照片 4：GIS 應用展示會場

▲照片 5：地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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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7 美國紐約國際授權展

1.參訪資訊

參訪人：計畫助理 陳香妃

參訪時間：2007 年 6 月 16 日~26 日

參訪地點：美國紐約

參訪單位：2007 美國紐約國際授權展 (Licensing 2007 International)

2.會議概述

堂堂邁入第 27 屆的美國紐約國際授權展(Licensing 2007 International)，為國際

授權產業年度最大盛事。現場主要提供七大類授權交易內容「藝術與出版授權」、

「品牌和商標授權」、「卡通造型肖像」、「娛樂」、「網路和互動多媒體」等 。

自 2002 年起，每年 500 多家參展單位中，皆有超過 5,700 種以上的標的物可供授權，

歷年皆創造高達 1,700 億美金以上的產值。

[Creative Taiwan] 台灣館 延續去年驚豔全場的雅致風格，今年展場將擴大為

20 個展位，展出台灣數位典藏藝術作品以及加值應用產品之成果。參展單位分成兩

大類：一、授權品牌類(包含：國立故宮博物院、頑石創意、老夫子哈媒體、artkey
藝術授權中心、李氏愛馬)；二、創新品牌類(分別為藝拓國際、甲馬創意、觀心影像、

碩特國際及 PMI 攝影人)等共計有 10 家參展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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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訪會議行程

(1) Profile of Creative Taiwan Pavilion

Topic Digital Content and Art Licensing
Size 20 booths
Sponsor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Council for Culture Affairs

Organizer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aiwan
Co-Organizer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Artkey Art Licensing Center
Exhibitor As show

(2) 現場活動介紹＆場次表

(3) Press Conference Agenda
Date：June 20 (Wednesday), 2007

Date
Hour

6/19 6/20 6/21

10:00~10:30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

Traditional music
show

10:30~12:30 On-site interactive
game

On-site interactive
game

On-site interactive
game

14:00~14:30

Press conference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
Creative Taiwan~
Brand Presentation

-

14:30~15:00 -

15:00~15:30 -

Venue：Booth 4135, 2007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

New York City)
Note* The Creative Taiwan exhibitors will be giving brand presentation individually
through out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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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場活動記錄

活動記錄 說 明

於紐約現場展
示大型懸吊
物，吸引在場參
觀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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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記錄 說 明

紐約現場活動

以優雅的提琴

表現台灣小調

的特色。

現場活動由

Model 為創意商

品走秀，吸引現

場來賓及觀眾

眾多目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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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記錄 說 明

長官與計畫主

持人現場合影。

現場媒體記者

訪問顧問。

4.參訪心得

2007 [Creative Taiwan]台灣館 以「蝴蝶蘭」及「典雅紅」色系形塑展場整體

形象。台灣館此次特別強調在地文化特色的典藏授權，讓台灣的深度文化有機會呈

現於世界舞台，並象徵台灣精緻產業成功輸出的美麗大使─蝴蝶蘭，以細緻優雅的

花型鋪陳、勾勒出台灣創意產業的深刻涵養。而延續生長的蘭姿昂揚，則表徵著源

源不絕的創意生命力，益加貼近 Creative Taiwan 創意台灣的獨特魅力。「典雅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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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系則有活化整體視覺的作用，以點點桃紅營造青春躍動的活潑感受，同時呼應參

展的另一項主軸[Arts For Everyone]：藝術是屬於大眾的，是感染力十足的。

此次台灣館於紐約會場舉辦許多精彩活動吸引人潮、匯集商機。除了 6月 20 日

的品牌之光記者會與 5 場個別企業品牌說明會外，每日並安排弦樂四重奏的台灣民

謠表演、金元寶促銷互動等，呈現台灣特有的文化趣味。而品牌之光記者會中走秀

的品牌，計分為三大主題：典藏藝術風、個性動漫風、新新藝術風，將由模特兒搭

配主題音樂，展示各種典藏應用產品，包含趣味公仔、時尚燈飾、時尚皮件、生活

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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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拿大渥太華政府出版品機構參訪

1.參訪資訊

參訪人：計畫主持人 劉靜怡

參訪時間：2008 年 2 月 1 日~8 日

參訪地點：加拿大渥太華

參訪單位：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Canadian
Culture Online Program,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Library and Archive Canada’s 

preservation Centre

2.參訪單位概述

加拿大文化線上（Canadian Culture Online, CCO）隸屬於加拿大文化遺產部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其組織目的在於透過網路，將加拿大的文化傳

遞於民眾。除了透過經費補助的方式，贊助民間或政府部門將例如將具有歷史價值

的影片、藝術、文物等予以數位化，以增加網路上可獲取的加拿大文化資料外，也

同時亦透過教育與宣傳的方式，增加民眾接近使用該文化資料的機會1。

由於加拿大地區廣闊，人口又散布在西半部以及靠近南方邊界的地區，因此政

府非常希望能透過網路的普及，使文化資訊傳遞到民眾之手，使年輕的世代得更認

識加拿大的歷史文化。也因如此，加拿大率先於西元 2003 年使境內所有學校擁有網

路連線的國家。

為了增加網路上可取得的加拿大文化資產，CCO 是與其他博物館、學術單位或

民間公司合作。由博物館、學術單位或民間公司提交構想書，CCO 選擇其中較具文

化代表性的提案後，再以 CCO 補助的經費，由博物館或民間公司將資料予以數位

化，並整理成資料庫。由於 CCO 的目的是希望這些歷史文物得以免費對大眾公開，

因此受到 CCO 補助的機構，必須就其提供的資料事先取得授權，確認著作權沒有問

題時，才會將資料予以數位化，而放置於資料庫上。

有關 CCO 決定補助數位化構想書的優先順序，早期由於加拿大數位的法文資料

較少，為了平衡加拿大網路上法文與英語資料的比例，因此早期 CCO 是優先補助法

語內容的數位化專案。其後，CCO 則以博物館或學術單位共同合作的社群，所決定

1 http://www.canadianheritage.gc.ca/ccop-pcce/index_e.cfm (visited on 20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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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重要性順位，來決定給予補助的修先順序。

有關文物資料的著作權管理方面，由於部分的內容仍受到著作權保護。因此CCO
會要求提交構想書的單位，一定要編列取得著作權授權的預算，如此才能確保數位

化的資料，得於網路上免費對民眾提供。

3.參訪行程

時間 參訪單位 參訪摘要

2 月 3 日

下午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及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瞭解其加拿大國立美術館及文明博物館

之政府出版品發展狀況。

2 月 3 日 資料整理

2 月 4 日

上午
Canadian Culture Online
Program,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瞭解 CCO 如何透過網路，將政府資訊及

歷史文物推廣於各地，以及如何輔導各機

關進行著作權權利清查的工作，並使用

Creative Commons 將政府資訊釋出。

2 月 4 日

下午
Library and Archive
Canada’s preservation
Centre

瞭解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對於對於各省政

府出版品的寄存管理與數位化工作。

2 月 5 日

上午
Canad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詢問 CGP 有關政府出版品著作權的管

理、授權契約規劃、政府出版品的流通管

道以及數位出版等計畫。

2 月 5 日

晚上

與 University of Ottawa
法學院院長 Daniel J.
Gervais 餐敘

瞭解加拿大法學學者對於 Crown
Copyright 的看法，以及加拿大政府資助

學術研究的著作權歸屬問題。

4.參訪心得

至於這些博物館或民間公司數位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智慧財產權，均是保留給博

物館或民間公司，但必須與 CCO 約定永久授權給政府機關使用。至於這些學術單位

或民間公司，則另外對外進行授權。雖然部分資料庫的內容，已屆著作權保護的期

限，而成為公共所有，但如果有想要就這些資料庫的內容進行商業利用，還是必須

向學術單位收取權利金。一般民眾則可以在非商業性的條件下，免費使用資料庫裡

的內容。以 CCO 所贊助的加拿大虛擬博物館（Virtual Museum of Canada）為例，其

上所有的數位內容，大部分係採用創用 CC 授權條款釋出。

依照加拿大圖書館及檔案法（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 Act）第 10 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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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所有於加拿大出版之出版品，均必須自費繳交二份出版品寄存在圖書與檔案局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而依照加拿大財政部（Treasury Board of
Canada Secretariat）的政府通訊傳播政策（Communications Policy for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所有政府單位委託製作的電影、錄影帶、錄音帶或多媒體出版品，均必

須依照加拿大圖書館及檔案法寄存於 LAC 中3。

於西元 2005 年開始，LAC 發起加拿大資訊數位化策略（Canadian Digital
Information Strategy）的意見徵詢，希望各界得以對加拿大數位資訊的發展政策，提

供意見。該資訊數位化策略的目的是希望加拿大的數位資訊與記錄得以呈現給未來

的子孫，並增加民眾對於加拿大數位資訊的接觸管道（access）與使用4。

而為了增加民眾接觸政府資訊的管道，目前加拿大最主要的機制便是寄存服務

計畫（Depository Services Program; DSP），該計畫使加拿大境內 800 個圖書館，得以

接近使用加拿大聯邦政府出版品的電子圖書館。而皇室著作權（Crown Copyright）
便成為管理政府資訊不當利用的重要機制，例如民間如欲將政府資訊做商業利用，

則必須向政府取得授權5。

另一方面，為了使政府資訊得以及時對外公開，或是聽取民眾建議，部分加拿

大政府機關便將政府資訊免費公開於網路上。舉例來說，加拿大健康研究中心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CIHR），為了能將其贊助經費的研究，盡早

對最廣泛的民眾公開，CIHR 便將其所贊助之研究，包括學術期刊、研究資料、研究

結果等，於出版後 6 個月內於網路上免費對外公開。另外，透過 DSP 補助，像是加

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便將其部分統計資料免費提供於民眾，國家研究院

出版處（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ress）亦將其 15 種學術期刊對免費提供給加拿大

人民。而加拿大自然資源局（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NRCan）之地球科學部門

（Earth Science Sector, ESS），同樣在網路上提供免費的加拿大地理空間資料6。另一

個加拿大政府網站 GeoBase，則是採用 GeoBase 無限制使用授權契約（GeoBase
Unrestricted Use License Agreement），以非專屬授權的方式，免費提供網站使用者從

事下載、散布、改作資訊等權利7。

然而，並非所有政府贊助的研究都是對民眾或是其他研究者免費提供，而每個

政府部門對於資訊的提供政策也不盡相同。有些機關採取公開接近使用（open
access）的政策，自動將資料予以公開，有些則是民眾向政府機關索取後，才會予以

公開，且後者常因機關以隱私及國家安全的考量，而被拒絕。再者，政府資訊公開

2 http://laws.justice.gc.ca/en/L-7.7/ (visited on 2008/2/28)
3 Communications Policy for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Policy Requirement 29.
4 http://www.lac-bac.gc.ca/cdis/012033-2000-e.html (visited on 2008/2/28)
5 Canadian Digital Information Strategy, p.38-39, at
<http://www.lac-bac.gc.ca/cdis/012033-1000.01-e.html> (visited on 2008/2/28)
6 Id., at 39.
7 http://www.geobase.ca/geobase/en/index.html (visited on 20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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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涉及到各機關經費的問題，例如將資訊電子化，資料維護、更新以及提供之品質

等，皆有成本的考量。然而，LAC 仍希望能提高民眾對政府資訊的接近使用。不過，

LAC 並非想要從政府資訊的公開接近使用及商業利用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是

希望在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情況下，使政府資訊可以更寬廣地供民眾接近使用8。

目前 LAC 的加拿大資訊數位化策略已經完成意見徵詢，並著手分析各界的回

應，以研擬未來的執行步驟。儘管如此，從該資訊數位化策略的政策立意來看，LAC
亟希望增加民眾接近政府資訊的管道與機會。而在將資訊數位化的同時，也希望以

著作權授權契約與網路使用者約定資訊的使用方式，促使資訊使用者得以尊重該網

站資料的智慧財產權。至於授權契約的選擇，則會依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
的利益考量，而採取寬嚴不一的授權條款。

8 Id., at 4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