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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培養數位公民的資訊政策知識、意識和理解是教育者和研究人員關
心的問題。透過網路和社交媒體等方式被認為是傳播資訊的有力策
略。本研究基於之前對美國資訊政策和相關立法之研究，試圖識別
和解釋資訊政策議題的特徵，以便了解以知識內容為主的資訊政策
議題需要利用甚麼數位策展策略。本研究首先分析以知識為主的數
位內容策展實例，並對可用的數位策展平台進行調查和分析策展平
台的功能和特徵，利用ADDIE的程序發展美國資訊政策與相關立法之
數位策展平台雛型，並進行形成性評鑑來改善平台設計。

中文關鍵詞： 美國資訊政策、美國資訊相關立法、數位策展、策展策略、資訊素
養法案、公共圖書館建設法案、智慧財產權、資訊自由、隱私權

英 文 摘 要 ：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policies in cultivating digital citizenship is a paramount
concern of the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Digital curation
through web and social media is considered a powerful
strategy for dissemination of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policy inform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a previous study on
US information policy study identifies and interpre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knowledge-based content and
constructs a prototype digital curation for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the related legislative issues. Existing digital
curation platforms are surveyed and analyzed selectively. A
prototype digital curation for US information policies
followed by ADDIE was developed and a formative evaluation
wa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and appearance of the
platform.

英文關鍵詞： US Information Policy, US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Digital
Curation, Curation Strategy, Information Literacy Act,
Public Library Construction 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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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養數位公民的資訊政策知識、意識和理解是教育者和研究人員關心的問題，透過網路

和社交媒體等方式是傳播資訊的有力策略，本研究基於之前對美國資訊政策和相關立法

之研究，期望進一步透過數位策展的方式來詮釋和傳布資訊政策和立法議題的相關議題，

同時試圖了解以知識內容為主的資訊政策議題需要利用甚麼數位策展策略。本研究首先

分析以知識為主的數位內容策展實例，並對可用的數位策展網站進行調查，分析策展網

站的功能和特徵，並利用 ADDIE的程序發展美國資訊政策與相關立法之數位策展網站雛

型、進行形成性評鑑改善網站設計。研究結果提出一個資訊政策與相關立法之數位策展

網站，以及知識型數位策展策略應用和策展流程的反思。 

Abstract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policies in 

cultivating digital citizenship is a paramount concern of the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Digital curation through web and social media is considered a 

powerful strategy for dissemination of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policy 

inform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a previous study on US information policy 

study identifies and interpre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knowledge-based 

content and constructs a prototype digital curation for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the related legislative issues. Existing digital curation 

platforms are surveyed and analyzed selectively. A prototype digital 

curation for US information policies followed by ADDIE was developed and a 

formative evaluation wa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and appearance of 

the platfor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esenting a digital curation website 

for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the related legislative issues,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n the knowledge-based digital curation strategy application and 

cur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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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美國資訊政策；數位策展；知識表徵；資訊法案；形成性評鑑 

US information policies; Digital curatio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Formative evaluation 

壹、 前言  

美國自 1956 年由美國國會首先通過的第一個聯邦層級的圖書館服務相關法案是「圖書

館服務法案」(Library Service Act, 1956)，對於美國公共圖書館，以及其後的健全

發展有指標性作用。後續相關法案繼續更新和加強，經過四十年不斷演進，美國國會再

於 1996年 9月 30日通過「博物館暨圖書館服務法案」(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 

Act, 以下簡稱 MLSA)，公共法案 104-208 (Public Law 104-208)，可以說是 1956年

「圖書館服務法案」的大升級版，該法案由「圖書館服務暨科技法案」(Library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Act)和「博物館服務法案」(Museum Services Act)所組成。

根據 MLSA法案內容的要求，美國在 1996年新成立「博物館暨圖書館服務研究院」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以下簡稱 IMLS)，每年獲大額聯邦經費

支援該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並以促進美國圖書館服務、提供資訊、鼓勵館際合作、支

援博物館的公共服務和教育角色、鼓勵創新和領導、支援保存文化遺產的功能，以及出

版相關調查研究報告等為宗旨(吳美美，2000)。2003年公共法案編號 108-81獲得簽署

通過，IMLS 重新獲得新的經費挹注，並於 2010年通過更新法案，繼續提撥大額研究和

服務發展經費，鼓勵和確保圖書館資訊機構提供良好的服務。不過 2014年 4月民主黨

眾議員 Paul Ryan (R-WI) 提案，建議在 2015 年聯邦政府應該停止經援 MLSA法案，轉

由民間私人企業支援。此舉引起美國圖書館協會(ALA)大力反對，而 IMLS的員工也透過

訪談州政府圖書館員，說明圖書館服務的新方向，並提出兒童造訪圖書館和博物館在語

言、數理和科學的成績表現較優等事例來說明不應裁撤 MLSA法案(吳美美，2016)。經

過美國圖書館協會全面大力奔走遊說國會，新的 MLSA終於順利通過，然而每隔幾年總

是需要重新經過立法過程的攻防戰。因此美國圖書館資訊相關法案的立法過程，十分值

得研究。 

科技部 104 年贊助美國圖書館資訊相關法案的立法過程研究，已經完成以下研究議題：  

(一)  美國圖書館資訊服務有哪些相關立法？其內容為何？ 

(二)  美國圖書館資訊服務相關法案的立法背景如何？特定法案如何產生？法案推動、

產生過程為何？主要推動者為何？有何影響？ 

(三)  這些圖書館資訊服務相關立法在內容、推動者、推動過程、影響等，有何共通性？ 



4 

 

本研究延續科技部 104 年度核定之【美國圖書館資訊相關政策和立法過程之歷史研究】

[科技部編號：MOST 104-2410-H-003-111]，希望對所發現的研究結果繼續加值，包括

對相關法案之發展加以詮釋，並以 wiki網頁等方式，發展法案策展平台，期望能擴大

專業人士和民眾對於法案內容和發展的了解。 

本研究期望透過建置知識型策展網站能夠達到以下目的：(1) 資訊政策屬於公共議題，

希望透過策展和詮釋美國資訊政策發展與歷史背景，能吸引更多人關心資訊政策議題，

提高數位公民對於本國資訊政策發展的關心；(2)藉由建置數位主題策展的過程，了解

知識型數位策展的實務和要領。 

本研究問題有二： 

一、美國圖書館與資訊相關立法、法案時間軸之後續策展規劃，應採用何種策展模式？

wikipedia，或是還有其他數位策展方式？有哪些數位研究工具可以採用？ 

二、知識型數位書目中策展的規劃有甚麼步驟及要領？ 

本研究希望透過數位展演的方式，推廣冷門知識的資訊政策議題，一方面可以了解知識

類的數位資訊的策展要領，另一方面，希望有助於數位公民的知識拓展，透過關注美國

圖書館及相關資訊服務政策之研擬、成形和演變過程，對於國內圖書館及相關資訊服務

政策和立法能夠有所借鏡。 

貳、 文獻探討 

數位策展（digital curation）一詞自 2001 年首次出現在倫敦的一個研討會的標題上，

標示著一個新興起的重要概念。根據阮明淑(2014)、黃靖斐與陳志銘(2018）等，有越

來越多的藝文創作者更突破物理與空間的限制，經由數位策展，資料匯聚、選擇、組織

等方式，將內容重新包裝，並利用 blog、YouTube 影音、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等社群媒體相互推薦銜接，公開於網路與使用者共同分享，由此可見數位策

展的目的是藉由意義闡釋，將策展內容和使用者聯繫起來。相對於搜尋引擎將相關內容

集中，由使用者自行分類和詮釋，數位策展的功能超越搜尋引擎，數位策展對於知識密

度高的策展主題而言，是一種知識創新並具吸引力的策略。 

以往數位策展多以實體物件數位化為主，作為數位典藏或資料庋用之加值利用，例如：

故宮博物院的「3D虛擬文物展示系統」、「精選典藏系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架設之「檔案時光盒」；Google旗下 Google Arts & Culture 網站與世界各地博物館

合作，提供線上瀏覽館內歷史名畫及收藏等。但以非實體物件，或知識型資料進行數位

策展之形式則較少見。 

本研究期望以數位策展的方式呈現，分析和解釋美國資訊政策和相關立法的幾個主要內

容主題，包括「圖書館建設法案」、「資訊素養與教育」、「隱私權」、「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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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項相關法案發展為策展內容。參考數位策展網站之特色優點，跳脫以實體物件策

展為主之框架，以法案發展個案、時間軸和故事等方式呈現方式，除了希望能引起更多

人關注資訊政策和相關立法的發展之外，也希望對於以概念和文字為主的知識性內容之

數位策展模式有一些嘗試性研究。 

本文獻探討介紹數位策展的定義、發展、模式、策略，以及常用的數位內容策展工具，

做為執行數位策展的參考。 

 (一) 關於數位策展 

「策展」(Curation) 在劍橋字典1中的意思為「挑選與整理物件使能在博物館展出，或

成為展品的一部份」(the selection and care of objects to be shown in a museum 

or to form part of a collection of art, an exhibition, etc.) 。「數位策展」

一詞出現之前，實體策展大都使用「展覽」(exhibition)來表達博物館、檔案館等典藏

機構對典藏品的維護與整理，包括對典藏品挑選、組織、展示，以期達到吸引受眾接收

新知和陶冶身心的目的。根據 JISC /大英圖書館合作夥伴經理(JISC/British Library 

Partnership Manager)Beagrie (2001)指出「數位策展」一詞最早在 2001年 10月 19

日在倫敦由數位保存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和英國國家航空中心

(British National Space Centre)贊助的「數位策展：數位檔案館、圖書館和電子科

學研討會」 (Digital Curation: Digital Archives, Libraries and E-Science 

Seminar)中使用，在該會議中，由來自不同領域的檔案學家、圖書館和資訊管理專家、

電子科學資料管理者等共同討論當時最熱門的資料管理和數位保存的最新發展，建立重

要的跨領域對話。因此 2001年英國倫敦召開的「數位策展：數位檔案、圖書館和 E科

學研討會」中使用的會議標題，可能是開啟數位策展名詞受到廣泛注意的濫觴。 

其後有關數位策展的相關定義陸續出現，包括英國「聯合資訊系統委員會」（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和其後成立的「數位策展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DCC)都將數位策展定義為「維持和加值一個值得信賴的數位資訊群，

以供當前和未來使用，特別是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對資料的主動管理和評估」

(maintaining and adding value to a trusted body of digital information for 

current and future use, specifically the active management and appraisal of 

data over the entire life cycle)2。Giaretta 與 Rankin（2005）定義數位策展是

「照應並以某種方式為數位資料加值」(looking after and somehow adding value to 

digital data )；Yakel（2007，p.338）認為數位策展術語反映與數位資料相關的生命

週期活動，是數位保存、資訊管理、數位資產和數位資料管理的總稱；此外，從 Feng & 

Richards(2018)的述評中，可知數位策展的定義大都和創作、生命週期、保存、加值、

信賴、管理、評估等有關。 

                                                
1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curation 
2 http://www.dcc.ac.uk/about-us/dcc-charter/dcc-charter-and-statement-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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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靖斐、陳志銘(2018)認為數位策展與傳統展覽不同在於數位策展呈現內容的方式很多

元，策展者可以選擇文本、圖片、影音、貼文等方式，依照脈絡、評論、結論等來整合

內容，以賦予策展內容新的價值，在傳播方面，數位策展藉由社群網站推薦，透過網際

網路連結相關資料，以即時互動、回饋的方式，了解受眾的興趣和需求，作為更新內容

的依據，從適時更新、與受眾互動、追蹤回饋的三個步驟可以看出數位策展除了和傳統

展覽一樣提供正確且權威的策展內容之外，也是持續的過程。行銷策略顧問、暢銷書作

者和數位內容策展人 Bhargava(2009)同樣認為持續更新是數位策展的重要特質之一，他

在<內容策展人宣言：未來的下一個大型社交媒體工作？>（Manifesto for the 

content curator : the next big social media job of the future ?）的短文中提出

「內容策展人」（content curator）的概念，表示「內容策展人將帶動社交網絡的未

來，他們將自己負責收集和共享最佳線上內容，供其他人使用並擔當公民編輯的角色，

發布創造極有價值的內容彙編。」指出數位策展除了行銷之外，也是一種公民編輯的工

作。 

Rosenbaum(2011；中文譯本 2012) 認為內容策展是策展人在商業、媒體、社群領域中，

執行揀選(selection)、組織(organization)、呈現(presentation)和進化(evolution)

的過程，Rosenbaum 特別提出「內容策展就是在商業、媒體、社群三個領域中對於組織

和挑選內容過程中的『定性判斷』，以及其中所經歷的必要過程」，其中定性判斷是指

「以人工的方式做資訊處理」，並非直接採用電腦、大數據、人工智慧、數理統計等科

技工具執行。Curata 創辦人兼執行長 Pawan Deshpande(n.d.)指出因機器興起，產生新

的內容策展模型，主要有三種主要模式：（1）社會策展--一大群人通過集體尋找、組

織和共享內容來擁護策展過程（例如 Reddit，Digg）、（2）專家策展--其中一個專家

或一小群專家為更大的受眾群體策劃內容（例如 Drudge報告），以及（3）演算法策展

--其中機器執行策展過程（例如 Google新聞），換言之就是社群策展、專家策展，與

演算法策展等，本研究採用的數位策展定義，乃是指以數位工具作為載體的策展方式，

並以定性判斷，亦即人工的方式揀選、組織、詮釋、呈現策展內容。  

綜合而言，數位策展是對已數位化的資料進行加值、管理、更新，並能與閱聽人對話，

數位策展是知識行銷和凝聚閱聽人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是未來數位公民的重要資訊行為

和表達的工具。 

數位策展是一種社會參與 

數位策展也可以視為雲端策展，是一種社會參與，並能發揮公民影響，特別是有關政策

方面的知識傳播。許文宜(2013) 分析「2013 年雲端頻道策展競賽」獲獎頻道，透過觀

察策展人如何在網絡中扮演「媒體仲介者」，審視各主題的“內容選擇、判斷、評估，

提升網路內容意義、價值與能見度，延展線上各類媒介內容傳播及行銷的作為，以及其

以正確、權威、特色主題內容"等項目，研究發現"面對資訊過剩的世代，網路既有內容

因策展工具及策展人創意實踐，形成更具意義的共有連結，促成內容價值共創共享，有

助優化內容...”(p. 25) 。許文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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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策展優化推動共有、共創、共享：雲端策展對優化內容提供實踐的可

能， 除共有、共創、共享外，策展特性也引發個人或團體成為平民意見

領袖的想像與意願。Rosenbaum（2011: 6）指出，策展改變了我們動員

「興趣想法相同」（like-minded）的個人，如團體般地共同分享、聚集

甚至產生購買行為。這一切不外突顯出，內容雖珍貴但傳佈

（distribution）及組織（organization）更是關鍵因素（the key 

factors）（ibid.: 29）。策展人在這個影音圖文交織的特殊公共空間 

中，藉由頻道發揮公民影響，扮演平民「意見領袖」的角色。 

數位策展的策略和模式 

數位策展呈現內容的方式多元，策展者可以選擇文本、圖片、影音、貼文等方式進行，

而在策略上 Bhargave(2011)提出五種數位內容策展策略，包括匯聚(aggregation)、精

粹(distillation)、洞察(elevation)、混搭(mashup)，以及時間年表(chronology)等，

阮明淑(2018) 結合 Founders Network (n.d.)提出六種內容策展的方式，包括：鏈接列

表、集中、定期摘要、內容評論、社交媒體共享，以及混合(hybrid)等，加以整理表列，

其中匯聚的呈現模式為匯集與主題最相關的內容，例如鏈接列表；精萃是為主題相關概

念去蕪存菁，只保留下最重要、最相關的部分，例如定期摘要；洞察需要策展人累積大

量日常心得後，藉此提出普遍性的概念，例如內容評論；混搭則是合併相同主題的不同

內容，並融合出新的觀點，如混合和社群媒體，洞察與混搭兩項對於策展人的能力有比

前兩項更高的要求；時間年表係採史學方法，依時間順序表現出某一主題內容的演變。

這幾種心智策略其實和寫作的心智策略很類似，只是數位策展所採用的工具，特別是視

覺化工具更為多元。 

陳璽敬、陳俊良與林志隆(2014)撰寫策展理念傳達效果探討-以「原來臺灣」展覽為例，

認為策展人所採用之策展模式有助於具體落實策展理念，並能讓受眾充分感受，具良好

的傳達效果。該研究提出策展模式有兩個階段，理念形成與理念落實兩階段，包括形成

策展理念、展覽定調、展覽設計及展覽布置等四步驟，其中再細分為空間規畫、調性營

造、展品製作、展區模擬、危機處理、細節微調等六個工作項目，以及簡化又強調、與

受眾相關、正確呈現主題、運用色彩、幾何圖形及素材、放大縮小、解構重組、隨機應

變及美感體現八項策略。 

成功的數位策展歷程 

數位策展可以說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策展主題品牌化的過程。例如許文宜(2013)從實際

分析「2013 年雲端頻道策展競賽」獲獎頻道，歸納出如何執行「成熟」的雲端策展之

策展歷程，包括須有具體可行之策展工具，以進行資料的蒐集過濾，並需要注意策展網

站的效率與社群互動溝通的功能，隨著訂閱人數增加，興趣社群媒體影響力擴大，得以

產生行銷與品牌化效果。許文宜(2013)指出以策展人為核心的「雲端策展實踐歷程模式」

有三個要素，包括：(1)確認策展目標受眾，以便精挑、組織、呈現策展主題的資源和



8 

 

內容；(2)須具備創意創新思考，能藉由社群媒體網站推廣，建立目標興趣社群注意、

期待與認同；(3)透過市場行銷，形構策展媒體品牌，建立黏性。根據上述思考，許文

宜(2013)提出一個雲端策展實踐歷程的模式，強調該模式為一種循環形式，而非以往傳

統的直線性商業模式，如圖 1。 

 

圖 1  雲端策展實踐歷程的模式(許文宜，2013，頁 24) 

 (二) 常用的數位策展工具 

不同的數位策展內容與策展目的可選擇不同的數位策展工具。阮明淑(2018)整理

curata.com 在 2017 年所列舉策展網站清單，提出三種類型，包括基本型、功能擴增型，

以及其他型。基本型泛指常見、一般的呈現方式，如 Pinterest使用類似 Instagram格

子瀑布樣式，或如 Scoop.it!是採用報紙、雜誌方式排版文字；功能擴增型則指增強動

態視覺效果，例如使用 Google Slides投影片方式，或 Tiki-Toki 時間動態列等，其他

型則包括基本型和功能擴增型的合併等。以下簡介幾種常用的數位策展工具 

1. Pinterest 

Pinterest 被歸類為基本型策展工具。大英圖書館及紐約公共圖書館使用

Pinterest 最為知名。大英圖書館的 Pinterest3，首頁原本分為 Overview、

Boards、Pins、Activity、Followers、Following 等五大區塊，共有 32 個主題、

1958 張圖片、23.8萬追蹤者，每月瀏覽次數為 59.6萬，2019 年 10月改版後首

頁簡化原本的五大區塊改為 2大類，包括 Activity(活動)和 Community(追蹤本

                                                
3 https://www.pinterest.com/british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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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者)(如圖 2)。紐約公共圖書館的 Pinterest4則有 31個主題、2822張圖、

4.9 萬追蹤者，每月瀏覽次數為 200 萬。 

 

圖 2  大英圖書館 Pinterest 首頁 (圖片來源: https://www.pinterest.com/britishlibrary/) 

2. Scoop.it! 

Scoop.it!也被歸類為基本型策展工具，是一種雜誌版面類型的策展網站，其特

點為方便整理某一主題的資訊內容或做網站分類彙整，每個 Scoop主題可以無限

延續及更新，Scoop. it！將頁面分為五大類：Curated Topic、Curated Scoop、

Followed Topics、Followed Scoop、Community，其網站的優點在於提供主題文

章的匯聚功能，使用者可以藉由 Follow 功能追蹤使用者有興趣的議題與貼文，

也可以設定關鍵字、資訊來源的方式之後，由 Scoop. it！提供推薦的貼文。研

究者曾於研究初期以個人名義進行試作(如圖 3)。 

                                                
4 https://www.pinterest.com/ny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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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者的 Scoop. It！試驗版 (圖片來源：https://www.scoop.it/topic/information-laws) 

 

3. Flipboard 

Flipboard 也屬於基本型策展工具，其本質為社交雜誌，優勢在於能夠支援匯入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微博、 YouTube 與 Google 帳號，藉以打破

社交演算法將視野限制於私人小圈圈，分享資訊於不同網站的功能，有助於深化

及推廣社會公眾議題。圖 4為紐約公共圖書館 Flipboard首頁範例。 

 

圖 4  紐約公共圖書館 Flipboard 首頁  (圖片來源: https://flipboard.com/topic/newyorkpubliclibrary) 

4. Tiki-t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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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i-toki 以時間軸方式呈現文字、圖片及影音資訊，具備免費帳戶建立時間軸、

支援繁體中文正常顯示、3D 檢視等優點。圖 5 為 Red Deer 公共圖書館頁面範例。 

 

圖 5  Red Deer 公共圖書館 Tiki-toki頁面  (圖片來源: https://www.tiki-toki.com/timeline/entry/83869/Red-

Deer-Public-Library-History/#vars!date=1931-01-30_16:22:16!) 

5. 網誌(blog) 

網誌(blog)也是屬於基本型策展工具，可以用文字、圖片、影片等方式來呈現展

覽，並且可以提供一個作者與受眾彼此之間互動、共享、連結的空間，作者以網

誌的方式與受眾形成交流，同時又具有傳播廣泛、容易建置、反應及時的優點

(黃靖斐、陳志銘，2018)，缺點是如果需要額外的功能，必須由策展者自行編寫

網站，所以建議熟悉網頁程式設計語言的策展者選擇，但是比起自架網站的難度

來說，利用 blog 相對容易，且不須要自行購買伺服器。如果不需要複雜的功能

的話，即使不會網頁程式設計語言也能輕鬆建構出一個好的策展網站。 

中興大學建置的台灣作家主題館，台灣文學大典5即是使用 Google提供的網誌平

台 Blogger 製作，此網站除了可以透過時間軸來了解台灣文學史發展之外，也可

以透過點擊圖片進入各位作家的主題網站，此外，網站還提供文學類型的分類、

漢語拼音與姓氏筆畫等索引，以及關鍵字檢索等工具，如圖 6所示。 

                                                
5 https://twlit.blogspot.com/p/html5-data-attributes-search-u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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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文學大典首頁  (圖片來源: http://twlit.blogspot.com/) 

6. Google Arts&Culture 網站 

2011 年 2月 1 日 Google Arts & Culture（原名 Google Art Project）與世界各

地博物館合作，利用 Google街景技術拍攝博物館內部實景，以超高解析像拍攝

館內歷史名畫供使用者可線上瀏覽之策展網站（黃昭謀，2014）。2012年 4月 3

日，Google與 40個國家，151所藝術博物館簽署合作，將網站進行擴展。目前

合作機構包括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泰特美術館、白宮、格里菲斯大學、伊斯

蘭藝術博物館、香港藝術博物館等，該網站擁有來自 46個博物館的 32,000多件

藝術品。網站支援英語、法語、日語、葡萄牙語等 18種語言6。 

Google Arts & Culture 網站特色為不只能線上瀏覽合作博物館內藝術品，結合

圖檔或歷史文件提供“歷史事件”櫥窗，更可以讓使用者能以時間軸瀏覽感興趣

之主題(如圖 7)。所以雖然本計畫無法使用 Google Arts&Culture 網站的模式，

但參考了用時間軸表現的手法，預計將時間軸運用來解說法案發展編年史與個案

故事的事件發展，希望可以吸引閱聽人的注意力，並便於吸收網站的內容。 

                                                
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oogle_Arts_%26_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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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Google Arts&Culture 歷史事件頁面  (圖片來源: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category/event?tab=time&date=1500) 

7. 自架網站 

除了上述的各種網站之外，也有自架網站的案例，其優點是資料全部存放在自己

的伺服器、可依策展者需求建置網頁，困難點是策展團隊需要有較高的網站架構

知識與技術才能完成、並且需要定期維護。自架網站的案例可以檔案局建置的檔

案時光盒
7
為例(如圖 9)，檔案局將曾經舉辦過的展覽主題加以策展，以文字、老

照片、動畫、遊戲等多元方式呈現。網站內部以主題為劃分的形式，透過連結連

到之前建置的主題網站，並且利用連結將網站與檔案局的 FB、YouTube頻道做連

結，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瀏覽過去的展覽主題。檔案局的檔案時光盒策展平台其

優點是資料齊全、操作簡單、內容多元且具有趣味性，所以容易吸引受眾的注意

力；缺點則是建置難度高，且因為建置技術、主題網停止維護等因素，網站的部

分連結已經失效，此外有關於受眾回饋的部分，在本網站上並沒有建置，受眾回

饋需要到另外的 FB網站上發表。 

 

圖 8  檔案時光盒首頁 (圖片來源:https://atc.archives.gov.tw/) 

                                                
7 https://atc.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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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大平台8(如圖 9)是另一個自建平台的案例，網站採用的策展模式以大標

題配合圖示及數字與文字的排版，維持一畫面一主題的原則，各頁面採取 blog

形式的排版，透過圖片、標題與簡單的文字說明，提供受眾選擇閱讀哪篇文章、

從哪裡開始的自由，觀察其設計的優點包括：(1)在知識內容的詮釋方面，提出

閱聽人會關心的議題解析出重點，採用不同圖示及簡單文字說明，是精萃技術的

應用；(2) 將重點數字放大並使用紅字以引起讀者注意，符合簡化強調的策略；

(3) 提出議題，進行討論，是匯聚策略的應用；(4)使用照片及文章分享閱聽人

對議題的看法，是與受眾相關、目標社群策略的應用。 

 

圖 9  婚姻平權大平台首頁  (圖片來源: http://equallove.tw/) 

由以上案例分析，可知數位策展可以使用的工具和平台有很多選擇，其中成功法則一定

都和善用匯聚、精萃、洞察、混搭或時間年表等技術，並且遵守簡化又強調、與受眾相

關、正確呈現主題、運用色彩、幾何圖形及素材、放大縮小、解構重組、隨機應變及美

感體現等策展策略原則有關，這些原則在後續的策展平台設計將加以利用。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操作研究法（operational research），有三項主要的工作內容，包括：(1)

數位內容管理軟體數位研究工具之探討測試、(2)確定策展內容，以及(3)建立策展網站，

其中前兩項是準備工作。數位內容管理軟體數位研究工具之探討測試，進行 Wikipedia、

Dropbox Paper 等線上共筆書寫訓練，以及視覺化內容管理軟體如時間軸之測試等；策

展內容提出了立法清單(匯聚)、法案時間軸(時間年表)、立法過程詮釋(精粹和洞察)、

關鍵人物(精粹和洞察)、關鍵事件(精粹和洞察)、關鍵背景(精粹和洞察)、影響(精粹

和洞察)、個案故事(混搭)、新聞(匯聚)、小知識(精粹)等；最後是建立策展網站，包

括網站選擇、發展數位策展策略、利用 ADDIE 模式，從分析、設計、發展、執行、評估

                                                
8 http://equall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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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Design, Develop/Deploy, Implement, Evaluate)設計和發展資訊政策與

立法策展網站，工作內容和流程如圖 10。  

 

圖 10   工作內容和流程 

ADDIE模式 

ADDIE包括五個工作步驟，分別以首字母表示：Analysis（分析）、Design（設計）、

Develop/Deploy（發展）、Implement（執行/建置），以及 Evaluate（評估），與本研

究的關係說明如後： 

(一)分析 (Analysis)：包含初步調查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將本研究需

要策展的文本、媒體和策展目標、預期達成目的進行界定、調查和分析可用策

展網站、優缺點，以及策展所需要的工具。 

(二)設計 (Design)：提出策展網站的構想和設計藍圖。 

(三)開發 (Develop)：實際進行系統開發。 

(四)實施 (Implement)：雛型系統完成後，經討論不斷修改內容與功能。 

(五)評估 (Evaluate)：進行形成性評鑑，最後系統完成進行總結性評鑑。 

本研究認為陳璽敬、陳俊良與林志隆(2014)所提出的數位策展的設計和發展建置過程和

ADDIE模式中的五個步驟很類似，陳璽敬、陳俊良與林志隆(2014)認為策展模式有理念

形成與理念落實兩階段，相當於 ADDIE模式中的分析和設計，包括形成策展理念、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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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調、展覽設計；而展覽布置則相當於 ADDIE 模式中的發展和建置，包括空間規畫、調

性營造、展品製作、展區模擬、危機處理、細節微調等工作項目，其中有幾項策略，包

括簡化強調、與受眾相關、正確呈現主題、運用色彩、幾何圖形及素材、放大縮小、解

構重組、隨機應變及美感體現等。以下根據 ADDIE的步驟，進一步說明資訊政策與立法

策展網站的建置過程。 

(一) 分析策展內容與規畫網站架構 

分為策展內容和平台選擇兩方面敘述： 

1. 分析和選擇策展內容 

主要以在科技部結案報告《美國圖書館資訊相關政策和立法過程之歷史研究》所整理的

法案內容為主，其將法案分成以下四大系列：圖書館資訊服務相關法案、素養教育法案、

著作權法案、隱私權法案。並進一步參考 ALA 網頁、美國著作權辦公室網頁、 國會紀

錄、委員報告等全文，以及相關檔案、文獻等史料進行閱讀與分析，藉此整理四大系列

法案的發展歷程、法案通過的分析，在策展文本的規劃上，將法案分成四大主題，並且

依據法案補充各自的個案故事、新聞、小知識等，原始網頁概念架構如圖 11。 

 

圖 11  原始網頁概念架構 

2. 平台選擇 

尋找合適的數位策展網站時，發現目前國內外一般以 WordPress、Wix、Weebly、

Blogger等有較多人使用。本次策展主要訴求需能在「圖書館建設」、「教育」、「隱

私」、「智慧財產權」四大類主題分頁下放置時間軸，在確認上述四種網站是否提供時

美國資訊政策法案 

著作權法案 

隱私權法案 

資訊素養法案 

圖書館與博物

館法案 

 

A.法案列表 

C.法案通過綜合

分析 

B.法案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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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軸工具或能內嶔時間軸代碼後，發現 WordPress 提供所有外掛程式皆須升級為商務會

員才能使用；Weebly 提供之時間軸外掛以文字顯示為主，無法置入圖片，且須付費下載；

Blogger雖然能以 CSS 開源碼編寫時間軸，但僅能放置於首頁。Wix 內建時間軸外掛程

式可以調整直式或橫式板型，且能顯示圖片，因此最後選定策展網站為 Wix，各網站之

比較，整理如表 1。 

表 1  網站比較分析比較 

  WordPress9 Wix10 Weebly11 Blogger12 

發

布

年 

2003 2006 2006 1999 

網

站

語

言 

PHP和 MySQL HTML5 HTML HTML及 CSS 

提

供

語

言 

多語言 

(支援中文) 

多語言 

(部分支援中文) 

多語言 

(支援中文) 

多語言 

(支援中文) 

使

用

人

數 

至 2018 年擁有

7000萬以上使用

者，排名前 1000

萬的網站超過

30.6%使用

WordPress 

至 2016年擁有

8200萬以上使用者 

超過 1200萬的用

戶 

至 2010年超過 4

億讀者 

優

點 

1. 目前網際網

路上最流行

的 blog 系

統與內容管

1. 使用者能專

心在網頁視

覺與內容呈

現上，不需

1. 網站上的元

素是拖曳來

完成建置，

主要訴求為

1. 有強大的模

板編輯功

能，模板完

全支援 HTML

                                                
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ordPress&oldid=54005536 
1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x.com&oldid=53929841 
1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eebly&oldid=54033576 
1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logger&oldid=5302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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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 

2. 內建模板豐

富，適合初

學者使用 

了解網頁程

式語言等背

後技術 

2. 內建多項軟

體工具供使

用者免費或

付費使用(如

時間軸小工

具) 

讓使用者建

立一個個人

網站 

編輯可自行

設計所需樣

式 

2. 伺服器空間

穩定 

3. 被檢索到的

機率高 

4. .國內常見

的網站之一 

缺

點 

1. 如要使用時

間軸外卦程

式須先付費

購買商務會

員資格，無

法試用 

1. 購買網域、

空間需額外

付費 

2. 內建軟體工

具部分為付

費使用 

3. 如果不開權

限的話，使

用檢索引擎

時不會被檢

索到。 

4. 網站內容存

放在外部的

伺服器，且

若需要轉換

網站的時

候，不方便

搬取資料 

1. 時間軸外掛

以文字顯示

為主，無法

置入圖片，

且須付費下

載 

1. 提供之樣版

選擇少，不

懂程式語言

的話無法自

行做調整 

2. 偏向 blog

版面設計，

非數位策展

網站第一選

擇 

(資料來源:表格內容由研究者整理) 

(二)  設計 

規劃本計畫之網頁分類時，參考 Google Arts&Culture 網站的分類，Google 

Arts&Culture網站與世界各地博物館合作，在網頁規劃上分為首頁、探索、附近、簡介

且提供了檢索功能，在探索的部分將藝術品整理成類別的方式定義類別意義與提供故事，

並且結合圖檔或歷史文件提供“歷史事件”櫥窗，以時間軸的方式讓閱聽人快速了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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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發展。考量到 Google Arts&Culture 網站的優點，將雛型策展網站的頁面劃分為：

首頁、關於我們、系列作品、主題、事件等五大頁面，架構上預計為系列作品--個別系

列法案--個別事件的三層架構，考慮閱聽人能夠一次全面認識一個法案的定義、成立過

程與法案推動的重要因素，並且清楚的呈現出網頁內容的脈絡，所以改參考維基百科的

寫作方式，並在網頁左側放置網頁內容的大綱，雛型網頁架構 0.1 版如圖 12。 

 

圖 12  雛型網頁架構圖(0.1 版) 

策展內容主要依照第一期計畫中四大相關法案，包括圖書館相關法案、資訊素養法案、

隱私權相關法案、智慧財產權法案等，將策展內容分為資訊相關法案、個案故事、小知

識、新聞等四大單元，進行內容規劃時，使用匯聚、精萃、洞察、混搭，以及時間年表

等策略，整理出法案發展的年表、法案設立的重要因素等作為網站內容的重點，在呈現

的方式上參考維基百科寫作模式，介紹各法案時先簡介法案，接著對法案有詳細描述，

並分析影響法案制定的時代背景和重要性等解釋，同時整理並依法案通過的順序列出法

案資料。  

在個案故事的規劃上，考量了先前提到的 Google Arts&Culture 網站，在網頁中使用了

時間軸來呈現時間年表，並且在時間軸的上方拉出文字框來詳細說明事件發生的重要過

程，其餘事件相關的法案內容、深度思考的問題、延伸閱讀的部分則按照需求匯聚在時

間軸的後面做為個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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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的部分主要是針對前面的法案介紹進行的補充，在規劃上以標題和定義的方式進

行說明，並且在前面法案中出現的部分會提供連結，當閱聽人點到連結後會跳出放在小

知識內的頁面視窗，藉由這個方式將相關的資料連結在一起。 

在新聞的部分主要規劃為法案的相關新聞的轉載，利用 Wix的 blog 進行編輯。這是因

為新聞是需要時常更新的，使用 blog可以讓策展者不需進入編輯器，直接點擊 blog頁

面即可更新。並且為了方便閱聽人尋找各法案類別的新聞，提供了各類法案的分類，讓

閱聽人可以快速找出想要的主題相關新聞。 

(三)  網站開發 

在決定使用 Wix網站之後，首先針對上述所規劃的系統功能進行試做，雛型網站內容如

下： 

首先，首頁的部分，在開頭採用跑馬燈來顯示最近的重要訊息，而在下面依序放置 News、

圖書館相關法案、資訊素養法案、智慧財產權法案、隱私權法案等 blog物件，受眾可

以一眼得知全部會是各自類別最新的四個事件，對於初次使用或之前用過的受眾來說，

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美國資訊政策最近的新發展。 

其次，在關於我們的網頁上，分別提供了建立網站的理由、目的，以及策展者的資料，

向受眾介紹為什麼要創立網站，以及策展者向受眾進行基本的自我介紹。此外也在這裡

提供聯絡方式，若是受眾對於網站想提出建議的話，可以聯絡到策展團隊。 

接下來，系列法案的部分將其分為簡介、法案通過歷程、重要法案的背景故事的原因分

析三項。首先透過簡介來簡單介紹系列法案，吸引受眾注意力之後，再以時間軸來表示

法案的歷程，透過時間軸表示比起原先以文字表示的方法要來的更加吸引注意力，若是

單純使用文字來表示的話，則可能讓受眾失去閱讀的耐心，法案的通過原因列在後面，

好讓讀者在看完全部的歷程之後，有個用來說明法案幕後成功因素的解說，與最後的背

景故事一樣，作為使讀者進一步了解法案的架構而設計於網頁之中。 

最後，在新聞的部分會公告最新的進展，藉由檢索得到的新聞資料、ALA公告的新聞等

作為資料來源，透過摘要、整理的方式之後，將整理過的新聞呈現給受眾，另外將這些

新聞按照圖書館相關法案、資訊素養法案、隱私權法案、智慧財產權法案的類別進行分

類，使用者除了可以選擇顯示全部法案的近況之外，也可以選擇看各類別法案的近況。 

在完成雛型網站後發現了以下的問題，並根據問題思考其解決方法，以下將分別列出問

題的內容與解決方法： 

1. Wix網站架構與預先設想的架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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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希望能夠以系列作品--個別系列法案--個別事件的三層架構來建構數位策展網站，

但是 Wix只允許兩層的架構，所以在系列作品下只能再放一層，與原先構想的框架並不

同，因此在採類似維基百科的方式，將個別事件整理為個案故事，重新修訂的 1.0版網

頁架構圖如圖 13。 

 

圖 13  1.0版網頁架構圖 

此外，另一個與原先設想不符的情況是，網站中的 blog物件內容都是一樣的，無法在

不同頁面分開呈現不同的內容，所以無法像預想中的一樣在不同法案主題裡放置各自相

關的新聞，例如：在圖書館與博物館建設的系列法案網頁中撰寫 blog 之後，在其他系

列法案，出現的不是空白的、可重新編輯的 blog，而是會直接呈現之前在圖書館與博物

館建設系列法案中編輯過的 blog內容。對此考量的方案是將 blog 物件另外放在單獨的

「新聞」頁面，將其作為全部法案的最新進展呈現方式。 

2. 網站等待時間過長 

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是在製作法案時間軸的時候，時間軸在編輯與預覽時經常會需要等

待一段時間好讓網站能夠成功儲存已修改的部分和成功呈現含有時間軸的網站的內容，

因此在編輯網站的時候，無法在更動之後立即將編輯的視窗關閉，需要稍微等一段時間

來確認網頁已經將變更的內容儲存進時間軸之後，再將時間軸的編輯是窗關閉，此外在

開啟時間軸需要較長時間的方面，考量到使用者希望網頁流暢呈現的需要後，為了降低

網站中時間軸的使用，所以在法案的介紹中改以表格的方式呈現法案發展的編年史，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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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個案故事仍會以時間軸來呈現實情發生的經過，而另一個與時間軸相關的問題是原

本規劃的直式時間軸無法順利出現會導致網頁中出現一大段的空白，這部份則改使用橫

式的時間軸來改善，使網頁中的時間軸即使無法在第一時間出現，也不會導致網頁出項

大片的空白。 

3. 網頁兩側無法放置物件 

Wix網站的規劃上將螢幕畫面的兩側規劃為留白區，除非是將物件以全螢幕的大小來作

呈現，否則螢幕兩側無法放置物件，因此原本在畫面左側放置網頁大綱的構想宣告失敗，

所以改成以連結與導覽的方式讓受眾可以快速看到想要看的章節。 

4. Wix網站不易備份 

由於 Wix網站內容不易備份及匯出，本次策展將資料備份於 Google 雲端硬碟中。表格

整理亦使用 Google表格與 Wix內建 app連結，可縮短網站重新建置的時間且有利於日

後新增新的法案。 

 (四) 網站建置 

在雛型系統完成後，觀察「與地圖時空的對話--國家檔案地圖中的故事」網頁的架構方

式、版面配置與設計、網站提供的功能之後列出以下的策展網站建置查核表(如表 2)： 

表 2  策展網站建置查核表 

查

核 
查核項目 說明 

 1.   首頁 

V 1-1  "關於我們"內容想要寫甚麼？有清楚嗎？  
清楚說明網站建置目的

及內容 

V 1-2 網站主題介紹主要說些甚麼？有清楚嗎？  

分為四大類主題，首頁

僅放圖片及標題，以吸

引使用者點擊，了解更

多。 

V 1-3 立法過程詮釋 (流程圖式視覺化表達) 

以圖示及箭頭說明立法

步驟，改在小知識頁面

呈現 

V 1-4 相關法案清單 

改為獨立頁面。以

Google 文件連結方式建

置，並增加錨點功能方

便使用者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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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訊相關法案 

  2-1  圖書館與博物館建設法案頁面 

V 2-1-1 wiki 頁面的內容是否完整？ 

以定義、編年、表格整

理及法案通過綜合分析

方式呈現內容 

V 2-1-2 文字是否清楚有條理？ 是 

V 2-1-3 有沒有缺漏或錯字？ 無 

V 2-1-4 以 excel 表達法案發展過程 
匯整成表格方便讀者閱

讀 

V 2-1-5 
關鍵人物、關鍵事件、關鍵背景、影響等關

聯 

在法案通過綜合分析的

部分呈現 

 2-1-6 立法過程詮釋 在編年的部分呈現 

 2-2  資訊素養法案頁面 

V 2-2-1 wiki 頁面的內容是否完整？ 

以定義、編年、表格整

理及法案通過綜合分析

方式呈現內容 

V 2-2-2 文字是否清楚有條理？ 是 

V 2-2-3 有沒有缺漏或錯字？ 無 

V 2-2-4  以 excel表達法案發展過程 
匯整成表格方便讀者閱

讀 

V 2-2-5 
關鍵人物、關鍵事件、關鍵背景、影響等關

聯 

在法案通過綜合分析的

部分呈現 

V 2-2-6 立法過程詮釋 在編年的部分呈現 

 2-3  隱私權法案頁面 

V 2-3-1 wiki 頁面的內容是否完整？ 

以定義、編年、表格整

理及法案通過綜合分析

方式呈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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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3-2 文字是否清楚有條理？ 是 

V 2-3-3 有沒有缺漏或錯字？ 無 

V 2-3-4 以 excel 表達法案發展過程 
匯整成表格方便讀者閱

讀 

V 2-3-5 
關鍵人物、關鍵事件、關鍵背景、影響等關

聯 

在法案通過綜合分析的

部分呈現 

V 2-3-6 立法過程詮釋 在編年的部分呈現 

 2-4  著作權法案頁面 

V 2-4-1 wiki 頁面的內容是否完整？ 

以定義、編年、表格整

理及法案通過綜合分析

方式呈現內容 

V 2-4-2 文字是否清楚有條理？ 是 

V 2-4-3 有沒有缺漏或錯字？ 無 

V 2-4-4 以 excel 表達法案發展過程 
匯整成表格方便讀者閱

讀 

V 2-4-5 
關鍵人物、關鍵事件、關鍵背景、影響等關

聯 

在法案通過綜合分析的

部分呈現 

V 2-4-6 立法過程詮釋 在編年的部分呈現 

 3. 個案故事 

 3-1水門案 

V 3-1-1 以主題方式敘事 
以單一主題(隱私權相

關案例)敘事  

V 3-1-2 水門案置入時間軸整理全案經過 
使用時間軸方式讓使用

者了解事件發生順序 

 3-2 CTEA1998 

V 3-2-1 以主題方式敘事 
以單一主題(智財權相

關案例)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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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3-2-2 CTEA1998 置入時間軸整理全案經過 
使用時間軸方式讓使用

者了解事件發生順序 

 4. 新聞 

V 4-1  以 blog 方式記述相關主題新聞 
以 blog 方式方便更新

新聞 

X 4-2 需要至少四個新聞，建議各相關主題都一則 
缺少智財權相關新聞，

待更新 

X 4-3 

考慮是否加入 Scoop.it的鏈結

https://www.scoop.it/topic/information-

laws  

因只能顯示網址連結，

可能無法吸引使用者點

擊，因此放棄 

採用查核表檢查雛型網站(0.1版)是否符合查核表中的各項要求之後，發現原雛型網站

與查核表中提出的項目相差甚多，因此跟據查核表的項目重新建置 1.0版網站，這版網

站吸收雛型網站的建構經驗，在建構本網站的時候，係採用 Wix ADI(人工設計智能)創

建，比起使用 Wix內建模板，利用 Wix ADI 所創建的網站更為簡潔，免去多餘、不需要

的功能之後更能凸顯出本網站的主要內容。1.0版在網頁修改上面除了依據查核表將網

頁的配置修改為首頁、資訊相關法案、個案故事、新聞之外，並新增、刪除、編修以下

各項目： 

(1)網站功能：增加錨點功能(圖 14)、相關小知識網頁的連結(圖 15)。 

(2)網頁設計：資訊相關法案內的法案發展歷史改以提供檢索功能的表格呈現(圖 16)、

個案故事中的事件發展以橫向的時間軸呈現(圖 17) 

(3)版面配置：資訊相關法案原先預設的網頁改成資料夾 

(4)網頁內容：個案故事的內容安排改為先說明故事、事件的時間軸，在後面補充後

續發展、想一想、延伸閱讀 

(5)新增網頁：增加相關法頁清單，統整了立法程序的說明、各法案主題歷史發展表 

https://www.scoop.it/topic/information-laws
https://www.scoop.it/topic/information-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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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增加錨點功能 

 

 

圖 15  相關小知識網頁的連結 

  

點開後跳出以下的新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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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提供檢索功能的表格 

圖 17  以橫向的時間軸呈現 

(五)系統評估 

本研究於雛型系統完成後，進行形成性評鑑，參考 Davis(1989)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中的「覺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和「覺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將形成性評鑑問卷分為「使用後感想」、

「覺知易用性」、「使用行為、態度意向」，以及「其他建議」四部分，以 Google線

上問卷邀請使用者進行試答，總共收集了三位使用者的試用回饋，回覆結果整理如表 3。 

表 3  形成性評鑑結果 

  問題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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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後感

想 

  

  

閱讀這個網站之後，您

認為在生活上有什麼幫

助？ 

 更加了解美國的資訊政策 

 網路上資訊太雜，透過網站主題性介紹，

能從中選取有興趣的部分再深入了解 

對於美國的資訊政策比

沒看網站前更多的了解

(評分 1~5) 

平均 3.66((3*1+4*2)/3=3.66) 

續上題，比過去多了什

麼樣的了解？ 

 立法沿革 

 四個方面都有，相對有興趣的是隱私權和

智慧財產權 

 時間軸整理有助於清楚事件的時間走向 

知覺易用

性 

  

  

  

  

  

  

  

  

介面設計，使閱讀清楚

明確(評分 1~5) 

平均 3.66((3*1+4*2)/3=3.66) 

方便找到所需資訊(評分

1~5) 

平均 3.66((3*1+4*2)/3=3.66) 

能夠快速找到答案(評分

1~5) 

平均 3.33((3*2+4*1)/3=3.33) 

能快速理解網站想表達

之內容嗎？(評分 1~5) 

平均 4((3*1+4*1+5*1)/3=4 

使用文字簡單，內容說

明容易吸收了解(評分

1~5) 

平均 3.66((3*1+4*2)/3=3.66) 

一個畫面中的圖片搭配

的文字不會太多，方便

閱讀(評分 1~5) 

平均 4.66((4*1+5*2)/3=4.66) 

直覺操作，不附加多

餘、複雜的功能(評分

1~5) 

平均 4.33((4*2+5*1)/3=4.33) 

網頁讀取順暢(評分

1~5) 

平均 4((3*1+4*1+5*1)/3=4 

善用錨點功能，點選按

鈕可直接跳到想閱讀的

平均 4(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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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評分 1~5) 

使用行

為、態度

意向 

  

  

介面設計好用(評分

1~5) 

平均 4.33((4*2+5*1)/3=4.33) 

分類是否對於法案了解

有幫助(評分 1~5) 

平均 4.33((3*1+5*2)/3=4.33) 

為什麼來看這個網站？ 朋友推薦 

其他建議 你有其他的建議嗎？  網頁轉換速度稍慢 

 博物館與圖書館建設法案頂端右側的白底

不透明度可以再低一點，底圖有些影響閱

讀 

 使用手機觀看時，圖片上的文字只能顯示

一半，下半部的地方會被遮住，且無法下

拉 

在參考問卷回覆者所給予之建議，調整底圖透明度後委託專業設計團隊持續網頁優化及

美化工作，主要進行部分如 Logo視覺化配色與設計、首頁及各頁面重新排版等。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了解數位策展模式和工具，並使用 ADDIE 系統設計模型建置資

訊政策策展網站，研究結果敘述如後。 

一、經過不同階段的改版，本策展網站呈現的型貌如後：  

(一)首頁：包含本網站中包含的各項主題、網站建立的目的，具體呈現如下所述： 

1. 嘗試首頁以幻燈片來吸引注意：選擇出網站中的重要或較容易吸引受眾的

頁面以幻燈片的形式出現在首頁的開頭，除了推薦受眾閱讀這些頁面以外，

也藉由這樣的動態元素增加趣味性(如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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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首頁幻燈片 

2. 簡單介紹網站的目的與內容：透過在首頁說明網站架設目的、呈現各單元

與主題的標題的方式，讓受眾在最短的時間裡了解到網站架設的原因與內

容(如圖 19、圖 20)。 

 

圖 19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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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主題介紹 

(二)資訊相關法案：本頁面參考了維基百科的方式進行設計，並且以表格來呈現法

案、針對法案介紹裡可能有理解困難的部分在文章的最後補充說明。 

1. 參考維基百科的模式：將文章分為數個部分，首先在一開始的時候簡單說

明法案，之後才按照法案中的重要概念進行說明(如圖 21)。 

圖 21  參考維基百科的形式介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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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表格整理法案：使用 Wix 內建的表格工具整理單一系列內的所有法案，

讓受眾不僅可以將法案以年代進行排序外，透過應用程式提供的檢索功能，

讓時間軸只呈現出符合檢索詞的法案內容(如圖 22)。 

 

圖 22  使用表格整理法案的編年史 

 

(三)個案故事：使用幻燈片與時間軸等方式說明個案故事的發展脈絡，並且補充後

續發展。 

 

1. 使用幻燈片吸引受眾的注意力，並且敘述出個案的前因後果(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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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首頁放幻燈片來吸引注意力 

 

2. 以時間軸的方式呈現個案的發展脈絡(如圖 24) 

 

圖 24  運用時間軸來解釋個案的歷程 

 

3. 以文字來進行個案相關的法案說明以及補充後續發展(如圖 25) 



34 

 

 

圖 25  以文字補充後續發展 

(四)小知識：針對其他網頁內容中未詳細說明的重點與受眾可能不知道的名詞涵意

進行補充說明(如圖 26)。 

 

圖 26  小知識補充其他頁面裡受眾可能無法理解的詞彙 

 

(五)利用 blog來呈現新聞：透過 Wix 提供的 blog功能來編輯近期與本網站相關的

新聞，並根據四大主題為新聞進行分類，受眾可點擊上面的分類來查看特定類

別的新聞(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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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用 blog來放置新聞 

二、知識型網站的策展模式以 Wikipedia的文字敘述配合匯聚--將特定主題的資料集中

一處、精粹--將最相關的資料聚集，以及時間軸--依照時間順具整理事件的歷史脈

絡。使用的策展網站選用 Wix，相關的策展工具(應用程式)包括文件、幻燈片、時

間軸和 blog。 

本研究分析數位策展網站，大約有機構和主題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機構架設的網站，選

擇使用現有策展網站架設，故在版面設計上是網站所提供的固定格式並強調有社群與互

動的功能，例如：紐約公共圖書館(Pinterest)、Library Watch(Scoop.it!)，並且它

們都使用匯聚的策略，彙整出不同網頁中相關主題的文章；第二種類型是有特定主題的

策展網站，例如：Red Deer Library(Tiki-toki)、台灣文學大典(Blogger)、Google 

Arts&Culture，以及本研究所建置的「美國資訊政策立法大平台」(Wix)。 

不同的策展網站依據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強調，例如：紐約公共圖書館(Pinterest)

提供使用者 save網站內的圖片，並會推薦與使用者存檔過的圖片有類似主題的其他圖

片，Library Watch(Scoop.it!)提供社交媒體的分享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將特定的文章

轉貼至社群網站的動態牆，藉此分享與好友分享知識，這種推薦相似主題、分享的機制

可以提高網站的能見度，台灣文學大典(Blogger)分別用文學類別、作家名字的中文拼

音來作為分類與排序的依據，提供使用者可以從主題或是姓名的拼音進行瀏覽，Google 

Arts&Culture結合地圖，受眾可以透過探索來看附近有哪些博物館、展覽，美國資訊政

策立法大平台(Wix)為網站設計 Logo來增加專業性，並且提升受眾對於網站的印象。 

本研究整合 Bhargava(2011)的匯聚、精粹、洞察、混搭、時間年表等五項，以及陳璽敬

等(2014)提到的簡化又強調、與受眾相關、正確呈現主題、運用色彩、幾何圖形及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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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縮小、解構重組、隨機應變、美感體現等八項，共十三項策展策略，來分析上述六

個策展平台的策展策略應用，如表 4。 

表 4  策展方式 

  實例 

 

 

策展策略 

紐約公共

圖書館

(Pintere

st) 

Library 

Watch(Sc

oop.it!) 

紐約公共

圖書館

(Flipboa

rd) 

Red Deer 

Library(

Tiki-

toki) 

台灣文學

大典

(Blogger

) 

Google 

Arts&Cul

ture 

美國資訊

政策立法

大平台

(Wix) 

匯聚 v v v v v v v 

精粹 

 

v 

 

v v v v 

洞察 

     

v v 

混搭 

     

v v 

時間年表 

   

v v v v 

簡化又強

調 

   

v v 

  與受眾相

關 v v v 

  

v 

 正確呈現

主題 

 

v v v v v v 

運用色

彩、幾何

圖形及素

材 v 

  

v v v v 

放大縮小  

     

v 

 解構重組 

    

v v v 

隨機應變  

      

v 

美感體現 v 

   

v V v 

其他 1. tag(

下 標

籤 ) 

2. 推 薦

( 類

似 圖

片) 

1. Logo

增 加

專 業

度 

2. tag(

下 標

籤 ) 

3. 分 享

功能 

  主題、作

者拼音分

類--按照

作家羅馬

拼音分，

適合使用

者找特定

的作者 

結 合 地

圖，貼近

生活 

Logo 增加

專業度、

提升印象 

(研究者整理) 

三、知識型策展平台建置的 Logo和未來內容的維護編修 

(一)  設計網站專屬的 Logo且用 Logo 所用到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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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的雛型網站並根據形成性評鑑的結果進行修改後，邀請專業的設計師

為網站提供建議並且進行最終的調整，在此階段中設計師提出許多有關於網

站的寶貴建議，其中一項便是藉由設計網站的專屬 Logo 來增加使用者對於

網站的印象，並且藉由 Logo來樹立網站的專業性(如圖 28)。 

設計網站專屬的 Logo且用 Logo 所用到的顏色作為網站的背景：在最後的修

改階段中邀請專業的設計師為網站提供建議並且進行最終的調整，在此階段

中設計師提出許多有關於網站的寶貴建議，其中一項便是藉由設計網站的專

屬 Logo 來增加使用者對於網站的印象，並且藉由 Logo 來樹立網站的專業性。

在 Logo的色彩選擇上使用了藍色、黃色的對比搭配作為主要的色調，因為

在色彩心裡學裡藍色值得信賴、可靠、沉穩負責跟安全，黃色則有歡樂、樂

觀的顏色，給使用者這個網頁值得信賴，但又不會讓使用者覺得網站有距離

感。此外，Logo設計由網域名稱中的 ipolicy發想，且不論中文或英文都放

了鎖跟鑰匙，可聯想到相關隱私、資訊財產權，Logo裡的線條則表示資訊政

策順應時代的變化，所以會不斷改變。中文 Logo中「立」字做了一個天平

的構圖，上面是天秤、下方做了一個盾牌，呼應到英文 Logo 的盾牌、鑰匙，

是強韌、正義的表現，大平台裡「台」的部分以迴圈來表現出資訊迴圈的概

念。另外，在頁面設定上，將關於我們的部分特別另外設立一個頁面是希望

強調網站設立的宗旨與方法，此外藉由統整頁面的顏色，讓其呈現出標準色

與標準線、將首頁、關於我們的頁面整理為統一的配色等方式來加強網站的

整體性。 

 

圖 28  Logo 

 

(二)  使用連結 Google文件的應用程式來減少建置網站的時間 

Wix 在使用上最難讓人忽視的缺點是難以備份網站內容，所以在考量建立網站的

便利性，資訊相關法案中所使用的表格、相關法案清單兩個頁面上將 Google文

件或表格與網站內容連結，讓策展人可以透過修改 Google 雲端中的檔案來更改

Wix 上的表格與頁面的內容，此舉不僅減少了建置這兩個頁面的時間，在修改表

格與資訊相關法案的頁面時也更為便利(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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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法案清單頁面 

伍、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與傳統的策展方式比起來，數位策展超越時空限制，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上網參觀展覽的內容，從策展者來看，數位策展與傳統的策展一樣必須去考慮到如何選

擇策展工具，以本次的策展研究來說，在選擇網站之時，考量知識型網站的易檢索性、

策展內容的豐富程度而選擇了 Blogger，但是因為希望能夠便於加入時間軸，而改為選

擇 Wix，策展者需要依據策展者對於網站的需求，以及策展者的能力來選擇使用的工具。

在數位策展內容的設計方面，題材的限制對於後續的規劃有所影響，更多是關於自身能

力與想要如何呈現內容的考量，在進行數位策展之前，以上所提到的策展者個人能力、

策展題材的內容、策展網站預計提供的功能等三個條件是進行數位策展之前必須要事先

確立的項目。此外本研究採 ADDIE的步驟進行數位策展的網站建置，在實際執行之中，

確認數位策展的流程並非線性，而是周而復始的過程，對於未來進行數位策展的進行，

這是值得注意的模式。數位時代各種新的策展工具導入，數位策展的方式更加多元，對

於知識型數位策展的選擇，資料的詮釋也更為不易，雖然有人工智能有助於資料的匯聚，

然而知識型資料的詮釋觀點，仍然是要靠策展人的創作和腦力產物。 

未來研究建議 

以下幾個研究議題適合未來繼續進行研究： 

(一)  本研究因為時間的限制，僅探討關於數位策展網站之建置過程，尚未說明如何

對線上展覽網站做使用者滿意度調查，以確認線上展覽網站是否符合使用者的

需求，未來應加強線上使用者滿意度調查，以作為後續調整策展網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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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項策展為知識型內容策展，主要仍以文字敘述為主，以知識表徵的角度討論

數位策展呈現是否一定要以圖片為主?文字型內容透過匯聚、精粹、洞察、混搭

和時間軸的詮釋策略，是否達到策展目的？ 

(三)  策展的表面目的是吸引受眾(audience)注意該項議題，策展的深層目的是希望

改變受眾的認知結構，即對事情的理解、方法和態度的改變，因此需要在網站

使用過後一段時間，才能有機會評估策展網站的影響力，也是未來可以繼續觀

察和了解的議題。 

陸、 致謝 

本報告為科技部計畫「美國圖書館資訊相關政策和立法過程歷史研究：詮釋和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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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JCDL 年會出國會議報告 

吳美美  

meiwu@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摘 要 

2019年「ACM / IEEE數位圖書館聯合會議」 (ACM / 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於6月2-6日在伊利諾州厄本那 - 香檳城大學(Urbana-Champaign, Illinois)舉辦。主題是

「 策劃知識、連接人、非凡結果」(Curated Knowledge. Connected People. Extraordinary 

Results)。「ACM / IEEE數位圖書館聯合會議」（JCDL）是數位圖書館界最早，也是最重

要的國際論壇，該會議成立於2001年，躬逢美國提出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I&II (1994-2003)

期間1。其成立的宗旨「在提供數位圖書館相關技術、數位圖書館的實踐，以及相關社會

議題討論園地，聚集世界各地參與數位圖書館研究和實踐的各相關學科和專業，包括計算

機科學、資訊科學、圖書館學、檔案科學與實踐、博物館研究與實踐、技術、醫學、社會

科學和人文科學等學術界、政府、相關行業和其他相關領域人員共同參與。」2。JCDL會

議相較於圖書館等專業年會，屬於小眾會議，根據今年大會主席厄本那 - 香檳城大學

Stephen Downie教授於閉幕式時報告，今年會議參加者共有215名，共有88篇投稿論文，接

受26篇，接受率低於30%；有66篇投稿短論文，共接受16篇，接受率低於25%；投稿93篇

學術海報和系統展示，共接受52篇學術海報和8個系統展示；與會者來自全球超過18個國

家、94個城市、110個不同機構；有165人註冊全程會議，23人僅註冊一日會議、8個博士生

參加博士論壇、45人註冊參加會後工作坊，有25人註冊參加會前研習。 

                                                
1 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DLI) 最早的成立報告可參考：Fox, E. A. (1999). 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DLI) Projects 1994‐1999. 

Bul. Am. Soc. Info. Sci. Tech., 26: 7-11. doi:10.1002/bult.13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bult.135> 
2 https://www.jcdl.org/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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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ACM / IEEE數位圖書館聯合會議」 (ACM / 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CDL)

成立於2001年，第一屆大會主席是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Nicholas Belkin教授，Belkin教授也是報告人的指導教授。根據

JCDL大會網址指出，JCDL中的「數位圖書館」一詞涵蓋許多含義，「包括（但不限

於）新形式的資訊機構、各種數位內容的運營資訊系統、具選擇、收集、組織和分發

數位內容的新方法、包括文獻類型和電子出版等資訊媒體理論模型。數位圖書館與資

訊檢索系統不同，因為它們包括更多類型的媒體，提供額外的功能和服務，並包括從

創建到使用的資訊生命週期的其他階段。數位圖書館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新形式的資訊

機構，或者作為當前提供的服務庫的擴展。」3這個定義很明顯是為了和當時十分熱

門的資訊檢索會議的內涵有所區隔，因為除了檢索功能之外，數位圖書館應該重視作

為機構的，包括選擇、收集、組織和分發等資訊服務功能、新方法和新的理論模型，

JCDL在將近二十年前成立，從成立的宗旨和範圍來看，是一個重要有遠見的主題。 

今年(2019)年JCDL會議選擇在美國伊利諾州厄本那-香檳城大學舉行，目標設定為，包

括所有對數位圖書館作為基礎建設各項議題感興趣的個人、社群和機構、詮釋資料

(meta data)、 內容、服務、數位保存、系統設計、實踐、介面設計、人機互動、績效

評估、可用性評估、館藏發展、知識產權、隱私、電子出版、文件類型、多媒體、社

會、制度和政策問題、使用者社群，以及相關理論主題等。會議參與者則鼓勵和尋求

世界各地參與數位圖書館研究和實踐的各相關學科和專業，包括計算機科學、資訊科

學、圖書館學、檔案科學與實踐、博物館研究與實踐、技術、醫學、社會科學和人文

科學，並鼓勵所有領域 - 學術界、政府、相關專業共同參與。 

JCDL會議屬於小眾會議，大會主席Stephen Downie教授於閉幕式時報告今年會議參加者共

有215名，來自全球超過18個國家、94個城市、110個不同機構；今年共有88篇投稿論文，

接受26篇，接受率低於30%；有66篇投稿短論文，共接受16篇，接受率低於25%；93篇海

報投稿，共接受52篇學術海報和8個系統展示；有165人註冊全程會議，23人僅註冊一日會

議、8個博士生參加博士論壇、45人註冊參加會後工作坊，有25人註冊參加會前研習。會

議共有五天，第一天和最後一天主要為會前和會後研習(Pre-conference workshop,  post-

conference workshop)，正式議程和學術海報共舉辦三日。報告人此次投稿學術海報，於6

月3日下午4:00 先進行一分鐘的說明(one minute madness)，接著參加學術海報展。

                                                
3 https://www.jcdl.org/about.php 

 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 6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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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會議參加經過 

由於本國雖有直飛芝加哥機場的航班，但因當天沒有接駁到香檳城大學的班機，需在

芝加哥機場過夜，因此選擇搭乘美國聯航，需先在舊金山機場轉機。於6月2日清晨6

時啟程，班機於6月2日傍晚8時抵達香檳城大學機場，總計飛行和在舊金山、芝加哥

機場等候轉機時間，單趟旅行超過24小時，真是漫長的飛行。早期美國聯合航空的服

務品質很不錯，後來經過幾次罷工，形象漸差，行李誤點、旅行箱被摔破損的情形屢

有所聞。這次不幸都遇上了，先是託運的海報盒沒有抵達，緊急聯絡航空公司，第二

天上午送到了，但海報盒和海報都有損毀。還好趕上學術海報展。之前每次由學生出

國參加學術海報，都選擇絹布列印，既好攜帶，也沒有被外因耽誤的風險，是比較好

的策略，這次的經驗可以引為教訓。 

本次會議舉行的地點是在香檳城大學校園內的旅館(i-Hotel)舉行，香檳城大學是標準

的大學城，小機場所載送的乘客主要都是該大學的師生和訪客，該旅館雖是私人經營，

但提供周到的機場接送服務。附近走路可到的有有伊利諾大學足球場和州屬農場。以

下依會議開幕式、專題演講、各相關會議主題，以及學術海報，簡報會議參加經過。 

第一日 6月3日星期一 

9:00  -  10:30 開幕專題演講 1 

Patricia Hswe 博士： 創新已死！創新萬歲！(Innovation is Dead! Long Live Innovation!) 

第一天上午 8:30 開始，在大會主席 Stephen Downie 教授致簡短歡迎詞之後，立即進入第

一場專題演講。 大約有 6 張圓桌，每張坐滿 10 人，估計大約 120-150 人之間的小型

會議。 

主講人是Patricia Hswe博士，任職卡內基美隆基金會，

負責學術傳播和數位人文計畫，她報告的主題是：創

新已死！創新萬歲！主要的演講內容是簡介卡內基美

隆基金會學術傳播和數位人文計畫的主要任務和贊助

計畫。她的論點是，由於創新會產生很多失敗，而經

費可以用於維護，維護的經費較於創新的計畫容易獲

得經費，並建議未來圖書館是否應該增加維護的課程

和經費。這個會議的專題演講和傳統會議的專題演講

形式很不相同，就是討論的時間很長，聽眾中有人提出來preservation 和maintanence 如

何區分。基本上這個專題演講是一個管理的議題，數位基礎建設計畫中，經費要給創

新還是給維護？機構觀點和研究者觀點可能很不相同，由於與會者大都是研究者，主

要都是講求創新的人，引起很長的辯論，討論的時間很久。 

https://2019.jcdl.org/program/keynote-speakers/h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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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圖書館會議(JCDL)除了重視系統和技術，也重視人文學者和經營管理的面向。

Patricia Hswe 博士原來主修俄羅斯文學，擁有耶魯大學斯拉夫語言和文學博士學位並

獲有 Mount Holyoke 學院的俄語語言和文學學士學位以及伊利諾伊大學的圖書館和資

訊科學碩士學位，也是計算機與人文協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Hswe 博士曾在賓夕法

尼亞州立大學圖書館服務，也在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 - 香檳城大學創辦出版和管理服

務部門（現在是研究資訊學和出版部門）並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LC)和「博物館暨圖

書館服務研究所」(IMLS)所支助的計畫經理。Hswe 博士在 2016 年 8 月加入卡內基美

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學術傳播部門(Scholarly Communications)，在此

期間，她致力於為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出版機構和大學提供一系列贊助措施，

進一步希望能促進世界人文學科的集體知識。Hswe 博士所熱衷的資助重點包括社群

檔案、 數位學術資訊和基礎建設維護、利用資料方法收集文化遺產內容的使用和再利

用、 促進人員和系統的多樣能力建設、公平和包容性原則。 

10:30 ‐ 11:00am   休息咖啡時間 

11:00  - 12:30 有三個平行議程 1A.  Generation and Linking、1B. Analysis and Curation I-

Hotel Technology Room ，和 1C. Search Logs I-Hotel Quad Room 選了 1A 生成和鏈接聽

講， 共有 4 篇論文，自動化生成閱讀列表：需求和解決方案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Initial Reading Lists: Requirements and Solutions (Pablo Figueira, Fabiano Belém, Jussara 

Almeida and Marcos Gonçalves )、NAISC 圖書館領域的權威關聯資料互連方法 NAISC: 

An Authoritative Linked Data Interlinking Approach for the Library Domain (Lucy McKenna, 

Christophe Debruyne and Declan O'Sullivan)、BioGen：自動傳記的世代 BioGen: Automated 

Biography Generation(Heer Ambavi, Ayush Garg, Ayush Garg, Nitiksha, Mridul Sharma, Rohit 

Sharma, Jayesh Choudhari and Mayank Singh)，以及 數位圖書館和網絡文本集成的語料

Corpus Assembly as Text Data Integration from Digital Libraries and the Web(Udo Hahn and 

Tinghui Duan) ，這幾個題目都很新穎，報告者也都很年輕，並且多以團隊的型態與

會，特別將題目記錄下來。 

另外 1B 的分析和策展也很吸引人，特別是第二篇和第三篇：工作中的數位策展

(Digital Curation at Work: Modeling Workflows for Digital Archival Materials)作者是 Colin 

Post, Alexandra Chassanoff, Christopher Lee, Andrew Rabkin, Yinglong Zhang, Katherine 

Skinner and Sam Meister ，這個團隊使用開放資源的軟體 BitCurator，認為將工作流程、

參與者和計畫加以模式化，可以使內隱化的知識和過程外顯化，並分析和比較 12 個

機構，期望了解工作中的數位策展是否有一定的步驟要素等，該研究發現大多數的機

構都有創造、補捉敘述性和技術性的詮釋資料(metadata)，但是僅有少部分的機構進行

文件檢查、隔離、重視過程到獲取等歷程，我提出問題詢問該研究未能獲得原來期望

獲得的一套要素是否是因為機構的性質、規模和歧異性太大，報告人同意那是主要的

原因。可知會議論文通常是為了促進多元討論，而不一定會有很完整、可複製操作的

研究結果。第三篇報告的題目是喬接檔案和圖書館--透過資料分享提高重製性

(Advancing Reproducibility Through Shared Data: Bridging Archival and Library Practice)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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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Julianna Pakstis, Hannah Calkins, Christiana Dobrzynski, Spencer Lamm and Laura 

McNamara ，作者之一在費城兒童醫院工作，提出 ARCUS 的概念，包括檔案

( archives)、目錄(discovery catalog)、臨床資料( clinic data)等，指出、建議檔案評估的要

領：不要保存一切、使用前需要加以評估、建立研究價值評級（research value rating, 

RVR），亦即將潛在研究興趣和文獻品質加以考慮，不過研究興趣和文獻品質都必須

要由具有知識領域的工作者才能有品質的判斷。 

午餐之後，2:00-3:30 是第二個場次，由於我的海報一直到中午才由航空公司送來旅

館，並且略有受損，所以午餐後便去櫃檯處理海報行李。場次二的議題只參與小部

分，題目仍然很新穎，只是以數位圖書館的議題而言，感覺上這些研究都是屬於比較

技術細節的論文：2A. Multimodal and Multimedia  2A 多模式和多媒體，只有三篇論

文：線上照片和遊戲資料的所有權和控制：模式，趨勢並與不斷變化的環境保持同步 

Th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Online Photos and Game Data: Patterns, Trends, and Keeping 

Pace with Evolving Circumstances (Catherine C. Marshall and Frank Shipman) 、用於生成多

語言手語視頻的擷取和分類策略 Crawling and Classification Strategies for Generating a 

Multi-Language Corpus of Sign Language Video (Frank Shipman and Caio Monteiro) 、文件品

質評估的多模式聯合模型 A Joint Model for Multimodal Document Quality Assessment (Aili 

Shen, Bahar Salehi, Timothy Baldwin and Jianzhong Qi)。 

3:30-4:00 之間是咖啡時間，接著 4:00  -  5:00 便進行 Session 3 的 one minute madness (俗

稱一分鐘瘋狂)的時間。大會事先告知參加海報展的人都需要準備一個一分鐘的海報

簡介。52 篇海報，加上主持人說明規則，很準時的在 60 分鐘之內介紹完畢。我的一

分鐘簡介主要內容是：我們的研究課題是探索第二次中日戰爭中的收藏保護本體論，

這項研究是關於二戰期間人類知識的保護，特別是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的案例。之前

根據口述歷史“蔣復璁回憶錄”發展了相關的歷史事件本體模型，本研究擴展到另一

位重要人物鄭振鐸，收集鄭振鐸的相關歷史文獻，為戰時文獻保護工作萃取關鍵人

物、時間、地點和事件。本研究採用 schema.org 來表達該知識本體模型，研究結果發

現將異質內容集合並共享，相關知識本體基礎建設需要繼續加強，研究結果應用可以

提供主題數位圖書館的分類參考。5:00  -  7:00 是海報會議和一個簡單的海報展接待會

(reception)。 報告人的海報是有關戰時文獻保存的知識本體研究，海報如附錄。 

6 月 4 日星期二 

9:00  -  10:30 專題演講 2 

Robert Sanderson 博士：標準和社群：聯繫人、資料一致和可用程序 (Standards and 

Communities: Connected People, Consistent Data, Usable Applications) 

https://2019.jcdl.org/program/keynote-speakers/s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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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的專題演講者是加州蓋提博物館 J. Paul Getty 

Trust 的第一位語義架構師，也是一位開放數位文化遺產的

熱情倡導者，Robert Sanderson 博士。做為國際知名的資訊

科學家，也是關聯開放資料和文化遺產標準的專家，

Sanderson 博士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設計和指導跨越博物館、

研究機構和保護研究所的文化遺產資訊模型和系統。他的

主要目標是在資料發布和資料消費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

以及確保資料語義的精確性。他在演講中說：「關於標準

的好處，是沒有太多的選擇」(The nice thing about standard is that there is not much 

choice)，既真實又幽默。 

Robert Sanderson 博士指出標準是連接世界的基石之一，允許獨立開發的系統和資料進

行交互操作而不需要雙邊協議。然而，是什麼使得目前得到公認標準機構認可的規

範，得以在 IETF，W3C 或 ISO 文檔管理平台上嶄露頭角，受到廣泛採用，而另一些

則否？Sanderson 博士說明標準與需要社群之間取得聯繫，以及這些社群和標準組織過

去試圖與潛在使用者群保持聯繫的過程。在完整性和可用性之間、生產和消費之間、

一般市場和社群的特定需求之間，總是存在權衡。Sanderson 博士介紹 IIIF 和鏈接開放

資料的技術，與 Z39.50，SRU 和 OAI-PMH 等數位圖書館工作相關，但需要研究如何

在社群參與，易於實施和可用性之間取得平衡。Sanderson 博士強調標準需要與滿足技

術要求互相平衡，並且提供經過充分測試、廣泛實施的生態系統，使文化遺產和科學

文獻的研究人員和愛好者能夠充分參與。他是 W3C JSON-LD 工作組的主席，也擔任

IIIF 社群的規範編輯和顧問，曾經擔任美國史丹福大學標準倡導者、洛斯阿拉莫斯國

家實驗室研究圖書館的研究科學家，以及英國利物浦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講師，並曾經

參與許多數位圖書館標準和研究。  

10:30 - 11:00am 休息咖啡間  

11:00am - 12:30pm Session 4 共有三個平行議程，4A. 研究和開放資料(Research and Open 

Data)，共有三篇報告 ，數位人文科學館藏作為研究對象 Modeling digital humanities 

collections as research objects, 作者是 Katrina Fenlon 、社會科學研究資料和相關訊息的數

位圖書館 A Digital Library for Research Data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作者是 Daniel Hienert, Dagmar Kern, Katarina Boland, Benjamin Zapilko and Peter 

Mutschke，以及 公共圖書館出版開放資料 Open Data Publishing by Public Libraries, 作者

為 Nicholas Weber and Bree Norlander 。4B. 是網路檔案 Web Archives，共有三篇論文，

包括檔案輔助之檔案修復驗證框架 Archive Assisted Archival Fixity Verification 

Framework ，作者是 Mohamed Aturban, Sawood Alam, Michael Nelson and Michele 

Weigle 、第二篇是 MementoMap 框架用於靈活和自我調適的網路檔案剖析

MementoMap Framework for Flexible and Adaptive Web Archive Profiling，作者是 Sawood 

Alam, Michele Weigle, Michael Nelson, Fernando Melo and Daniel Gomes 、第三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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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nto 服務優化評估 Evaluating Memento Service Optimizations，作者是 Martin Klein, 

Lyudmila Balakireva and Harihar Shankar 。4C. 分析和處理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因為比

較偏向技術，所以略過。  

12:30 - 2:00pm 是午餐時間。 

2:00 - 3:30pm Session 5  

議程 5 共有兩個平行議程和一個論壇，主要穿梭在 5A 和 5B，論壇是虛擬實境的技術

討論，未前往參與。5A. 學術文獻 Scholarly Documents，第一篇是什麼推動了研究工

作？找到重要的科學聲明！ What Drives Research Efforts? Find Scientific Claims that 

Count! 作者是 Jose Maria Gonzalez Pinto, Janus Wawrzinek and Wolf-Tilo Balke 、第二篇是

確定學術提交適當性的深度多模式調查 A Deep Multimodal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 Scholarly Submission ，作者是 Tirthankar Ghosal, Ashish Raj, Asif 

Ekbal, Sriparna Saha and Pushpak Bhattacharyya 、第三篇是你在正確的池塘釣魚嗎？論文

範圍內是否適用？ Is the Paper Within Scope? Are You Fishing in the Right Pond? 作者是

Tirthankar Ghosal, Asif Ekbal, Sriparna Saha, Pushpak Bhattacharyya and Ravi Sonam 。這三

篇論文都是學術傳播，特別是學術論文寫作，並不是數位圖書館的核心議題，仍然有

很多年輕研究者參與，數位圖書館會議徵文已經大幅度的開放，實務的學術論文寫作

和品質經營仍能吸引與會者。平行場次 5B. 主題是網路檔案 2 Web Archives 2 ，第一

篇論文是 Tempurion：為提供實體命名的 URI 協作集合 Tempurion: A Collaborative 

Temporal URI Collection for Named Entities ，作者是 Sergej Wildemann and Helge 

Holzmann 、第二篇是使用社交媒體中的微集合作為 Web 存檔集合的種子 Using Micro-

collections in Social Media to Generate Seeds for Web Archive Collections ，作者是 Alexander 

Nwala, Michele Weigle and Michael Nelson 、第三篇是 WARC 的成本：分析雲中的網絡

檔案 The Cost of a WARC: Analyzing Web Archives in the Cloud，作者是 Ryan Deschamps, 

Samantha Fritz, Jimmy Lin, Ian Milligan and Nick Ruest 、第四篇是利用 Datathons 構建社

區和網絡檔案分析的工具 Building Community and Tools for Analyzing Web Archives 

through Datathons ，作者是 Ian Milligan, Nathalie Casemajor, Samantha Fritz, Jimmy Lin, 

Nick Ruest, Matthew S. Weber and Nicholas Worby 。只聽了其中一小部分，網路檔案可能

是一種廣義的數位圖書館，沒有 boundary，可知人類知識的範圍越來越不可掌握。 

3:30 - 4:00pm 休息 咖啡時間  

4:00 - 5:00pm Session 6  

議程 6 也有三個平行議程，也是在前面兩個平行議程中穿梭聽講，6A. 書目資料和匹

配 Bibliographic Data and Matching ，第一篇十分技術並未聽講，紀錄一下題目而以，利

用粒子過濾器的 Dirichlet 過程高斯混合用於主動線上名稱辨識 Dirichlet Process 

Gaussian Mixture for Active Online Name Disambiguation by Particle Filter ，作者 Ba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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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Murat Dundar, Vachik Dave and Mohammad Al Hasan 、第二篇是不同學術資料庫的

作者匹配：基於特徵的簡單排名聚合 Author Matching Across Different Academic 

Databases: Aggregating Simple Feature- Based Rankings ，作者是 Marie Katsurai and Ikki 

Ohmukai 、第三篇是學習如何檢索書目資訊網絡中的相關資源 Learning to Retrieve 

Related Resources in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Network ，作者是 Poonam Anthony and 

Plaban Kumar Bhowmick 。平行議程 6B 的主題是使用者介面和行為 User Interface and 

Behavior ，第一篇是無論用甚麼方式我會找得到：滾動輸入機制的影響，複雜的數位

館藏室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Find Ya: The Influence of Input Mechanism on 

Scrolling 、Room in Complex Digital Collections ，作者是 George Buchanan and Dana 

Mckay 、第二篇是基於索引典和分類系統辨識數位圖書館檢索過程中的主題變化

Recognizing Topic Change in Search Sessions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Thesauru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作者是 Daniel Hienert and Dagmar Kern 、第三篇共享感受：了解

Facebook 對學術文章的反應 Shared Feelings: Understanding Facebook Reactions to Scholarly 

Articles ，作者是 Curtis Cole Freeman, Mrinal Kanti Roy, Michele Fattoruso and Hamed 

Alhoori 。6C.是計量研究：引文走得很遠，走得更遠：透過影響分散樹來量化科技論

文的影響 Citations Go Wide, Go Deep: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Papers through 

Influence Dispersion Trees ，作者是 Dattatreya Mohapatra, Abhishek Maiti, Sumit Bhatia and 

Tanmoy Chakraborty ，另一篇是場地分析：基於引文的度量標準的簡單替代方案 Venue 

Analytics: A Simple Alternative to Citation-Based Metrics ，作者是 Leonid Keselman，很多

論文雖因時間衝突或議題不合未能聆聽，但將題目紀錄，可以了解與會者關心的議題

和會議的趨勢 

6:30 - 8：30 會議晚宴。地點選在伊利尼體育館(Illini Stadium)，從旅館走路 10 分鐘可

抵達。本來以為那麼大的體育館，Illini 是可愛的暱稱，不過當地的老師告訴我，那是

當地原住民部落的名稱，立刻讓人感覺充滿原始的神祕力量，肅然起敬，原來語言的

力量來自意義。晚餐有現場演唱，晚宴結束離開時，天空還是亮的。北美夏日的白晝

真長。 

6 月 5 日星期三 

8:30  -  10:00 專題演講 3 

John Wilkin 博士：你如何用一隻手舉起大象？(How do you lift an elephant with one 

hand?) 

https://2019.jcdl.org/program/keynote-speakers/wilkin/


9  

第三天的專題演講者是伊利諾大學圖書館館長 John Wilkin

博士，他的演講題目很活潑，但是主講的內容很嚴肅，以

資源和行政管理為主，Wilkin 博士於 2013 年開始在伊利諾

伊大學厄本那 - 香檳城大學擔任圖書館館長和大學圖書館館

長，並於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伊利諾伊州擔任學術

事務和教務長臨時副校長。此前， Wilkin 曾擔任 HathiTrust

執行董事以及密西根大學的各種行政職務，包括臨時圖書

館館長。Wilkin 館長曾帶領密西根州的數位圖書館服務開創

了許多大型數位圖書館工作，包括 Making of America，Humanities Text Initiative，PEAK

（一個提供 Elsevier 期刊的系統），以及將英語詞典放在網上等。 

Wilkin 博士的演講指出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正面臨的巨大挑戰。HathiTrust 數位圖書

館成立於 2008 年 10 月，由美國中西部 12 所大學，包括密西根大學、愛荷華大學、

伊利諾香檳城大學等，加上加州大學系統 11 所圖書館所共同組成，參與 Google 圖書

館計畫(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 將公共領域出版品掃

描成數位圖書，並提供參與圖書館一份數位版本。對於有版權的圖書則僅提供片段掃

描。Hathi 取自印度語大象的意思，傳說中大象是一種從不遺忘的動物 (Hathi is Hindi 

for “elephant,” an animal that is said to never forget4.)。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還有其他合

作夥伴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共 60 餘個研究圖書館，由參與的圖書館和圖書館聯

盟共同分擔費用，是一個共治的團體，並由密西根大學圖書館負責儲存庫的設計和維

護。2011 年 9 月美國作家協會起訴 HathiTrust，指控該機構大規模侵犯版權，美國聯

邦法院在 2012 年 10 月否決美國作家協會的控告，該項判決的結果係根據美國法律，

認為 HathiTrust 使用由 Google 掃描的書籍是合理使用(fair use)。法院依據美國聯邦版

權法的變革性(transformative)5原則，認為 HathiTrust 的獲取功能已經改變受版權保護的

作品，並未侵犯版權所有者的權利。該判決也獲得第二巡迴法院的肯定。2014 年 6 月

10 日，確認 HathiTrust 中的搜尋檢索和可獲取性的功能都屬於合理使用，因此也向法

院提出撤回原告起訴 HathiTrust 圖書館保存副本之權利。 

Wilkin 博士指出總計至 2015 年 10 月，HathiTrust 的館藏數量超過 1,370 萬冊，其中

530 萬冊屬於公共領域。HathiTrust 提供許多檢索和獲取服務，特別是整個存儲庫的全

文檢索，總計在 2016 年，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在美國和其他 236 個國家有超過 617

萬個使用者，共使用 Hathitrust 數位圖書館 1,092 萬次。Wilkin 館長指出由此產生的組

織，數位保存基礎建設和數位館藏為圖書館生態系統帶來了巨大價值。這種共享和補

                                                
4 https://bits.blogs.nytimes.com/2008/10/13/an-elephant-backs-up-googles-library/ 

5 根據美國的版權法，變革性是衍生作品的特徵之一，它使作品超越或以新的眼光置於所依據的基礎作品之上。在電子計

算機和網際網路相關的環境中，後期工作的變革特徵通常為公眾提供以前不可用的好處，否則它將保持不可用。這種變

革性在合理使用分析中佔很大比例，並且可能為明顯的版權侵權責任提供免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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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在地服務的轉變為圖書館創造更多大規模的共享服務，確保了世界各地研究圖書館

的重要未來。Wilkin 博士說明為什麼面對如此罕見的問題需要更大規模的努力。 

10:00 – 10:30am 休息 咖啡時間 

10:30am - 12:00pm Session 7 由社群組成和為社群成立的數位圖書館論壇 Panel Towards a 

DL by the Communities and for the Communities，主持人是Daqing He, Dan Wu, Wayne Graves, 

Martin Klein and Alexandra Dolan-Mescal，論壇之後便是閉幕式，並由武漢大學吳丹教授

介紹和歡迎大家參加明年在武漢大學舉辦2020JCDL。  

12:00 - 1:00pm 午餐 會議結束 

當天下午搭機返芝加哥機場，並搭巴士前往密爾瓦基大學探訪同一天抵達密爾瓦基大

學圖書館實習的六位研究生。 

三、心得： 

本年的會議論文主要集中在網路檔案技術、社群、使用者和學術傳播，和早期的

JCDL會議論文應該很不相同，特別是三位專題演講者的主題圍繞在資源管理、標準

和永續經營，明顯地指出數位圖書館的發展重點和方向在管理層面。JCDL會議即將

在2021年滿20周年，如果將18年來的論文題目加以分析，應該可以反映數位圖書館的

發展歷程。此外參加在芝加哥轉機的美國中西部大學的會議，通常會需要花費比較長

的交通時間。特別是近年來聯航的服務品質不佳，幾次在芝加哥機場有行李箱遲到、

毀損的經驗，特別令人心有餘悸。 

旅行雖然辛苦，但是參加國際會議最有收穫的是會認識很多新朋友並和老朋友重新連

繫。這次會議中遇到北卡教堂山大學Gary Marchionini院長，他一見面就問：你的學校

好嗎？學生們都好嗎？原來他有一位研究生前一天晚上(6月3日)剛贏得了美國的

Jeopardy比賽冠軍，一夜之間成為美國名人，包括紐時、今日美國等都大力報導...！哈

哈 論文寫對了 有可能贏得大獎，這位同學是現年27歲正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工作的

圖書館員Emma Boettcher，她2016年從北卡教堂山大學圖書資訊學院畢業，寫的碩士

論文題目就是<<用文本特徵預測瑣事問題的難度>>“Predicting the Difficulty of Trivia 

Questions Using Text Features”6使用的資料庫就是Jeopardy，可以了解Marchionini教授的

得意之情！我也和1996年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參加SIGIR會議第一次認識的Ed Fox教授有

比較深刻的交談，了解他在繁忙的教學研究之外，還在維琴尼亞科技大學和博士生主

持一個靈性健康社團。 

 

                                                
6 https://ftw.usatoday.com/2019/06/emma-boettcher-jeopardy-james-holzhauer-masters-paper-unc-

reaction?fbclid=IwAR2qn3CXTpu31QCtBul-N1ecf4mxYqRjeA6BmZuiaJRV-4Mm3f23oD_0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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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無 

 

(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五、附錄：學術海報 – 戰爭時期文獻保存之知識本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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