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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中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科博館擁有約九十萬件的代表台灣生物、自然與人文特色珍貴藏品，為我國重要自然史

博物館。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重要參與典藏機構之一，更是計畫跨足全

球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研究及教育交流合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科博館參與數位典藏計畫一、

二期計畫，建構動物、植物、地質、人類、藻類、菌類，共六大學域二十八學門跨領域跨學

門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及數位博物館網站，並進一步加值產出多元加值內容及創意商品。

以兒童數位博物館蛙蛙樂園主題單元為例，2007年榮獲美國博物館協會(AAM)繆斯獎遊戲類銀

牌獎，即是國際肯定本館產出及推廣行銷最佳典範。科博館同時也參與教育部數位博物館旗

艦計畫，整合數位典藏及博物館展示及教育資源，建立『虛實整合』加值服務推廣模式。成

果除分享國內及華文世界，更應推往國際，讓全球博物館界、學術界及教育界都能共同分享

代表台灣主體精神、特色與價值的珍貴資產。本計畫目標在扮演科博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成果國際化推動整合窗口，運用『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館方既有國際交流合作管道及國際

自然史與兒童博物館社群與組織，在跨子計畫間，建構雙語化知識庫及標本庫自動化匯入匯

出技術整合平台、典藏精華知識庫及加值內容國際化與多語化包裝轉化模式及博物館社群國

際組織推廣交流分享等整合工作，以建立科博館推動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長期發展國際化之

永續模式，並將計畫成果分享『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及世界文

化入口網。 
 

   關鍵字：科博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全球生物多樣

性資訊入口網、世界文化入口網、雙語化知識庫、雙語化標本庫、自然與人文數位博

物館、兒童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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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英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NMNS) one of the important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in Taiwan, has a collection of about 800,000 pieces of biological, natural and 
humanistic pieces. This collec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ELDAP), and forms a substantial part of Taiwan’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tudies and education. Under TELDAP 1 and 2, the 
Museum has built a database and The Digital museum of Nature and Culture website 
encompassing information covering six disciplines, including animals, plants, geology, the 
human race, algae, and fungus, and 28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nature and the humanities. 
In addition, the Museum has also created diverse added-value contents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Digital Museum for Children’s Frog Paradise theme 
section, this effort won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Muse Awards’ Silver Prize for 
the Games Category in 2007. This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how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Museum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igital Museum Project by integrating its digital resources and museum exhibits with 
educational resources so as to establish a simulated integration added-service mode of 
promotion. The results must not just be shared locally and with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but likewise expand internationally to allow the global museum circles, international academia 
and the education world get a better idea of Taiwan’s efforts and values in this regard. This 
program has its goals in serving as a window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ELDAP’s achievements. The program through the Digital Taiwan Culture port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annel of NMNS and international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and children's 
museum commun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also aims to establish, among sub-projects, a 
multi-language knowledge base and specimen database automated transmission platform,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databases and contents as well as model of translation into various 
languages, value-added model and international museum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work on Taiwan biological history, and i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ll these are ultimately aimed at building the Museum’s lasting mod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learning. The 
program’s achievements are presented through the Digital Taiwan Culture portal,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portal and the World Culture portal. 
 

 Keyword：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The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Culture portal of digital Taiwan、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portal 、The World Culture portal 、Biliqual knowledge base、Biliqual specimen 
database、The Digital museum for children、The Digital museum of Natur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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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計畫目的預期成效 

1. 計畫目的 

科博館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從第一期到第二期，計畫執行範圍遍及動物、植物、地質、

人類、藻類及菌類共六大學域二十八學門。且所參與各子計畫整合共同數位化標準規範與

作業流程、自然與人文知識分類體系、多層式知識組織結構及數位典藏知識庫與加值內容

建構、管理及發佈系統平台及自然與人文數位博館網站、加值應用及商品開發及對外聯合

目錄自動發佈匯出及後續永續經營發展，是少數參與機構能真正落實機構內跨子計畫統整

內容建構、技術整合及加值應用開發的機構之一。 

本計畫將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國際合作網路」分項計畫子計畫二「數位

台灣文化入口網計畫」之預計效益進行規劃。計畫中整合協調工作將由本計畫主持人士擔

任，計畫主持人帶領過第一期的『數位典藏資訊技術整合子計畫』及第二期的『自然與人

文知識庫整合子計畫』，並負責科博館整體跨計畫間整合及扮演與計畫辦公室互動協調推動

計畫之窗口。 

本計畫之國際合作交流策略主要配合分項八子計畫二「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規劃與結

合館內既有國際合作管道及國際組織進行推廣交流。館內既有之國際合作管道為科博館常態或

經常性特展與學術交流合作之自然史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費氏博物館及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等，透過本計畫預計進行網站互設專區或連結方式互相交流與分享。另與本館參與子計畫四之

重建臺灣失落的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計畫與重建臺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計畫，計畫中合作博

物館包含歐、美及亞洲地區自然史博物館，除分享帶回模式標本資料所建立之資料庫外，亦運

用此管道將本館其他數位典藏及加值應用成果，藉由館內參與子計畫四之研究人員分享合作博

物館。也規劃經由MCN(Museum Computer Network)及AAM(American Association Museums)國際

組織進行交流合作，藉由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及參與展示方式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另也

利用本館兒童數位博物館中具台灣自然與文化特色及國際關注議題，參考國外兒童博物館網站

資源加以轉化包裝成國際多語版內容，透國美國各州設立之兒童博物館，以國際兒童村之概念

形成共同議題交流分享之網路博物館社群。 

於數位內容國際多語化之策略，計畫中國際多語化之範圍除配合分項八子計畫二「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之規劃項目，還包括典藏精品、台灣特有蒐藏、台灣特色展示（含館內常設展

及特展精選、數位典藏珍藏特展）及具台灣自然與文化特色及意義之數位典藏教育加值資源等。

針對國際多語化之優先順序，以過去本館參與一、二期計畫產生之現有數位典藏多媒體、標本、

知識庫與教育推廣加值應用中，花最少轉化加值資源為原則，挑選具台灣自然與人文特色、館

藏精選集國際共同關注議題，作為國際多語化之優先順序考量。 

為落實國際多語化接受度及成效，本計畫國際多語化以館藏精品、台灣特有及國際共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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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議題等考量因素吸引國際人士之喜好，在內容轉化包裝方面，將參考國際合作交流對象中之

自然史博物館及兒童博物館網站相關資源、作品及發展潮流與趨勢，進行轉化加值及多語化處

理，以期能投其所好，縮短文化差異及落差。計畫中以國際自然史博物館及美國兒童博物館為

交流合作對象，可形成內容屬性相近及關注共同議題之博物館網路社群，資料跨國際之效果。

於計畫執行初期及執行後，將針對計畫中交流合作之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各州兒童博物館及MCN

與AAM等國際組織專業人士進行問卷或訪談意見調查，作為內容多語化及國際交流合作方向之調

整，以其計畫之執行成果能達成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國際合作交流之目標與預期效

益。 

本計畫『科博館數位典藏與學習國際交流計畫』，將從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台灣

特色展示國際化、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與國際兒童村四個方面進行(如圖 2：計畫概念圖)，

整合科博館數位典藏與學習成果之整體國際化交流及推廣工作，以期計畫成果由數位化、

知識化、教育化、加值化、商品化進而拓展國際化。 

 

   2.預期成效       

(1) 藉由自然科學博物館豐富的數位典藏資源雙語化的成果，向世界展現台灣在自然與

人文方面的努力，建立國際接軌的管道。 

(2) 透過和國際各博物館之間的交流學習，可以強化自然科學博物館在國內的典藏與教

育能力，成為國際一流的博物館。 

(3) 數位典藏知識庫與加值平台建立可培養數典研究人員規劃整合能力。 

(4) 多語化的加值與應用建置可望加入更多的自然與人文方面研究人才來共同激發更優

質的成果展現。 

(5) 透過 MCN國際會員增加與國內會員間的交流，且透過特殊任務小組(SIG)之討論增加

參與人員之研究能力。 

(6) 整合分享「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博物館群、生物多樣性、兒童科普、地圖、生活

藝術及國家文化資料庫六大主題 

(7) 將台灣自然史知識庫、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及兒童數位物館教育加值內容轉化為

多語版(含簡體中文、英、西班牙語)國際兒童村交流入口網站之系列主題內容，供

全球兒童自然史教育使用。 

(8) 以國際兒童村之概念結合台灣自然與人文知識庫、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及兒童數

位博物館，與歐、美、亞洲相關博物館合作，建構呈現文化多樣性之多語版(含簡體

中文、英、西班牙語)國際自然與人文兒童村交流學習入口網站，提供家庭、學校及

博物館無所不在學習，擴展兒童國際學習視野與國際觀。 

(9) 提供國際兒童教育人員，發展跨國自然與人文比較教材之教材再利用、編輯組織及

發佈交流平台，使台灣數位典藏內容亦能成為國際兒童教育素材重要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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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架構(含結構圖)    
    為實現本計畫預期目標，促進科博館數位典藏資源國際化，並進行與國外典藏機構交流事宜，

本計畫以科博館數位典藏資源為基礎，依據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自然史博物館與國際組織交流合作、國際兒童村四大目標，依據計畫目標，計畫執行架構與概念

如下: 

 

 

   

 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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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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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主要內容 

第一部份：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為了將科博館 9年來數位典藏最核心有價值的部份分享給全球民眾，在子計畫二之資料蒐集

流程建立流程後，彙整學術研究典藏資源，並且精選出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台灣特有種類與特

色之典藏知識庫及典藏精華，依流程逐年將物件上傳至網站，逐步進行英語、簡體中文、法文翻

譯，提供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使用。 

工作項目為: 

1.典藏精選—精選具台灣本土性、獨特性、教育性、研究性與民生經濟價值的圖片與英

語化知識單元。 

2.台灣特有及重要典藏資源—以宣揚本館代表台灣之文化與生物多樣性特色，便於國際

使用者查詢檢索台灣數位典藏成果 

           ● 典藏知識單元:逐年從六大學域精選 30個物種知識單元共約 150個主題英語化，

將具台灣獨特色之學門與物種進行知識庫的國際化。 

           ● 典藏標本單元: 逐年將從六大學域(表一)豐富的數位典藏標本挑選 100個物種，

共約 4000件標本資料英語化，並建置匯入「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 

第二部份：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為進一步轉化加值本館具台灣特色之數位典藏資源，呈現台灣之主體特色，發展多元數位典

藏學習內容，進行數位虛擬展示、科普化學習資源及行動學習等應用內容，以及輔助學校課程之

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多語化，以凸顯台灣生物多樣化與文化多元性的特點，使國內外的科博館網

站使用者便於 取得學習資訊，並推廣台灣特色於國際舞台。 

工作項目為: 

        1.特色展覽: 如:科博館常設展示廳─人類文化廳之「台灣南島語族」展。 

        2.珍藏特展:  

               ●如:「排灣族古陶壺」數位展示。 

        3.教育資源: 

               ● 數位兒童博物館:兒童數位博物館網路「學習」及「遊戲」單元多語化。                       

               ● 逐年完成學習小百科概論單元、學習主題與多媒體學習資源。 

第三部份：自然史博物館、國際組織合作交流 

    為了將科博館累積豐碩的數位典藏成果推廣至國際，本計畫國際化成果進行交流與分享，包

括與國外自然史博物館合作數位展示、參與國際博物館年會、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期刊，增加拓

展海外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機會與效果。 

    工作項目為: 

        1.將散佚海外典藏標本與國際知名自然史博物館合作交流 

                ●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2.博物館國際組織交流： 

                ● 美國博物館協會(AAM) 

                ●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MCN)教育應用推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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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國際兒童村 

    以數位典藏計畫建置之兒童數位博物館為基礎，與國外知名兒童博物館建立國際兒童村交流

社群。透過精彩有趣的影音、動畫及互動式遊戲等，深入淺出地從科學、文化及藝術等層面介紹

各項吸引兒童的知識，透過有聲有色、生動活潑的展場設計，以及栩栩如生的虛擬模型，使全球

兒童可以融入自然科學的浩瀚世界，享受學習知識的樂趣，增加對自然生態的興趣。 

    工作項目為:  

                ● 台灣特色主題兒童探索館:結合自然與人文，具台灣特有代表性的主題與全 

                  球關注保育之主題，如:「台灣瀕臨絕種物種」、「台灣西拉雅族特展」。 

第五部份：國際化需求與成果評估 

    為使得本計畫國際化轉換之品質滿足國際使用者之需求，縮短文化差異，將採用以下策略進

行評估： 

    1.協請與館內合作博物館之專家進行多語化資料之審查。 

    2.聯繫國外博物館專家學者，進行多語化轉換數位展示、珍藏特展及國際聯展之內容成果的

審查與評估，以符合國際人士使用需求。 

    3.協請科博館館內具有多年國際科學教育推廣經驗之專業人員校正與審查本計畫多語化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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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單位：元） 

 

                                                 
1 核定數：國科會人文處、科教處或部會實際核撥之經費數 
2「執行數」包含核銷數及應付未付數。（「核銷數」為已執行並已完成報帳之預算，「應付未付數」為已執行但未完成

報帳之預算。） 

預算科目 98 年度 
核定數 1(A) 

98 年度 
執行數 2(B) 

執行率 2(%) 
(B/A) 

保留款 

經常支出 

業務費 
 1,751,900 1,748,598 99.8 3,302 

國外差旅費 0 0 0 0 
管理費 181,100 181,100 100 0 

資本支出(研究設備費) 60,000 57,570 95.95 2,430 

小   計 1,993,000 1,987,268 99.7 5,732 

執行率未達 90%，請填寫落後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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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力 

（一）數量統計 

計畫名稱 執 行

情形 總人力

(人/年)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

級 助理級 

 
原訂 6/98  3 1 2 
實際 7/98  3 1 3 
差異 1  0 0 1 

 
原訂      
實際      
差異      

說明： 
研究員級：研究員、教授、主治醫師、簡任技正、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博士(滿三年及以上)、

或碩士(滿六年及以上)、或學士(滿九年及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副研究員級：副研究員、副教授、助研究員、助教授、總醫師、薦任技正、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

於博士、碩士(滿三年及以上)、學士(滿六年及以上)之研究經驗者。(例如具碩士學

位，擔任專案經理第四年) 
助理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講師、住院醫師、技士、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碩士、或學士(滿三

年及以上)之研究經驗者。(例如具碩士學位，擔任專案經理第二年) 
助理級：研究助理、助教、實習醫師、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學士、或專科(滿三年及以上)之研

究經驗者。(例如具學士學位，擔任專案經理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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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人力投入情形 

姓名 級別 計畫職稱 3 工作重點 學、經歷及專長 

徐典裕 

副研究員 計畫主持人 

 

本案進度控管，統合

規劃研擬修正計畫

發展方向及策略主

導計畫執行方案，與

數典各單位、子計畫

進行溝通協調整合。 

最高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博士 

重要經歷 

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第一期主持人 

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第二期主持人 

教育部服務升級計畫主持人 

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計畫(2007~2008) 

自然與人文知識庫整合建構子計畫(2008~2012) 

專 長 

1. 數位博物館 

2. 數位典藏 

3. 數位學習 

4. 數位內容 

5. 知識管理 

楊宗愈 副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 

 

協助維管束植物蒐

藏標本資料庫及數

位典藏標本庫整合

內容之校對審核工

作 

最高學歷 英國瑞丁大學植物學博士 

重要經歷 
國際數位典藏內容整合與合作計畫‧重建臺灣失落

的昆蟲模式標本計畫（Ⅱ） 

專 長 
植物系統分類學（plant systematics）研究 

詹美鈴 副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 協助模式標本資料庫

及國際交流合作網路

分享內容之校對審核

最高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博士 

重要經歷 
國際數位典藏內容整合與合作計畫‧重建臺灣失落

的昆蟲模式標本計畫（Ⅱ） 

                                                 
3
職稱之定義請以該名人力之計畫職稱，或無計畫職稱者則以單位職稱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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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級別 計畫職稱 3 工作重點 學、經歷及專長 

工作 

專 長 

1.昆蟲標本蒐藏管理                            

2.台灣小嚙蟲亞目及粉嚙蟲亞目生物系統分類學

研究與博物館害蟲監測研究 

蔣雅莉 

助理研究員 協同研究人員 協助蒐藏標本資料庫

及數位典藏標本庫整

合工作 

最高學歷 美國維拉諾瓦大學碩士 

重要經歷 
『民族學標本蒐藏管理』、『民族學標本影像管理』

系統開發設計 

專 長 
標本蒐藏管理、標本影像管理系統開發設計 

林麗雯 

助理級 助理 數典系統平台擴充功

能分析規劃與程式

實作、網站多語版規

劃與程式實作、台灣

文化入口網機制規

劃分析與設計。 

最高學歷 
學士 

重要經歷 
工研院資通所、機械所 

專 長 

程式設計:.NET.Visual、 Basic  

資料庫:SQL SERVER 

李香瑩 

助理級 助理 協助舉辦教育推廣研

討會、典藏知識庫、

典藏加值內容與蒐藏

標本、照片自動匯入

聯合目錄、數位典藏

內容加值轉化與臨時

交辦事項。 

最高學歷 學士 

重要經歷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助理 

專 長 

活動會議安排、行政業務、協調及彙整作業 

林佩萱 

助理級 助理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

庫國際化規劃、數位

典藏資料庫多語化規

最高學歷 碩士 

重要經歷 
98年度國科會計畫:「科學博物館觀眾學習成果與

長期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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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級別 計畫職稱 3 工作重點 學、經歷及專長 

劃、國外研究機構與

博物館資料統整與設

計問卷與訪談、兒童

單元多語化資料彙

整、計畫報告撰寫與

各項交辦事項 

專 長 

博物館觀眾研究 

 

（三）與中綱計畫規劃差異說明： 

因本計畫截至 6 月仍未尋找到適合之碩士級助理人員，6 月以前僅由一位學士級助理協助本計畫進行，影響本計畫預定執行工作項目時程，

故此在 7 月找尋適任之碩士級助理後與新增一位學士級助理，以協助完成本年度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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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量化成果(output)  

一、年度工作執行情況 

填寫說明： 
1. 工作項目、查核點及預定查核點達成情形、預定進度累計：請依據年初『作業計畫』所填報之內容填入。。 
2. 實際達成情形、辦理情形及實際進度累計：請參考範例，說明此查核點實際完成情形與進度。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4 預定 5 實際 

2 月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評估精選物種知識單元 

98/02/05 開始 
98/02/05 符合 

共規劃30個知識單元與150個主

題 5 5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教育應用推廣研討會規劃 98/02/05 符合 規劃本年度三場研討會 

3 月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英語化需求評估 

98/03/01 開始 
98/03/01 符合 

針對本年度需英語化共 4176 個

物件進行需求分類 
10 10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主題單元多語化評估 98/02/28 符合 
已完成 19 件主題單元多語化評

估 

4 月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教育應用推廣研討會(一) 

98/04/30 完成 
98/04/29 符合 已完成辦理 

12 12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蟲蟲大集合 

98/04/30 完成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 

5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蟲林危機 

98/05/31 完成 98/05/31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14 13 

                                                 
4若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理情形說明落後原因。 

5預定進度累計至 12 月為 100％，請依各計畫計算方式呈現，可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 18 -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4 預定 5 實際 
童博物館中。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真菌大補帖 

98/05/31 完成 98/05/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 

6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蟲蟲拍拍樂 

98/06/30 完成 
 

98/06/30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16 14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菇菇農場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7 月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教育應用推廣研討會(二) 

98/07/31 完成 

98/6/26 符合 已舉辦 

21 18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6 個物種知識單元 98/07/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菇菇饗宴 

98/07/31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8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主題單元英語化-蟲蟲探險屋 

98/08/31 完成 

98/08/31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28 24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6 個物種知識單元 98/08/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迷幻菇森林

1~4 
98/08/31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9 月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6 個物種知識單元 98/09/30 完成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3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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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4 預定 5 實際 
98/09/30 符合 灣文化入口網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迷幻菇森林

~8 
98/09/30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10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南島語族數位展示英語化 

98/10/31 完成 

98/10/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研究人員審英文稿

中 

55 49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6 個物種知識單元 98/10/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語化-迷幻菇森林

9~12 
98/10/31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更新擴充動植物物種資料30種 98/10/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 

11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兒童博物館 
主題單元英文化–「真菌島」

主題 

98/11/30 完成 

98/11/30 符合 
「學習區」已製作完成。 
「遊戲區」資料尚待匯入數位兒

童博物館中。 

79 71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6 個物種知識單元 98/11/30 符合 

已製作完成，可進行匯入數位台

灣文化入口網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展示加值應用內容 6 個主

題單元 
98/11/30 未符

合 

已完成 2 個主題單元數位展示英

文化，另 4 個主題單元研究人員 
正進行英譯審稿與英文翻譯中。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更新擴充動植物物種資料30種 98/11/30 符合 已辦理完成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台灣失落之維管束植物標本資

料英語版 
98/11/30 符合 已製作完成 

12 月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教育應用推廣研討會(三) 98/12/31 完成 98/12/31 符合 延至 99/01 舉辦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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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理情形 4 預定 5 實際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加值內容管理發部平台多語化 98/12/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 
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更新擴充動植物物種資料40種 98/12/31 符合 已製作完成 

1 月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教育應用推廣研討會(三) 99/1/22 完成 99/1/22 符合 已舉辦完成 100 93 

2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展示加值應用內容 6 個主

題單元 
99/2/30 完成 99/2/30 符合 

已完成 4 個主題單元數位展示英

譯審稿 
100 97 

3 月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數位展示加值應用內容 6 個主

題單元 
99/3/31 完成 99/3/31 符合 

已完成 6 個主題單元數位展示英

文化，並匯入自然與人文數位博

物館網站。 
100 100 

工作進度執行落

後原因。6 
 

 

                                                 
6工作執行未符合預定進度，請說明落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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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執行成果 

 請就本計畫涉及之(1)學術成就(2)技術創新(3)經濟效益(4)社會影響(5)其他效益方面說明重要之成果及重大之突破，以文字

方式分列說明。 

1. 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A. 典藏精選—台灣特有及重要典藏資源 
將動植物、菌類、地質類、人文類精選 30 個物種知識單元共 150 個主題英語化：目前已完成 30 個翻譯主題如下。 
 鳥類 4個知識單元：竹雞、珠頸斑鳩、黑枕藍鵲、褐頭雀鶯。 

 爬蟲 6個知識單元：眼鏡蛇、赤尾青竹絲、龜殼花、百步蛇、雨傘節、鎖鍊蛇。 

 昆蟲 10個知識單元：夾竹桃天蛾、雙線條紋天蛾、青黃枯葉蛾、枯球籮紋蛾、皇蛾、四黑目天蠶蛾、黃豹天蠶蛾、褐帢舟蛾、台

灣茶蠶、野蠶。 

 軟體動物 5 個知識單元: 阿拉伯寶螺、浮標寶螺、紫口寶螺、筒蝶螺、三尖駝蝶螺。    

            ●   脊椎動物化石 5 個知識單元: 同型齒.異型齒、概論、象的演化、基本構造、象齒生 

            長與發育。 

     
B. 典藏精選—英語化 4000 件館藏標本資料 

將豐富的數位典藏標本，動植物類 100 種物種，共約 4000 件標本資料進行英語化。(可分享至「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 教育資源區) 
● 鳥類學門共 7 種物種，約 21 件館藏標本。 
● 爬蟲學門共 5 種物種，約 16 件館藏標本。 
● 昆蟲學門挑選數位典藏一期至 98 年蝶類共 151 種物種館藏標本 3178 件，及 98 年度   
  挑選昆蟲蛾類英文化物種知識單元共 10 種物種館藏標本 239 件。 
● 軟體動物共 5 種物種，約 78 件館藏標本。 
● 維管束植物以蘭嶼島維管束植物為主體，共匯出 20 種物種，約 468 件館藏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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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A. 常設展：「台灣南島語族」(已完成數位多媒體展示設計規劃，待研究人員審查英譯稿與展示規劃後，即可上線，並分享至「數位台灣文

化入口網」— 展覽區)。 
B. 台灣主題數位展示加值應用內容共 6 個主題單元之英文化。 

 「台灣排灣族古陶壺特展」 
 「雅美族拼板舟展」 
  「台灣毒蛇展」 
 「台灣古笨港銅錢大觀」 
 「蘭嶼植物展」 
 「台灣鳥類影像館」 

C. 完成兒童數位博物館台灣自然與人文精神特色與主題之英文化 19 個單元 
 「動物島」學習／遊戲主題─蟲蟲大集合、蟲林危機、蟲蟲拍拍樂、蟲蟲探險屋單元。 
 「真菌島」學習／遊戲主題─真菌大補帖、菇菇農場、菇菇饗宴、迷幻菇森林 1～迷幻菇森林 12。 

 
3. 國際交流合作成果展現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MCN Taiwan)教育推廣應用小組 
 教育應用與推廣 SIG 

 已於 2/11 MCN 2009 年會工作會議通過成立教育應用推廣小組 
 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 

 教育應用推廣工作坊 1：主題為「博物館數位學習應用、標準介紹與品質認證」於 4/29 在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1 樓會議室舉辦。 

 教育應用推廣工作坊 2：主題為「數位博物館之應用」於 6/26 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立體劇場 B1 藍廳舉辦。  
 2010 年 1/22 舉辦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育應用推廣中小學篇：「教育資源整合」研討會暨「學習資源編輯分享平台及學習服務

入口網」諮詢會。 
 專業刊物發表專文 
 博物館與文化機構科技應用研討會:「虛擬整合兒童互動學習及社群經營平台」 

http://mcntw.ndap.org.tw/events/musetech2009_review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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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績效指標 

填寫說明： 
1. 目標值：請依據年初『作業計畫』所提報之內容填入。 
2. 初級產出量化值：請填寫實際達成之量化數據。效益說明：請說明完成「初級產出」可達到之效益。 
3. 重大突破：請將符合國科會規定並於國內外有重要表現之項目，列入重大突破中說明。 
4. 表中紅色績效指標為國科會和本計畫擇訂的績效指標，如果有產出，請務必填寫；藍色績效指標為執行數位化工作和

製作數位教材之相關計畫需填寫的指標。上述績效指標皆請在「附錄資料檔」內清楚填寫清單，例如「圖像授權」請

填寫在 L 促成廠商或產業團體投資，並在附錄資料檔填寫清單。 
5. 「附錄資料檔」清單的數值總和請務必和績效指標的「初級產出量化值」一致。如果「目標值」和「初級產出量化值」

差距過大，請在「效益說明」上說明原因 
6. 非擇定之績效指標項目可刪除。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學
術
成
就(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A 論文 
(以「全文」發表

在國內外期刊/
會議的論文數

量) 

SSCI/SCI/EI/AHCI/TSSCI 
期刊篇數 

(篇)  論文發表在國際上重

要研討會或期刊(篇
數)、被引用次數、期

刊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論文獲獎名稱 

 

國際其它期刊篇數 (篇)  

國內期刊篇數 1(篇) 徐典裕，劉杏津，

2009。虛實整合兒

童互動學習及社群

經營平台。台北:

博物館電腦網路協

會台灣分會， 

pp.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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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國際研討會論文數 (篇)  

國內研討會論文數 (篇)  

B 研究團隊養成 
(跨領域、跨校或

跨組織合作團

隊數目) 

 (隊)  形成研究中心或實驗

室數目 
 

C 博碩士培育 
(參與計畫執行

之碩士研究生

及博士研究生

數量) 

博士研究生人數 (人)  研究生畢業後從事之

相關行業人數 
產值(薪資) 

碩士研究生人數 1(人) 1 人 
台中技術學院「資

訊與科技應用」研

究所研究生 
D 研究報告  (篇)  研究報告引用次數  
E 辦理學術活動 
(舉辦國內、雙邊

或國際之工作

坊 workshop、學

術會議

symposium、學

術研討會

conference 或論

壇 forum 次數。

出版論文集數

目) 

舉辦國內工作坊/學術會

議/研討會/論壇場數 
論文集冊數 

3(場) 
 

已辦理國內數位典

藏與學習-教育與

科技相關議題研討

會 3 場。 

辦理主要之國際研討

會場次 
 

舉辦國際工作坊/學術會

議/研討會/論壇場數 
論文集冊數 

(場)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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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F 形成教材 
(製作實體或數

位教材；公眾授

權釋出教材數

目) 

製作數位教材課程數 26(單元) 27(單元) 
兒童數位博物館 19
個主題單元，8 個

台灣特色展示單元

之教材英語化。 

引用次數、其他個人或

團體之加值利用次數 
 

製作數位教材小時數 (小時)  

其它      

技
術
創
新(

科
技
整
合
創
新) 

G 專利 
(申請、獲得國內

或國外之專利

件數) 

申請國內專利件數 (件)  應用、引用、移轉（授

權金） 
產值(形成產業) 

申請國外專利件數 (件)  

獲得國內專利件數 (件)  
獲得國外專利件數 (件)  
因專利獲得授權金額 (元)  

H 技術報告 出版技術報告 (冊)  授權使用（授權金）  
授權使用 (元)  

I 技術活動 參與國內研討會 (場)  發表展示於主要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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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於國內或國際

研討會展示技

術) 

參與國際研討會 (場)  際研討會（場次） 

J 技術移轉 
(可移轉技術、技

轉金額、釋出軟

體執行檔、自由

軟體授權) 

技術移轉件數 (件)  技術移轉（移轉金、授

權金、權利金）、應用、

引用、技術獲得國際認

證數 

產值(形成產業) 
技術移轉廠商/學校/計畫

個數 
(個)  

技術移轉權利金額 (元)  
自由軟體授權件數 (件)  
自由軟體授權個人/學校/
計畫廠商個數 

(個)  

S 技術服務 
(包含後設資料

分析規劃、資料

庫與網站建

置、核心技術支

援、委託案及工

業服務次數) 

技術服務件數 (件)  金額  

技術服務計畫/學校/廠商

個數 
1(個) 建置數位典藏知識

庫與加值內容管理

發佈多語化平台。 

提供多語化介面供使

用者數位典藏知識庫

與加值內容管理發佈

平台。 
技術服務獲得金額 (元)   

其他      

經
濟
效
益
（
產
業

經
濟
發
展
） 

L 促成廠商或產

業團體投資 
(研發投資；生產

投資；新創事

業；智財權(包括

圖像)授權) 

促進民間投資件數 (件)  產品上市（項數、產

量、金額）、量產（產

量、產值）、智財權授

權(件數、金額) 

 

促進民間投資金額 (元)  

智財權授權件數 (件)  

智財權授權金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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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M 創新產業或

模式建立 
(成立營運總部

（家數）；衍生

公司家數、或參

與產業團體

數；創新模式衍

生產品（品項

數、產量、產

值）；建立產業

發展之環境或

體系、營運模式

件數) 

   增加台灣產業運籌電

子化擴散面積；衍生公

司（生產投資金額、研

發投資金額、產值）；

衍生產品（品項數、產

量、產值）；環境改善

或體系建立；提高產品

競爭力，促進產業發展 

 

N 協助提升我國

產業全球地位

或產業競爭力 
(建立國際品牌

排名、相關產業

產品世界排名) 

   相關產業（品）產值國

際排名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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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O 共通/檢測技

術服務 
(輔導廠商或產

業團體（品質保

證、技術標準認

證、實驗室獲得

認證數、申請與

執行主導性新

產品及關鍵性

零組件等件

數、家數、配合

款）；技術操作

教育訓練（次

數、人次）作業

準則之技術服

務、輔導、講習

（次數、人

數）；提供國家

級校正服務（件

數）) 

   個人獲得相關專業證

照（人次）、衍生之國

家/國際證照（項數）、

提升專業能力、產業競

爭力國內二級校正衍

生數 

 

T 促成與學界或

產業團體合作

研究 

產學合作研究件數 (件)  產品上市（項數、產

量、金額）、降低成本

金額（件數、金額）、

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件

數、金額） 

產學合作研究金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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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U 促成智財權資

金融通 
(輔導診斷、案源

媒合) 

 (家)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

資及保證（家數、金額） 
 

其他： 
促成廠商投資 

     

其他： 
促成與學界或

產業團體合作

研究 

     

其他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P 創業育成  (家)  廠商研發投資、生產投

資 
 

Q 資訊服務 
(設立服務網站

和資料庫) 

維護與新建服務網站及

資料庫個數 
服務網站 2(個) 
資料庫 1(個) 

服務網站: 
1.英語版自然與人

文數位博物館網站

提供瀏覽。 
2.英語版數位兒童

博物館網站提供瀏

覽與學習。 
資料庫: 
1.新增知識庫知識

單元 30 個與 4000
件標本資料。 

服務網站: 
1.自然與人文數位博

物館網站訪客人數每

月平均流覽人數約為

7,000 人。  
2.數位兒童博物館網

站會員已逾 8,000 人。 
資料庫: 
將針對台灣特色知識

庫之知識單元優先進

行多語化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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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R 增加就

業 
(可說明計畫

內、外及機構單

位協助之助理人

數，若實際上確

有協助不同計畫

之工作，可分別

列入) 

 (人次)  降低失業率，提昇國民

生產毛額 
 

W 提升公共服

務 
(因數位化，節省

旅行時間 (換算

為貨幣價值)) 

 (元)  運輸耗能節省金額；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X 提高人民或業

者收入 
受益人數 (人次)    
增加收入金額 (元)  

其他： 
突顯台灣數位

學習產業之台

灣特色與國際

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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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其他： 
建立台灣研究

團隊與國際團

隊合作的國際

合作計畫 

     

其他： 
媒體見報次數 

     

其他      

環
境
安
全
永
續 

V 提高能源利用

率 
(技術應用或產

品開發之能源

效率提升百分

比) 

   技術或產品上市銷售

帶動節約能源量；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Z 調查成

果 
(調查結果圖幅

數、面積、調查

點筆數、資料

量、影像資料量) 

   1.調查面積與精密度

2.即時映像環境可輔

助決之準確度 

 

其他      

益
（
科
技

政
策
管

理
及
其

 

K 規範/標準制

訂 
參與制訂政府或產業技

術規範/標準件數 
(件)  採用標準之廠商家

數、產品種類等；制定

或建立政府或產業技

國人使用相關

產品數量估

計；撰寫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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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共同發表政府或產業技

術規範/標準件數 
(件)  術、標準；訂定或完成

政策或法規標準之規

定 

/標準被採納為

國際標準 

參與政策或法規草案之

訂定件數 
(件)  

XY 性別/弱勢平

等促進 
(性別或弱勢族

群的受益情形) 

   性別或弱勢族群的受

益比例 
 

AA 決策依據 
(新建或整合流

程、重大統計訊

息與政策建議、

決策支援系統及

其反應加速時

間、節省經費) 

   1.流程整合之效益數

目 2.重大統計訊息 3.
節省公帑數目 

 

其他：數位化產

出 
被數位化文物件數 4176(件) 4155(件)   

其他：匯入聯合

目錄數量 
後設資料、影像、影音筆

數 
(筆)    

 
其它：盤點進度 

數位化文字、影像和影音

筆數 
(筆)    



 

- 33 -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其他： 
邀請國際典藏與

學習相關學者來

訪人次 

     

其他： 
於國際會議代表

本國家型計畫擔

任場次、海報演

講次數 

     

其他： 
派員出國重點營

運/拓展典藏與

學習成果人次 

     

其他： 
簽訂國際合作備

忘錄/合約書次

數 

     

其他： 
雙邊交流活動次

數 

     

其他： 
參與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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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說明) 評量項目 目標值（單位）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其他： 
與國際研究中心

合作次數 

     

其他： 
與國外學校共同

開設課程次數 

     

其他： 
徵集散佚海外藏

品數位化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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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outcome) 

1. 請以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成就 (科技整合創新)、經濟效益 (經濟

產業促進)、社會影響 (社會福祉提昇、環保安全)、其它效益 (政策管理及其它) 等

項目詳述 

2. 請註明每個項目在計畫中所佔的權重 

3. 如果計畫是透過網站來呈現執行成果，或計畫目標和網站經營有關，請擇選最能

彰顯計畫執行績效的網站，在下列五個效益面中進行網站計量分析論述。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 16 %) 

 1.論文(以「全文」發表在國內外期刊/會議的論文數量) 

      目標值:國內期刊篇數 2篇 

      初期產出量化值:1篇 

      98年 8月博物館與文化機構科技應用研討會:「虛擬整合兒童互動學習及社群經營平台」 

      專文 

2.博碩士培育(參與計畫之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目標值:碩士研究生 2人 
      初期產出量化值:台中技術學院「資訊與科技應用」研究所研究生 1位。 

    3.辦理學術活動(舉辦國內、雙邊或國際之工作坊 workshop、學術會議 symposium、學術研討

會 conference或論壇 forum次數。出版論文集數目) 

      目標值:舉辦國內工作坊/研討會 3場 

      初期產出量化值: 

(1) 於 4/29舉辦「博物館數位學習應用工作坊」 

(2) 於 6/26舉辦「數位博物館之應用」工作坊 

(3) 於 99年 1/22舉辦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育應用推廣中小學篇:

「教育資源整合」研討會暨「學習資源編輯分享平台及學習服務入

口網」諮詢會 

 

 

 

 

 

http://mcntw.ndap.org.tw/events/musetech2009_review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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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4/29 MCN 教育應用推廣小組 — 「博物館數位學習應用」研討會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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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照片 1                             研討會照片 2 

    
研討會照片 3                             研討會照片 4 

      

研討會照片 5                            研討會照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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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6/26 MCN Taiwan教育應用推廣小組 — 「數位博物館之應用」研討會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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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照片 1                              研討會照片 2 

           
   研討會照片 3                              研討會照片 4 

    

   研討會照片 5                              研討會照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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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 年 1/22 MCN Taiwan教育應用推廣小組 —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教育應用推廣：「中小學資源整合篇」研討會暨「中小學教師教

學及學習編輯分享平台建構及入口網站功能探討」工作坊 
 
議程    



 

- 41 - 

 

 

    

    研討會照片 1                            研討會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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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照片 3                             研討會照片 4 

    

    研討會照片 5                            研討會照片 5 

     

    

   

 

   

 

   

 

     4.形成教材(製作實體或數位教材；公眾授權釋出教材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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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值:26個(兒童數位博物館 19個主題單元與 7個台灣主題英文數位展示) 

       初期產出量化值:27個  
             兒童數位博物館 19個主題單元分為「學習區」與「遊戲區」: 

● 動物島: 蟲蟲大集合、蟲林危機、蟲蟲拍拍樂、蟲蟲探險屋。 

● 真菌島: 真菌大補帖、菇菇農場、菇菇饗宴、迷幻菇森林 1～迷幻菇森林 12 

            19個單元之「學習區」內容已完成匯入數位內容系統平台，17個單元之「遊戲區」    

            正匯入 兒童數位博物館數位內容系統平台中。 

           

          英語化主題單元內容—蟲蟲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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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化主題單元內容—蟲林危機 

         

                   

       

      英語化主題單元—真菌大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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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化主題單元內容—蟲蟲拍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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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化主題單元內容—菇菇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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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題英文數位展示: 

         ●「台灣南島語族展」 

         ●「排灣族古陶壺展」 

         ●「雅美族拼板舟」 

         ●「台灣毒蛇展」 

         ●「古笨港銅錢大觀」 

     ●「蘭嶼植物展」  

    ●「鳥類影像館」 

 

 ●台灣南島語族數位展示內容: 

        

南島語族簡介與日常生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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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族與山地聚居部落的生活   

 

 
  魯凱族與山地聚居部落的生活 

 
  雅美族與濱海生活 



 

- 49 - 

 

 
  愛戀家園 

 
數位展區一 

 
數位展區二 

 
數位展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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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展區四 

 
數位展區五 

 
 
●台灣排灣族古陶壺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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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美族拼板舟展 



 

- 52 - 

       

       

       

     

    ●台灣毒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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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笨港銅錢大觀 

   

 



 

- 54 - 

   

 

   

 

● 蘭嶼植物展 

    

 

● 台灣鳥類影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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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 4 %) 

    1.技術服務(包含後設資料分析規劃、資料庫與網站建置、核心技術支援、委託案及工業服   

       務次數) 

 目標值:1個 

 初步產出量化值: 建置數位典藏知識庫與加值內容管理發佈多語化平台 

 效益說明: 提供多語化介面供使用者數位典藏知識庫與加值內容管理發佈平台。 

      數位典藏知識庫與加值內容管理發佈平台多語化：已完成自然與人文數位典藏知識庫多語 

      化平台規劃，目前系統正在建置中。 

擴充建置多語化數位典藏知識庫平台： 

      ● 規劃設計多語化網站需求 Schema欄位資訊及多語化網站架構 

         ● 擴充建置多語化多層式主題內容編輯組織模組功能 

      ● 擴充建置知識單元多語化版面套版模組機制 

      ● 數典多語版產出內容以擴展標示語言(XML)檔案交換格式儲存 

      ● 多語版 XML檔案發佈機制建立，將 XML檔發佈至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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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多語化平台架構 

三、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 0 %)   

四、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 4 %) 

 1.資訊服務(設立服務網站和資料庫) 

       目標值: 服務網站 2個、資料庫 1個 

       初步產出量化值:  

            服務網站 (1)英語版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網站提供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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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語版數位兒童博物館網站提供瀏覽與學習。 

 

資料庫 (1)新增知識庫知識單元 30個。   

   (分享至「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 精品賞析區) 

                   ● 鳥類: 竹雞、珠頸斑鳩、黑枕藍鶲、褐頭鷦鶯 

                   ● 爬蟲: 眼鏡蛇、雨傘節、青竹絲(赤尾青竹絲 Chinese Green Tree     

                           Viper)、龜殼花、百步蛇、鎖蛇 

                   ● 昆蟲:夾竹桃天蛾、雙線條紋天蛾、青黃枯葉蛾、枯球籮紋蛾、皇               

                          蛾、四黑目天蠶蛾、黃豹天蠶蛾、褐帢舟蛾、台灣茶蠶、野蠶 

                  ● 軟體動物:阿拉伯寶螺、浮標寶螺、紫口寶螺、筒蝶螺、三尖駝蝶螺 

                  ● 脊椎動物化石: 同型齒.異型齒、概論、象的演化、基本構造、象齒   

                                  生長與發育 

      

     —以鳥類知識單元為例 

http://emuseap.nmns.edu.tw/DigiMuse/NewModule.aspx?ObjectId=0b000001800343fe&ParentID=0b000001800343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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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增 4000件標本資料。        

  ● 鳥類學門共 7種物種，約 21件館藏標本 

   ● 爬蟲學門共 5種物種，約 16件館藏標本 

   ● 昆蟲學門挑選數位典藏一期至 98年蝶類共 151種物種館藏標本 3178    

     件，及 98年度挑選昆蟲蛾類英文化物種知識單元共 10種物種館藏標    

     本 239件 

   ● 軟體動物共 5種物種，約 78件館藏標本 

   ● 維管束植物以蘭嶼島維管束植物為主體，共匯出 20種物種，約 468 件 

     館藏標本           
       效益說明:  

    服務網站 (1)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網站訪客人數每月平均流覽人數約為 7,000   

                人。 

(2)數位兒童博物館網站會員已逾 8,000人 

資料庫 (1)將針對台灣特色知識庫之知識單元優先進行多語化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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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權重 76 %) 

 1.其它:數位化產出 

       目標值:4176 件 
       初步產出量化值: 4155件 

      (1)自各學域挑選約 200種物種，共 4000件數位典藏標本資料英語化，匯入數位台灣文    

化入口網。(分享至「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 教育資源區) 

           ● 鳥類學門共 7種物種，約 21件館藏標本 

           ● 爬蟲學門共 5種物種，約 16件館藏標本 

           ● 昆蟲學門挑選數位典藏一期至 98年蝶類共 151種物種館藏標本 3178件，及 98年    

              度挑選昆蟲蛾類英文化物種知識單元共 10種物種館藏標本 239件 

           ● 軟體動物共 5種物種，約 78件館藏標本 

           ● 維管束植物以蘭嶼島維管束植物為主體，共匯出 20種物種，約 468 件館藏標本     

          (2) 典藏知識單元—將動植物、菌類、地質類、人文類精選 30個物種知識單元，共 150 

              個主題英語化。 

          (3)台灣特色英文數位展示: 

 ● 排灣族古陶壺展 

  ● 台灣南島語族 

 ●  台灣毒蛇展 

 ● 雅美族拼板舟 

● 蘭嶼植物館 

● 古笨港銅錢大觀 

● 鳥類影像館 

       (4)教育資源: 

          兒童數位博物館 19個主題單元英文化  

            ● 「動物島」學習/遊戲單元:蟲蟲大集合、蟲林危機、蟲蟲拍拍樂、蟲蟲探險屋 

            ● 「真菌島」學習/遊戲單元:真菌大補帖、菇菇農場、菇菇饗宴、迷幻菇森林 1

～迷幻菇森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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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由於科博館中有其他同分項之其他子計畫持續與國外博物館與研究機構進行交流，本計畫結

合科博館內同分項其他子計畫，利用其他計畫中已建立的聯繫管道持續與國外研究機構進行交流

與合作，相關計畫如下： 

 ●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

計畫四：國際數位典藏內容整合與合作計畫‧重建臺灣失落的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計畫

（Ⅱ） 

 ●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

計畫四：國際數位典藏內容整合與合作計畫‧重建臺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計畫（Ⅱ）               

本館參與子計畫四之重建臺灣失落的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計畫與重建臺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

本計畫，計畫中合作博物館包含歐、美及亞洲地區自然史博物館，除分享帶回模式標本資料所建

立之資料庫外，亦運用此管道將本館其他數位典藏及加值應用成果，藉由館內參與子計畫四之研

究人員分享予合作的博物館。未來本計畫擬定交流對象為有發展數位學習與數位博物館的國外博

物館與機構：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大英博物館。與國外自然史博物館透過網

站互設專區、連結或提供本計畫國際化成果光碟等方式進行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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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1.99 年預期完成工作內容 

   第一部份：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1)典藏精選—自「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菌類學」、 「藻類學」

六大學域 29個學門精選具台灣本土性、獨特性、教育性、研究性與民生經濟價值的

圖片 12張與 12個英語化知識單元。 

(2)台灣特有及重要典藏資源: 

           ● 典藏知識單元—將動植物、菌類、地質類、人文類精選 30個物種知識單元，共 150

個主題英語化。 

           ●  標本單元—將豐富的數位典藏標本納入「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更            

新擴充約 100種物種，共約 4000件標本資料進行英語化。 

    第二部份：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 選定科博館常設展示廳─人類文化廳之「台灣農業生態」作為英語化展覽主題。 

           ● 製作「詠蝶‧Formosa」與「西拉雅特展」數位展示之英文化。 

           ●  完成兒童數位博物館台灣自然與人文精神特色與主題之之英文化，            

共計 11個單元，單元分述如下： 

             「地質島」學習／遊戲主題─時光隧道、化石探索屋、恐龍戰士、瘋狂摩天輪、滑

翔動物區、肉食恐龍區與植食恐龍區、COCOBOBO挖寶記、火成岩、變質岩、沈積

岩、地質研究室。 

               註：101年進行簡體中文、西班牙語化 

           ● 概論單元:完成 7個學門概論單元之英語化。 

           ● 學習主 題 : 從 自然 與人 文 博物館 數位 典藏 學 習資源 內容 中擷 取 出台              

灣爬蟲 2個單元、寶石 3個單元、礦物 2個單元為學習主題進行英語化。   

                ● 多媒體資源 :擷取 3 個台灣特有物種影片，輔以英文標題或英文字幕                

說明。選定影片為 :「澎湖海溝與古脊椎動物化石」、「阿美族的生態               

與活動」、「魯凱族紋面過程」、「魯凱族石板屋」。 

    第三部份：自然史博物館、國際組織合作交流 

           ● 台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資料多語版(由日本與德國相關機構及博物館蒐集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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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300 張照片、400 種資料)，並製作台灣散佚海外典藏標本成果光碟與國際自

然使博物館分享。 

● 舉辦數位典藏國際學術研討會。 

● 與國外博物館進行經驗交流，本計畫主持人將赴海外與知名自然史博物館洽談館際

合作機會、技術分享、了解彼此博物館數位典藏資源經營管理模式，建立合作互惠，

共享加值成果。 

● MCN專業刊物發表專文。 

    第四部份：國際兒童村 

           ● 將透過網路連結引導國外博物館會員進入科博館兒童數位博物館介面，將具台灣特

色之主題內容置入學習蒐集卡---以主題導入讓國外小朋友藉由學習搜集卡來認識

台灣。 

    第五部份：國際化與成果評估 

           ● 邀請海外學者來台進行數位典藏內容國際化與成果評估會議。 

 

 2.100年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第一部份：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1)典藏精選—自「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菌類學」、「藻類學」六

大學域 29個學門精選具台灣本土性、獨特性、教育性、研究性與民生經濟價值的圖

片 12張與 12個英語化知識單元 

        (2)台灣特有及重要典藏資源: 

           ● 典藏知識單元—將動植物、菌類、地質類、人文類精選 30 個物種知識單元共 150

個主題英語化。 

  ● 標本單元—將豐富的數位典藏標本納入「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更新擴充約 100

種物種，共約 4000件標本資料進行英語化。 

  第二部份：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 選定「哺乳類的演化與適應」作為英語化展覽主題。 

            ● 製作「詠蝶‧Formosa」與「西拉雅特展」數位展示之英文化。 

            ●完成兒童數位博物館台灣自然與人文精神特色與主題之英文版，共計            

12單元，單元分述如下： 

            「人類島」學習／遊戲主題─打獵觀念與獵人、狩獵遊戲、祭典、魯凱族與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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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文化、童謠、婚禮、魯凱族與排灣族單元。 

            「動物島」學習／遊戲主題─爬蟲知識、小龜生存賽、蛇行方程式、蜥蜴趴趴走、

濱海漁村。 

             註：101年進行簡體中文、西班牙語化 

            ● 完成 7個學門概論單元之英語化。 

            ● 學習主題 

              從自然與人文博物館數位典藏學習資源內容中擷取出台灣爬蟲 2 個單元、寶石 3

個單元、礦物 1個單元為學習主題進行英語化。   

            ● 多媒體資源: 擷取 3個台灣特有物種影片，輔以英文標題或英文字幕說明。選定

影片為:「鄒族男子會所」、「雅美族地下屋」、「阿美族豐年祭」、「排灣族的生態

與生活」。 

   第三部份：自然史博物館、國際組織合作交流 

            ● 台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資料多語版(由日本與德國相關機構及博物館蒐集之資

料-300 張照片、400 種資料)，並製作台灣散佚海外典藏標本成果光碟與國際自

然使博物館分享。 

● 舉辦數位典藏國際學術研討會。 

      ● MCN專業刊物發表專文。 

   第四部份：國際兒童村 

            ● 以恐龍生活為主題的網路聯展: 

              以建構國際自然科學數位典藏基地為目標之一，希冀藉由與國際博物館館際合

作，整合相關科普教育資源，以建立兒童學習聚落為主要設計方向，配合完整的

數位典藏資料庫，以「恐龍」為主題，共同辦理國際網路聯展，扮演全球兒童自

然科學教育線上課程的服務諮詢的角色。 

   第五部份：國際化與成果評估 

                  ● 邀請海外博物館學者來台進行數位典藏內容國際化與成果評估會議。 

            ● 到國外與博物館學者進行數位典藏內容國際化與成果評估會議。 

 

 3.101年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第一部份：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1) 典藏精選—自「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菌類學」、「藻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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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學域 29個學門精選具台灣本土性、獨特性、教育性、研究性與民生經濟價值的

圖片 12張與 12個英語化知識單元。 

        (2)台灣特有及重要典藏資源: 

           ● 典藏知識單元—將動植物、菌類、地質類、人文類精選 30 個物種知識單元共 150

個主題英語化。 

           ● 標本單元—將豐富的數位典藏標本納入「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更新擴充約 100

種物種，共約 4000件標本資料進行英語化。 

  第二部份：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 選定「台灣自然生態」作為英語化展覽主題。 

           ● 完 成 兒 童 數 位 博 物 館 台 灣 自 然 與 人 文 精 神 特 色 與 主 題 之 英 文 與 簡             

中、西班牙語版，共計 6個單元，單元分述如下： 

             「植物島」學習／遊戲主題─基因工廠、探索秘密花園知識、異花園、  

               花型園、花色園、森林公園單元。 

 ● 完成 6個學門概論單元之英語化。 

           ● 學習主題 

從自然與人文博物館數位典藏學習資源內容中擷取出台灣爬蟲 1個單元、寶石 2

個單元、礦物 1個單元為學習主題進行英語化。 

          ● 多媒體資源 

            擷取 3個台灣特有物種影片，輔以英文標題或英文字幕說明。選定影片為:「雅美族

的生態與生活」、「魯凱族的生態與生活」、「古笨港遺址古井建造復原動畫」。 

   第三部份：自然史博物館、國際組織合作交流 

● 台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資料多語版(由日本與德國相關機構及博物館蒐集之資料  

  -300張照片、400種資料)，並製作台灣散佚海外典藏標本成果光碟與國際自然使博

物館分享。 

● 舉辦數位典藏國際學術研討會。 

     ● MCN專業刊物發表專文。 

    第四部份：國際兒童村 

          ● 以全球原住民為主題的網路聯展:本計畫以建構國際自然科學數位典藏基地為目標

之一，希冀藉由與國際博物館館際合作，整合相關科普教育資源，以建立兒童學習

聚落為主要設計方向，配合完整的數位典藏資料庫，以「全球原住民」為主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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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辦理國際網路聯展，扮演全球兒童自然科學教育線上課程的服務諮詢的角色。               

    第五部份：國際化與成果評估 

           ● 邀請海外博物館學者來台進行數位典藏內容國際化與成果評估會議。 

           ● 到國外與博物館學者進行數位典藏內容國際化與成果評估會議。 

 
 
 
 
 

捌、檢討與展望 

一、檢討 

 請說明計畫之實際執行情形與預期工作之差異分析。 
   實際執行情形與預期工作差異之原因為 
   本計畫原計畫書內容規劃執行期限為 98 年 1 月至 98 年 12 月歷時 12 個月。 
   而國科會正式通知本計劃通過日期已屆 98 年 4 月，因而影響本計畫實際執 
   行情形與原預期工作規劃執行期程，目前本計畫已申請展延執行至 99 年 3     
   月 31 日，已完成本計畫 98 年度工作項目。 
 
 請提出目前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對策。 

        1.本計畫擬將兒童數位博物館之學習及遊戲單元英文化，如何了解國外人士之文化差異及   

特性，以投其所好，發揮聚客效果? 

        國際英文化之優先順序以過去本館參與一、二期計畫產生之現有數位典藏多媒體、標本、

知識庫與教育推廣加值應用中，花最少轉化加值資源為原則，挑選具台灣自然與人文特

色、館藏精選集國際共同關注議題，作為國際多語化之優先順序考量。 

      2.外語化的資料雖具有台灣特色，但可能缺乏從外國使用者的角度來思考哪些資料外語化

是最有可能達到國際化，提升台灣能見度的成效? 

        為落實國際多語化接受度及成效，本計畫採取下列因應對策： 

(1)本計畫國際多語化以館藏精品、台灣特有及國際共同關注議題等考量因素吸引國際

人士之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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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內容轉化包裝方面，將參考國際合作交流對象中之自然史博物館及兒童博物館網

站相關資源、作品及發展潮流與趨勢，進行轉化加值及多語化處理。以期能投其所

好，縮短文化差異及落差。 

(3)計畫中以國際自然史博物館及美國兒童博物館為交流合作對象，可形成內容屬性相

近及關注共同議題之博物館網路社群，資料跨國際之效果。 

         (4)本計畫在計畫執行初期及執行後，將針對計畫中交流合作之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各

州兒童博物館及 MCN 與 AAM 等國際組織專業人士進行問卷或訪談意見調查，作為

內容多語化及國際交流合作方向之調整，以其計畫之執行成果能達成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計畫國際合作交流之目標與預期效益。 

3.科普教育之推廣與開發，宜著重互動式學習與教育，如何避免傳統單向式資訊傳遞而

影響成效?。 

科學館館藏豐富且深受一般民眾喜愛，宜肩負學校、社會與一般大眾等多元教育之責

任與重要角色，故採取以下方式，達成互動式學習與教育之目標。 

      (1)科博館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第一期，因深感博物館身兼社會及學校教育推廣功能與 

         責任，即將科普教育加值應用開發與推廣為重點方向，因此，產出內容涵括動物、   

         植物、地質及人類四大學域二十八學門自然與人文知識庫，並更進一步轉化加值 

         成多元學習內容，包括數位展示、虛擬展示、科普化學習資源及行動學習等加值 

         應用內容，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http://digimuse.nmns.edu.tw/)網站每年   

        平均民眾瀏覽人次約 2萬人。後續除持續拓展『台灣自然史』數位典藏知識庫，並

將知識庫轉化成為學校數位學習及科普化社會大眾終身學習加值資源，結合教育部

服務昇級計畫數位博物館旗艦計畫「虛實整合加值服務推廣行銷計畫」，結合數位

博物館及實體博物館資源，建立社群分眾及會員互動之長期推廣與行銷經營服務機

制。 

(2)科博館運用數年來執行數位典藏計畫所建立之自然與人文典藏知識庫，將內容加

以加值轉化為科普化及故事化之數位學習教材，專為   兒童族群開發兼具知識、

學 習 、 探 索 、 趣 味 的 兒 童 數 位 博 物 館 網 站   

(http://ndap.nmns.edu.tw/children/)。經由島嶼地圖式探索、故事情境串連、

學習情境設計、創意遊戲設計、多人線上互動等設計理念，構築兒童探索的人文

與自然交織夢想國度。運用會員機制、角色伴演、角色個性化裝扮、多人連線互

動功能，讓兒童漫遊在民族、考古、植物、動物、菌類及地質六大主題島嶼之間。

http://digimuse.nmns.edu.tw/)網站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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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置六大島嶼(動物島、植物島、地質島、菌類島、人類島)，共計 39個主題

式學習及遊戲單元，目前已有 20,000位學習會員。 

(3)本館自 96-98 年獲得教育部經費執行數位博物館旗艦計畫「虛實整合加值推廣行

銷計畫」，發展跨領域學習主題，與學校教育推廣及延伸學習更緊密結合，串聯

實體博物館及數位博物館加值服務，結合產業資源開發創意商品，建立知識化、

加值化及商品化之多元推廣行銷發展模式。 

二、展望 

    本計畫扮演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際合作交流角色與任務，預計逐年進行台灣代表性

及獨特性之自然與人文數位典藏標本庫及知識庫、教育加值應用及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各單元，

加以多語化及國際推廣交流工作，為台灣數位典藏加值應用在國際上發響，提高國際能見度與貢

獻度。本計畫未來之展望與願景如下: 

第一部份：自然人文典藏知識庫國際化 

    為了將科博館 9 年來數位典藏最核心有價值的部份分享給全球民眾，在子計畫二之資料蒐集

流程建立流程後，彙整學術研究典藏資源，並且精選出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台灣特有種類

與特色之典藏知識庫及典藏精華，依流程逐年將物件上傳至網站，逐步進行英語、簡體中文、

西班牙文翻譯，提供數位台灣文化入口網使用。 

第二部份：台灣特色展示國際化 

    為進一步轉化加值本館具台灣特色之數位典藏資源，呈現台灣之主體特色，發展多元數位典

藏學習內容，進行數位虛擬展示、科普化學習資源及行動學習等應用內容，以及輔助學校課

程之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多語化，以凸顯台灣生物多樣化與文化多元性的特點，使國內外的

科博館網站使用者便於 取得學習資訊，並推廣台灣特色於國際舞台。 

第三部份：自然史博物館、國際組織合作交流 

    為了將科博館累積豐碩的數位典藏成果推廣至國際，本計畫國際化成果進行交流與分享，包

括與國外自然史博物館合作數位展示、參與國際博物館年會、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期刊，增

加拓展海外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機會與效果。 

第四部份：國際兒童村 

    以數位典藏計畫建置之兒童數位博物館為基礎，與國外知名兒童博物館建立國際兒童村交流

社群。透過精彩有趣的影音、動畫及互動式遊戲等，深入淺出地從科學、文化及藝術等層面

介紹各項吸引兒童的知識，透過有聲有色、生動活潑的展場設計，以及栩栩如生的虛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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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球兒童可以融入自然科學的浩瀚世界，享受學習知識的樂趣，增加對自然生態的興趣。 

第五部份：國際化需求與成果評估 

    為落實國際多語化接受度及成效，將針對計畫中國際交流合作之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各州兒

童博物館及 MCN 與 AAM 等國際組織專業人士進行問卷或訪談意見調查，作為內容多語化及

國際交流合作方向之調整，使得本計畫多語化轉換之品質滿足國際使用者之需求，縮短文

化差異，達成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國際合作交流之目標與預期效益。 

 

 

 

 

 

玖、附錄 

虛實整合兒童互動學習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 

徐典裕 1、劉杏津 2 
 

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訊組 dan@mail.nmns.edu.tw 
2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研究所 Sylvia@mail.nmns.edu.tw 

 

摘要 

為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與實體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及永續營運結合，使數位典藏能落實在兒童

教育推廣應用紮根，提供兒童族群兼具知識性、教育性、故事性、趣味性及永續互動參與之個人

化及社群化數位學習內容與加值服務，本館設計結合參觀前中後互動學習模式，以探索式虛實整

合數位學習模式，透過主題式系列任務關卡的設計，串聯線上學習與實體展場參觀學習資源，創

造博物館與學習社群新形式的互動學習模式。 

本研究於既有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上，發展「虛實整合互動學習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建構

結合數位及實體博物館整體學習資源之系列化虛實整合學習任務主題，以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之

NPCs 學習元件組成線上學習任務，提供兒童會員族群於來館參觀前，先在網站上承接虛實整合

學習任務，進行線上學習建立先備知識；再於參觀中運用 Kiosk、小筆電、WiFi 各種數位學習服

務，配合預先規劃之學習單展開實體展場之虛實整合學習任務之旅；參觀後，兒童會員可串聯回

到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持續完成線上評量及延伸學習的任務。透過不同任務過程中各類虛擬寶

物的搜集，除可提高學習動機及主動學習之意願外，亦可於「虛實整合獎／商品加值應用服務平

台」將虛擬寶物兌換成加值應用服務或加值商品，為博物館日後進行創意加值產業衍生性開發及

應用，提供發展基礎。在永續經營社群面向，以會員服務機制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為基礎，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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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個人化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資源，提供以 Web2.0 社群經營模式之部落格／推薦回饋，建立

使用者與博物館間長期緊密互動聯結，達成博物館社群化永續經營及行銷推廣模式之目標。 

關鍵詞：虛實整合、兒童、互動學習、參觀前中後、Kiosk、個人化服務、Web 2.0、社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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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and-Physical Integration Services Platform for Children’s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Tien-Yu Hsu1, Xing-Jin Liu2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 dan@mail.nmns.edu.tw 
2Graduat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ylvia@mail.nmns.edu.tw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link the value-added digital archive applications with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museums, which will effectively facilitat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chive in the application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its relate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d 
provide children with knowledgeable, educational, story-oriented, fun, and sustainably interactive 
digitalized learning contents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Design of this 
platform links the pre-visit, onsite-visit, and post-visit interactive learning models and streams online 
resources with physical exhibitions through explorative virtual-and-physical integrated learning models, 
plus themed mission-oriented obstacle game design, to create a new museum interactive learning model 
with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this research, a virtual-and-physical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 
platform will be developed on the existing the Digital Museum for Children’s website, and a series of 
consolidated virtual-and-physical mission-oriented learning themes will be constructed throug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physical museum learning resources. The NPCs learning modules available in 
the  Digital Museum for Children will be reorganized into a series of learning missions for pre-visit 
activities; with which, the children take on the mission to link the virtual information with the physical 
displays and make appropriate knowledge research before visiting a museum. During a museum visit, 
the children use digital learning services, offered in the forms of Kiosks and  netbook computers with 
WiFi connections, plus the learning slips, to carry out a miss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knowledge 
presented in the virtual and physical forms (guides, directions for the missions, answering online 
questions, or exhibition site photographing). After the museum visit, the children are able to link back to 
the Digital Museum for Children’s website for follow-up online assessment and extended learn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treasures in different missions, the children’s are expected to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and such creative models in turn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erivative value-added creative industry. Furthermore, in the aspect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membership mechanism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service platform will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based on which, the digital museum will proactively 
recommend personalized digital archive and learning resources and offer Web 2.0 management model 
based blogs/recommendation feedbacks to establish a tightly knitted network in between the users and 
the museum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 museum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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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virtual and physical, children, interactive learning, pre-visit, onsite-visit, post-visit, 
kiosk,Web 2.0, commun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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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展背景與動機 

數位學習是學習者應用數位媒介學習的過程，數位媒介包括網際網路、衛星通訊、多媒體電

腦系統、影音傳播互動設備等(Hamma, 2004; Hawkey, 2004)，因具便利性(accessibility)、及

時性(timeliness)、快速擴散(quick distribution learning)、配合個人彈性學習 (flexible & 

individual learning)、重複訓練(repeated training)，不但是輔助正規學習的有力工具，更逐漸

發展成為一種獨立嶄新的學習模式。以遊戲型態呈現的數位學習，由於互動性高所以具備提高學

習動機及意願、降低學習障礙等優勢，其應用漸漸受到數位學習研究者的關注(Feinberg and Batson, 
2006; Kickmeier-Rust et al, 2005)。多人連線學習模式是一種群體參與、多人互動的遊戲型態，可

藉由凝聚學習社群創造高互動性學習並提高學習動機，並由後端新增學習任務，提高學習動機，

使學習更有樂趣(Dede et al, 2004)。近年來國內外博物館亦積極運用數位科技及網路通訊技術，拓

展博物館數位化及網路化的服務視野，在發展數位典藏及數位博物館相關議題尤其明顯(丁維新，

2004)。為落實教育功能具體效益，更相繼投入延伸學校教育之數位學習教材及互動學習平台的開

發(周一彤，2006；林國平等，2008；賴鼑陞，2009)，在學習內容及加值應用設計方向，多能思

考兼具知識性、教育性、故事性、趣味性、互動參與分享及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學習環境(黃琇

淩，2004；Hall and Bannon, 2006; 蕭顯勝等，2007)。然而對博物館而言，無論是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相關數位內容及加值應用服務開發，都將面臨永續建構與經營的議題。對博物館經營而言，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永續經營議題，應與實體博物館營運及觀眾族群的經營的永續性緊密結合發

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從西元 2002 年起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第一期為五年計畫，至 2007 年起更邁入第二期五年計畫，以知識化及教育化導向為目標，為

避免在各專業人員、領域、部門及計畫間以分散發展，造成知識內容桶倉迷思(content silo 
trap)( Boiko, 2002)問題，以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模式(Hsu et al,2006)提供館內跨領域專家永續性的

知識表達及內容建構平台，整合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藻類學及菌類學六大領域二

十八個學門的自然與人文知識分類體系，涵括多媒體資源庫、典藏標本庫、典藏知識庫、學習主

題等多層式知識庫及跨領域知識網。為具體實現數位典藏計畫成果，發揮教育及社會面的影響與

價值，並落實在兒童教育，科博館以主要觀眾族群之一的兒童族群為起點，讓兒童族群更親近並

應用數位典藏資源，運用數年來數位典藏計畫成果，轉化加值為科普化及故事化之數位學習內容，

以延伸充實學校學習課程，建構兼具知識、探索、學習及趣味性之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學習平台。

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除充份再利用數位典藏豐富資源外，更整合了數位學習、網路遊戲及多人連

線互動服務模式，透過跨學域島嶼地圖式探索、NPCs3(非玩者角色)對話、故事情境串連、學習情

境設計、創意遊戲設計、多人線上互動及典藏知識庫的鏈結等設計理念，結合會員機制、角色扮

演、角色個性化裝扮等服務功能，以競爭、挑戰、回饋及評量等方式，激勵兒童完成學習任務與

探索歷程，讓學習像尋寶一樣有趣，知識閱讀更像探險之旅，在互動中學習，在娛樂中獲得知識，

並建構屬於個人的學習樂園。 

兒童數位博物館為兒童建構一個充滿無限想像及創意的網路學習空間。而科博館擁有豐富的

自然與人文典藏、展示及教育資源，每年約有三百萬人次到館參與各項展示及教育活動。因為

兒童是最主要的觀眾族群，因此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與實體博物館教育功能結合，提供兒童族群

『虛實整合』的學習場域。為建立社會大眾與博物館間的緊密關聯與互動及忠誠度，近年來博

物館界試圖利用個人化服務機制(Walker, 2007)，以滿足每個學習者個別需求，並藉由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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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分享及互動建構網路社群(Mason and Rennie, 2007 ; Grabill et al,2009)，試圖在競爭環

境中建立個人化及社群化的永續經營模式，以滿足社會大眾及觀眾對博物館的需求與期望。

因此，許多博物館開始發展結合網路的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及到館參觀的現場學習

(on-site learning)資源(Barry, 2006; Sumption, 2006)，以觀眾族群及學習者為中心之『虛實整合』

及『社群經營』永續服務模式，使博物館在虛擬與實體場域中，善用數位與實體資源，結合

數位科技的應用共存共榮，配合主動創新之個人化與社群化加值服務，運用 Web2.0 技術建構

社群經營教育與學習模式(Walczowski, 2008)，能藉由大眾參與分享的力量永續發展。 

貳、虛實整合互動學習情境 

在進入本研究主體前，我們先用以下述學習情境，作為本研究及平台設計之導引。假設某位

小學生 A 同學於科博館網站訊息公告、電子報或活動行事曆得知，科博館提供一項結合線上網站

及展場數位服務設施-主題式數位博物館互動學習活動，他想挑戰此闖關學習任務，收集虛擬寶物

及學習卡，取得加值單元登入權或贏得科博館之實體活動參加權。A 同學必需運用科博館虛實整

合互動學習串聯服務，取得上述加值服務，以下模擬 A 同學進行參觀前、參觀中、參觀後三個階

段的虛實整合互動學習情境。 

3非玩家角色、或非操控角色，是指角色扮演遊戲中非玩家控制的角色，簡稱 NPC(英文：Non-Player 

Character)。 

 

圖 1：虛

實整合互動學習模式 

A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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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觀前學習階段 

首先 A 同學必需先註冊並登入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在島嶼式地圖上點選 NPCs 對話元件，

承接虛實整合學習任務，再依 NPCs 提供之任務指示進行線上學習，取得先備知識及實體博物館

探索任務之線索，完成線上學習階段後，虛實整合互動學習平台將安排實體博物館參觀學習任務

行程，供這位學生到館繼續進行探索與學習。  

二、參觀中探索學習階段 

A 同學來館後可選擇使用館內 Kiosk／小筆電或搭配 WiFi 手機及學習單等載具，進行展場探

索學習任務。於載具登入帳號後，即可取得個人參觀中任務指示，A 同學需依任務指示到達指定

之展點進行觀察探索，找出答案後再於載具回答問題，並取得下一個探索任務指示說明，逐一完

成參觀中探索學習任務，並獲得虛擬寶物的回饋。 

三、參觀後延伸學習階段 

A 同學完成實體博物館參觀探索任務後，即可取得參觀後任務參加權，可連結回兒童數位博

物館，依 NPCs 互動元件指示，到達延伸學習加值專區，取得進階學習任務，逐一完成延伸學習

任務及線上評量任務後，即可獲得虛擬寶物。A 同學可以將虛擬寶物兌換成個人服飾或兌換成虛

擬竉物，或累積某一數量後再兌換兒童數位博物館學習卡(序號可登入特定單元登入權)或兌換相

關加值商品或科博館之實體科教活動。A 同學在參觀後可參觀學習經驗分享其他學習者，也會於

個人學習專區獲得系統主動推薦之典藏、展示及教育學習資源，進行延伸學習。 

參、設計理念及方法 

以下提出以本研究背景與動機及前述互動學習情境範例為思考，建構虛實整合兒童互動學習

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之設計理念及方法。 

一、設計理念 

(一) 虛實整合跨領域學習資源 

科博館長期以來累積相當多的教育學習及參觀服務資源，為有效整合既有的實體展示、科教

學習資源及數位典藏學習資源，推出以科博館實體展示探索融入數位典藏學習資源及科教學習資

源為主之跨領域串聯學習模式。透過故事化的安排及虛與實之間的線索佈局，成功整合靜態的實

體展示與虛擬的數位學習資源。   

(二) 參觀前、中、後學習串聯服務 

參觀前中後的學習串聯服務，提供學習者於參觀前、參觀中和參觀後三階段差異化學習內容

及服務。參觀前學習者可於線上進行學習，累積來館進行參觀探索任務時所需之先備知識；學習

者到館參觀時，可利用行動載具或 Kiosk 之學習任務模組，取得探索學習任務，學習者可運用參

觀前線上學習所學之知識或線索，於實體展場探索找出答案；參觀後，學習者可於離館後登入服

務入口，進行參觀後學習評量任務及延伸學習任務，並獲取系統推薦之各類延伸學習內容。 

(三) 虛實整合探索式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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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民眾參觀博物館的方式，大多只是走馬看花，對於展示內容想傳達的學習內涵及相關展

示品之間的關聯性無從得知，更諻論從展示延伸學習到館內數位學習資源及數位典藏資源。因此，

科博館發展出虛實整合探索式學習任務模式，目的在串聯線上跨領域學習並延伸至展場探索學

習，以探索式學習任務落實虛實整合學習理念。  

(四) 社群經營及博物館永續發展 

以會員服務機制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為基礎，建立使用者與博物館間緊密互動聯結，主動提

供個人化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資源，並藉由大眾共同參與分享的力量，結合內容建構與加值服務

與實體博物館營運，建立社群長期互動永續經營及行銷推廣模式。 

二、設計方法 

本研究延伸既有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及服務平台，除了實體博物館展示及科教活動等實體學

習資源外，更結合線上學習及到館學習之參觀前中後互動學習模式，提供兒童探索式虛實整合互

動學習模式。透過任務關卡的設計，串聯線上學習與實體展場多元數位加值參觀學習，創造新形

式的博物館學習參觀模式。為建立與兒童族群長期經營服務理念，本研究以建立會員服務機制及

社群經營服務平台為基礎，以 Web2.0 為概念，強化社群化學習資源分享與回饋機制，個人化虛

實學習資源主動推薦服務及虛實整合等加值服務，建立使用者與博物館間緊密互動聯結，提昇兒

童族群對科博館忠誠度，建立永續經營及主動行銷推廣模式，設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 數位與實體學習資源整合 

串聯整合數位與實體博物館多元學習資源，前者如：數位典藏知識庫、數位典藏多媒體資源

庫、數位典藏標本庫、科普學習內容、科普化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科博館學習資源庫、展示知識

庫、教案、學習單、學習評量等豐富多元學習資源。後者如典藏標本、特展、劇場、科教活動、

出版品等。這些學習資源利用跨領域知識本體所建構之知識分類體系及共通辭彙庫，以建立關鍵

詞的方式來描述每一學習資源所代表之知識概念。 

(二) 參觀前中後互動學習服務 

參觀前、中、後互動學習服務，以虛實整合學習模式為運作基礎，進行分階段串聯式學習服

務，參觀前及參觀後為網路線上學習模式，參觀中則為展場現場學習模式。為進行三個學習階段，

學習者必須加入會員，以進行學習過程中學習歷程記錄及推薦服務。學習者於參觀前階段，登入

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虛實整合任務專區」，承接以 NPCs 學習元件串連線上學習任務；參觀中階

段，則透過 Kiosk／小筆電提供探索學習任務指示，以路線指引、任務指示、探索提示、線上作

答、拍攝任務等方法進行參觀中探索式學習，在完成學習任務，學習者將獲得獎勵回饋；參觀後

階段，可繼續完成相關延伸學習任務及線上評量，並可進入兒童部落格分享學習經驗。並依據學

習者的學習記錄，分析使用者學習興趣傾向，由系統主動推薦相關學習資源及活動訊息。 

(三) 加值服務串聯與跨平台整合 

為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之虛實整合互動學習任務模式，需整合介接多套跨傳播媒體服務系統

平台，使相關系統間之資料能整合互通，各關聯系統能環環相扣，需進行整合之系統包括：兒童

數位博物館多人連線平台、統整式數位知識庫管理平台及統整式自然與人文數博物館─典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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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典藏標本庫、多媒體資源庫、My Museum 個人化數位博物館管理、Kiosk 整合式導覽服務系

統、展示科教學習資源平台及知識網整合、行事曆系統、虛實會員整合服務擴充(含晶片卡務系統)
等，使得學習者可在彼此串聯的跨應用服務間漫遊，而整體學習歷程可被完整記錄，作為後續提

供主動推薦服務之依據。 

(四) 虛實整合探索式學習任務模式 

建構虛實整合探索式學習任務模式，整合虛實整合任務銜接功能及虛實整合實體展場探索任

務功能、Kiosk／小筆電任務指示及虛實整合計分功能、參觀中任務管理等功能，提供學習者運用

其線上學習所得到之線索，於實體展場進行探索觀察，及後續延伸學習任務串接之服務；此外，

系統亦同步追蹤記錄分析學習者行為，據此提供學習者個人化服務。 

(五) 個人化服務及 Web2.0 社群經營 

為永續經營社群，建立個人化服務功能，系統除提供會員參觀前學習行程規劃功能、參觀中

會員載入個人學習行程導覽服務、參觀後會員分享學習服務(部落格)，亦提供學習歷程記錄(含學

習任務歷程、學習內容、測驗結果等)並依據會員行為分析結果，提供個人化數位典藏、數位學習

資源，並推薦相關展示、科教活動、相關虛實整合互動學習主題及會員參觀後延伸學習內容，如：

語音導覽、進階學習資源等。透過社群互動、參與及分享的經營模式，拓展使用族群。 

(六) 加值開發與博物館永續經營 

配合虛實整合學習任務之設計，開發虛實整合商品加值服務功能，設計虛擬寶物兌換加值商

品或兌換學習卡，以學習卡序號登入特別的加值學習單元，讓兒童在學習過程，透過相關獎勵機

制，進一步提高其學習動機，此外，產出相關多媒體內容，如四格漫畫，透過科博館兒童電子報

進行發送，延伸推廣傳播之觸角。另外，同步開發週邊商品及其相關加值學習單元，透過創新服

務模式轉化商品型態，賦予產品新生命與提高銷售產值，開創博物館進行數位典藏授權及創意加

值產業之衍生性商品開發及應用，創造數位典藏知識及文化創意產業之經濟價值與效益。 

肆、整體系統平台整合架構 

以跨領域學習資源庫及學習者學習記錄為核心，發展虛實整合兒童互動學習及社群經營服務

平台，可由三層式架構組成：學習資源及學習記錄管理層、虛實整合串聯服務層和參觀前中後學

習服務層(圖 4)。學習資源及學習記錄管理層主要扮演跨領域學習內容及學習者背景與學習記錄之

建構、管理及整合；虛實整合串聯服務層提供以學習者為核心之個人化智慧感測及主動推薦服務；

參觀前中後學習服務層則提供學習者於參觀前中後各階段，館內外不受時空限制的線上學習服務

及展場數位學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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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虛實整合及社群經營系統平台整合架構 

一、學習資源與學習紀錄管理層 

學習資源與學習紀錄管理層在建構和管理跨領域學習內容，及維護所有學習者背景資訊與所

有學習記錄。此層由三個要素所構成：知識本體(ontology)、跨領域學習資源庫(unified learning base)
和學習者背景及學習紀錄(user context and usage base)。 

1. 知識本體 

知識本體提供描述跨領域學習資源庫和學習者背景及學習紀錄間共同和可分享知識概念及辭

彙庫，使得學習者與虛實整合學習資源間，藉由共通知識概念，實現個人化與社群經營服務。 

2. 跨領域學習資源庫 

跨領域學習資源庫建構在以知識本體為基礎的階層分類架構下，是由多媒體資源及典藏、展

示及教育跨領域學習元件及展示科教活動資訊所組成，藉由知識本體所建構之共通詞彙庫描述學

習資源庫中每一學習元件及活動資訊所代表之知識概念。 

3. 學習者背景及學習紀錄 

學習者背景及學習紀錄包括學習者背景描述檔(learner profiles)、學習紀錄(learning record)、內

容使用描述檔(content usage profiles)和內容使用樣模(content usage pattern)，用來建立和管理學習

者的背景及學習紀錄，進而取得學習喜好分析支援個人化線上學習推薦服務。 

二、虛實整合串聯服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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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整合串聯服務層主要提供為學習者參觀前、中、後線上學習及展場學習的各項學習服務

及數位內容之整合串聯；虛實整合串聯服務整合學習者跨越兒童數位博物館、Kiosk 學習資訊站 、
Wi-Fi 語音導覽學習、NetBook 行動學習及晶片會員卡務系統間之學習過程。 

1. 多人連線互動學習服務 

提供虛實整合學習任務建置、維護管理機制及任務執行串接、虛實整合評量及計分、加值服

務兌換及認証等功能；此外，開發記錄使用行為資訊機制及線上使用者問卷調查，並與其他學習

服務系統介接，包括數位典藏資源、個人化數位博物館、科教學習資源、展示知識單元與兒童部

落格等。 

2. 跨領域學習內容服務 

在學習者利用各種學習服務系統互動過程中，提供對應之典藏、展示、教育學習資源及展示

教育活動資訊。 

3. 個人化服務(personalization service) 

主動追蹤學習者參觀中的線上瀏覽之數位內容及來館互動學習歷程(任務項目、答題狀況、關

卡／虛擬寶物記錄、所參觀過的展點、使用的資源解說、數位內容等)、學習者的學習過程被動態

追蹤和記錄並及時分析更新學習者喜好傾向，作為後續提供個人化推薦服務之基礎，推薦適合數

位學習內容與相關展示項目或科教活動。 

4. 社群經營服務 

建置以 Web2.0 為概念，強化社群化學習資源分享與回饋機制、個人化虛實學習資源主動推

薦服務及虛實整合加值服務等永續經營及主動行銷推廣模式，設計方法說明如下： 

(1) 兒童微型部落格：供兒童會員進行知識的探討及學習心得分享交流。學習者可以針對推薦學

習內容及學習經驗，分享部落格進行評比推薦，統計分析出內容的喜好度，並於兒童數位博

物館網站首頁增加 Top10 熱門部落格及學習內容推薦精選專區。 

(2) 加值行銷推廣：以漫畫電子報及虛擬寵物的收集，吸引忠實學習者，建立長期緊密互動聯結，

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3) 虛實整合獎／商品加值應用服務平台：提供非會員實體商品序號兌換的虛擬服務的功能；或

搭配兒童數位博物館之任務獎勵機制，提供兒童會員以虛擬寶物兌換加值獎品或實體商品(含
序號兌換虛擬服務機制)，透過相關獎勵機制，提高兒童的學習動機。其系統功能包含：獎品

專區、加值服務專區、會員兌換服務、購物服務管理等功能。 

三、參觀前中後的學習服務層  

參觀前中後的學習服務層提供學習者於參觀前、參觀中、參觀後三階段串聯式學習服務。 

1. 參觀前學習服務 

參觀前學習服務由館外網際網路登入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的虛實整合學習任務專區，透過

NPCs 進行虛實整合學習任務的承接及線上學習，並取得參觀中學習任務所需之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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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觀中學習服務 

參觀中學習服務則利用館內學習資訊站(Kiosk)、無線語音導覽手機(Wi-Fi Phone)及小筆電

(NetBook)登入個人學習專區，進行展場探索式學習服務。初學者必須註冊加入學習服務會員，並

提供必要之個人基本資料及感興趣內容領域描述，以提供後續個人化學習追蹤分析及內容推薦之

依據；具晶片會員卡之學習者，可以晶片卡感應方式登入導覽資訊站及無線語音導覽服務。參觀

中探索學習服務功能包括(1)路線導引 (2)任務指示 (3)探索提示 (4)線上作答 (5)拍攝任務等。學

習者完成參觀中全部探索學習任務，並獲得足夠之虛擬寶物，始可取得參觀後任務之參加權。 

3. 參觀後學習服務 

學習者取得參觀後任務之參加權後，可於離館後登入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接續完成評量任

務或延伸學習任務；亦可於兒童部落格進行參觀後學習經驗分享，並於個人化學習專區獲取系統

推薦之典藏、展示、教育各類延伸學習內容或展示科教育活動資訊及個人各項數位博物館及實體

博物館學習活動紀錄，亦可針對其他學習者分享之學習經驗及系統推薦內容進行評比回饋。 

伍、結論及未來發展方向 

為發揮博物館教育功能及社會價值，使數位典藏成果能在兒童教育具體實現，本研究延伸既

有兒童數位博物館網站及多人連線服務平台之線上學習服務，結合實體博物館展示及科教活動等

實體學習資源，延伸到館現場學習服務，構成參觀前中後互動學習模式，提供兒童虛實整合線上

及展場互動探索式互動學習模式。透過任務關卡承接、指引、探索、闖關及回饋學習設計，串聯

線上學習與實體展場 Kiosk、Wi-Fi phone及小筆電等跨媒體通路之數位加值參觀學習，創造博物

館 Web 與多元數位媒體傳博服務間新形式的虛擬迴圈學習(virtual circle learning)參觀模式。為建

立與兒童族群長期高互動與忠誠度之永續經營服務理念，本研究導入會員服務及社群經營服務機

制為基礎，以 Web2.0 參與分享學習為理念，強化學習者社群間學習資源分享與回饋機制。以個

人化互動學習服務機制，提供主動推薦服務及虛實整合加值內容與服務，建立使用者與博物館間

高互動緊密聯結，將博物館成為融入生活無所不在之學習資源與環境，提昇兒童族群對科博館忠

誠度與喜愛度，以達到博物館針對主要族群永續經營及主動行銷推廣之目的。 

未來，虛實整合兒童互動學習平台發展方向，在學習資源方面，除開發兼具學習、探索、協

力、趣味之獨特且具吸引力的加值內容外，未來學習模式可由單人探索式學習擴展為多人協力式

及遊戲式學習模式(Klopfer et al, 2005)，提供親子及同儕協力互動學習服務。並將學習服務拓展到

一般大眾及中小學老師學生族群，使虛實整合學習資源與加值應用能落實融入中小學校教育。在

社群經營方面，希望充分發揮博物館生產知識及故事的特質，在全面整合博物館各領域學習資源

的基礎上，結合廣大學習者共同參與的社群網路力量一起建築共同記憶與故事，博物館專為兒童

及中小學生打造，不受時空限制共同成長與學習的夢想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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