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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整合數位典藏及延伸加值計畫多元學習資源及教育加

值產出，依社會大眾、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三大使用族群，

以分眾適性化模式加以重新組構，加以建構為分眾化『I-

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行銷服務與品牌經營平台』。在此整

合式分眾推廣行銷平台上，以『虛實整合』、『無所不

在』、『加值串聯』及『社群經營』之推廣行銷策略，運用

融入科博館展示科教活動、大眾傳播、數位媒體與網路行銷

及文宣出版品等，實體與數位多重推廣行銷管道及優勢，讓

科博館來館參觀每年三百萬觀眾、五千所中小學、近十萬網

路會員及其他延伸影響之潛力使用者，能廣知並善用數位典

藏計畫所建立之公共資產與成果，落實成為中小學校教育及

家庭與社會大眾生活應用重要資源。為握瞭解整體數位典藏

及其延伸加值內容與服務，是否真正符合社會大眾及學校老

師學生的需求與期待，並回饋計畫在內容建構、加值應用及

推廣行銷發展方向及永續經營模式之參考依據。本計畫利用

系統量化、網路問卷量化及電訪與展場質性分析分析方法，

從『個人』、『分群』、『總體』三面向，探究社會大眾、

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等三大族群，對整體使用者參與學習及

系統主動推薦之學習內容、加值服務、服務入口網及推廣行

銷平台，學習歷程、需求、傾向、喜好、關聯性及影響性分

析與研究。最終希望藉由『虛實整合』的數位典藏教育加值

推廣行銷及品牌經營，可為數位典藏及數位博物館計畫長期

努力成果，在投資效益及廣泛普及推廣近用上獲至最大影響

力，將科博館塑型成為數位典藏計畫機構計畫及博物館界營

造『學習型』及『教育導向』新世代博物館第一品牌，社會

大眾及中小學校最喜愛的學習場域，並成為實體與數位共構

經營互利雙贏之永續經營之成功典範。 

中文關鍵詞： 數位典藏, 品牌經營, 虛實整合, 推廣行銷, 量化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integrates digital archives with the 

divers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the delivery of value-

added educa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he three major user group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eacher-student, parent-child are reorganized 

through folksonomy,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I-

CoBo virtual-physical value-added education promotion 

service and brand marketing platform’. In this 

integrated marketing platform,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virtual-physical 

integration’, ’ubiquity’, ’value-added 

connection’ and ’social community management’ are 



utilized, together with exhibitions and science 

educ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NMNS, mass 

communication, digital media, internet marketing and 

campaign publications etc. These virtual-physical 

marketing channels and advantages enable the 3 

million annual visitors to the NMNS, 5,000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nearly 100,000 online members and 

other potential user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public resources and achivements generated from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Eventually, these will become important applied 

resources for elementary/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To understand and examine whether the digital 

archives and its value-added content and service a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eacher-student. Furthermore, to 

provide feedback for reference in terms of content 

construction, value-added applications, promotion 

marketing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The project adopts systematic quatification, 

quantified online questionnaires survey, quantitative 

telephone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three major group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eacher-

student and parent-childre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individual’, ’the group’ 

and ’the whole’. An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of the users, as well as 

the systems actively recommended learning content, 

value-added service, service portal network and 

promotion marketing platform, learning experience, 

needs, tendencies, preferences,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英文關鍵詞： Digital archives, Brand management, Virtual-physical 

integration, Promotion market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虛實整合數位典藏教育品牌經營與行銷計畫 
 

99 年度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1 日



- 1 - 

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 
 

壹、 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虛實整合數位典藏教育品牌經營與行銷計畫 

 主 持 人：徐典裕 副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劉德祥 副研究員 

協同主持人：曾新穆 助理研究員 

協同主持人：林芳吟 總經理 

協同主持人：黃釗俊 助理研究員 

協同主持人：鄒佩琪 導覽員 

協同主持人：張英彥 導覽員 

核定經費： 2,235,000 

執行期間：民國 99 年 8 月至 100 年 10 月 

執行單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填表人資訊：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黃文靖 04-23226940#563 04-23232621 wchuang@mail.nmn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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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本計畫整合科博館數位典藏計畫第一、二期之「數位典藏跨領域整合知識庫與知識

網」、「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加值網站」、「兒童數位博物館加值網站」、「個人化數位博物

館網站」教育加值成果基礎上，以『虛實整合』、『無所不在』、『加值串聯』及『社群經營』

之行銷策略，將數位典藏各類產出、加值內容與服務，依社會大眾、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

三大使用族群，以分眾適性化方法加以重新組構及整合，藉由整合跨領域學習資源、串聯

多元教育加值服務及虛實整合教育服務入口網，建成『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服務

平台』。 

在此整合式分眾推廣行銷平台上，以 I-CoBo 品牌經營打響科博館虛實整合第一教育

品牌，運用科博館博物館展示科教活動、大眾傳播、數位媒體與網路行銷及文宣出版品等

實體與數位多重推廣行銷管道之優勢，讓科博館來館參觀每年三百萬觀眾及數十萬網路本

身及擴展影響其他使用者，能感知並善用數位典藏計畫所建立之公共資產與虛實整合加值

成果，並落實融入社會大眾成為生活應用重要資源，在使用過程能利用量化及質性分析分

析方法，進行社會大眾、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等三大族群，以『個人』、『分群』、『總體』

三面向對整體內容、加值服務、服務入口網及平台進行需求及傾向分析，分析結果將提供

掌握瞭解，過去整體數位典藏及其延伸加值內容與服務，是否真正符合社會大眾及學校老

師學生的需求與期待，並回饋計畫結束前調整及計畫結束後如何永續的在內容建構、加值

應用及推廣行銷發展方向及模式之參考依據。最終希望科博館也能藉由本計畫在參與計畫

典藏機構、博物館界及教育界建立以虛實整合數位典藏教育加值及推廣行銷之典範，塑型

科博館成為數位典藏教育品牌化之永續經營發展模式，整體虛實整合教育品牌經營與推廣

行銷模式如下圖： 

 

圖：虛實整合教育品牌經營與推廣行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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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架構 

 

三、 主要內容 

1. 年度目標 

本計畫整合科博館數位典藏計畫第一、二期之「數位典藏跨領域整合知識庫與知

識網」、「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加值網站」、「兒童數位博物館加值網站」、「個人化數

位博物館網站」教育加值成果基礎上，以『虛實整合』、『無所不在』、『加值串聯』及

『社群經營』之行銷策略，將數位典藏各類產出、加值內容與服務，依社會大眾、老

師學生及親子兒童三大使用族群，以分眾適性化方法加以重新組構及整合，藉由整合

跨領域學習資源、串聯多元教育加值服務及虛實整合教育服務入口網，建成『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服務平台』，計畫目標為： 

(1) 將科博館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一、二期累積成果及其他應用數位典

藏成果加值之數位博物館多元教育資源及實體博物館展示科教活動資源，依

社會大眾、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三大使用族群，加以分眾適性化組構整合於

『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服務平台』，作為科博館教育品牌塑型、分眾

推廣行銷及需求分析創新應用加值平台。 

(2) 結合實體及數位行銷策略及資源，以科博館每年三百萬觀眾、五千多所中小

學師生為基礎並擴展影響其他使用族群，藉由『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

銷服務平台』，使數位典藏計畫公共教育加值內容與服務資源落實融入學校教

育、深化大眾終身學習及生活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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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大眾、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等三大族群進行分眾使用社群內容、加值服

務及推廣行銷量化及質性『個人』、『分群』、『總體』需求分析。需求分析結

果回饋計畫結束前學習服務策略與模式之調整及計畫結束後永續經營之參考

依據。 

(4) 科博館在博物館界及教育界已具高度『教育品牌』社會價值及形象，可進一

步借力使力營造科博館以數位典藏結合實體博物館及數位博物館虛實整合教

育加值創新加值服務，再造結合數位典藏文化資源與創新科技之教育品牌。 

(5) 將科博館塑型以虛實整合教育加值品牌經營與推廣行銷策略，成為數位典藏

計畫機構計畫及博物館界營造『學習型』及『教育導向』新世代博物館之成

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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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工作執行情況 
填寫說明： 
1. 工作項目、查核點及預定達成情形、預定進度：請依據年初『作業計畫』所提報之內容填入。。 
2. 實際達成情形、辦理情形及實際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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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1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編輯與發佈 
99/8/9 開始 99/8/9 符合 數位典藏專欄依序於 8/11, 

8/18, 8/25, 9/8, 9/15, 9/21, 
9/29 電子報發布 

4.50% 4.5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虛實整合串聯學習服務宣傳

及使用手冊內容規劃 

規劃虛實整合串聯學習服務宣

傳方式與手冊內容 
99/8/20 開始 99/8/20 符合 開始蒐集資料，並進行宣傳

與手冊內容規劃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分眾化參觀前中後串聯手冊

內容規劃 

依據分眾化參觀前中後串聯服

務，進行服務手冊內容設計與

規劃 

99/8/20 開始 99/8/20 符合 開始蒐集資料，並進行宣傳

與手冊內容規劃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

網：中小學學習資源網規劃教師

訪談 

與中小學教師進行中小學學習

資源網規劃之訪談 
99/8/27 完成 99/8/27 完成 於 99/8/27 完成訪談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1 期電子報 

配合雙月發行之數位博物館專

刊第 1 期，依據當期主題進行

內容進行稿、編輯及發佈事宜 

99/8/30 完成 99/9/1 符合 於 99/9/1 發行數位博物館專

刊第 1 期電子報 

2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虛實整合串聯學習：探索護

照、卡片與獎品內容設計規劃 

配合參觀前中後學習串聯活

動，規劃與設計探索活動護照

及卡片內容 

99/9/7 開始 99/9/7 符合 進行探索活動卡片內容與樣

式設計 10.50% 10.50% 

                                                 
1若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理情形說明落後原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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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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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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網站推廣

行銷：我的科博教室功能調整及

測試 

「我的科博教室」進行參觀前

中後探索學習內容規劃 
99/9/13 開始 99/10 開始 著手進行「我的科博教室」

功能測試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2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2 期電子報主題進行內

容邀稿與編輯 
99/9/20 開始 99/10/25 完成 收集與彙整預計於 99/10/27

發行之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2
期電子報之刊載內容 

配合管考時程 繳交 99 年度作業報告書 99/9/20 完成 99/9/20 完成 於 99/9/20 提報予國科會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使用者瀏覽行為資料與正

規化 

依據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進行各系統之各項使用者瀏覽

行為資料整理與正規化 

99/9/20 開始 99/10/4 開始 進行數位博物館會員使用者

行為記錄來源釐清與整理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99/9/27 完成 99/9/27 完成 數位典藏專欄依序於 10/6, 

10/13, 10/20 電子報發布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

網組構：辦理中小學學習資源網

協調會 

配合中小學學習資源網之規

劃，依據教師需求進行功能需

求協調與確認 

99/9/30 完成 99/9/30 符合 與 7 名台中市自然與生活科

技輔導團老師參與中小學學

習資源網規劃 

3 月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跨

領域學習資源：網站改版架構調

整與規劃 

配合現有之自然與人文數位博

物館、兒童數位博物館及規劃

中之中小學學習資源網，設計

與規劃「I-CoBo 虛實整合加值

服務」入口網架構 

99/10/4 開始 99/10/4 符合 開始進行 I-CoBo 虛實整合加

值服務入口網規劃及架構 

15.50% 15.5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官網數位典藏區塊架構調整

與規劃 

配合科博館官方網站之風格與

首頁數位典藏區塊位置大小，

規劃該區塊之架構設計與運用 

99/10/4 開始 99/9/27 符合 開始進行科博館官網數位典

藏區塊設計與規劃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跨領域學

習資源：虛實整合教材開發 
配合中小學學習資源網及協調

會後之教師需求與系統架構，

99/10/18 開始 99/10/4 符合 針對教師需求與系統架構，

進行虛實教材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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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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進行虛實整合教材設計與規劃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

網組構：中小學學習資源網系統

規劃與設計 

配合中小學學習資源網及協調

會後之教師需求，進行系統架

構規劃與分析 

99/10/18 開始 99/10/4 符合 進行系統架構規劃與分析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99/10/25 完成 99/10/25 符合 資料收稿與彙整預計刊登於

11 月電子報數位典藏專欄內

容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2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2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99/10/26 完成 99/10/27 完成 於 10/27發行第 2期數位博物

館專刊電子報 

發表研究論文 投稿研究論文：「兒童學習網站

融入遊戲因子之研究：以科博

館兒童數位博物館為例」 

99/10/31 完成 99/10/31 完成 投稿於「博物館季刊」，目前

進行審查中 

4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3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3 期電子報主題進行內

容邀稿與編輯 
99/11/22 開始 99/12/20 完成 於 99/12/20 完成專刊內容收

稿，並進行編輯作業。 

18.25% 18.25%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99/11/29 完成 99/11/29 符合 11 月份電子報內容稿件分別

於 2010 年 12/1, 12/8, 12/15
及 12/22 四週發布。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使用者瀏覽行為資料與正

規化 

依據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完成各系統之各項使用者瀏覽

行為資料整理與正規化 

99/11 月完成 99/12/9 完成 個別將每個系統有關於使用

者行為紀錄之Schema進行通

盤釐清與整理  (99/12/7 至

100/2/15 期間，使用者瀏覽紀

錄增加 26,343 筆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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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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量化分析相關文獻整理及

演算法設計與規劃 

配合分眾需求量化分析，依據

「使用者行為統計」、「學習興

趣傾向及學習行為」、「同好使

用者分群及行為」及「資訊檢

索行為、內容瀏覽、加值服務

及展示科教活動之關聯性」四

個構面進行相關文獻整理與演

算法規劃 

99/11 月開始 99/11 月符合 已進行「使用者行為統計」

項目；「學習興趣傾向及學習

行為」將採用「關鍵字統計」

分析學習興趣之傾向；「使用

者行為統計」、「學習興趣傾

向及學習行為」依據分析目

的，進行演算法規劃。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進行使用者行為統計分析 
依據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進行「使用者行為統計分析」 
99/11 月開始 99/11 月符合 依據各系統初步的使用者行

為紀錄，擬定資料分析與探

勘的內容及目的，並著手進

行「使用者行為統計分析」

分析。 

5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99/12/27 完成 99/12/27 符合 12 月份電子報內容稿件分別

於 100 年 1/5, 1/12, 1/19 及

1/26 四週發布。 

20.50% 20.50% 

I-Cobo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

廣行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

刊第 3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3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99/12/28 完成 99/12/29 完成 於 99/12/29 發行第 3 期數位

博物館專刊電子報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進行使用者學習興趣傾向

及學習行為分析 

依據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進行「使用者學習興趣傾向及

學習行為分析」 

99/12 月開始 99/12 月符合 依據各系統初步的使用者行

為紀錄，擬定資料分析與探

勘的內容及目的，並著手進

行「使用者學習興趣傾向及

學習行為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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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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6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發展代言肖像與概念意象：

探索護照、卡片與獎品 

配合參觀前中後學習串聯活

動，製作探索護照、卡片與獎

品  

100/1/3 開始 99/12 月開始  設計探索護照樣式及內頁說

明，並進行 AR(擴充實境)卡
片樣式及 AR 學習內容動畫

腳本撰寫。 

24.75% 24.75%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跨領域學

習資源：虛實整合教材製作 
配合中小學學習資源網規劃，

完成虛實整合教材內容，並進

行製作 

100/1/3 開始 100/1/3 符合 已擬定利用現有典藏內容及

本館科教環境，進行虛實教

材製作基礎，並依此架構設

計教材內容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4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4 期電子報主題進行內

容邀稿與編輯 
100/1/24 開始 100/1/24 符合 進行第 4 其數位典藏專刊內

容邀稿及規劃，並預計於

100/2/25 發布。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1/31 完成 100/1/31 完成 100/1月份電子報內容稿件預

計分別於 2/2, 2/9, 2/16 及

2/23 四週發布。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進行同好使用者分群及行

為分析 

依據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進行「同好使用者分群及行為

分析」 

100/1 月開始 100/1 月符合 依據各系統初步的使用者行

為紀錄，擬定資料分析與探

勘的內容及目的，並著手進

行「同好使用者分群及行為

分析」分析。 

7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教師研習營規劃 
洽談教育局／處，規劃教師研

習營相關事項 
100/2/14 開始 100/3 月進行 已與三月下旬完成教師研習

營相關規劃，並開始進行 5
場種子教師培訓計畫。此

外，另規劃於 8 月份針對中

部教師辦理「虛實整合教材

發表研習會」 

36.75% 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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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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教育應用之種子教

師教育訓練內容規劃 

依據數位典藏教育應用內容，

設計教育訓練內容，並規劃場

次時間等相關事項 

100/2/14 開始 3/21 開始 已完成 3/21、4/8 兩場研習活

動，後續規劃於 5/25、5/23
及 6/13 辦理後續三場。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到校推廣活動規劃 
配合本館科教組之例行性到校

推廣服務，規劃數位典藏為主

題之推廣內容等相關事項 

100/2/14 開始 100/4 月進行 已與本館科教組達成到校推

廣共識，並依據到校推廣服

務的活動方式，進行推廣內

容設計與討論。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2/21 完成 100/2/21 符合 2 月份邀稿之稿件已刊登於

3/2、3/9、3/16、3/23、3/30
發布之電子報。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4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4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100/2/22 完成 100/2/22 符合 已於 2/22 發布第四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發展代言肖像與概念意象：

探索護照、卡片與獎品 

配合參觀前中後學習串聯活

動，完成探索護照、卡片與獎

品製作 

100/2/25 完成 100/2/1 
提前完成 

完成探索護照、卡片與相關

文創商品之製作，並於本館

100/1/1 至 100/3/6 舉辦之「數

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

展」活動過程供觀眾兌換。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分眾化參觀前中後串聯手冊

內容排版 

配合分眾化參觀前中後串聯手

冊設計與規劃，進行內容排版

作業 

100/2/25 完成 99/12/31 
提前完成 

配合本館 100/1/1 至 100/3/6
舉辦之「數位典藏、學習與

文化創意特展」，手冊內容已

於特展前完成規劃、設計與

排版。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進行使用者資訊檢索行

依據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進行使用者資訊檢索行為、內

100/2 月開始 100/2 月符合 進行使用者資訊檢索行為、

內容瀏覽、加值服務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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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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為、內容瀏覽、加值服務及展示

科教活動之關聯性分析 
容瀏覽、加值服務及展示科教

活動之關聯性分析 
科教活動之關聯性分析。 

8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3/28 完成 100/3/28 符合 三月份邀請稿件已刊登於

4/6、4/12、4/20 三期電子報。 

44.00% 44.0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5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5 期電子報主題進行內

容邀稿與編輯 
100/3/28 開始 100/3/28 符合 進行第五期數位博物館專刊

電子報內容之策畫與設計，

並於 4/27 發布。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虛實整合串聯學習服務宣傳

及使用手冊 

完成虛實整合串聯學習服務使

用手冊 
100/3 月完成 100/1/7 

提前完成 
內容結合兒童數位博物館虛

實整合任務內容，撰寫串聯

學習服務之使用說明，並配

合本館 100/1/1 至 100/3/6 舉

辦之「數位典藏、學習與文

化創意特展」，於活動會場發

放。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分眾化參觀前中後串聯手冊 
完成分眾化參觀前中後串聯手

冊 
100/3 月完成 100/1/7 

提前完成 
配合本館 100/1/1 至 100/3/6
舉辦之「數位典藏、學習與

文化創意特展」，於特展活動

期間提供觀眾索取。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網站推廣

行銷：我的科博教室功能調整 
運用「我的科博教室」進行參

觀前中後探索學習，並完成系

統測試 

100/3 月完成 100/3 月符合 測試後發現「我的科博教室」

功能運用上與目前正在規劃

與設計之「小學自然與人文

學習資源網」部分功能需求

相似，因此預計日後將「我

的科博教室」功能納入以教

師為服務對象之「小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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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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與人文學習資源網」，使其功

能更加多元與完整。 

9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官網數位典藏專區架構調整 
完成調整科博館官方網站首頁

之數位典藏區塊之架構與內容 
100/4 月完成 100/3 月 

提前完成 
已完成並更新本館官網「數

位典藏」區塊之推廣內容，

將本館數位典藏相關資源、

加值活動訊息與服務內容，

以輪播方式於本館官網進行

動態推廣。 

54.25% 50.0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到校推廣活動 
進行中部五縣市偏遠學校之到

校推廣活動 
100/4 月開始 時程調整中 配合本館科教組「到校推廣」

服務對象 (學校 )之行程規

劃，本計畫提供之數位典藏

到校推廣服務將於 100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進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4/25 完成 100/4/25 符合 四月份邀請稿件於 5/4、

5/11、5/18、5/25 電子報刊登。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5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5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100/4/26 完成 100/4/26 符合 4/26 完成第五期數位博物館

專刊電子報之內容編排，並

於 4/27 正式發報。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完成量化分析相關文獻整

理及演算法設計與規劃 

完成四個構面量化分析之文獻

整理與演算法設計 
100/4 月完成 100/4 月符合 完成使用者瀏覽行為模式之

設計，並開始進行技術文件

撰寫。 

10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6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6 期電子報主題進行內

容邀稿與編輯 
100/5/30 開始 100/5/30 符合 進行第六期數位博物館專刊

電子報內容之規劃與設計，

並於 6/29 發布本期專刊。 
62.50% 56.19%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100/5/30 完成 100/5/30 符合 五月份邀請稿件於 6/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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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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6/15, 6/22 電子報刊登。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到校推廣活動 
進行中部五縣市偏遠學校之到

校推廣活動 
100/5 月結束 100/6/28 完成 6/3, 6/7, 6/20, 6/28 共計四場

到校推廣服務 
完成分眾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配合分眾需求量化分析，完成

「使用者行為統計」、「學習興

趣傾向及學習行為」、「同好使

用者分群及行為」及「資訊檢

索行為、內容瀏覽、加值服務

及展示科教活動之關聯性」四

個構面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100/5 月完成 時程調整中 已完成「使用者行為統計」、

「學習興趣傾向及學習行

為」、「同好使用者分群及行

為」項目，「資訊檢索行為、

內容瀏覽、加值服務及展示

科教活動之關聯性」持續行

中。 

11 月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依據需求量化分析研究，進行

研究結果彙整與系統應用可行

方案規劃與設計評估 

100/6 月開始 時程調整中 待「使用者行為統計」、「學

習興趣傾向及學習行為」、

「同好使用者分群及行為」

及「資訊檢索行為、內容瀏

覽、加值服務及展示科教活

動之關聯性」四個研究構面

完成後，進行研究結果彙整

工作。 78.50% 65.33%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教師研習營 
舉辦教師研習營 1 場 100/6 月初 

完成 
7/14 完成 於 7/14 辦理「數位典藏與數

位博物館教育應用推廣」研

習會 1 場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教育應用之種子教

師教育訓練 

配合教師研習營活動，辦理數

位典藏教育應用種子教師教育

訓練 1 場 

100/6 月 
中完成 

7/20 完成 於 5/2, 5/23, 6/13, 6/21及 7/20
辦理 5 場教師研習活動。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完成中小學學習資源網系統， 100/6/17 開始 時程調整中 配合虛實整合教材開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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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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網組構：中小學學習資源網系統

測試 
並進行系統測試 程，調整中小學自然與人文

學習資源網系統建置與上線

時程。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6/27 完成 100/6/27 符合 六月份邀請稿件於 7/6, 7/13, 

7/20, 7/27 電子報刊登。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6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6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100/6/28 完成 100/6/28 完成 6/28 完成第 6 期數位博物館

專刊電子報之內容編排，並

於 6/28 正式發報。 
發表研究論文 結合「I-CoBo 虛實整合加值服

務」、「中小學學習資源網」及

相關推廣模式，完成虛實整合

數位典藏教育品牌經營與推廣

行銷模式論文 

100/6 月 
完成 

100/11/20發表 預計於 100/11/20 於「2011 互

動經驗設計與數典服務應用

學術研討會」發表《利用智

慧型手機支援博物館多人合

作學習》研究論文 

12 月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跨領域學

習資源：虛實整合教材 
配合中小學學習資源網規劃，

完成虛實整合教材內容 
100/7/15 完成 100/10/1 配合參與製作的中區輔導團

教師時程，調整教材製作時

程。目前完成「水中生物」

與「岩石礦物」2 套教材，並

於 100/10/19 舉辦之「博物館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研討會暨

教案發表會」發表教材 
100.00% 72.50%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

網組構：中小學學習資源網系統

上線 

完成中小學學習資源網系統，

並進行系統上線作業 
100/7/22 完成 100/10/11完成 配合虛實整合教材開發時

程，調整中小學自然與人文

學習資源網系統建置與上線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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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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7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7 期電子報主題進行內

容邀稿與編輯 
100/7/25 開始 100/7/25 完成 進行第七期數位博物館專刊

電子報內容之規劃與設計，

並於 8/31 發布本期專刊。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7/25 完成 100/7/25 完成 七月份邀請稿件於 8/3, 8/10, 

8/17, 8/24 電子報刊登。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量化分析之回饋應用 
完成需求量化分析應用至跨領

域學習資源、教育加值串聯服

務及虛實整合教育服務入口網

之規劃方案 

100/7 月完成 100/10/28 
完成 

待分眾需求分析研究結果彙

整與系統應用可行方案規劃

與設計評估成果完成後，進

行相關規劃。 
配合管考時程 繳交 99 年度結案報告書 100/7/31 完成 進行中 本計畫已展延至 100/10/31。

待計畫結束後，依據相關規

定(計畫結案三個月內)，繳交

計畫結案時須繳交之文件。 

13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7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7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100/8/29 完成 100/8/31 

完成 
已於 100/8/31 發佈數位典藏

專刊第七期。 
80% 8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8/29 完成 100/8/29 完成 八月份邀請稿件於 9/7, 9/14, 

9/21, 9/28 發佈。 

14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7 期電子報主題與內容規劃 

依據第 8 期專刊電子報主題進

行內容邀稿與編輯 
100/9/1 開始 100/9/29 完成 本月份邀請的專刊稿件於

10/26 發佈。 
85% 85%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9/26 完成 100/9/26 完成 九月份邀請稿件於 10/5, 

10/12, 10/19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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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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跨領域學

習資源：虛實整合教材 
配合小學自然與人文學習資源

網規劃，進行虛實整合教材內

容試教 

100/9 月 
完成 

100.9/7~8 
100/9/28~29 

針對「水中生物」與「岩石

礦物」虛實整合教材內容舉

行試教活動。 

15 月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數位典藏專欄電子報 
配合每週發行之電子報，進行

內容邀稿、編輯與發佈 
100/10/24 

完成 
100/10/24 

完成 
10月份邀請的稿件將於 11月
陸續刊出。 

100.00% 10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

銷：99~100 年數位博物館專刊第

8 期電子報 

完成編輯並發布第 8 期數位博

物館專刊電子報 
100/10/26 

完成 
100/10/26 

完成 
已於 100/10/26 發佈數位典藏

專刊第八期電子報。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

網組構：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

平台入口網 

完成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

台入口網，並進行測試與上線

作業 

100/10 月完成 100/10/26 
完成 

完成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

平台入口網，並進行系統測

試與調整。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

網組構：中小學學習資源網系統

測試與上線 

完成小學自然與人文學習資源

網系統，並進行系統測試與上

線 

100/10 月 
完成 

100/10/26 
完成 

完成「小學自然與人文學習

資源網」，並進行系統相關測

試與調整。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

銷：教師研習營 
舉辦教師研習營 1 場：教材發

表會 
100/10/12 

完成 
100/10/19 

完成 
於本館藍廳舉辦「博物館虛

實整合教育加值研討會暨教

案發表會」，針對數典加值服

務內容及開發完成之虛實整

合教材進行全面性之推廣行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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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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定 2 實際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

策略：需求量化分析研究 
配合分眾需求量化分析，完成

「使用者行為統計」、「學習興

趣傾向及學習行為」、「同好使

用者分群及行為」及「資訊檢

索行為、內容瀏覽、加值服務

及展示科教活動之關聯性」四

個構面需求量化分析研究，依

據需求量化分析研究，進行研

究結果彙整與系統應用可行方

案規劃與設計評估 

100/10 月 
完成 

100/10 完成 完成分眾需求量化分析作

業，並撰寫一篇技術報告。 

發表研究論文 以科博館「虛實整合參觀前中

後協力式學習應用」為主題之

學術研究論文 

100/10 月 
完成 

100/10/31 已完成《利用智慧型手機支

援博物館多人合作學習》研

究論文， 100/11/20 於「2011
互動經驗設計與數典服務應

用學術研討會」進行發表。 
配合管考時程 繳交 99 年度計畫結案報告書 100/10 月 

完成 
100/12/28 完

成 
本計畫已展延至 100/10/31。
待計畫結束後，依據相關規

定(計畫結案三個月內)，繳交

計畫結案時須繳交之文件。 

工作進度執行落

後原因。3 
 

 

                                                 
3工作執行未符合預定進度，請說明落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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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度網站規劃設計改進情形 

(1) 以會員服務機制及社群經營服務平台為基礎，規劃含 Web2.0 概念之虛實會

員整合機制、個人化服務專區、社群知識分享機制、參觀系統主動推薦等，

建立使用者與博物館之間緊密互動聯結，主動提供個人化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資源，延伸使用者經驗，加強科博館參觀線上服務。 

(2) 「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服務平台」記錄分析會員的網路學習路徑及

博物館參觀行為，經過平台統計分析，將結果呈現於「My Museum 個人數位

博物館」，以系統性的方式將各類數位內容資源推薦給會員，其內容包含：

系統主動推薦專區、我的最愛專區、個人化查詢記錄、學習歷程追踨記錄、

個人化視覺版面呈現。 

(3) 本計畫產出及活動將分享於教育部六大學習網、社教博識網、公共圖書館數

位資源入口網及課程服務平台，將本館數位典藏教育加值成果，推廣應用於

全國中小學及圖書館。另外，民眾亦可於本館官方網站行事曆上及教育部社

教博識網上(行事曆系統自動產生相對應之 XML 格式，將行事曆之內容，提

供給教育部社教博識網作同步查詢)，查詢到本計畫辦理之活動。 

(4) 透過本館既有之電子報發系統發佈「數位博物館電子報」(發行量約 2 萬 5 千

份)，將虛實整合數典學習內容推廣給民眾，延伸推廣行銷的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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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經費 

一、【經費執行說明】                                        （單位：元） 

 

二、【人力運用情形】 
說明：紅色部份為範例，請依照各計畫之人力配置情形自行修改 

 

類別 職稱/人數 
預估聘用 
人數 

實際聘用

人數 
學歷/人數 

預估聘用 
人數 

實際聘用人

數 
領導階

層 
主持人 / 1  1 1 博士 / 1 1 1 

共同主持人 / 1 1 1 博士 / 1 1 1 
專業人

士 
協同主持人 / 5 5 5 博士 / 1 

碩士 / 4 
1 
4 

1 
4 

執行/
助理 

專任助理 / 2 2 2 碩士 / 2 2 2 
工讀生 / 0 1 0 碩士 / 1 1 0 

 

                                                 
4依照期初所填寫之「作業計畫書」，填寫至當季為止原本預定支用的金額。 
5「實際支用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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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當季為止預定

使用經費 4 (A) 
至當季為止 

實際支用數 5 (B) 
達成率(%) 

(B/A) 
保留款 

經常支出 
業務費 

人事費 1,511,460 1,511,404 100% - 
其它費用 497,540 496,325 99.76% - 

國外差旅費 0 0 0.00% - 
管理費 192,000 68,033 35.43% - 

資本支出(研究設備費) 34,000 34,000 100% - 

小   計 2,235,000 2,109,762 94.40% - 

執行率未達 90%，請填寫落後

原因。 

計畫執行期間，管理費實際支用為專任助理人事之勞退公提款項，剩

餘款項於計畫結案時，依據會計結算計畫經費時，將其轉入本館作業

基金中。 

請說明保留款之保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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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  

重要執行成果 

 建議以文字表述及量化表格共同呈現。 
 計畫內有任何獲獎項目，請加以詳述，例如：出版品、書籍、活動等。 

 數位典藏專欄 
結合本館電子報發佈系統，以數位典藏資源、數位博物館之創新加值及運用數位典藏

為資源開發之相關文創商品訊息作為數位推廣內容主題。在第四季中，共發布 12 篇

數位典藏專欄及 1 篇數位典藏專刊，其內容與主題如下： 

期號 發佈日期 數位典藏專欄主題 撰文者 
500 2010/8/11 科博館蝴蝶標本蒐藏與福蝶特展 詹美玲 
501 2010/8/18 澎湖文石 何恭算 
502 2010/8/25 棘皮動物 趙世民 
503 2010/9/1 第 1 期數位典藏專刊 數位典藏小組 
504 2010/9/6 矢野勢吉郎於 1896-1897 年台灣採集植物標本

影像徵集 
楊宗愈 

505 2010/9/13 台灣的「赤芝」 吳聲華 
506 2010/9/20 魚寮遺址高腹圜底罐 (館藏號：YL0147) 劉克竑 
507 2010/9/27 白沙屯媽祖之「行轎」特色 廖紫均、高瑜 
508 2010/10/4 長尾南蜥 黃文山 
509 2010/10/11 逍遙饅頭蟹 Calappa philargius (Linnaeus, 1758) 王士偉 
510 2010/10/18 何謂岩心標本及其用途 董國安 
511 2010/10/27 第 2 期數位典藏專刊 數位典藏小組 
512 2010/11/3 蘇花公路變質岩區小百科 莊文星 
513 2010/11/10 科博館數位典藏計畫 徐典裕 
514 2010/11/17 躲在身份證裡的蝴蝶 詹美鈴 
515 2010/11/24 海底的愛的小手～多篩指海星 李坤瑄 
516 2010/12/01 赤背松柏根母蛇打敗公蛇 黃文山 
517 2010/12/08 奧得漢於 1864年於台灣採集植物標本影像徵集 楊宗愈 
518 2010/12/15 俗稱「猴板凳」的真菌 吳聲華 
519 2010/12/22 玉髓珠 劉克竑 
520 2010/12/29 第 3 期數位典藏專刊 數位典藏小組 
521 2011/1/5 潮間帶的小鋼盔～陣笠海膽 李坤瑄 
523 2011/1/12 金剛飛拳～海膽的球形叉棘 李坤瑄 
524 2011/1/19 社群討論區與個人部落格，是您分享生活大小

事的新天地！ 
黃文靖 

525 2011/1/26 數位典藏特展的「探索闖關拿好康」活動即將 劉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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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囉～ 
527 2011/2/9 什麼是「AR」擴充實境？ 劉杏津 
528 2011/2/16 數位典藏英文版網站 林麗雯 
529 2011/2/22 大地瑰寶特展、璀璨的寶石礦物、加拉巴哥群

島探索之旅（第四回）、CoCoBoBo 挖寶記 
(數位博物館專刊) 

530 2011/3/2 數位典藏計畫之學習資源 劉杏津 
531 2011/3/9 數位典藏成果推廣專區 葉鎮源 
532 2011/3/16 玄天上帝誕辰～神蝶來祝壽 詹美玲 
533 2011/3/23 水字螺 趙世民 
534 2011/3/30 庫氏南蜴(Eutropiscumingi) 黃文山 
535 2011/4/6 北投石 何恭算 
536 2011/4/12 小袍綠杯盤菌 王也珍 
537 2011/4/20 蒐藏無國界：來自南亞的黃玟麗龍蝨 鄭明倫 
538 2011/4/27 啟綻驚華特展、蜥蜴的親代照顧、加拉巴哥群

島探索之旅（第五回）、蜥蜴趴趴走 
(數位博物館專刊) 

539 2011/5/4 帶團岩的巨帶蛤化石標本 王士偉 
540 2011/5/11 錳核 何恭算 
541 2011/5/18 巴圖形器 劉克竑 
542 2011/5/25 台灣民間宗教信仰的特色 高瑜 
543 2011/6/1 保命的小鉗子──海星的叉棘 李坤瑄 
544 2011/6/8 茶小綠葉蟬 詹美玲 
545 2011/6/15 股鱗蜓蜥 黃文山 
546 2011/6/22 硫磺 何恭算 
547 2011/6/29 數位典藏與數位博物館到校推廣、昆蟲是什

麼？、加拉巴哥群島探索之旅（最終回）、蟲蟲

大集合、蟲蟲探索屋 

(數位博物館專刊) 

548 2011/7/6 臺灣低海拔植物生態資料庫 楊宗愈 
549 2011/7/13 帶狀鐵岩 何恭算 
550 2011/7/20 神奇紅麴 吳聲華 
551 2011/7/27 發現狗權獾 劉克竑 
552 2011/8/3 觀音的形象 林怡資 
553 2011/8/10 臺灣角金龜 鄭明倫 
554 2011/8/17 耀眼的紫海星-異色海盤車 李坤瑄 
555 2011/8/24 I-COBO 驚奇大冒險 劉杏津 
556 2011/8/31 (數位典藏專刊) 

虛實整合教材設計推廣研習、海星如何呼

吸? 、蛙蛙樂園、搶救濕地大作戰、文蛤教具

包 

本館數位典藏小

組 

557 2011/9/7 南台草蜥 黃文山 
558 2011/9/14 自然金 何恭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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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2011/9/21 龍王的錢幣－沙錢 李坤瑄 
560 2011/9/28 鐘乳石(Stalactite) 何恭算 
561 2011/10/5 軸孔珊瑚科 王士偉 
562 2011/10/12 玉米黑穗菌(Ustilago maydis) 王也珍 
563 2011/10/19 錛鑿形器 劉克竑 
564 2011/10/26 (數位典藏專刊) 

博物館虛實整合教育加值研討會暨教案發表

會、火成岩、iCoBo 驚奇大冒險（第 1 回） 

本館數位典藏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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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品牌經營與推廣行銷：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 

(1) 特展資訊 

特展時間：2011/1/1 至 2011/2/28 
展覽地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第二特展室 
特展內容：介紹本館十年來的數位典藏成果及相關加值應用服務，並結合各學門典

藏內容，製作背投與地面互動投影。此外，透過兒童數位博物館，藉此推廣參觀前

中後虛實整合探索任務。 
活動對象：不限，開放一般大眾免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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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宣傳 DM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宣傳 DM（正面）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宣傳 DM（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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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主題設計之六大虛實整合任務步驟攻略 D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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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主題設計之六大虛實整合任務操作步驟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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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推播動畫（完成實體推廣第二部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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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背投內容 

結合本館各學組數位典藏資源，觀眾可透過觸摸玻璃螢幕的方式，點出典藏內容的

多媒體，如影片、文字、照片說明及介紹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地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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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地投內容 

結合典藏內容，透過地面投影方式，進行踩地雷拼圖與釣魚遊戲

 

 



- 43 - 

(8) 「數位典藏、學習與文化創意特展」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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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展活動創新商品與內容 

探索活動護照 

 

AR 動畫 

 

商品設計：馬克杯杯身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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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推廣服務 
搭配本館科教組之例行性到校推廣服務，發送本計畫產出之數位典藏教育加值推廣文

宣及刊物，並針對數位典藏相關加值服務與兒童數位博物館虛實整合參觀前中後探索

式創新服務進行應用推廣。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數 
2011/6/3 台中市太平區頭汴國小 32 
2011/6/7 台中市霧峰區復興國小 17 
2011/6/20 台中市清水區大楊國小 24 
2011/6/28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國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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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數位推廣行銷：科博館官方網站數位典藏推廣專區 
重新規劃本館官方網站右下方數位典藏區塊呈現內容與推廣方式，以 HTML, XML, 
XLS 及 JavaScript 重新建立五個推廣頻道，並以定期輪播但隨機內容的方式吸引參觀

科博館官網的民眾利用或體驗數位典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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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行銷平台入口網組構 
規劃數位典藏整體入口網站，將過去分散於兒童數位博物館、自然與人文等網站之典

藏、學習資源做最佳化的統整。 

A. 「一般大眾」(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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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學自然與人文教學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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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整合教材規劃與開發」 

 
A. 「水中生物」主題 

 實體教具 
 
 
 
 
 
 
 
 
 
 
 教學動畫光碟           教學手冊                 實體文蛤教具 
 

 教學動畫：搶救濕地大作戰 
 
 
 
 
 
 
 
 
 
 
 
 
 
 
 
 



- 52 - 

 

B. 「岩石與礦物」主題 

(1) 「水中生物」主題 

 實體教具：岩石礦物教具盒 

 

 

 教學動畫：尋找記憶中的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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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銷：辦理教師工作坊 
與台中市教師團合作，邀請 10 名小學教師作為未來數位典藏教育應用之種子教師，

並藉由教育訓練及討論的方式，進行本館數位典藏資源運用及推廣介紹，並期望透過

與教師們的合作，能更了解教師們對於數位典藏運用在日常教學的需求，進而製作未

來提供教師們日常教學所用之虛實整合教材。 

研習會名稱 日期 人數 
中小學學習資源網際虛實整合教材規劃會議(一) 2011/3/21 11 
科博館虛實整合教材導覽研習會 2011/4/8 15 
E-Museum 虛實整合教材設計工作坊專題研討(二) 2011/5/2 11 
數位典藏分類及小學自然與人文學習資源網站建置 2011/5/23 12 
教材包設計編寫專題研討 2011/6/13 11 
小學自然與人文學習資源網(含常識庫)建置討論 2011/6/21 7 
虛實整合教材設計(劇情版與館內劇場教室版本) 2011/7/20 7 
虛實整合教材發展與試教討論(二) 2011/8/09 5 
虛實整合教材發展與試教討論(三) 2011/8/22 8 
虛實整合教材發展與試教討論(四) 2011/9/19 8 
虛實整合教材發展與試教討論(五) 2011/10/5 10 

 虛實整合教育推廣實體推廣行銷：教材發表會 
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人數 滿意度 
數位典藏與數位博物館教育應用

推廣研習會-水中生物 
2011/07/14 科博館藍廳(會議廳) 58 98.04% 

博物館虛實整合教育加值研討會

暨教案發表會 
2011/10/19 科博館藍廳(會議廳) 89 100% 

 
(1) 數位典藏與數位博物館教育應用推廣研習會-水中生物 

研習剪影 

   

輔導團代表開場 徐研究員說明本計畫的目的 兒童數位博物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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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 

題次 內 容 滿  意  程  度 (人次/%) 
很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很滿意 

1 課程內容與課程名稱相符 0 0 1/2% 27/52.9% 23/45.1% 
2 研習資料內容充足而完整 0 0 0 26/51% 25/49% 
3 講座滿意度：科博館館方資源介紹  0 0 0 26/51% 25/49% 
4 講座滿意度：水生植物教材設計分享 0 0 0 17/33.3% 34/66.7% 
5 您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資源與服務整體感

覺如何？ 
0 0 1/2% 25/49% 25/49% 

6 就教學新知或教學實務方面，這次的輔導內

容是否切合您的需求？ 
0 0 4/7.8% 19/37.3% 28/54.9% 

7 您是否願意嘗試運用這些教學理念或技巧

於教學之中？ 
0 0 1/2% 24/47% 26/51% 

8 日後舉辦類似活動，個人會有興趣參加 0 0 1/2% 24/47% 26/51% 

   

鄒小姐介紹科博館展場的實體資
源 

楊老師針對水中生物教案的介紹 邀請老師實際操作網路資源 

   

劉老師介紹虛擬教材 
設計部分 

參觀自然學友之家的 
水中生物教學資源 

自然學友之家可透過玻片標本觀
賞水族箱中的微細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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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分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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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滿意

滿意

尚可

 
 

(2) 博物館虛實整合教育加值研討會暨教案發表會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8:30-9:00 報到 
9:00-9:15 
15 分鐘 

開幕致詞 
主持人致詞 

孫館長維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徐典裕 副研究員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15-9:30 
15 分鐘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與推廣行銷 徐典裕 副研究員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30-10:00 
30 分鐘 

虛實整合教材設計 劉杏津 研究助理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虛實整合教案發表 
10:00-10:40 
40 分鐘 

教師教案發表-水中生物 楊宗榮 老師 
台中市翁子國小 

10:40-10:55 
15 分鐘 

茶敘 

10:55-11:35 
40 分鐘 

教師教案發表-岩石與礦物 黃永昆 老師 
台中市篤行國小 

11:35-12:15 
40 分鐘 

綜合座談 
（問題討論、誠徵主題與開發團隊） 

開發教師團隊、科博館人員 

12:15-13:30 
75 分鐘 

午餐（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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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館虛實整合服務應用分享 
13:30-13:50 
20 分鐘 

小學自然與人文學習資源網 
 

李慶源 研究助理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3:50-14:10 
20 分鐘 

個人探索與協力式參觀前中後學習 黃文靖 研究助理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4:10-14:30 
20 分鐘 

跨領域知識網 葉鎮源 助理研究員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4:30-15:0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科博館人員 

15:00-15:30 
30 分鐘 

科博館參觀(劇場教室或特展) 科教組人員 

15:30- 賦歸 
 
研習剪影 

   
孫維新館長開幕致詞 徐典裕副研究員介紹科博館虛實整

合加值服務 
劉杏津研究助理介紹虛實整合教材

設計 

   
楊宗榮老師介紹水中生物教案與試

教成果 
黃永昆老師介紹岩石礦物教案與試

教成果 
邀請老師實際操作虛實整合動畫教

材 

   
邀請老師實際操作文蛤教具 與會研習教師座談(一) 李慶源研究助理介紹小學自然與人

文學習資源網 

   
黃文靖研究助理介紹個人探索與協

力式參觀前中後學習 
葉鎮源助理研究員介紹跨領域知識

網 
與會研習教師座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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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 

題次 內 容 滿  意  程  度 (人次/%) 
很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很滿意 

1 請問您對於課程內容安排。 0 0 2/8% 13/50% 11/42% 
2 請問您對於會議所提供的資料。 0 0 2/7% 15/58% 9/35% 
3 請問您對於『虛實整合教案發表』內容滿意

度。 
0 0 0 14/54% 12/46% 

4 請問您對於『虛實整合教育加值服務應用分

享』內容滿意度。 
0 0 0 11/42% 15/58% 

5 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資源與服務整體感覺。 0 0 0 13/50% 13/50% 

 

整體活動而言(第五題)，有 100%參加者感到滿意 



- 58 - 

 分眾需求分析回饋支援品牌經營策略 
本研究提出以網站使用探勘(Web Usage Mining)為基礎，利用關聯式法則來分析會員

於網站上的瀏覽紀錄，產出較具意義的瀏覽規則，再進一步探討規則之內網頁項目集

合的瀏覽序列；並將會員加以分群後，分析不同群的會員與瀏覽規則之間的關係。本

研究預計透過關聯法則分析使用者的瀏覽經驗，探討是否在龐大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網站中，存在著特定的使用者瀏覽行為模式，並藉此發掘科博館網頁之間的相依

性，提供網站管理者在網頁安排上的一個依據。更詳盡的分析結果與過程，請參閱「附

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會員瀏覽行為分析」章節。 

A. 第一季執行內容：釐清使用者行為紀錄來源與整理工作 

 
資訊檢

索查詢

記錄 

數位內

容瀏覽

記錄 

加值服

務使用

記錄 

展示科

教活動

記錄 
其他 來源 顯示 

Web Logs: 
Google, AWStats, 
IIS 

    ◎ 
1: 自然與人文, 2: 學習

資源 , 3: 線上展示 , 4: 
兒博* 

-- 

檢索記錄 (知識網) ◎     5: 知識網 6:個人化博物館 
內容單元瀏覽記錄  ◎    {1, 2, 3} 6(系統推薦使用) 
我的最愛記錄  ◎    {1, 2, 3} {1, 2, 3,6} 
系統推薦評分記錄  ◎    6 6 
社會性標籤標記記

錄  ◎    
{1, 2, 3} 

{1, 2, 3,6} 

內容單元推薦記錄  ◎    {1, 2, 3} {1, 2, 3} 
來館記錄     ◎ 門禁 6 
科教活動記錄    ◎  PDA 靠卡 6 
話機租借記錄   ◎   話機租借 6 
語音導覽記錄   ◎   語音導覽 -- 
會員集點兌換記錄     ◎ -- -- 

 

B. 第二季執行內容： 

(1) 各系統使用者關聯紀錄釐清與整理 

Table: 系統記錄關聯表 

虛/實 系統名稱 記錄表格 行為類型 顯示(取用) 
實 卡務系統 Cardsys.Visit_History 到館參觀 

(晶片卡會員) 
 個人博物館 
 會員專區(明細) 

卡務系統 Cardsys.BearCard 到舘參觀 
(未帶卡記錄) 

 

卡務系統 Cardsys.Action_History 科教活動參與 
(晶片卡會員) 

 個人博物館 
 會員專區(明細) 

卡務系統 Cardsys.Gift_History 贈品兌換 
(晶片卡會員) 

 會員專區(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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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 系統名稱 記錄表格 行為類型 顯示(取用) 
虛 行動語音導覽 VocGuide.CDR 語音導覽 個人博物館 

知識網檢索 SWiseLog.wise_web_log 全文檢索 個人博物館 
晶片優惠卡 (會員專區) PageViewLog.PageViewLog 

 
 個人博物館 (推薦服務) 

 行動語音導覽  
兒童博物館 內容瀏覽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數位典藏 (自然與人文) 內容瀏覽 
行事曆 內容瀏覽 
學習資源 內容瀏覽 
加值學習  
線上展示 內容瀏覽 
參觀(前)系統 規劃行程 
KIOSK 內容瀏覽 
數位典藏: 多媒體 
(自然與人文) 

內容瀏覽 

數位典藏: 學習資源 
(自然與人文) 

內容瀏覽 

模式標本 
(自然與人文) 

內容瀏覽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PageViewLog.Tag2Unit 
 

社會標籤標記 
 

個人博物館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PageViewLog.MyFavorite 我的最愛 個人博物館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個人博物館 PageViewLog. 
userScoreForRecommend 

評分(系統推薦) 個人博物館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PageViewLog.Push Like/Unlike (推薦)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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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語音導覽 

知識網檢索 

晶片優惠卡 
(會員專區) 

兒童博物館 

自然與人文 
數位博物館 

行事曆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加值學習 

參觀(前)系統 

KIOSK 

個人博物館 

卡務系統 

VocGuide. 
CDR 

SWiseLog. 
wise_web_log 

PageViewLog. 
PageViewLog 

PageViewLog. 
Tag2Unit 

PageViewLog. 
MyFavorite 

PageViewLog. 
userScoreForRecom. 

PageViewLog. 
Push 

Cardsys. 
Visit_History 

Cardsys. 
BearCard 

Cardsys. 
Action_History 

Cardsys. 
Gift_History 

個人博物館 

自然與人文 

數位博物館 

學習資源 

線上展示 

會員專區 

系統名稱 行為記錄表格 顯示(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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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行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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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季執行內容 

(1) 適性化網站 

 

(2) 研究流程 

 

(3) 系統架構 

 



- 64 - 

(4) 實驗結果 1：網站原始瀏覽紀錄-使用者、瀏覽時間排序 

 

(5) 實驗結果 2：轉換成使用者瀏覽歷程(30 minutes) 

 

(6) 實驗結果 3：關聯法則分析所產生之規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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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驗結果 4：規則群中重複的頁面項目及其數量 

 

(8) 實驗結果 5：去除重複規則 

 

(9) 實驗結果 6-1：比對規則與使用者瀏覽歷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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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實驗結果 6-2：比對規則與使用者瀏覽歷程紀錄 

 

(11) 實驗結果：規則與會員分群 

 

 

(12) 去除重複的最常點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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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四季執行內容 

(1) 收集使用者原始瀏覽行為記錄 

 

(2) 透過 Weka 格式轉換與參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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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生分群規則 

 
(4) 關連式分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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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行為規則相似推薦 

 

(6) 使用者最常點選路徑分析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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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五季執行內容 

1. 特展前後之網頁瀏覽規則 
 利用到館前、後 7 日的瀏覽紀錄，搭配 15 分鐘為瀏覽歷程的參數，建立出使

用者瀏覽歷程紀錄。 
 利用 WEKA 關聯式法則分析，最小支持度為：0.02，最小信賴度為 0.6。 
 統計每條規則於使用者瀏覽紀錄中出現的次數，分析使用者於到館前、後 7 日

的最常瀏覽規則行為。 

2. 高頻頁面統計及專家分類 
 針對 WEKA 所產生之頁面瀏覽關聯規則，逐一統計每條規則內的單一頁面項

目被瀏覽次數，取出最常被點選的頁面項目。 
 取得這些頁面項目所屬的 ResourceCase 分類，藉此得知那些分類為使用者較常

瀏覽的項目。 

F. 實驗結果: 福蝶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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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實驗結果-大地瑰寶 

 

 

H. 實驗結果-啟綻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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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實驗結果-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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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會員瀏覽行為分析 

摘要 

 網際網路發展至今已至成熟階段，各類知識訊息亦邁入數位化時代，許多知識類型

的網站開始進行數位典藏及建構數位學習頻道。然而知識浩瀚，數位內容相對多元，容易

造成網站資訊爆炸，如何有效的讓使用者從大量各類型知識訊息中，獲得想要的知識，已

成了網站經營的一門重要課題。許多專家學者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方式，希望藉

由資訊過濾的方式，能夠過濾出適當的資訊給適當的使用者，以達到網站適性化的目的。 

本研究提出以網站使用探勘(Web Usage Mining)為基礎，利用關聯式法則來分析會員

於網站上的瀏覽紀錄，本研究分析上共分成四大主軸：1.網站瀏覽分析、2.跨領域學習分析、

3.靜態分群、4.個人行為探勘。首先產出較具意義的瀏覽規則，進一步探討規則之內網頁項

目集合的瀏覽序列；並將會員加以分群後，分析不同群的會員與瀏覽規則之間的關係；靜

態分群方面，依照『使用者』、『資料記錄區間』 、『資料記錄來源』三變數，擷取使用者

瀏覽紀錄實作行為探勘。；對於跨領域分析則分別對於會員到館前後，於網站上的學習分

析研究；個人行為探勘則是主要探討出使用者興趣傾向及學習分析。本研究預計透過關聯

法則分析使用者的瀏覽經驗，探討是否在龐大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網站中，存在著特定

的使用者瀏覽行為模式，並藉此發掘科博館網頁之間的相依性，以及使用者在跨領域學習

上的研究分析。 

1. Introduction 

本研究採用關聯式法則分析科博館網站會員瀏覽紀錄，探討是否在龐大的科博館資訊

網頁中，存在著某些使用者瀏覽行為模式，並藉由使用者分群後的結果，分析各類會員的

喜好，發掘科博館網頁之間的相關性，最後進一步探討會員在跨領域學習上的分析。關聯

式法則分析最早是由學者 Agrawal 所提出，主要是用來探勘在龐大的資料中，項目之間的

關係，如當 X 項目發生時，Y 項目發生的機率，並將之組合成有意義的關聯規則。而關聯

式法則分析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演算法為 Apriori 演算法，它的名稱是來自於其兩個最重要的

參數-最小支持度(Minimum Support)與最小信賴度(Minimum Confidence)，都需要根據以往

的測試經驗而制定出來的，所以稱為先驗演算法。 

找出交易資料庫中最常出現的項目，這些稱為大型項目集(Large Itemsets)，支持度就

是這些項目佔全部總項目的百分比，再從這些大型項目中去尋找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如 X

項目如果出現，Y 項目也同時會出現，此即為信賴度。關聯式法則最常用於購物籃的分析，

如購買 A 商品時，也會一併購買 B 商品的機率。 

2. The proposed method 

 本研究以網站日誌檔為基本資料，將每位使用者的瀏覽紀錄依時間排序，以 N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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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瀏覽時間間隔的門檻值，每隔 N 分鐘切割為該使用者的一個瀏覽歷程區段，超過門檻值

則代表該使用者另一個新的瀏覽歷程的開始，並將切割之後的使用者瀏覽歷程資料存放於

使用者瀏覽歷程資料表中，再利用關聯式法則對於使用者瀏覽歷程資料進行分析，關聯式

法則分析完畢後將會產生一系列的規則，這些規則內所包含的網頁項目，就是使用者經常

點閱的網頁。但關聯式法則僅能分析出當使用者點選 A 網頁時，同時也會點選 B、C 網頁，

卻無法分析其網頁瀏覽的先後順序，為了找出這些規則所代表的意義，故取出這些規則所

包含的網頁項目，再次依序比對使用者瀏覽歷程記錄，找出每一筆規則的網頁項目集合之

下，最多使用者瀏覽歷程符合的紀錄，而該紀錄的網頁瀏覽先後順序即為該規則所代表的

行為樣式，也就是本步驟已經為每一條規則找出其使用者常用路徑。 

另一方面，本研究將會員依照年齡做靜態分群，分析不同規則在不同的年齡層之下的

點選情況。在會員資料預處理時，先將會員生日轉換成年齡，再將年齡數值離散化之後進

行會員分群，最後統計每群使用者的瀏覽歷程在每一條規則所代表的路徑當中，符合的筆

數，最後進行分析探討。 

在跨領域學習的分析當中，特別針對特展時有來館的會員，在特展期間所有瀏覽過的

頁面進行關聯式法則分析，產生出一系列的規則，統計每條規則於使用者瀏覽紀錄中出現

的次數，分析使用者於到館前、後 7 日的最常瀏覽規則行為。並針對 WEKA 所產生之頁面

瀏覽關聯規則，逐一統計每條規則內的單一頁面項目被瀏覽次數，取出最常被點選的頁面

項目。取得這些頁面項目所屬的分類，藉此得知那些分類為使用者較常瀏覽的項目。 

2.1 資料預處理 

依據會員瀏覽紀錄，即網站日誌，以會員編號及時間兩者作為排序，以 30 分鐘為一

個使用者瀏覽歷程的時間區間門檻值，超過此門檻值則代表該會員另一個新瀏覽歷程的開

始，分別依照每個會員建立其使用者瀏覽歷程序列，以作為之後關聯式法則分析的資料。 

在會員基本資料的預處理方面，將其生日轉換成年齡，由於年齡為數值型態，故予以

離散化，以便將會員分群。 

2.2 關聯式法則分析 

關聯式法則分析最早是由學者 Agrawal 所提出，主要用來探勘在龐大的交易資料庫

中，各項目集合之間的關係，以及當 X 項目集合發生時，Y 項目集合發生的機率。當 X 項

目集合與 Y 項目集合同時出現在某一筆交易內容中，則以 X→Y 表示之，完整的關聯法則

表示式為： 

  X→Y[支持度,信賴度]   

其中 X 項目集合、Y 項目集合分別代表一個以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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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式法則分析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演算法為 Apriori 演算法，它的名稱是來自於其兩

個最重要的參數-最小支持度(Minimum Support)與最小信賴度(Minimum Confidence)，都需

要根據以往的測試經驗而制定出來的，所以稱為先驗演算法。 

本研究利用 Weka 做為關聯式法則分析工具，並採用上一小節所產生的使用者瀏覽歷

程資料，先排除僅包含一個網頁的使用者瀏覽歷程，意即會員在 30 分鐘內僅瀏覽一個網頁

的紀錄將予以過濾，接下來我們將之轉換成適合 Weka 分析的格式之後，匯入至 Weka 並開

始進行關聯法則分析，詳細步驟如下： 

2.2.1 設定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並產生關連規則 

首先觀察使用者瀏覽歷程記錄共 2178 筆，我們事先設定只要某一網頁項目集合出現

使用者瀏覽歷程記錄中達 44 筆以上，將被視為大型項目，故將最小支持度設定為 0.02，最

小信賴度設為 0.5，最後 Weka 產生出 150 條規則。 

2.2.2 刪除重複規則 

關聯式法則的規則會有重複的情形，例如 A→B、C 表示：點選 A 網頁，同時也會點

選 B、C 網頁，A、B→C 表示：點選 A 網頁、B 網頁，同時也會點選 C 網頁，以上兩種在

本次研究皆代表同樣意義，必須將重複的其餘規則予以刪除，最後剩下 49 條規則。 

2.2.3 比對規則與使用者瀏覽歷程 

在關聯式法則分析的結果中，雖然會產出關聯規則群，但卻僅能從每一條規則的項目

集合當中，得知當使用者點選 A 網頁時，同時也會點選 B、C 網頁的頻率(Frequency)，卻

無法從項目集合當中得知會員瀏覽網頁的先後順序(Sequence)，為了找出這些規則所代表的

意義，故依序取出每一條規則所包含的網頁集合，加以比對使用者瀏覽歷程記錄，找出在

每一筆規則的網頁集合之下，最多使用者瀏覽歷程符合的紀錄，該紀錄的瀏覽先後順序即

為此規則所代表的行為樣式，也就是本步驟已為每一條規則找出所對應的使用者常用瀏覽

路徑。 

2.3 會員分群 

本研究採用 K-means 分群演算法將會員分群，K-means 分群有幾個重要的參數：1.

要分群的群數、2.距離測量方式、3.起始中心點數量，以下分別加以說明。由於此演算法必

須事先知道所要分群的群數，我們利用在資料預處理時，將生日欄位轉換成年齡，而年齡

屬於連續性的數值，必須加以離散化以方便分群，離散化處理大致上分成兩大類：

1.Equal-frequency binning(等深裝箱法、2. Equal-interval binning(等寬裝箱法)，前者將資料

劃分為 N 個資料數量大致相同的區間，後者則是將資料的數值範圍劃分為 N 個間隔相同

的區間，在本實驗中所採用的方法為等寬裝箱法，如此可分別對應到兒童、少年、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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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年齡層，並在參考全部的會員年齡資料後，將使用者的年齡區分成八個區段，最後將

K-means 分群的群組數設定為八群。在距離的相似度測量方面，則選擇歐幾里得度量法

(Euclidean distance measure)的距離計算，K-means 的起始中心點數量經反覆測試後，設定

為十個起始中心點，較可將會員分群到正確的群組中。 

3. 實驗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網站瀏覽計錄為分析資料，在網站分析部份則採用兒

童博物館瀏覽資料，其網頁瀏覽記錄共 11247 筆，有瀏覽兒童博物館網頁的會員共計 1419

位。共計產生 150 條規則，如圖 1 所示，欄位名稱分別說明如下：RuleNo：規則編號，Pages：

該規則的左項目集合及右項目集合合併之後的結果，PageTitles：Pages 內的各網頁項目所

對應的中文名稱，LeftRules：左項目集合之內容，LeftCount：左項目集合於使用者瀏覽歷

程中的筆數，RightRules：右項目集合之內容，RightCount：右項目集合於使用者瀏覽歷程

中的筆數。 

 

圖 1 關聯規則群 

而在產生關聯規則群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到，有幾筆規則的 Pages 欄位內容是重複的

(圖 2)，以第一筆資料為例，其代表著{1454,1458,1470,1495,1501}此條規則共重複了 24 筆，

我們必須將 Pages 欄位重複的規則加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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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規則重複統計 

經過刪除後的規則共計 49 條規則(圖 3)。 

 

圖 3 不重複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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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必須找出每一條規則所隱含的意義，首先利用 49 條規則，依序找出每一

條規則內的 Pages，使用者瀏覽歷程當中所符合的紀錄，圖 4 左邊表格為每一條規則所包

含的網頁項目集合，右方表格為使用者瀏覽歷程記錄 

 

圖 4 比對規則樣式 

以圖 5 為例，在使用者瀏覽歷程記錄當中，完全包含 RuleNo1 內的網頁項目集合(Pages)

共計 50 筆紀錄，其中{1495,1501,1470,1454,1458}重複次數最高，故此路徑為 RuleNo1 的

最常點選路徑。 

 

圖 5 比對規則樣式 

{1495,1501,1470,1454,1458} 
這樣的瀏覽序列即為RuleNo:1的瀏覽行為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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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領域學習分析的實驗結果中，分別利用關聯式法則產生出各特展的瀏覽規則，並

統計各規則在該特展期間出現的次數及該規則所屬的類別；而每一條規則皆為兩個以上網

頁項目所組成，故另外針對各特展關聯規則內的項目，另外統計分析出其在瀏覽紀錄中，

出現頻率較高的 Top N 項目，最後找出此 Top N 項目的所屬類別，如此一來，可藉由規則

群的分類及高頻項目的分類，探討出該特展是否有著跨領域學習的規則存在。圖 6~圖 9 為

本跨領域的實驗結果表格： 

 

圖 6 跨領域學習-福蝶特展 



- 80 - 

 

圖 7 跨領域學習-大地瑰寶 

 

圖 8 跨領域學習-啟綻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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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跨領域學習-數位典藏 

 

圖 10 靜態分群實驗表單 

在靜態分群方面，利用學程、地區別、紀錄區間等三大變數為依據，分別實驗在不同

的變數下，使用者瀏覽的關聯規則情況，圖 11 分別以 15 分鐘、30 分鐘為切割時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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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產生的瀏覽利程數量。 

學程 來源分類 紀錄區間 地區別 間隔時間 瀏覽歷程數 
低年級 語音導覽 體驗營前   15(30) 6 
低年級 語音導覽 演化探索體驗營   15(30) 0 
低年級 語音導覽 數位典藏特展   15(30) 0 
低年級 語音導覽 體驗營後到特展前   15(30) 0 
低年級 語音導覽 特展後   15(30) 0 
低年級 語音導覽 全部   15(30) 6-5 
低年級 兒童博物館 體驗營前   15(30) 0 
低年級 兒童博物館 演化探索體驗營   15(30) 27-23 
低年級 兒童博物館 數位典藏特展   15(30) 286-247 
低年級 兒童博物館 體驗營後到特展前   15(30) 206-173 
低年級 兒童博物館 特展後   15(30) 0-0 
低年級 兒童博物館 全部   15(30) 519-443 
低年級 數位典藏 體驗營前   15(30) 0-0 
低年級 數位典藏 演化探索體驗營   15(30) 0-0 
低年級 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特展   15(30) 31-29 
低年級 數位典藏 體驗營後到特展前   15(30) 0-0 
低年級 數位典藏 特展後   15(30) 0-0 
低年級 數位典藏 全部   15(30) 31-29 
低年級 學習資源 體驗營前   15(30) 0 
低年級 學習資源 演化探索體驗營   15(30) 0 
低年級 學習資源 數位典藏特展   15(30) 0 
低年級 學習資源 體驗營後到特展前   15(30) 0 
低年級 學習資源 特展後   15(30) 0 
低年級 學習資源 全部   15(30) 1 
中年級 兒童博物館 體驗營前   15(30) 0 
中年級 兒童博物館 演化探索體驗營   15(30) 204-174 
中年級 兒童博物館 數位典藏特展   15(30) 759-647 
中年級 兒童博物館 體驗營後到特展前   15(30) 828-733 
中年級 兒童博物館 特展後   15(30) 0-0 
中年級 兒童博物館 全部   15(30) 1798-1561 
高年級 兒童博物館 體驗營前   15(30) 0 
高年級 兒童博物館 演化探索體驗營   15(30) 276-224 
高年級 兒童博物館 數位典藏特展   15(30) 646-778 
高年級 兒童博物館 體驗營後到特展前   15(30) 1238-1099 
高年級 兒童博物館 特展後   15(30) 0-0 
高年級 兒童博物館 全部   15(30) 2304-1981 

圖 11 靜態分群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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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靜態分群結果 

圖 12 為低年級、瀏覽間隔時間 15 分鐘，分析使用者最常點選的規則項目 

個人行為探勘則是主要探討出使用者興趣傾向及學習分析，利用使用者 ID、瀏覽日

期區間、紀錄來源三大變數，透過關聯式法則取得該使用者的瀏覽行為規則，再進一步萃

取出規則關鍵字，如此即可得知該使用者感興趣的關鍵字群組。圖 14-1~圖 14-4 為隨機抽

取四位使用者，經過個別分析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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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個人行為探勘 

 

圖 14-1 個人行為探勘-實驗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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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個人行為探勘-實驗結果二 

 

圖 14-3 個人行為探勘-實驗結果三 

 

圖 14-4 個人行為探勘-實驗結果四 

4.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關聯式法則分析中的 Apriori 演算法分析使用者點選紀錄檔，以應

用在網站頁面關聯及使用者最常點選路徑的找尋上，研究方法提出透過 Apriori 演算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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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比對項目集合及使用者點選歷程後，了解大部分使用者的瀏覽經驗，如此可供網站管理

者在編排網頁上的一種參考。而本次實驗當中，亦利用 K-means 演算法將使用者分群，分

析在不同的年齡階層、地區及時間上，對於網頁的瀏覽行為，倘若再加入學歷、職業、家

庭成員等等的欄位來進行分群，應可得到到更佳的分析結果。而在跨領域分析上，以福蝶

特展為例，使用者確實有跨領域學習的傾向，但其它特展則無，綜括原因，可能其它三個

特展本身即較無明顯的分類特色，且兒童博物館此分類本身在瀏覽紀錄上佔的比例相對於

其它分類也較多，故關聯規則產生出來的結果很容易為同一類別。本研究對於網頁分類的

定義，皆以網站的大分類為主，若在往後的研究分析上，將每一個網頁賦與多組關鍵字，

如此可更加精確分析及交叉比對出更多的關聯性。而個人行為探勘所產生出來的關鍵字，

由於隱含著時間傾向，網站亦可藉此而針對不同的使用者，產生不同的預測網頁清單給使

用者，進而達成推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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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行銷服務平台組構 

本計畫整合科博館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第一、二期計畫、公開徵求計畫及教育部數

位博物館旗艦計畫產出之「跨領域知識庫、學習資源庫與知識網」、「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

館」、「兒童數位博物館」等教育加值成果基礎上，依社會大眾、老師學生及親子兒童三大

使用族群，以分眾適性化模式加以重新組構，整合跨領域學習資源、串聯多元教育加值服

務及虛實整合教育服務入口網，加以整構成『虛實整合教育加值行銷服務平台』。 

 

三、經濟效益面 

1.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品牌經營與推廣行銷 

本館除擁有豐富而多元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資源外，更有實體博物館的展示及科教活動

等學習場域及為數可觀的參觀民眾。本計畫將運用本館之優勢，透過實體與數位推廣行銷

策略，經營 I-CoBo 虛實整合數位典藏教育加值品牌，先以本館每年二百萬網站瀏覽人次

及每年三百萬來館參觀民眾(含 K12 師生、親子)為基礎使用者族群，透過本館「I-CoBo

虛實整合教育加值行銷服務平台」，推廣分眾適性化數位典藏教育加值內容。經由這些使

用族群之傳播，達成加乘傳播效應，朝虛實整合數位典藏教育加值的第一品牌目標邁進。

 

2.結合教育體系，建立數典學習品牌 



與教育部或縣市教育局合作，辦理多元分眾教育訓練及研習活動，如：教師研習營、科老

師及由教職退休之本館義工教育訓練等，推廣虛實整合數位典藏教育加值內容及活動，逐

步建立具公信力之自然與人文領域之數位典藏學習品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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