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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首先以內容分析法觀察 120 個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包含版面設計、

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系統功能及內容設計），同時以深度訪談的方式

訪問 13 位科普相關學者，以了解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與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

現況。

內容分析結果顯示：（1）目前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以「色彩組合一致性」採

用比例較高；（2）資訊設計以「負責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比例較高；（3）
感知設計以「選項清單」採用比例較高；（4）互動設計以「設置討論區」與「設

置意見箱」採用比例較高；（5）系統功能以「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採用比

例較高。訪談結果則指出，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為：（1）版面設計要活潑、

色彩組合適宜，依循固定格式設計；（2）資訊設計應重視網站連結與更新，並結

合多媒體輔助；（3）感知設計應有明確的網站架構與目錄清單；（4）互動設計應

善加經營討論區並提供使用者測驗與共同學習的平台；（5）系統功能應重視讓使

用者清楚自己所處的網站位置與分眾需求；（6）內容設計應考量網站的特色與內

容的正確性，並具備學習概念。此外，科普網站的建置需有持續的經費來源、提

供免費且開放的資源環境、網站的維護以便捷為主；科普網站的推廣策略可將實

體活動數位化，並運用整合行銷手法結合活動，以促進科普網站的推廣。

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可歸納成以下四點：（1）透過異業或同業結盟以達到互

利共生的結果。（2）以影片為主，並在網站中利用技術模擬出接近真實的狀況來

傳達科普知識。（3）與社會脈動有關的主題結合，將科學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4）結合 Web2.0 的要素來設計，並多投資網站的多媒體資源，尤其在比較難理

解的科學知識。

關鍵字：科普、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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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popular science is intended to interpret science for general
audiences. There are many media which can be used to present popular science, such as
books, television, magazine and web pages. Among these media, web pages grew
significantly as technology develops. The research was aimed at studying message
design for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120 websites were observed via content analysis;
moreover, 13 specialists, including popular science scholars, instructional technologists
and website designers, were inter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can be shown as following: 1) Same or different industry should align with
each other to promote popular science; 2) More video or simulation will be needed for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3) Popular science topics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daily life;
and 4) To help understanding more difficult popular science topics, multimedia or
Web2.0 concept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WORDS: Popular ScienceWebsites, Message Design, Scienc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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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科普是指利用傳媒以淺顯的方式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以倡導科學方法、傳

播科學思想及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維基百科，2009）。近年來由於有關單位對於

科普的推動，引起大眾對於科普的知覺與認識，各種科普書籍、廣播、網站紛紛

出現。根據「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中顯示，國內 12 歲以上上網人口有

14,188,292 人，上網比例為 70.95%，相較去年增加了 2.4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2009）。台灣在 2007 年時的家戶寬頻連網比例為 59%，排名為世界第

六；至 2012 年台灣家戶寬頻連網的比例更將高達 74%（吳佩玲，2008）。可見網

際網路相當普及且還繼續攀升當中，值得科學傳播多加利用。

本研究旨在瞭解科普網站訊息設計，透過對科普網站的觀察，以歸納網站的

訊息設計與其科普推廣，進而瞭解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

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及問題，第三節說明名詞解釋，第四

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說明研究流程，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小至個人健康大至社會經濟發展，科技早已與生活緊密結合。科技的發展越

來越快，但人民的科學知識卻仍有限。謝瀛春（1991）指出科學是現代人必備的

素養之一。Hively(1998)也指出，科學素養與生存競爭力成正比。因此，若能將

科學知識普及化，讓人民具備一定程度的科學知識，應可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江珍賢（1990）認為科普是藉由教育提供給非科學專業人士的一種科學知

識。Lievrouw(1990)認為科普傳播存在於專家之間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科普推廣

需要專業人力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配合，網站除了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外，更可

利用多媒體以多元面貌呈現。在網路普及的今日，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與推廣，

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將科普網站做為研究主題，探討其訊息呈現。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陳述如下：

一、 探討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

二、 瞭解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

三、 瞭解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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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現況為何?

二、 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為何?

三、 現有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為何?

四、 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為何?

五、 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科普

科普是指利用傳媒以淺顯的方式向大眾傳播自然科學及科技知識，以倡導科

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及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維基百科，2009；交通大學，2009）。

二、訊息設計

訊息設計係有系統地針對訊息的實體呈現所作的規劃；其目的是改變個體的

認知、情意或技能（楊美雪，2002）。Kuzmich 等人（1993） 則認為「訊息設計」

是一種有意的問題解決的歷程，它牽涉了為溝通而產生的文字和圖畫元素。訊息

設計囊括版面設計、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和系統設計五大面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科普知識的傳播面向眾多，舉凡報章雜誌、廣播電台、電視與網際網路等皆
為傳播途徑之一。隨著現代人對網際網路的需求與依賴，網站成為科學知識普及
的重要媒介，因此本研究針對科普網站之訊息設計作為主要研究的範疇。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科普網站作為分析對象，探討科普網站所呈現的訊息設計，研
究結論主要提供科普網站建立者參考，對於其他網站的應用應持保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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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

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獻蒐集與整理

建立研究架構

設計訪談大綱 擬定內容分析過錄表

發展訪談大綱與問題 預試

進行實際訪談 修正內容分析過錄表

歸納分析訪談資料 專家信效度檢測

修正內容分析過錄表

綜合研究結果

提出研究結論

進行網站內容登錄

資料處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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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科普的傳播，從科普出版品、科普電視、廣播的

傳播等角度探討；第二節網站的訊息設計，由訊息設計的五大分項：版面設計、

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資訊和系統設計分別探討；第三節科普網站的類別與

推廣，從現今網站的區分和推廣實例作探討。

第一節 科普的傳播

科普，從字面上來看，為科學普及之意，也就是「科學知識」的「普及」。江

心怡（1999）認為科學普及是傳播者將簡化的科學知識，經由不同媒體傳達給閱

聽眾的過程。科普的「科」是指自然科學或科技，維基百科(2009)定義的科普是

指利用傳媒以淺顯的方式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以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

及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綜合各家說法，「科普」可視為透過大眾媒體將專業的科

學知識轉化為一般大眾可接受的內容。

Lievrouw（1990）認為科學傳播可視為學術思想的創造與傳播的過程，將概

念推廣給一般大眾。科普的傳播對象，除了一般社會大眾外，也包含不同領域專

家之間的科學知識傳播。江珍賢（1990）指出科普是提供給「非科學專業」人士

的一種科學知識。Krieghbaum (1994)亦提出科普傳播是透過大眾媒介將科學資訊

傳播給一般社會大眾。

一、科普出版品

科普的傳播方式與途徑眾多，最常見的傳播型態為雜誌、書籍或報紙等科普

出版品。科普出版是指出版社將科學作家或譯者的作品編輯出版(林榮崧，2000)。
通常藉助文字與圖片、以理解科學事物為目的 (張之傑，1984)。江欣怡(1999)認
為科普雜誌是一種科學知識與文學素養的綜合體，與其他媒體相較，科普雜誌具

有易攜帶、保存的特性，可增加讀者接近科普的機會。傳統的科普出版品大多為

向讀者灌輸具體的科學知識，較少顧及科學相關的文化內容及科學的趣味面 (張
弘，2004)。近年來，科普出版品的內容展現人文關懷的面向，運用軟性的寫作手

法表達科學知識，成為一種風潮(蘇麗英，2006)。

楊美雪、陳乃慈(2009)調查台灣地區民眾閱讀科普出版品的情形，發現閱讀

過科普出版品的民眾高達 76.9%，在科普出版品中，「科普雜誌」以及「科普書籍」

有超過半數的人曾經閱讀過；民眾對科普出版品的閱讀動機，前三高依序為「滿

足個人對科學的好奇心」、「增加科學新知與見聞」與「對科學感到有興趣」。葉李

華(2002)指出科普雜誌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以文學面向，圖文並茂、深入淺出的方

式傳播科普。Burkett（1974）認為應掌握簡潔、易懂的寫作標準，以圖示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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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度。由於國內本土原創性的期刊與文章創作不足，因此目前國內的科普出版

以翻譯為主(蘇麗英，2006)。

國內科學普及讀物目前以書籍及雜誌為主，多媒體光碟或錄影帶為輔（第一

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2002）。根據本研究的觀察，國內目前常見的科普出版品形

式可分為三種，一為散布於各種報章雜誌、網站的科技新知報導或短文，如：聯

合報的「新聞中的科學」專欄、人間福報的 「遇見科學」專刊。第二種為「科普

雜誌與期刊」，是指定期出版，以科學知識內容為主的通俗性雜誌或月刊。按照出

版者的不同，可分為民間出版與公辦刊物。民間出版如《科學月刊》、《牛頓》雜

誌、《科技時代》、《科學人》、《國家地理雜誌》、《量子科學》等，大多以翻譯國

外科普文章為主，本土內容為輔（張之傑，2008）；公辦刊物則由公家機關

發行，以贈送學校及地方圖書館為主，如國科會發行的《科學發展》，另有社教單

位，包括基金會、博物館之出版品，讓讀者了解館內訊息，以及科學知識（王憶

萍，2005），如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發行的《發現月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發

行的《科博館簡訊月刊》。

第三種科普出版品的形式為「科普書籍」，是作者針對特定科普主題做較深入

的介紹。1991 年天下文化的「科學人文」系列推動科普翻譯風潮，其中《別鬧了，

費曼先生》一書，更榮登暢銷書排行榜（陳信元，1997；劉涓，2002）。其後，多

家出版社相繼投入科普出版的行列（蔡美娟，1986），籌畫科普叢書，科普書遂成

為熱門書種（林榮崧，2001），這些科普書籍將複雜難懂的科學知識以生動的方式

呈現，包裝精美，又積極行銷（江欣怡，1999）。然而至目前為止，中文原創的書

籍仍少於國外翻譯書籍（陳政宏，2002）。

二、科普電視與廣播

除了出版品外，電視、廣播也是普遍的媒體，電視兼具視覺與聽覺功能，接

與收皆具有普及性（黃新生，1993）。1985 年開播的探索頻道(Discovery)，生活

化地介紹科學知識與科技研發，其後旅遊生活(Travel & Living)、動物星球(Animal
Plant)等引進台灣後，受到閱聽眾的喜愛，引起國人探索科學知識的興趣（關尚仁，

2008）。科普廣播主要是將科學精神與知識，轉化為節目內容。目前國內廣播電視，

有關科普的傳播形式，可分為科學教育影片、科學新聞報導以及科學教育節目三

類。

第二節 網站的訊息設計

Fourquet-Courbet 等人（2007）指出，網站訊息設計的策略有三個階段：首先

以圖像及文字吸引注意，其次以易讀的字體及組織的方式讓使用者瞭解內容，最

後使用顏色、趣圖等方式讓使用者記憶其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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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1998) 在其「網站評估指南」一文中提及教育網站內容應有：網站

目的、訪客人次統計、網站地圖（site map）、全文檢索、版權規範、相關網站聯

結、網站作者、系統管理員聯絡資料等。McGreal(1997)認為優良的學習網站應具

有：有效的聯結、無錯別字、內容呈現一致、可用於不同之瀏覽器、教材適切且

時常更新等特點。Turns &Wagner(2004)在一項為關節炎所設置的網站研究中，特

別從使用者的立場來考量，包括：人因因素（human factors）、使用者的使用環境

以及使用者的文化背景等。Taylor 等人（2005）認為：網頁設計技術與藝術應並

重。針對網站的視覺設計，Knupfer 等人（1997）提出一套評估標準，包含檢視

網站的整體設計、圖像、文字與顏色，並分別從美學與功能兩方面來考量，共有

八大層面，是項評估對於網站的視覺設計提供了良好的參考。

Tarafdar 與 Zhang(2007)觀察了 190 個網站，發現接觸面與忠誠度是影響網站

效果的兩大因素。接觸面可由資訊內容、實用性、清楚導覽與安全來判斷，清楚

導覽、客製化、安全與近用性則會影響忠誠度。Bucy 等人（1999）從排名前五千

名的網站中抽取了 496 個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流量與首頁結構有密切關係。

綜合上述，良好的網站應考量網站的目的、操作功能，美學與特色，同時應

以使用者為導向。過去有不少研究針對網站訊息設計提出建議，主要是針對內容、

視覺呈現和使用功能等三部分（Daniel，2000）。Newman & Landay(2000)認為網

站設計可區分為導覽設計、資訊設計和圖像設計。Shedroff(1999)則將資訊互動設

計分為資訊設計、互動設計、感知設計三部份。此外，主題種類、超連結種類、

超連結點配置、背景、版面留白量、內文編排亦是探討的重心（莊錦昌，2001）。
本研究綜合文獻將網站訊息設計彙整為五大面向來探討。

（一）版面設計
莊錦昌（2001）指出，使用者喜歡畫面留白量在 31%~60%。Nielsen(1995)

指出，視窗分割使用不當，容易降低網頁內容的整合性。畫面的分割應避免過於

複雜化；此外，版面配置、畫面的美工設計會影響使用動機（楊欣哲、王超弘，

1999）。

（二）資訊設計
資訊設計是網站給使用者的第一印象。李俊宏（1996）指出，標題宜包括圖

像及文字作綜合設計。林千玉（1999）認為，每行 25 字 12 級為最快的閱讀速度。

莊錦昌（2001）認為最適合閱讀的螢幕文字以 10pt 與 12pt 為最佳。

（三）感知設計
感知設計指的是使用科技技術透過人類多元感官所傳達的訊息(Shedroff，

1999)。Pearson & Schaik(2003)指出，導覽列的位置於介面左上方能最快被發現；

框架的編排，應以組織的方式呈現。林華（1997）主張，應該在每一頁且同樣的

位置提供線上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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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動設計
互動設計須注意方向性、導引性、使用性、功能性與整合等問題（蘇瑋茵，

2008；余少卿，2004；李易修，2003）。其中，方向性與引導性的部份，蕭銘宏與

李傳房（1997）指出，設計者對於目標對象的操作習性應該加以了解，每個動作

都應該有明確的指引（楊欣哲、王超弘，1999）。莊錦昌（2001）指出，圖像按鈕

至少在 25pixcel 以上才能有最佳的辨識效果。

（五）系統設計
系統可視為產品操作流程與使用方式之總合。Nielsen(1993)指出，電腦系統

的使用主要包括使用者介面和人機互動性。其中，快速的回應時間、明確的區分

列表、簡明的內容和連結正確性等，應加以留意（李家豪，2003）。

第三節 科普網站的類別與推廣

目前國內科普網站，可概分為兩類：紙本科普刊物的網站以及專門傳播科學

知識的服務性網站。

一、 以紙本科普刊物為主的科普網站
目前國內科普網站，可概分為兩類：紙本科普刊物的網站以及專門傳播科學

知識的服務性網站。紙本科普刊物的網站又可分為商業性及非商業性兩種，商業

網站是由出版業者所設置，通常僅提供紙本刊物的目錄、摘要或少部分內容，如

「科學人雜誌網」、「科學月刊」等。非商業性網站之經營者多為政府社教單位或

法人基金會，大部分全文刊登，多數附屬於官方網站；如「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的「科學研習月刊」、「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的「發現月刊」等。無論是商業或

非商業性質的科普網站，均以提供科普知識為目的，也有與讀者雙向溝通的機制

（蘇麗英，2006）。紙本科普刊物的網站詳見表 2.1。

二、 專門傳播科學知識的服務性網站
專門傳播科學知識的服務性網站為非營利性質，分為私人與公家機關兩種經

營形態。私人經營的科普網站大多依附於學術網路中，由許多志工維持，數目較

少，目前較具規模者是以「中文科學新聞的路透社」自許的 Sciscape 科景網站。

研究者從「Sciscape 科景網站」（2009）所羅列的國內科普網站中，發現目前專門

傳播科學知識的私人網站有「清蔚園科學館」、「天然物化學網」、「天下文化科學

文化頻道」、「奈米科學網」等（見表 2.2）。公家機關的科普網站多為公益性質，

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設立的「科技大觀園」（2009），包含各種多媒體科普知

識、科普講座資訊、即時科普新聞、科學互動討論區等，更和國家實驗研究院的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建構「知識大講堂」網站，將科普講座分享大眾。

以紙本雜誌為主的科普網站提供免費使用資料庫、檢索、教育、互動功能，

但更新速度較慢，有的直接以紙本頁面呈現，多以靜態之圖文為主，較少使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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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動畫或影音效果，網路特性並未獲得充分發揮；而設置專門傳播科學知識的

網站，由於沒有紙本期刊包袱，原創或科學知識更新快速，其網頁設計也比較能

考量網路特性。

表2.1 國內以紙本為基礎發展的網路科普刊物網站

營利屬性 雜誌名稱 網站名稱

（網主）

設置網站者 網址

科學人雜誌 科學人雜誌網 科學人雜誌 http://sa.ylib.com/

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雜誌 http://www.scimonth.com.tw/

國家地理雜

誌中文版

國家地理雜誌中

文網

秋雨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ngm.com.tw/

新小牛頓 Newtonkids
（新小牛頓）

好頭腦文教

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newtonkids.com.t
w/content/libTitle.asp

少年牛頓 Newtonkids 好頭腦文教

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newtonkids.com.t
w/content/libTitle.asp

台灣山岳雜

誌

台灣山岳 台灣山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wmount.com.tw/
Content/Content-List.aspx

愛酷族水族

寵物月刊

(Aquazoo
News）

威智水世界 威智文化科技出

版有限公司
http://www.aquazoo.com.tw/
FrontEnd/index.php

健康世界 健康 e 世界 健康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health-world.com.
tw/main/home/tw/index.html

商業性

康健雜誌 康健雜誌 天下生活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mmonhealth.co
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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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屬性 雜誌名稱 網站名稱

（網主）

設置網站者 網址

科學研習月

刊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http://www.ntsec.gov.tw/m1.a
spx?sNo=0000301

科學發展月

刊

科學發展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http://www.nsc.gov.tw/sd/

自然保育季

刊

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網

行政院農委會特

種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

http://nature.tesri.gov.tw/tesri
usr/internet/nature.cfm

國研科技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http://www.narl.org.tw/tw/pu
blish/

台北星空 台北市立天文

科學教育館

台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
http://www.tam.gov.tw/cgi-bi
n/SM_theme?page=471856b4

科博館簡訊

月刊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http://www.nmns.edu.tw/nmn
s/07library/publish/

各種科普雜

誌網站連結

通俗科學網 國立交通大學 http://sci.nctu.edu.tw/

非商業性

（政府社

教單位）

動物園雜誌 動物園雜誌 台北市立動物園

附設動物園雜誌

社

http://www.zoo.gov.tw/mag/

發現月刊 遠哲科學教育基

金會

遠哲科學教育基

金會
http://www.ytlee.org.tw/publi
sh/find/menu.asp

大自然季刊 中華民國自然生

態保育協會

中華民國自然生

態保育協會
http://www.swan.org.tw/mag/
mag.htm

非商業性

（法人基

金會）

大家健康雜

誌

大家健康雜誌網 財團法人董氏基

金會
http://www.jtf.org.tw/JTF05/0
5-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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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國內設置專門傳播科學知識的服務性網站

網站名稱 網址

小泰的生物科技法律網站 http://www.bio.idv.tw/
華文生技網 http://www.bioweb.com.tw/
清蔚園科學館 http://vm.nthu.edu.tw/science/

天然物化學網 http://www.geocities.com/gzc_fong/

TAS 台灣天文網 http://www.tas.idv.tw/

奈米科學網 http://nano.nchc.org.tw/

交通大學 InfoLIFE 結構及細胞生

物網站
http://atp.life.nctu.edu.tw/links.php?op=viewlink
&cid=3

清華大學生物資訊中心 http://bioinfo.life.nthu.edu.tw/

PEREGRINE 科學點滴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peregrine/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網頁（繁

體中文版
http://www.myoops.org/twocw/



1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內容分析法，針對線上科普網站做初步的分析與歸納，並透過深

度訪談法，從科普專家及建構者的角度，檢視科普推廣的想法。本研究分為六節，

分別為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工具，以及實施的步驟和資料的處理與

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瞭解現有科普網的訊息設計，以及探討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

計，研究之整體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對科普網站進行網站設計的分

析與彙整。採用「內容分析法」是為了以客觀與量化的方式(Wimmer & Dominick,
2006)，來瞭解現有科普網站的基本情況與設計。分析項目包括：科普網站的種類、

內容設計、版面設計、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與系統功能等。此外，也

針對科普學者、網站設計專家與學習科技專家進行訪談，以擘畫理想的科普網站。

 版面設計

 資訊設計

 感知設計

 互動設計

 系統功能

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的建議和未來發展

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現況

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版面設計

 資訊設計

 感知設計

 互動設計

 系統功能

 內容設計

 建置考量

 使用情形

 推廣策略

 推廣困境

科普網站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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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內容分析部分以科普網站進行觀察；在深度訪談的部分分別針對科

普專家、學習科技專家和網站設計專家三類專家作為主要訪談對象，分述如下：

一、 內容分析對象

在內容分析部分，以台灣的科普網站作為分析標的，首先檢視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科技大觀園」（2009）的網頁選項「網網相連」中所羅列的科普網站，

以及這些網站中所提供的相關科普網站連結，刪除內容不足以分析之網站（如入

口網站、資料庫、競賽性質與研習性質的科普網站），再選取圖文並茂且有十篇科

普文章以上之網站進行內容分析，篩選後的科普網站依照設置單位分為公家機

關、學校、民間機構及個人網站四大類別，從各類別中再分別選取三十個科普網

站，全部共一百二十個科普網站，以瞭解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的現況（見附錄一）。

二、 深度訪談對象

本研究首先從入口網站以關鍵字搜尋的方式，找尋有科普、網站設計與學習

科技專長的學者專家，接著透過滾雪球的方式，請受訪對象推薦其他受訪者，或

是經由訪談內容得知相關受訪者，邀請對方接受訪談。

首先將訪談大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邀訪對象，邀訪對象同意後，即約定

訪談時間與地點。未回覆或未同意之邀訪對象，除再次寄送附有訪談大綱之電子

郵件外，並於郵件中再次說明本研究之目的，若邀訪對象沒有回應或不方便接受

邀訪，研究者即尊重其意願，改邀訪其他研究對象。本研究共訪談 13 位專家，如

表 3.1 所示。

表 3.1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一覽表

專家
類別

受訪者 服務單位與職稱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
時間

科普 王道還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

2008/03/18
中研院歷史語
言所 405 室 70 分鐘

科普 徐明達
國立陽明大學生
化暨分子生物研
究所教授

2009/03/20
陽明大學基因
體研究中心 60 分鐘

科普 周成功
台北榮總教學研
究部特約研究員

2009/05/06
陽明大學簡餐
廳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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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洪萬生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數學系教授

2008/05/08
國立師範大學
洪萬生教授研
究室

120 分鐘

科普 羅綸新

國立台灣海洋大
學教育研究所暨
師資培育中心教
授兼系主任

2008/06/09

羅綸新教授宅

90 分鐘

學習

科技
王燕超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圖文傳播系所
助理教授

2008/04/23
國立師範大學
綜合大樓707教
室

90 分鐘

學習

科技
張文亮

國立臺灣大學生
物環境系統工程
學系教授

2008/04/10
透過電子郵件
訪談 -

學習

科技
徐新逸

淡江大學學習與
教學中心主任

2008/08/11
淡江大學學習
與 教 學 中 心
(I-305)

60 分鐘

學習
科技

趙貞怡

臺北教育大學教
育傳播與科技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

2008/10/07

國立台北教育
大 學 視 聽 館
F206 教傳科所
所長室

40 分鐘

網站

設計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教授

2008/07/09
景美 3C CAFE

150 分鐘

網站

設計
阮雪芬

國立臺灣大學生
命科學系教授

2008/08/04
國立台灣大學
生科館 1105 室 90 分鐘

網站

設計
黃福坤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物理系教授

2008/08/11
國立師範大學
物理系辦公室 90 分鐘

網站
設計

顏榮泉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多媒體設計系
專任助理教授

2008/10/05
國立師範大學
福華咖啡藝廊 60 分鐘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來進行研究，因此分別建置內容分析表與

訪談大綱，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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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容分析表

根據網站組成結構，本研究將內容分析表概分為「科普網站屬性」和「科普

網站提供內容」，其中「科普網站屬性」分為：「設置單位」、「科普主題類別」以

及「設置目的」。「科普網站提供內容」分為「版面設計」、「資訊設計」、「感知設

計」、「互動設計」與「系統功能」（詳見附錄一）。

二、 訪談大綱

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針對科普學者、學習科技專家、網站設計專家

三類專家學者擬定訪談大綱。與本研究相關之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一） 科普學者

1. 請問您認為如何運用媒體推廣科普?

2. 請問您對於現有科普網站的看法為何?

3. 請問您認為在推廣科普可能的困境為何?

4. 請問您對於推廣科普的建議為何?

5. 請問您認為科普未來的發展為何?

（二） 學習科技專家

1. 請問您認為優良的科普學習網站應具有哪些特質？

2. 請問您認為應如何設計合宜的科普學習網站教材內容？

3. 請問您認為應如何設計科普學習網站的互動功能？

4. 請您評論現今台灣科普學習網站的現況？

5. 請問您對未來的台灣科普學習網站有何期許與建議？

（三） 網站設計專家

1. 請問您科普網站的設計主要應該傳達的概念為何?

2. 請問您如何表現科普網站的特色?

3. 請問您科普網站和一般網站的差異為何?

4. 請問您認為科普網站版面設計需著重的地方為何?

5. 請問您認為科普網站的互動需著重的地方為何?

6. 請問您認為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需著重的地方為何?

7. 請問您認為科普網站的基本內容需著重的地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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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您對科普網站有何期許與建議？

9. 請問您認為科普網站的未來趨勢為何?

第五節 研究實施

本節分別就研究所使用的內容分析法以及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實施的介紹。

一、 內容分析法之實施

（一） 預試

本研究在正式進行科普網站內容登錄前，分別在兩個不同時間點（2009 年 6
月 16 日與 6 月 20），隨機挑選三個科普網站進行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的預試，並針

對科普網站內的訊息設計進行 52 個類目的登錄，符合類目陳述的即登錄數字 1，
不符合則登錄數字 0。

兩次登錄的 312 個類目，前後相互符合的有 296 個類目，相互同意度

(x=2M/N1+N2) 為 0.94，信度為 0.97，高於內容分析在信度上以 0.85 為基準的要

求（洪新原、孫敏育、洪萬富，2002），因此得以依據研究所擬定之編碼原則、類

目定義與編碼程序來進行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的正式編碼。效度檢驗方面，研究者

在內容分析表完成以後，邀請徐新逸教授、黃福坤教授、阮雪芬教授和邱韻如老

師四位專家學者，針對內容分析表提出建議，歸納如下：分眾導覽與分級導覽的

區別、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與透過故事進行互動討論的差異、點選錯誤時合併

為「點選錯誤時有警告顯示」等（如表 3.2 所示），透過會議討論後修正，以加強

內容分析表的效度。

（二） 正式登錄

研究者透過定稿的內容分析表（詳見附錄一），分別針對四種類別共 120 個科

普網站進行登錄。研究者遵循同一編碼原則，於 2009 年 8 月 5 日到 10 月 15 日近

兩個月的時間進行登錄工作，各個網站的登錄順序以隨機的方式抽取。全部樣本

登錄完成後，分別加總各類目別的次數，統計出各類目別出現的百分比，並以此

數據進行量化整理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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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內容分析表修正項目例舉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專家意見

分眾導覽 列舉於備註欄：分級導覽 「分眾導覽」可協助網站建

構者提供符合需求的資

訊；「分級導覽」則依照對

知識瞭解程度而分級的功

能。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透過故事進行互動討論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議題與故事的互動討論差

異性不大，無需特別區分。

點選錯誤時以文字警告

點選錯誤時以聲音警告

點選錯誤時以動畫警告

點選錯誤時有警告顯示 點選錯誤時分別以文字、聲

音、動畫警告，都是提醒使

用者的一種方式，無需特別

區分。

資訊設計：

圖片輔助說明

影片輔助說明

動畫輔助說明

資訊設計：

圖片輔助說明

影片輔助說明

動畫輔助說明

聲音輔助說明

資訊設計的部分，除了圖

片、影片和動畫能輔助說明

外，聲音的輔助也具有輔助

說明的功能。

二、 深度訪談法之實施

本計畫共邀請 13 位專家學者，12 位親身訪談，1 位電子郵件訪談。訪談一週

前，研究者先將計畫內容與訪談大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受訪者，若有需要則進

一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解說。本研究於 2009 年 3 月 18 日至 2009 年 10 月 5 日期

間，共訪談了 5 位科普專家、4 位學習科技專家、4 位網站設計專家，合計 13 位

受訪者。受訪者接受親身訪談前，皆當面徵詢受訪者是否同意全程錄音，獲得同

意後始進行訪談與錄音。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仔細聆聽受訪者的回答內容是否符

合訪談大綱之題意，且讓受訪者盡量發表意見。每位受訪者的平均受訪時間為 84
分鐘。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所有的訪談內容轉換為 Word 檔之逐字稿，並於逐字

稿內標明受訪者、訪問者、訪談日期、訪談時間及訪談地點等資訊內容，完成後

再以電子郵件寄給受訪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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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分析

此節分別敘述透過內容分析以及訪談法所收集的資料處理的程序。

一、 內容分析法之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各類科普網站的資訊設計呈現與功能進行內容分析，在正式登錄

前先進行信度檢驗。而在內容分析登錄完成後進行資料整理的工作。本研究先以

Excel 將內容分析的登錄資料進行分類與整理，而後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個數

及百分比的描述性分析，除了透過次數分配統計的方式比較其採用數量及比例的

高低外，同時利用卡方檢定(χ2)的適合度檢定，觀看彼此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藉此瞭解各類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

二、 訪談逐字稿之資料處理與分析

將訪談的錄音資料轉換為逐字稿後，先從逐字稿內容中標記出與研究問題呼

應的敘述句，並歸納為關鍵概念後予以編碼。關鍵概念的編碼內容包括受訪者類

別代碼、書面逐字稿頁碼與關鍵概念流水號。以關鍵概念 C1-01-01 為例，「C」為

受訪者類別的分類代碼、「1」為此分類裡受訪者的順序代碼、「01」代表關鍵敘述

句的逐字稿頁碼、「01」為關鍵敘述編碼的流水號。因此，關鍵概念「C1-01-01」，
即代表 C 分類的第一位受訪者在逐字稿第一頁之編號 1 的關鍵敘述句（見表

3.3）。等到關鍵概念完成後，再從中找出相似的關鍵字句，分類至相同群組（見

表 3.4）。之後從上述這些相似關鍵字句中，再歸納出適當的名稱做為初級編碼（見

表 3.5）。等到初級編碼完成後，再對照研究問題統整為中級編碼（見表 3.6），最

後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為核心，將中級編碼與初級編碼進行比對與檢視（見表

3.7），最後整理成撰寫結論的依據。



21

表 3.3 關鍵字句註記示例
編碼 逐字稿內容 關鍵概念

C3-03-06 物理示範實驗教室那邊有個討論區，那

那個最早又因為他們會有…看了會有很

多問題會用 Email 問，我們實在受不了，

所以就建了討論區，討論區像現在已經

有將近快十萬個留言了吧！兩萬多個註

冊者啊！對啊！所以就說是說，那個互

動是主要大概就是透過這邊，就是互動

大部分就是透過討論區的部分。

物理示範實驗教室有個

討論區，最早因為他們會

有很多問題用 Email 問，

實在受不了所以建了討

論區，討論區現在已有將

近快十萬個留言，兩萬多

個註冊者，互動大部分就

是透過討論區。

C3-10-42 善用討論區，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

式，但是當你有心要建好討論區的時

候，就是說你就要有人去經營。那你如

果說沒有，因為現在要建好討論區很

快，所以很多網站也都建好了。可是你

要 po 上去也沒有人回應也沒有人怎

樣，過一陣子人家就死掉啦。

善用討論區是很好的方

式，但有心要建好討論區

就要有人去經營。因為現

在要建好討論區很快，可

是 po 上去也沒人回應，

過一陣子就死掉。

C3-10-43 建一個討論區，那就會有人。但就是在

剛開始的時候，你自己建網站的人就要

去經營這個討論區。那等到人數夠了以

後，我們現在的討論區大概，因為已經

有人習慣在這上面了，久了就會有那一

群人，當它形成一個社群以後，它就會

一直維持在那裡了。

在剛開始時建網站的人

就要去經營這個討論

區。等到人數夠，久了會

形成一個社群，它就會一

直維持。

C3-10-45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要有一段時間，建網

站的人就是要想說，我要提供這個管道

的時候我就要認真去經營，等到過了一

定的人數以後就會穩定了。就是說有這

樣的東西這個網站才比較能持久啦。

這種東西要時間，建網站

的人要提供這個管道的

時就要認真經營，等到過

了一定的人數後就會穩

定。有這樣的東西網站才

比較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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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相似關鍵字句歸類示例

編碼 關鍵字句 關鍵概念

C3-03-06 疑問可透過討論區進行互動 物理示範實驗教室有個討論區，最早

因為他們會有很多問題用 Email 問，

實在受不了所以建了討論區，討論區

現在已有將近快十萬個留言，兩萬多

個註冊者，互動大部分就是透過討論

區。

C3-10-42 善用討論區 善用討論區是很好的方式，但有心要

建好討論區就要有人去經營。因為現

在要建好討論區很快，可是 po 上去

也沒人回應，過一陣子就死掉。

C3-10-43 透過討論區聚集成社群 在剛開始時建網站的人就要去經營

這個討論區。等到人數夠，久了會形

成一個社群，它就會一直維持。

C3-10-45 設置討論區要認真經營才能

長久

這種東西要時間，建網站的人要提供

這個管道的時就要認真經營，等到過

了一定的人數後就會穩定。有這樣的

東西網站才比較能持久。

表 3.5 關鍵字句歸納初級編碼示例

初級編碼 編碼 關鍵字句

C3-03-06 疑問可透過討論區進行互動

C3-10-42 善用討論區

C3-10-43 透過討論區聚集成社群

2-5-1 設置討論區

C3-10-45 設置討論區要認真經營才能長久

表 3.6 初級編碼歸納中級編碼示例

中級編碼 初級編碼

2-5-1 設置討論區

2-5-2 透過議題互動討論

2-5 互動設計

2-5-3 提供使用者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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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初級編碼與中級編碼呼應研究問題示例

研究問題 中級編碼 初級編碼

2-5-1 設置討論區

2-5-2 透過議題互動討論

2-5 互動設計

2-5-3 提供使用者測驗

2-6-1 提供分眾導覽

2.理想的科普網站訊

息設計為何？

2-6 系統功能

2-6-2 提供往返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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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依據資料分析結果，並對照研究問題逐一說明及討論，藉以瞭解運用網站及

其他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及現有與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情形，最後討論科

普網站的未來發展。

第一節 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現況

本節依訪談結果將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現況分為四個面向：科普網站的建

置、使用情形、推廣策略以及推廣困境，以下將逐一進行討論。

一、科普網站的建置

（一）考量網站的經費使用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經費為運用網站推廣科普需考量的重要因素，而經費影

響網站的呈現方式與維護，進而影響使用者的瀏覽人數、會員使用習慣，因此網

站要長久需備有持續的經費來源。

「既然要從網站推廣，你就是要長長久久，長長久久的話，有一個因素是非

常重要的，就是錢。」(B1-02-06)

「教育部它就覺得可能就沒有，就是等於就沒有再 Sponse 了！他覺得說，好

像前面已經花了很多錢，可是就變成，你如果一停，你的網友全部就沒！你好不

容易經營這幾年的，累積成萬的、幾十萬的。」(B3-10-60)

「如果是要架設一個站，那未來如果這個站要營運的話，那成本也是個問題！

就是說你實際上的硬、軟體的維護的成本，這個都是要考量的。」(B1-07-47)

「你如果是架設花費很高的那種網站，或者是維護上花費很高的網站，我比

較不建議，因為那樣的話，你經費要持續的都要有。」(B1-02-07)

「你一旦經費沒了，不要說你今年斷你明年來，會員你要重新整合！因為會

員他會有習慣性的！」(B3-10-61)

「對於經費的受限，你可能會用不同方式去呈現，就 OK 了！」(C4-08-37)

（二）考量網站的營運規模

網站設計專家表示目前國內科普網站的營運規模不大，數量稀少。架設網站

推廣科普需考量其營運規模，因網路工具的不同與使用者本身的多重身分轉變會

影響網站營運規模。

「我們國內太少科普網站了！」(C3-07-21)

「你使用的工具不同，你的營運規模也會不一樣。」(C4-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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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歸屬，那每一個人在身分變化不同，所以他、你同

時擁有很多身分所構成。那如果你選擇這樣不同的社群網站，那很可能一下子規

模就變得很大，那你變得沒辦法控制。」(C4-09-43)

（三）需重視網站的經營與維護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目前國內的學術網站缺乏永續經營的概念，由於經費與人

員不足，網站的內容無法持續性地提供。網站設計專家認為運用網站推廣科普需

長期投入，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此外，網站的維護需要固定的經費與人力，

維護上應以便捷為目標，較容易管理與更新網站資訊。

「我覺得台灣的網站基本上，很多學術網站它活不久是因為它沒有辦法有個

永續的經營的機制。」(B3-10-54)

「科學教育類的，像博物館。他們的經費其實也是來自於教育部給的，你今

天叫他們自己經營，他們也是經營不下去！那我也遇到有一些人，就是他們每一

年都會有終身學習的網路教材的，他們也是一年一年這樣製作。有的東西會包給

廠商或是，因為他們那個人員沒有！廠商一倒了就全部都沒了！所以那個東西就

在於你的經營，那個經營不是網站放上去。因為我們如果要互動，那個活動是持

續的。」(B3-10-59)

「網站就是要越搞越好，長期投入與經營。」(C1-13-26)

「維護上當然要在維護上能夠便捷的。」(B1-02-08)

針對科普網站的經營性質與對象，網站設計與學習科技專家認為商業模式不

適用於學術網站，又科普網站以普及大眾為目標，其經營性質以非營利性質較適

當。

「科普來講不應該是朝向這個方面，因為它是以大眾嘛！所以它在經營的角

色上面…事實上是沒有一定啦！但是是否強調非營利的性質會比較好一點？」

(C4-03-14)

「那所以就像我看一些消費者的，像 Yahoo 奇摩那些，他們其實是有廣告的！

他們是靠廣告來經營的，可是在 Toget，因為很多的學術網站都有在 Toget 下面，

是沒有辦法用任何商業模式，廣告什麼都不行的。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覺得基

本上那種商業模式不適合在學術圈。」(B3-10-63)

科普專家認為科普網站需設定目標閱聽人群體，針對目標經營對象經營科普

網站。此外，科普網站的經營需視網站的經營對象給予其可瀏覽的內容與使用的

功能，針對教學性質的科普網站，網站設計專家表示有些網站採取經營方式需註

冊經過審核方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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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說，我們太容易把它定位成說 access to everyone，對不對？那是

我們認為說我們應該 access to everyone，其實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是覺得說應該

讓每一個做這種節目的，做這種網站的人，自己去設定一個目標，一個目標閱聽

人這個群體。那建立好之後，如果你認為說啊這些群體很重要，那當然很值得投

資嘛。」(A4-22-65)

「因為每一個網站有它的經營的對象，那從是否可以自由瀏覽，或者是有一

部分的功能，它事實上是只有你註冊以後才能使用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概可

以分為：完全開放，就是它完全內容就開放，那也可以分說它完全全部都不開放，

它要註冊才能夠看。」(C4-01-02)

「教學網站，我的這個網站的經營方式事實上是他必須註冊、必須經過審核

才會進來，所以它事實上我們原來的目的就會有一部分開放，但是不是很那麼自

由的就是讓他可以自由加入，所以我們事實上有一部分是半封閉性喔！所以它的

特性就是這樣子。」(C4-01-03)

二、 科普網站的使用情形

（一）使用者回饋少

網站設計專家表示由於文化因素導致國人討論的習慣不盛，於科普網站中較

少給予回饋。除此之外，目前建置的科普網站多數僅為提供知識，若要運用網站

推廣科普應重視互動功能以增進使用者的互動。

「現在的網站都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做、自己寫的東西。而且我們台灣的人

很少會回覆。」(C1-17-35)

「我們從小討論的習慣比較沒有，所以這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C3-08-29)

「科普應該就是加上一些互動，他們的絕大多數都是把知識建構出來的。」

(C4-11-48)

（二）使用者的認知影響推廣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多數使用者認為科普網站的資源應為免費讓人使用，若需

付費，將導致卻步，因此，使用者對科普網站的認知會影響科普網站的推廣。此

外，目前網站正推動 Web2.0 概念，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之理念，以開放性、分

享與使用者參與的特性，讓使用者變成網站內容的提供者(張夷君，2007)，若使

用者對此概念的相關知識認知不足，而無法習慣網站環境，將會影響科普網站的

推廣。

「很多的網站它沒有辦法永續經營，來自於消費者認為網站的資源都應該是

免費的。」(B3-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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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要東西好，要享受，也就是說教育本來就是要花錢！...可是消費者

通常不願意花錢！...如果要花錢的就乏人問津！」(B3-10-57)

「台灣的環境當然也不能這麼快速的推所謂的 Web2.0，為什麼？因為我們的

使用者...假設我們的使用者的認知還沒有到這麼快，使用者的知識基礎還沒有那

麼快，還不懂什麼叫 2.0，所以你貿然就標榜你這個是像國外那種網站，可能也不

是那麼容易。」(B1-04-17)

「第二個就是說，我講的跑那麼快，一般的鄉民也就是網民，他的習慣、知

識概念都還沒有跟上的時候，你已經跑到火星去了，那就高處不勝寒，那可能也

不恰當。」(B1-07-45)

（三）教師運用科普網站輔助教學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目前中小學教師習慣使用書商提供的教材內容網站輔助教

學，網站設計專家表示國內有教師於課堂之外運用科普網站輔助教學，以促進學

生對課外知識的學習興趣。此外，在日本有教師於課堂中錄製上課內容，建置虛

擬教學科普網站輔助多國學習者學習，並可透過 e-mail 與教師互動討論。

「我們現在大部分中小學老師，他們所用的教材的內容都是書商編的。所以，

老師如果按部就班，我就跟著書商走。而且現在書商都有網站啊，康軒什麼都有

網站。那我如果以一個科學教育的，譬如像黃福坤老師這樣進來，那他有很多很

棒很專業又覺得有深度的科普的知識，如果它是獨立兩條線，可能老師不見得會

去用它的。」(B3-09-51)

「...我教普物本來就是教普物的一些知識，然後除了教知識之外，你怎麼樣

讓他對這個課本知識之外的東西會有興趣，那網站其實滿重要就是有些東西我沒

辦法在課堂上講得很詳細、或是很清楚，可是我提到之後，網頁有你自己去念，

他就會去看，重點提一下，他們就會去看。」(C1-02-06)

「今年跟日本辦了一個叫做，中文翻譯叫做虛擬網站，是生物資訊教學虛擬

網站，那它的做法是說，老師就把他上課的東西他就把它錄影起來，然後就放上

去，那有很多的課程，所以全世界參加的有五十幾個國家的人，他們就可以選擇

說我就上去，我想聽這個課我就聽了，聽完之後呢！有問題他就可以寄信問老師，

直接就是 e-mail 就問，然後老師就會有一個 e-mail 告訴我說，欸！有學生來問你

問題了！什麼問題那我再回答回去這樣子！比較簡單一點的。」(C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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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普網站的推廣策略

（一）將實體活動數位化放置於網站

目前國內科普網站內容建置較好的為公私立科教機構，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

普推廣機構與相關單位應將展覽、教學成果等學習資源數位化，將其轉換為淺顯

易懂的網站內容，透過學習單元讓學習者能自由瀏覽學習，藉此擴大推廣給社會

大眾。

「其實我覺得台灣現在科普做得最好的是機構的部分。就是機構這裡面的內

容，因為他們固定，他們其實是排節目，就是一年有四期，四期裡面有表演組、

有教育組，他們在編制上就這些東西。然後他們又把展覽轉換成網站的內容，所

以他們這個方面做得很好。」(C4-10-47)

「所以我希望各學門應該多推出將科學的知識簡化或淺顯化，像我知道生物

協會、物理協會他們都有網站我知道，他們的網站都會做一些簡化，淺顯化的資

料，做這一類的網站給社會大眾或中小學生。」(A5-08-20)

「公私立科教機構，或是大學都應該發揮自己的專長、特長！將單位的資源

數位化，現在其實政府有在要求，像漁業署...有被要求，應該要數位化下去，網

路博物館、網路科學館，這些都可以做。」(A5-09-21)

「那當然有些學習的節目，放一些學習東西在網頁，讓學習者自己探索，到

這個海生館去探索！這個最好！這個真的要整個單位去做，大概希望的是一個機

構，向台中的科學館，他應該要多做一些中國科學的一些概念...動畫...或是講故

事！那些東西其實可以在網站上很方便，自己點就可以看得懂。好，那大概是這

個。」(A5-09-22)

（二）結合活動與策略引起大眾瀏覽網站的動機

科普專家認為推廣科普相關單位運用網站推廣科普，可透過分析大眾上網的

心態與閱讀習慣，來瞭解吸引大眾瀏覽網站的推廣方式。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可透過設計活動與策略引起學習者瀏覽科普網站的動機，

藉此推廣科普網站促進科普網站的使用意願，其方式為搭配生活時事或區域性特

性做網站整體規劃，以增加與大眾生活的親近性；並結合 Web1.0 傳統式與 Web2.0
概念提供科普資源與訊息；或運用容易記的網站名稱，透過活動打響名號，以及

搭配多種做法與比賽活動活絡網站，以增加網站能見度。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不太用網站，應該說是生活的習慣...你們年輕人上網站

的一個心態，或者你們抱著一個什麼樣的心態、習慣上網，這個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們對於推廣科普有興趣的人應該要怎麼透過網站比較吸引年輕人的注意，或者

是年輕人閱讀的習慣。」(A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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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心思去設計活動，我覺得是滿重要的，就是引起學習者來瀏覽你的相關

資訊的這個動機會變得非常的重要。」(B4-01-05)

「那科普的傳播，是不是也應該要有游擊戰的策略，和其它的活動去結合，

而不是科普就是純量的科普？」(B1-06-36)

「你可以搭配著一些時事，或是搭配區域的一種特性，那我覺得是要有一個

整體的規劃啦！」(B1-06-37)

「在國內要發展這樣的網站，建議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策略，循序漸進的策略

就可能是...我用我的話來講，就是這個網站是 1+2，所謂 1+2 就是有傳統式，像

那些報紙網站一樣，就是它有提供很好的資源和訊息。」(B1-04-18)

「如果有一個比較容易記的網頁的名稱、網站的名稱，然後慢慢地辦，透過

一些活動打響你的名號，然後大家進到裡面的時候又覺得說你這個知識都跟我們

生活中譬如說發生的事情是息息相關的」(B5-05-16)

「整體來講，單用網站這是一套做法，可能他要搭配著 A 套做法、B 套做法、

C 套做法來去 try，或者是人為所設計的活動，所設計的比賽去搭配，一定要搭配

起來，網站獨活的話，我認為它的能量是有限的，可能會有限。」(B1-06-39)

（三）運用整合行銷手法促進推廣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推廣科普網站可運用置入性行銷手法，可增加滲透人們潛

意識的深度，提升網站的宣傳效益。此外，可透過多元的行銷利器以活絡網站，

促使更多使用者瀏覽網站。

「有些東西就是置入性行銷進去，比較動態的，這是我的看法。」(B1-06-40)

「這個 2.0 的部分。第二個，就像我們在傳播，或是談論到這個置入性行銷！

什麼叫置入性行銷？行銷於無形！」(B1-06-35)

「網站要活絡，事實上，就像 7-11 為什麼會成功？對不對？它網站不會獨活

的。它網站是所有 100 種行銷利器裡面，還有 3 招在那個裡面。有 5 招是用 show
girl，有 5 招是看板的。這是，這是一個整套的作戰。」(B1-09-51)

（四）強調客觀與大眾化

網站設計專家表示以傳播角度來看，科普網站於介面設計與視覺設計與一般

網站相同，因此運用網站推廣科普需考量傳達科普內容給接收者的呈現方式。相

對於一般網站，科普網站的特性為強調客觀陳述，避免主觀看法；且強調生活化

與大眾化，科普網站內容需為大眾能理解的知識，如：介紹一般大眾生活上可接

觸的專有名詞，以增加使用者的易用性，上述科普網站的特性皆為科普網站推廣

科普可運用的策略。



30

「科普網站有沒有獨特到在這四個網站特性上單獨…和一般網站有特別不一

樣的設計，這個是沒有的！他跟一般的設計，事實上都是一樣的。就是你不管在

國際化、介面設計、或是說你上面說的順序安排，或者說是你的視覺設計上，可

以從你的教學網站上來看，傳播角度上來看這網站都是一樣的。」(C4-04-20)

「其實科普網站必須比較強調你既然要介紹一個概念，那你必須要考慮說你

怎麼樣把從傳播者的角度到接受者的角度，怎樣把這個知識傳達給他，這個會比

較不一樣的地方。」(C4-02-05)

「跟個人網站比較不一樣的就是，科普的網站或是教學網站它會比較強調一

種客觀的陳述，它裡面比較不會有一些自己主觀的看法。」(C4-02-06)

「知識型的或者是教學型的，我們在介紹這種東西比較不會有這種主觀的陳

述，事實上通常會比較用客觀的方式兩個它的優缺點比較大概是什麼，而且通常

都會有依據。」(C4-02-07)

「科普網站跟商業網站來比它事實上有這些特性啦！它是有普及性的。然後

大眾化是指說它本身不管是知識、編排、內容、使用的媒體應該都是越接近一般

使用者可以獲得的這種網站的性質。」(C4-03-16)

「科普網站以我自己的看法它強調的是生活化，就是他討論的東西並不一定

是那麼的專業。」(C4-02-08)

「科普網站它本身會比較偏向就是…因為它是 popular science，就是它必須是

大眾可以理解的，第一個它一定要生活化，就是它介紹這個東西對一般來講會覺

得說他生活上可能會接觸的到而需要瞭解，或者是最近時事上可能就是正在討論

這件事，那即使它很專業，但是他在生活上會接觸到這樣的專有名詞，所以他想

要進一步的去了解。」(C4-02-09)

（五）開闢科普專欄，並將文章集結成書出版

科普專家認為科普推廣單可在網站中增設科普專欄來推廣科普，給予對科普

寫作有興趣的人有刊登的空間，且政府主動針對科普文章的張貼數目提供獎勵制

度，以鼓勵科普推廣單位。

「...科普網路...他們有一些人他們願意開闢一個專欄，來讓一些科普創作可以

被刊登，因為科普創作如果寄到寄到這個地方，他不一定會刊登！甚至寄到這種

科學月刊他也不一定會登！」(A4-10-26)

「如果說我的科普網站裡面，有一個科普的專欄，科普上的專欄當然接受投

稿，當然接受投稿對不對?妳們有一定的審查機制！whatever 反正你就是把它貼上

去就對了！貼上去喔！然後呢！我們一年…我們按照每一年的方式，我們來請你

提供你這個網路這一年究竟刊登多少科普的文章？然後你把這個科普文章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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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獎勵科普網路的一個標準之一。」(A4-10-27)

「網站的這種網站的這種提供這種所謂的這種科普材料的這種的媒介，你政

府應該有這種主動的，一種所謂的一種獎勵的措施。」(A4-11-30)

（六）提供免費的、開放的資源環境

使用者對科普網站的認知為資源應為免費，而不願花錢使用，學習科技專家

認為運用網站推廣科普，針對網站環境應採取開放式的資源環境，提供使用者免

費資源，以利於科普網站的推廣。

「網站的環境你要考量，那...欸...今天呢有很多的 resource...資源是比如說，

我先談架網站的技術，架網站的技術有很多是 open source，有很多是免費的，我

比較鼓勵是利用這樣的環境去推廣！」(B1-02-05)

「在環境上，我比較推薦是採取所謂的 free 的，網路上有一些免費的資源！」

(B1-03-09)

（七）結合新科技平台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可運用現今大眾於網路中經常使用的社交新媒體

如:Facebook 或 Twitter 推廣科普知識，以吸引更多社會大眾接觸科普，此外，而

運用網站推廣科普可結合 mobile 科技，使用者可不受時地限制及更具彈性接觸科

普知識，目前已有學校結合行動平台應用於教學上。

「我會建議就是說可以去思考一些引起動機的這個部分，譬如說像用

Facebook，或者是說 Twitter 的這樣的一個型式，怎麼樣把這個科普的概念傳出

去，我覺得會比較有成效，否則的話可能做出來的東西還是一樣沒有人去看、沒

有人瀏覽，尤其是針對這個主題。」(B4-01-04)

「比方說跟 mobile 科技，行動科技結合， 已經有相當好的學校利用比方說

Ipod 教學，利用 Iphone 在教學，有的學校設計的風格也能夠運用行動平台去做

結合去應用。」(B1-04-22)

四、 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困境

(一) 較乏引起大眾瀏覽科普網站的動機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由於一般大眾對知識性東西較無興趣，而較不會主動接觸

科學，因此引起大眾瀏覽科普網站的動機較困難，此外，個人的知識背景亦會影

響科普網站的推廣，限制瀏覽科普網站的使用意願，舉例而言，科學背景的人瀏

覽科普網站的意願較非科學背景的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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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科學概念這種東西老實講一般社會大眾應該比較不會主動去接觸吧！

這個主題啦！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架設一個網站的話，其實就是說那個動機…沒有

辦法引起他們的動機啦！」(B4-01-02)

「很少人去瀏覽，為什麼？這個跟整個，整個大眾文化的閱讀有關，對不對？

跟大眾文化的閱讀有關。所以，凡是比較知識性的東西，就是涉及到知識性的東

西，那大家應該都沒有興趣，一般人！」(A4-21-59)

「科學普及！那就是強調在推廣！所以如果你走傳統制式化的網站設計的

話，我覺得那個效果一定是很好，那我覺得一定要引起動機。」(B4-02-06)

「最大的困難就是要引起別人的動機要注意到這個網站的存在。」(B4-02-09)

「我有看過用那個 FLASH 做那個半導體製成的那個部份，做得非常清楚，

做得非常的好，那可是這個東西，我覺得說只限於電機系的學生或是僅限於電機

相關的學生，他們會來看！那可是對於你們說的一般社會大眾，我覺得可能要接

受的門檻…可能就不高。」(B4-02-11)

（二）經費不足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經費不足是運用網站推廣科普最大的困境；科普學者表示

網站的美工設計花費較高，礙於經費不足，現今的科普網站影像功能較少，學習

科技專家表示政府的經費協助無法持續，亦會影響科普網站的設計，在在顯示經

費的限制會影響科普網站的推廣。

「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經費不足的問題。」(C4-12-54)

「網站給人家的覺得你沒有大手筆投資的話，網站給人家的感覺是不是平面

印刷品的影像版！那影像也不見得有趣！懂不懂?就好像有人說那個達文西密碼

是電影是小說的影像版，那影像版可能沒有額外發揮的話，那影像版無趣！ 那很

多人把講義 scene 上去，這是這是什麼影像版？很多人把書 scene 到網站上，只是

方便你閱讀而已動不懂?他沒有影像的功能！」(A4-12-35)

「影像功能很花錢！還有就是創意的人才在哪邊我們還在培養！對不對？很

難啊！」(A4-12-36)

「因為現在的學生是聽…為主！不喜歡閱讀喜歡聽聲音、看圖，所以我會比

較傾向說那些東西可以有，但他不是最主要的核心，所以我不會花這麼多的時間

在這裡，原因是一個因為我經費沒有那麼多。」(A5-07-16)

「所以是花費非常貴的。你們看到有像樣的網站...美工設計...其實是非常花錢

的。像我們這種學術單位如果沒有很強的經費的協助的話，那也只能比較 plain
一點，不怎麼奇特就對了！做不出這麼多奇特的東西來！大概是這樣！」

(A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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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領域整合不足，網站經營團隊組成不易

由於媒體科技與科普知識的整合不足，以及結合各類型專家組成經營團隊的

困難影響了科普網站的推廣。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經營團隊以學科知識專

家為主，缺乏媒體科技與教學設計專家，會影響網站的設計與使用性。

「媒體科技跟科普是不是整合性不足，其實媒體科技他是有很多，比如說我

剛剛講說，有幾個人知道那些物理的東西可以用 Java 這種模擬的方式來呈現，那

其實化學式也可以，可是化學式就從來沒有人用這種的來做，原因就是媒體科技

跟他的知識之間沒辦法整合。」(C4-11-51)

「科普傳播你做不好就是自己人在看而已。我不曉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

傳出的時候還是自己人在看。」(B1-04-23)

「你沒有跨越這個雷池…這個範疇這個傳播出去，也還是科普人在看，那這

個科普傳播的能量就是有限。」(B1-04-24)

「學科專家去建立一個科普的網站。所以他們的東西沒辦法，就少掉了很多，

沒有那麼多媒體那些東西。」(C4-11-50)

「以目前的現況來講都是以學科的知識為主。你要怎麼樣去加入你的媒體科

技的專家、教學設計的專家，怎麼加入這種網站使用性。」(C4-11-52)

（四）科普網站建置人員缺乏熱忱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目前科普網站的推廣效果不佳，多為科普人士瀏覽居多；

網站科普專家認為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效果在於網站內容撰寫者，且執行硬體的

人員需充滿想像與熱情建置科普網站，用創意想法將科學戲劇化，以促進大眾瀏

覽科普網站。

「任何東西都有效果，只要你肯做都會有效果。但是說，效果出在寫的人。」

(A2-07-14)

「困境，我想剛才大部份我都有談到。就是如果推廣出去還是只有科普人在

看，那就是一個功效的問題。」(B1-07-44)

「那個創意在哪裡？做硬體的人不見得可以做創意，但就是說他必須要去懂

人家的創意是什麼，所以做硬體執行的那個人本身也要充滿著想像，也要非常的

有熱情。否則的話，我有一個很好的文案給你的話，你把他搞得一塌糊塗，那這

樣的話也是一場空。」(A4-23-69)

「第一個有熱誠，第二個他有創意的想法，把科學變成一種戲劇化的，然後

透過誇張式的表演，媒體的力量就輻射出去了，所以我說要想一些策略。」

(B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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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

本節將運用傳統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分為五個面向：運用傳統媒體推廣科普

的考量、使用現況、推廣策略、推廣時遇到的困境，以及推廣時需重視的課題，

以下將逐一進行討論。

一、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的考量

（一）媒體考量

1.媒體推廣需視媒體的特性

科普專家表示由於各個媒體的特性不同，如廣播強調知識與訊息的傳播、雜

誌報紙等平面媒體則能說明知識事實的形成原因，因此運用媒體推廣科普沒有最

有效的媒體。此外，傳統媒體具有時間限制，需視播放時間調配播放內容，因此，

運用媒體推廣科普需瞭解其媒體特性，以找尋適合推廣科普的媒體。

「每一種媒體都有它的特性。」(A1-04-04)

「媒體的話….它都有時效性，時間限制…。」(A2-05-07)

「透過廣播你可以講，你可以講到一個程度，對某一個程度，所以這個這個

廣播的本身，本身喔！比較多的是一個知識的傳播，而不是…比較說是在傳播一

些 FAX，所謂的這個事實啦！然後他比較不容易去說明，這個事實是如何形成的?
那數學這個是比較重視那個推理嘛！比較重視這個事實如何去形成！懂不懂?注
重怎麼樣去形成！為什麼你告訴我真的是一個事實？如何證明你提供是一個事

實？我覺得廣播基本上，我覺得廣播要做到做到這樣的一個功能，這樣很難嘛！」

(A4-14-40)

「沒有一個最有效的利用，我不認為有一個所謂最有效的媒體。」(A1-03-01)

「你說他播出給你 30 分鐘，所以內容就要很精簡，不能夠講太多，要很精簡。

如果他要很多，訪問…話要很多，那麼的話要講一些話，所以這些東西有一些話

沒有辦法講的很清楚，...因為他時間很短。」(A2-06-08)

「所有可能利用的媒體都要利用。至於哪一種媒體是最有用的，或是哪一種

媒體在做什麼樣事情最有用?那是很容易透過客觀的研究就知道的。」(A1-04-03)

2.運用媒體多元型態呈現科普內容

科普專家認為科普推廣單位可透過各式各樣的題材與媒介傳達科普知識，讓

大眾了解科學文化與科學精神。另外，教師可鼓勵學生運用多媒體型態的方式進

行科普內容的創作，如：寫劇本做 video 與製作廠商合作推廣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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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這種所謂的電視節目也好啦！那其它的 video 製作也好等等，也都

是一樣的東西，換句話說，他目前對那個文化的一種認知、一種了解，他透過各

式各樣的題材、各種媒介把它表達出來，我們透過分享這些東西，可以了解到現

在一些比較先進國家這種科學文化究竟是什麼樣子?」(A4-04-10)

「但是我會鼓勵我的學生去寫劇本，去找一些製作的這些人一起合作，比

如說做一些 video 這種東西，那這個都可以做，所以從各方面的跡象看起來，我

覺得是大有可為。」(A4-02-05)

（二）內容設計考量

1.善用寫作技巧推廣科普

針對科普平面媒體，科普專家認為可善用寫作技巧以促進推廣，科普刊物寫

作可用一般大眾易懂的文章描述科普內容，搭配彩色照片與文學比喻包裝成科技

科學英雄的方式，以親近社會大眾。Burkett(1974)認為應掌握簡潔、易懂的寫作

標準，以圖示來增加接受度。

「以文章的描述，描述的很容易讓你懂。」(A2-06-11)

「視覺是蠻重要的。你講細菌講半天，這個很小的東西怎麼樣怎麼樣子，還

不如給他看一個照片。」(A2-06-10)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一個，因為就是說 seeing is believe，一看到就 seeing is
believe 的東西，一看到就…不如給他一個茶杯，他就知道。」(A2-06-09)

「那這個成分裡面當然包括，你要有彩色照片！要有比較親切容易的解說！

當然這裡面有些人還會去把它包裝一種所謂的科技科學英雄這種的方式，我們科

學史家把它叫做造廟，科學造廟！...搞崇拜，搞偶像崇拜！哇！科學家多偉大等

等喔！」(A4-01-01)

科學普及專家表示為增加科普題材的豐富性，可從數學史找出原型，或參考

科普作家的內容包裝，從中吸取經驗後採取有趣、創新手法，以及不同的切入點，

將科普知識做包裝賦予新故事，以科普報紙而言，可用真實客觀報導人們生活中

的科學知識，促使大眾激發對科普的興趣與親切感。

「數學它的抽象性太明顯，這個知識本身的抽象性太明顯，所以數學通常，

數學普及的書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也可以保證它的題材不會枯竭，它永遠在

一些舊的故事上，舊的材料上面，去講一些新的版本，講一種新的故事。所以換

句話說，你的創新來自於你提供一個新的一種故事的手法。 」(A4-02-03)

「其實你到網路上去看小川洋子的網站，一大堆他的粉絲，台灣的粉絲很多，

他的小說很多人在讀。那這本書，我覺得最適合，就是他其實無意中是做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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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一個數學科普的示範啦，我相信她一開始不是要做科普，一開始他就是個

小說家。那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的知道說，他這個小說剛開始在寫的時候，他收

集資料怎麼收集？她自己沒有交代，但是因為她這個日文版有參考文獻，我們去

對照，他其實從一本數學家的傳記裡面去找這個主角的原型。」(A4-22-67)

「讓我來寫就不一樣了，我直接設計…當初設計者用到的原理，把數學找出

來，當時候那個活動等等，我的切入點就完全不一樣了，懂不懂?所以顯然就是我

們不夠不夠開闊！我們就是每個人只想到一些很狹隘的東西。」(A4-10-25)

「一般來講，就是說過去幾十年來所累積的那種科技新知，那不太有人去用

一個很有趣的手法去把它做一個包裝、把它出版。」(A4-01-02)

「假定你有機會去模仿的時候，你就可以去創作你自己的，所以我們是整套

的，不過最後我們會做適當的分類後，每一年都會不斷的增加的，然後再去看這

些這些科普的作家的著作，對某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單元，他是怎麼樣去處理的？

他是怎麼樣去處理的？他怎麼樣去包裝的？譬如說，某幾個數學說的數列，利用

黃金比的這些這些單元的所有的科普書把他找出來，然後一一來判定他怎麼包裝

怎麼包裝?最後說不定我們可以發現說，這樣的包裝如何？我有一個更好的包裝方

式，你慢慢的掌握這個竅門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很簡單！」(A4-16-46)

「新聞也一樣！要用真實的態度來報導新聞，多一點知識相關的東西來報

導，譬如說現在不是在講什麼豬流感，還是什麼的病毒的問題？其實台灣這一類

的東西，事到臨頭大家才對這樣的東西有興趣，不然對這個科學的概念，醫學的

概念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管的！」(A5-02-07)

2.善用書寫型式推廣科普

科普專家表示科普刊物可運用漫畫型式發行，採取畫圖型態呈現科普內容，

以幫助學習者容易理解。除此之外，亦可運用小說書寫科普刊物，透過小說情節

的感染力，以促進學習者領會科普知識達到推廣科普精神的目的。

「另外一種比喻就是用畫，用漫畫。」(A4-05-05)

「我就畫一個圖，病毒就是一個很兇的…來個大刀，細胞要進去就來一個門

鎖，病毒為什麼可以跟人的細胞，因為就是一個門鎖，如果沒有這個門鎖就打不

開。你這樣子，然後再畫一個圖講這樣子，各種器官有各種不同的鎖這樣子，各

種細菌有不同的病毒、有不同的鎖匙…他就會懂啦！你的問題就達到了。」

(A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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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數學小說就是一種新的一種媒介，我們透過小說，我們來吸引一般的

讀者可以接觸這種東西，因為閱讀這小說的情節，而不知不覺的受到這個作者所

安排的那種數學知識去領會數學知識的那種特性、數學方法的那種特性。」

(A4-02-04)

「數學或者是科學，我們專門做數學，數學做為一種文學的比喻，mathematics
as literary metaphor，這是小川最成功的地方，一旦成為文學比喻的時候，你就知

道說文學創作家基本上可以從數學這種知識裡面找到一種取之不竭的一種創作的

來源，然後透過這種小說的這種感染力，能夠讓每一個人對它感興趣閱讀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數學文化也好，整個數學文化、科學文化，或者整體的文化，整個

品質可以得到一種改善！」(A4-08-16)

3.科普內容深入需靠文字輔助

科普專家表示運用媒體推廣科普需依靠文字輔助，使科普觀念清楚傳達給大

眾。以科普刊物而言，現今的科普刊物大多只是傳達稍微易懂的知識，內容並未

真正深入，優良的科普刊物應引導大眾思考，日本數學普及小說暢銷作家小川洋

子即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表達科普內容，且耐人尋味而獲得大眾青睞。

「不能只有媒體，媒體只是幫助，媒體的話…讓你沒有辦法深入…你沒有辦

法深入…深入一定要靠文字…」(A2-06-12)

「文字就是輔助…讓你能夠一下觀念上清楚。 」(A2-07-13)

「科普當然就是說，現在的科普的書大部分都只是講知識，只是把這個知識

講得稍微容易懂一點，沒有真正的融入。」(A2-12-18)

「那好，你現在弄一本書給他看哈哈大笑，那當然有一種可能就是說他叫好

又叫座，它其實門檻很低，但是又能夠去引導你思考很多東西。那這種作品可遇

而不可求，我們最近碰到一本哪，碰到一本。就是，一個日本作家小川洋子寫的

「博士熱愛的算式」。」(A4-22-66)

4.科普內容需增加科技新知

科普專家表示科普報紙的科學新知相關報導較缺乏，針對科普廣播，科普專

家認為科普廣播的傳達亦需以科技新知的傳播為主，傳達給社會大眾生活中的科

學知識，以吸引大眾對科普的興致。

「報紙多一些科學的新知與科學人物的介紹，就是報紙其實蠻貧乏的，你知

道嗎?我們的科學東西很少。」(A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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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如果說從這個科技從這個普及！這個觀念來講！他可能說是比較多的

面向是放在科技新知的傳播！譬如說譬如說這個這個豬流感來的時候，很多人很

多人透過這個廣播知道說豬流感！譬如說他如何傳播，對不對?說這個傳播的途

徑！什麼東西等等。」(A4-13-39)

「一般現在大家比較會看的媒體應該是報紙、報章雜誌的網路版！那他定期

會有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報導，那有些做新聞中的科學，而當然這個很有趣會吸

引大家注意！」(A4-13-37)

二、網站以外的科普媒體的使用現況

（一）教師運用科普刊物輔助教學

專家表示教師會運用科普刊物輔助教學，於課堂中引導學生科普閱讀；此外，

教師基於傳達科普知識，會於大學的通識課程中規定學生閱讀科普書籍，並撰寫

書評放置於網站供大眾瀏覽。

「然後哪些書，比如說我們會找到法拉第定律，那有一本書叫做《法拉第的

故事》，那本書就非常好，我就會介紹他們看那本書。那講到那個比較近代物理的

話，像費曼的書我就會介紹給他們看，基本上我是以教學為主去做這些東西。」

(C1-01-03)

「我們現在通識課程一定要修我們的通識課程，我們都必須要去閱讀科普的

書籍，所以有些人都被迫去寫。用各種方式！所以這個沒有人知道，這都放在我

們的網址上。...其實這個東西最大的一個使命感就是科普的傳達。」(A4-16-14)

（二）升學考試促使學生使用傳統科普媒體

科普專家表示台灣學生將科普視為應付考試的知識，對傳統科普媒體有興趣

是基於升學擁有優勢，而訂購科普雜誌與報紙、收看 discovery 等科普電視節目，

因而升學考試影響科普雜誌與報紙的銷售。

「現在坦白說，所有的東西現在科學人銷售不錯，坦白講這都跟升學有關。

家長訂科學人，不是希望我的小孩對科學有興趣，或者滿足他的好奇心，訂科學

人大部份都是增廣他的知識，讓他在考試或是甄試上面，會有些優勢。 」

(A3-06-14)

「坦白說，跟你去看 discovery，某種心態也是這個樣子，而不是抱著一種欣

賞，或是 enjoy 滿足自己內在的愉悅來做這些事情。所以這個是，某種程度來講

是我們的現況。」(A3-06-15)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感到興趣是因為和考試有關，也就是說考試啦！如果你

把考試這個東西拿掉，大概很多人就沒有興趣！所以考試這個噱頭，因為它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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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都是從考題裡面去分析嘛！對不對?所以還是離不開考試文化的陰

影！」(A4-13-38)

三、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科普的策略

（一）以文化發展角度結合多種媒體推廣科普

學習科技與科普專家表示可運用文化創意概念結合媒體推廣科普，首先政府

與學術機構環境建置，透過舉辦活動與競賽鼓勵年輕人參與設計，再結合媒體與

出版社，經由多種媒體傳播，將科普文化創意產品推廣出去，增加科普推廣的延

展性。

「我們把這些概念提出來，那這些政府機構、學術機構把這些環境給建置出

來，然後呢…接下來是用有能量的人，就像是妳們年輕人，有創意、很 kuso、會

搞怪，或是怎麼樣，他們都願意參與設計、參與競賽、參與創意的推廣、推動。」

(B1-05-29)

「透過這些機制，傳統的媒體不是說它完全失效，它可以發揮它最大的功效，

把它再做結合起來，把它結合起來，把這些活動或這些想法，或者這些產品能夠

把它推出去，我就覺得科普傳播，我認為應該要這樣做，也就是說整個活動應該

是這樣做。」(B1-05-30)

「當然這個東西慢慢出來的時候，就可以跟外面這些出版社就可以做一些結

合，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邀請一些我們認為是非常好的這種 writer，國際知名

的這種 writer，或者很暢銷的作家，像小川這種小說家也可以邀請他來等等等等，

那將來出來之後，這些人就變成很多出版社網羅的對象。」(A4-06-14)

科普專家認為科普可結合出版文化的發展趨勢以改善科普閱讀，此外，可運

用網站與平面媒體同時推廣科普，將網站中科普專欄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舉例

而言，「數學遇見文化」此本科普刊物即為專欄文章的集成作品。

「我覺得要從常經營啦！那既然現在科普是一個數學普及！科普我不敢說！

數學普及既然是方興未艾，那我們其實可以，結合這樣一個所謂文化發展，這種

出版發展的一個趨勢來做一些事情，來適當的引導這樣的一個力量，來改善我們

的閱讀啦！」(A4-05-12)

「如果現在他們現在固定再找某一個地方，固定在某一個地方在投稿對不

對？一方面讓這個網站會一種實質的一種收穫，也對這個社會有一個實質的一種

貢獻，至少這個看的人其實少也沒有什麼關係！如果這十二篇下來以後，這個網

站發現說，這個網站不錯，我們順便挑一下，順便調整一下，可以印成一本平面

印刷的書，我們找一家平面出版商把它印出來，以後好 look！我們有一本書叫做

當數學遇見文化，是一種科學刊物的專欄。專欄文章我把它說出來。」 (A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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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科普書籍的特性鼓勵大眾閱讀

科普專家表示科普書籍存在洞察力與擁有知識的趣味性，能促進大眾學習。

教師應帶領學生閱讀科普書籍，以增進學生對科普的興趣。

「有的說科普的書本身就是存在著洞察力！其實科普裡面基本上他們利用這

個知識，利用這麼面向來做連結！然後連結後他做這個分享。」(A4-09-17)

「另外，基本上科普書是屬於趣味這個面向，知識的趣味和這個有用！因為

這個有用所以我應該去接觸他！這東西這麼有用我竟然不知道！我一旦知道以

後，說不定以後利用它的有用，做進一步的聯想未來對我也有幫助。」(A4-09-18)

「我覺得科普的閱讀，都可以向這兩個面向切入！來帶領讀者，來帶領學生！

來進入這個科普文化裡面！」(A4-09-18)

（三）透過教育鼓勵大眾培養使用科普媒體的習慣

科普學者認為可透過家庭教育及早鼓勵大眾使用科普媒體，培養大眾遇到科

學問題會主動使用科普媒體尋求解答的習慣。除此之外，可經由學校教育鼓勵學

生使用科普媒體，培養學生閱讀科普刊物、收看科普電視節目，以促進接觸科普

媒體的意願。

「家庭教育應及早推動閱讀科普書籍或觀看影片，尤其遇到科學問題時更應

廣泛上網蒐集相關資料的習慣。」(A5-02-03)

「讓社會大眾和全體國民對科普都有興趣！當然從學校教育是最直接！一般

來講，學校應該要培養學生去閱讀科普的書啦！我是覺得…或者是說看網路上的

東西去查，節目可以多看一點 Discovery，像我就是有空沒空一閒下來就是幾乎會

去看 Discovery 的動物！或什麼的節目！ 」(A5-02-02)

四、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時遇到的困境

（一）各界對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認知與方式不正確

科普專家表示國家鼓勵從事科普媒體人員的方式不正確，國科會舉辦科普徵

文比賽獎勵制度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概念用錯，且經費補助的配置不適當，

科普文字撰寫者的酬勞偏低。此外，科普推廣單位對從事科普媒體人員的獎勵制

度不完善，舉辦科普寫作比賽，而寫作獎勵沒有真正鼓勵到科普作家。

「譬如說國科會前幾年有辦所謂的科普徵文比賽，而且獎金極端可怕的高，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一個概念用錯了。現在的這種獎勵的制度，或獎勵的辦法，

我覺得是用錯了地方，或者是用得不對。」(A1-05-13)

「文字書寫的這個，比如說這個企劃案一百萬的時候，至少要有兩成要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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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writer，要不然沒有人要做，你至少要給他二十萬，那另外你可以追加，我覺

得國科會這點做不到。它顯然不相信這些人，它不認為這些人 deserve 這樣的酬

勞，所以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問題。」(A4-22-64)

「這個科普的這個寫作，這個獎勵來講，目前所提供的這個獎喔！像一般的

文壇、一般的基金會、一般的所謂的報社在辦的文學獎一樣，可是這個是聯合報！

中國時報！還有其他基金會所辦的一些獎，那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的得獎者，有

些得獎者，獎金拿走之後，他就算了！換句話說，換句話說，這個獎完全沒有辦

法去鼓勵一個人繼續去寫作！可以怪說台灣沒有辦法去養出一個專業的職業的作

家也不見得。」(A4-10-23)

科普專家表示學術界普遍認為不需要科普翻譯，教師以資料庫引文為主要工

作，從事科普推廣的意願度不高，且國家鼓勵大學教授從事科普翻譯的方法用錯，

使大學教授有運用科普翻譯作品升等的錯誤認知。

「可是現在的學術界，普遍地認為，這是不需要的。這只是 copy。」(A1-06-18)

「鼓勵跟承認翻譯的價值不是用現在目前所使用的方法，大學教授不能用翻

譯作品升等。」(A1-06-15)

「我在學校號召全校，校長說請你們兩三個去，教育的去把那一些各科的教

授請過來，給一些經費讓他們好好來做，請研究生、助理幫忙來弄。你看，弄了

兩年多才六個案子出現，你可以看出那個願意，你嘴巴和他講講、談，他很願意，

一旦要做到的時候就變成一種事情，一件 projet 要做。喔不要不要不要，我今年

還有希望衝三篇、兩篇，我要維持至少我要兩篇，SCI 或是 SSCI。所以這樣子的

情況之下，要叫我們衝出很多什麼這一類的網站啦、書籍啦，其實滿難的。 」

(A5-10-25)

（二）科普媒體的內容正確性不佳

一般大眾獲取科學知識選擇的媒體以報紙為主，科普專家表示科普報紙錯誤

資訊的情形很多，由於科普報紙的記者素養不足，無法撰寫出專業報導。此外，

大眾媒體的新聞報導內容過於強調新聞性，鮮少求證事實真相，影響社會大眾迷

信與誤導。

「那一般大眾更不用講啦！對科學一知半解，最多是從報紙上看取，啊！藥

有什麼發明?有什麼藥出來了?有什麼東西?但常常那個是錯的。」(A2-03-02)

「報紙上很多東西都是錯的。資訊常常都是錯的！」(A2-03-03)

「我覺得應該要加強一下，尤其是科學精神來敘述新聞事件，我常常看到新

聞裡面、報紙裡面，故意去寫那種巧合，你有沒有發現，哪天有死人了就特別說

哪天會打雷了！有沒有?或者出現什麼狀況的時候，他前面有遇到什麼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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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少少是去故意增加他的新聞性而不去管事實，這種報紙其實包括新聞媒體也

一樣，其實這種蠻反智的。」(A5-02-06)

「記者知識不足多的是，像那個展望講完之後，記者會的報導常常都是錯，

內容都會有一些問題。所以我有認識的人去講，講完之後那個記者寫的稿子都不

太對，我們記者的專業素養，尤其科學的，還真的很差！」(C1-15-30)

「因為我們的記者，現在的記者都不用功，他都是去看人家的部落格，看人

家 Youtube 啦，看大陸的啦，然後直接翻譯過來的。」(C1-15-31)

「社會教育最大的還是媒體！當然大眾傳播也算是社會教育的一部份！我覺

得現在台灣的大眾傳播是報紙或是新聞，這種天天的及時新聞，我覺得蠻可怕的

一點是太多，那種以訛傳訛的穿鑿附會，或事故意傾向某一種政治立場，或是說

某一種宗教立場去不斷的重覆，這個很危險，台灣教育科學、台灣的科普是一種

蠻大的傷害。」(A5-02-04)

（三）台灣科普媒體被賦予教育民眾的使命

科普專家表示美國視將媒體推廣科普視為商業性媒介，舉例而言，科學美國

人雜誌將科學知識推廣當作一個商品，社會大眾對此有興趣便購買以滿足求知需

求，相較於美國，台灣科學較落後而加註負擔，台灣運用媒體推廣科普有教育民

眾的使命感與意圖，因此增加推廣的困難度。

「科學美國人，或者是發現探索頻道...坦白說它是一個商業社會的一個商業

性的媒介。它要賺錢...這是它的一個事業，虧太多就會關門...它心裡不會有負擔。」

(A3-03-05)

「...我想在台灣的情形又跟在國外的情形有非常大的差異。我們常常會把科

普加註了一些額外的 ...譬如說負擔 ...價值 ...等等 ...在國外沒有這個事情。」

(A3-03-04)

「在台灣，它則是有一種使命，這當然是因為在這個科學落後的地區，然後

這個...從五四以來，我們中國就是希望...這個引進科學當作救亡圖存的一種手段，

這個國家一種救亡圖存的手段，所以這些...這些就成為一種使命，或是一種負擔。

那所以說在談這些東西的時候，那很明顯的就是...多了很多都東西，就是多了很

多教育民眾的...意圖就在這邊。」(A3-03-06)

「我覺得科學美國人它這個公司沒有什麼抱著教育民眾的使命，它是把科學

知識的推廣當作一個商品，針對社會大眾...對一般大家...至少有一部份的人...對新

的科學發展，或對新的科學知識有興趣，...它是透過這個媒體來滿足這個需要 。」

(A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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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普創作環境不成熟，自創作品少

科普專家表示台灣科普刊物自創作品較少，且台灣科普自創的環境不成熟，

而以科普刊物以翻譯作品占多數，但礙於文化背景感受不深與翻譯效果不理想。

蘇麗英(2006)亦指出由於國內本土原創性的期刊與文章創作不足，因此目前國內

的科普出版以翻譯為主，故科普作品需自創，不能永遠跟在人家後面走。

「現在台灣自己創造的人口人數已經很少，是比較少的。」(A2-12-21)

「科普寫作過去曾經一段時間...當然那時候都以翻譯寫作為主，我就是說從

出版來說，曾經有一度...以比較熱烈...你看明顯這幾年，完全在走下坡，相關的...
翻譯的數目，翻譯的書籍越來越少！表示市場在走下坡，所以這個時候你說...你
應不應該翻譯， 我的直覺反應...我認為是應該！因為絕大多數的東西我們寫不出

來...我們沒有那個環境。」(A3-04-08)

「尤其翻譯的話，你想我們台灣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美國人有美國人的文化

背景。他們講的東西不一定跟你的，你的感受不會那麼深。」(A2-12-19)

「文化背景不一樣，只是把它翻譯過來，這個效果不是那麼好的。所以一定

要自己，自己創造。」(A2-12-20)

「別人做的東西，我們來用很好。像我們現在的電子業，不是外國人發明的

嗎？也很好啊。不是，但是就是說這個東西還是人家的東西，你還是要自己創造。

說來說去還是，不能就永遠跟著人家的後面走，懂嗎？一定要自己去創造。」

(A2-12-23)

五、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時需重視的課題

（一）運用媒體推廣科普需長期耕耘

科普專家認為運用媒體推廣科普需長期堅持，以科普刊物而言，科普刊物的

翻譯能讓人淺顯易懂與深入欣賞需要功力，因此科普刊物的寫作需長期磨練與長

年耕耘。

「每一個媒體都有他的特定與限制，運用媒體推廣科普本來就是要長期做

的。」(A1-03-02)

「這件事情應該是常業的、長年的做的。或是你堅持...更明確的講法。那就

是，這必須長期耕耘。」(A1-05-12)

「寫文章這件事情，其實是要長期的磨練的。寫文章是沒有天才的。 」

(A1-05-11)

「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研究，翻譯本身，就是一個研究。不管用一本英文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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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利的中文翻譯出來讓你能夠看懂，讓你能夠深入，讓你能夠欣賞。這是需要

功力的。」(A1-06-17)

（二）國家對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資源分配與成效需重視

科普專家表示國家需重視科普媒體推廣時的資源分配與花費，提供充足的資

源給有能力推廣科普的單位與人員，以鼓勵其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此外，需瞭

解各個媒體體系間資源分配順序的方式，以美國而言，是由市場決定傳播類型。

「國家應該花多少錢在這上面？資源應該怎麼樣的分配？誰都知道做一個好

的電視影片要花多少錢？那我們的錢是不是應該這樣的花？這本來就是一個問

題！」(A1-04-05)

「我是覺得你官方可以做的，就是充實資源，想辦法去把這些有能力推動科

普的這些人，這些老師把他找出來，然後給他資源，也就是給他好的資源。譬如

說高雄這邊有哪些人可以集合在一起，那教育部有多少人利用這個九年一貫的教

學輔導團，數學這邊其實很重視那個科普閱讀。 」(A4-12-34)

「我最近有幫忙審查一些，一些這種國科會所贊助的科普的節目。那個節目

很花錢，那個節目 40 分鐘沒有一百萬是做不起來的，一集喔！那一百萬裡面搞不

好還沒有包括寫劇本的錢，如果那個寫劇本的錢要算進去的話，那這樣還要更

多。 」(A4-21-62)

「這整個體系之間不同的部分，那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優先順序，...在台灣...
優先順序，很容易就談到資源分配，那這個其實...變得不健康。」(A3-05-09)

「以美國的情形，這是一個自由開放、競爭的環境，...這個你們沒有...預定的

誰應該存在...誰應該不存在，那市場在決定哪一個類型的傳播是可以存在的。」

(A3-05-10)

「我們國內付給寫劇本的人的錢其實酬勞偏低，其實大部分的錢都給硬體

的，做硬體的那些人。這個其實長久來講，非常不利，很多人不願意做。」(A4-21-63)

科普專家表示目前國家發行的科普刊物發行量與影響力低於民間，且運用科

普媒體激發一般大眾對科普有興趣必須花錢，因此，國家需客觀評估運用國家資

源推廣科普媒體的有效方式，去瞭解科普推廣單位運用國家資源推廣媒體的成

效，並探討有效利用資源推廣科普媒體的方式。

「2002 的科學發展月刊，有科學人月刊，有國家地理雜誌，到目前為止，科

學發展月刊最糟！發行量最低！影響力最小！所以我們應該檢討的是這個問題，

是這一類的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的資源，我們納稅人的錢，是不是應該用這種

方式來花？OK！對我而言，技術問題效益的評估，反而是簡單的問題。」(A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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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月刊是不是一份好的科普刊物，這是政府花了那麼多錢，一年花

了將近一千萬，那它就算不好也得好吧！可是這些錢是不是這樣花最有效的？或

這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花錢方式？都值得討論嘛！」(A1-04-06)

「現在報紙上國科會的專欄，是不是就是應該這樣去支持，所以我們說，當

一件事情賦予了一些這樣的使命的時候，常常就會扭曲了它正常應該走的這個，

應該做的方式，我覺得很簡單，因為主事者他認為需要，他就給錢就是了！那錢

投資在這上面是不是有效的，這個從來就沒有人討論過。」(A3-05-12)

「台灣的情形，你可以看到的情形是挖奪了很多資源...沒有去評估哪一個方

式有效嘛！浪費了許多資源。」(A3-05-11)

「...不是一廂情願的說我們要增加經費，我們應該要把這個經費投注在這裡

面。如果將經費投注在這裡面沒有收到效果的話，那這也是納稅人的錢！那我們

這個是 ...我沒有立場說，要求納稅人，無這個 ...無限制的去做這樣的事。」

(A3-08-18)

「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激發，一般人對科學冷漠不關心的，...每一個努力其實

都是要...花錢的，這裡面牽涉到的東西是...到底可以花多少錢?然後，花下去的錢

到底...有沒有效果？然後...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人...才能夠有效的...或許更有效的

去利用這些資源去做這些事情？」(A3-07-17)

（三）各界對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科普的期許

1.應承認科普翻譯的價值

科普專家表示台灣人口不多需依賴翻譯，而有科普學者認為翻譯國外名家的

書比自己創作有貢獻，因此國家需承認科普翻譯的價值。對學術界而言，普遍認

為科普翻譯僅為複製國外作品，且鼓勵翻譯的方法應再考量。

「台灣的人口只有那麼多，所以我們當然需要依賴翻譯嘛。」(A1-06-19)

「我心中的典範是美國的、英國的有名的人。我知道我寫不過他們啊，我知

道我比不上他們啊。我會認為，我把那一些，我欣賞的那些名家的書給翻譯出來

比我自己寫還要有貢獻。」(A1-06-20)

「我們必須要承認的是，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國，我們是......我們的人口不

多。所以......所以我們不可能什麼人才都有。因此政府要鼓勵翻譯，承認翻譯的價

值。」(A1-06-14)

「可是現在的學術界，普遍地認為，這是不需要的。這只是 copy。」(A1-06-18)

「鼓勵跟承認翻譯的價值不是用現在目前所使用的方法，大學教授不能用翻

譯作品升等。」(A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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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要用翻譯作品的話，你要......符合好幾個條件，才有可能在一些學校

裡面受到考慮。什麼條件呢？第一，這本被翻譯的書必須是經典；第二，你還必

須要做一篇研究論文來說明這一本書有多重要；那第三，你還要作註，表示你不

僅僅是翻譯，而做了研究。 」(A1-06-16)

2.應鼓勵教師從事科普創作

科普專家表示法國從事科普寫作的人員以大學教授為主，大學教授兼具教師

與科普人員的角色，科普專家認為應鼓勵教師從事科普寫作，透過教師科普刊物

的知識分享，能促進科普傳統媒體的推動，而國家需提供學校充足的科普資源，

運用獎勵的方式鼓勵教師參與科普寫作，以提高教師運用傳統的媒體推廣科普的

意願。

「人家法國人做普及這種東西就是從啟蒙運動開始到現在。我們有一個博士

生是法國來的，他對這個歷史當然了解。所以在法國做數學，寫科普的，製作科

普的這些人，都是大學教授。他們不會找一般人，出版社不會找一般人，這是法

國的特色，懂不懂？」(A4-20-58)

「國外也有很多那種很好的出版，就很好的大學，包括一些科普的作家，就

是說他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數學家，但他現在我們看到他的，我們多半會認為他是

科普作家。很多這種數學家，他們其實在那個大學裡面，他們所扮演，目前所扮

演的角色，跟科普有關，基本上就在做科普耶，他不是在做數學研究。」(A4-20-55)

「比如說，我認識一個叫史都華，有一本書叫「給青年數學家的信」。史都華，

那個人的科普寫好幾本了，那個人是皇家科學院院士耶，懂不懂？但他現在在，

他現在在那個大學，在英國第三好的數學系，第三好的叫 Warwick 那個大學裡面，

是一個數學系的教授。但他現在的位置，叫做 mathematical awareness，數學察覺

中心的主任。那這個中心主任，因為他跟我們數學教育無關嘛，所以我們當然知

道嘛。那這個中心主任在做什麼？第一個，做跨領域；第二個，我覺得是在做科

普。」(A4-20-56)

「鼓勵老師從事這個科普的閱讀心得的寫作，科普閱讀的寫作，這是很具體

的建議！」(A4-09-20)

「這個我們我們就培養作家來講好了！因為作家跟…如果作家多！每一個老

師都很希望寫一些科普和大家分享，那這個科普發展就會變得比較蓬勃發展一

點！」(A4-09-22)

「比如說教育部，老師做科展可以鼓勵老師寫那個，可以鼓勵老師寫科普創

作啊，懂不懂？然後，這個國家應該努力得去充實各中小學的這種科普圖書的資

源，努力充實啊，懂不懂？然後呢，能夠舉辦一些科普閱讀的活動。比較用獎勵

的方式去鼓勵很多的中小學的師生一起來參與這個閱讀嘛。這個是國家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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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A4-19-50)

「從中去挖掘一些科普的創作人才，科普閱讀的推動這個人才，然後再去，

大量的去充實這種圖書的資源...等。這個是教育部中小學這個層次可以做的。」

(A4-19-51)

「那在大學這個地方，我是覺得說，如果要我替師大講一句話的話，老實說

就是幫助師大，哈。就是成立一個全國的科普的資源的一個中心。科普資源中心，

懂不懂？那至少師大可以扮演這個角色。因為師大至少還擔負著部分的這種師資

培育的這種那個使命，對不對？他的任務。那如果說你在培養這些未來的老師的

過程之中，就能夠讓他充分地體會到說科普的閱讀，科普文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A4-19-52)

「不只是只有理學院的學生而已，甚至於文學院、教育學院，其他的學院等

等，也都應該一起來參與這樣的科普活動。那麼在大學校園，在這個教師培養的

過程裡面，如果我們的教師文化裡面，有多這樣一個面向的時候，我想將來這些

人都會變成科普閱讀，甚至整體閱讀、一般性閱讀的一種很重要的一個生力軍，

我覺得這是教育部應該做的事情。」(A4-20-53)

「跟教育部有關的就是大學教師評鑑，比較資深的這些老師，如果他對科普

有興趣的話，你應該想辦法去降服他，想辦法去降服他，懂不懂？就是讓他，讓

他自己選擇說，我覺得我教書為主，然後我要去做科普的東西。」(A4-20-54)

3.提升大眾使用科普媒體的興趣

科普專家表示科學較艱深難懂，且從一般圖書館借書情形，不到 10%的人會

借閱科學方面的書籍，顯示大眾鮮少借閱科普刊物。科普專家認為現今科技社會，

科普閱讀的重要性在於能瞭解現代科技的發展，應鼓勵大眾多閱讀科普書籍、收

看科普電視節目，以增廣見聞。針對提升大眾對科普閱讀有興趣的方式，有科普

專家認為科普閱讀離不開一般閱讀，可從一般閱讀培養大眾對科普知識的好奇，

或採取透過各式各樣的題材與媒介促進大眾對科普的興趣激發與科學精神的培

養。

「科學本來就很難懂，所以你看一般來說！從圖書館借來科學的書！可以看

到不到百分之十！ 而有 90%以上的人借人文小說類書籍。」(A5-09-23)

「那如果以現在這種科技的世紀來講的話，科普閱讀更重要！所以我們是透

過科普的閱讀，我們去跟整個現代科技的發展接軌！ 」(A4-04-09)

「多對科普的精神、科普的書籍多看一點，對大眾來說是…當然知識很重要！

像我們看珍古德…猩猩！什麼的…本來不懂的，懂了！對不對？看 Discovery 這

個影片增加很多見聞。」(A5-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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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社會大眾應該要多去願意讀書籍啦、網站啦、文章，這一類的新聞，

或者是影片，應該被鼓勵提高科普書籍、網站或文章的閱讀率。」(A5-10-24)

「怎麼在去...改進...怎麼去增加這個，大家對科學人的興趣，就變得...是一件

困難的事情...我自己越來越不知道有什麼更好的方式。」(A3-06-16)

「我想一方面是整體這個閱讀，整體閱讀文化的一個提升！我覺得你這個科

普閱讀還是離不開一般的閱讀！那我們可以發現說...一般的人，一般的人離開學

校以後不讀書！」(A4-03-06)

「那這種東西，基本上是從一般的閱讀可以培養的，對不對? 」(A4-04-08)

「我們經常是透過各式各樣的題材、各種媒介，那這樣的話，如果說有更多

人對這種東西有興趣的話，你整個文化當然不斷會提升嘛！要不然永遠...停留在

考試嘛！」(A4-04-11)

第三節 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現況分析

本研究首先依設置單位將科普網站區分為四類，分別是公家機關、學校、民

間機構與個人網站，接著透過內容分析來觀察各類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中的「版

面設計」、「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與「系統功能」的現況。其中，

各類均抽取其中瀏覽率較高且較為完善的網站進行分析，總計 120 個研究樣本。

內容分析表的登錄時間為 2009 年 8 月 5 日至 10 月 15 日，登錄完成所有樣本後即

分別加總各類目次數，進行統計分析。

一、 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

在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中，本研究將之分成「色彩組合一致性」、「依主題分

類」與「版面配置規格」。其中，在「色彩組合一致性」的部份可發現，有 70%
的科普網站會注意背景的色彩明暗搭配（各類採用比率的計算方式是將實際採用

網站數量，除以網站總數 n），民間機構的科普網站在色彩組合一致性上有較高的

呈現比率。「依主題分類」的類目觀察中發現，約有 69%的科普網站會依主題作

為劃分知識與呈現資訊的基本單位，藉此幫助學習者能更為輕易地找到想知曉的

知識內容（詳見表 4.1）。

各類科普網站在進行版面配置時，大部分主要以「固定上頁框，左巢狀頁框」

的規格為主（採用率為 55%）（詳見表 4.2）。Pearson & Schaik(2003)曾提出，導覽

列位於介面左上方能最快被發現。其次為「固定上頁框」（採用率為 13%）與「固

定上頁框，右巢狀頁框」（採用率為 10%）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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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類科普網站的色彩組合一致性與採主題分類次數分配表

公家

機關
學校

民間

機構

個人

網站
總計

採用

比率

色彩組合一致性 18 16 28 22 84 70%

依主題分類 19 20 20 24 83 69%

表 4.2 各類科普網站版面配置規格次數分配表

配置規格
公家

機關
學校

民間

機構

個人

網站
總計

採用

比率

固定上頁框 6 5 1 4 16 13%

固定上頁框，右巢狀頁框 0 4 4 4 12 10%

固定上頁框，固定下頁框 2 1 2 0 5 4%

固定上頁框，左巢狀頁框 15 17 16 18 66 55%

固定下頁框 0 0 3 1 5 3%

固定下頁框，右巢狀頁框 0 0 0 0 0 0%

固定下頁框，左巢狀頁框 0 0 0 0 0 0%

固定右頁框 0 0 1 1 2 2%

固定右頁框，上巢狀頁框 0 0 0 0 0 0%

固定右頁框，下巢狀頁框 1 0 0 0 1 1%

固定左頁框 1 1 1 1 4 3%

固定左頁框，上巢狀頁框 0 0 0 0 0 0%

固定左頁框，下巢狀頁框 1 0 0 0 1 1%

固定右頁框 0 0 0 0 0 0%

固定右頁框，上巢狀頁框 0 0 0 0 0 0%

垂直分割 1 0 0 0 1 1%

水平分割 0 0 0 0 0 0%

無統一規格 2 2 2 1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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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普網站的資訊設計

（一）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

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中，「資訊設計」大部分都會註明「維護及建置的單位

及人員」（採用率為 93%）。其次為「最新消息」（採用率為 77%），接著是「圖片

輔助說明」（採用率為 63%）、「影片輔助說明」（採用率為 60%）與「數據或統計

數字顯示資料」（採用率為 60%）。透過卡方檢定，可發現不同的資訊設計在公家

機關類的科普網站中的採用比率有顯著的差異存在（χ2=50.18, ***p<0.001）（詳

見表 4.3）。

表 4.3 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資訊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 28 93%

最新消息的提供 23 77%

圖片輔助說明 19 63%

影片輔助說明 18 60%

數據或統計數字顯示資料 18 60%

常問問題整理 17 57%

圖 / 文出處 16 53%

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 13 43%

相關網站之連結 11 37%

動畫輔助說明 11 37%

圖像化顯示資料 9 30%

聲音輔助說明 6 20%

商業性廣告 4 13%

將科學術語使用連結說明 2 7%

總計 195/420 46%

50.18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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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類的科普網站

在學校類的科普網站中，「資訊設計」大部分都會註明「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

人員」(採用率為 93%)。其次為「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採用率為 60%）

與「圖片輔助說明」（採用率為 60%）。透過卡方檢定，可發現不同的資訊設計在

學校類的科普網站中的採用比率有顯著差異（χ2=41.69, ***p<0.001）（詳見表

4.4）。

表 4.4 學校類的科普網站資訊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 28 93%

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 18 60%

圖片輔助說明 18 60%

相關網站之連結 16 53%

影片輔助說明 16 53%

圖 / 文出處 16 53%

最新消息 14 47%

數據或統計數字顯示資料 13 43%

聲音輔助說明 10 33%

動畫輔助說明 8 27%

將科學術語使用連結說明 7 23%

常問問題整理 7 23%

商業性廣告 6 20%

圖像化顯示資料 4 13%

總計 181/420 43%

41.69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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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

在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中，「資訊設計」大部分都會註明「維護及建置的單

位及人員」（採用率為 93%），其次為「最新消息」（採用率為 87%）、「圖片輔助

說明」（採用率為 83%）與「相關網站之連結」（採用率為 80%）。由表 4.5 中可發

現，民間機構的資訊設計在此四項的採用比率明顯高於其他項目。透過卡方檢定，

可發現其採用比率有顯著差異存在（χ2=74.58, ***p<0.001）。

表 4.5 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資訊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負責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 28 93%

最新消息 26 87%

圖片輔助說明 25 83%

相關網站之連結 24 80%

常問問題整理 15 50%

圖 / 文出處 13 43%

影片輔助說明 11 37%

聲音輔助說明 10 33%

商業性廣告 10 33%

數據或統計數字顯示資料 8 27%

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 6 20%

動畫輔助說明 5 17%

圖像化顯示資料 4 13%

將科學術語使用連結說明 3 10%

總計 188/420 45%

74.58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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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

在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中，「資訊設計」大部分都包含「相關網站之連結」

(採用率為 93%)與「圖片輔助說明」（採用率為 93%），其次為「維護及建置的單

位及人員」（採用率為 73%）與「圖 / 文出處」（採用率為 67%）的呈現。由表

4.6 中可發現，個人網站的資訊設計在此四項的採用比率明顯高於其他項目。透過

卡方檢定，可發現其採用比率有顯著差異存在（χ2=61.43, ***p<0.001）。

表 4.6 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資訊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相關網站之連結 28 93%

圖片輔助說明 28 93%

負責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 22 73%

標示圖 / 文出處 20 67%

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 16 53%

最新消息 14 47%

將科學術語使用連結說明 13 43%

影片輔助說明 12 40%

數據或統計數字顯示資料 12 40%

圖像化顯示資料 11 37%

動畫輔助說明 9 30%

商業性廣告 4 13%

常問問題整理 4 13%

聲音輔助說明 3 10%

總計 196/420 47%

61.43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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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類科普網站資訊設計比較

透過內容分析可知，四類的科普網站在其資訊設計上，較常呈現的是「負責

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此類目在公家機關、學校與民間機構類的資訊設計都

是呈現比率最高的，於個人網站中也有較高的比率出現。

再者，公家機關與民間機構的科普網站也會注重「最新消息」的呈現，

Huang(1998)即曾指出，訊息的範圍與更新除了有助於幫助使用者更快了解網站提

供的內容之外，更能提升使用率。學校則強調「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

此外，學校與個人網站也強調「相關網站之連結」，以降低訊息的複雜度，並輔助

使用者能進一步了解相關知識。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四種類型的科普網站的資訊設計採用比率，發現彼此之間

並未存在顯著差異（χ2=0.77, p=0.86）（見表 4.7），顯示各類科普網站所注重的

面向僅管有些微差異，然而整體而言，其注重資訊設計面向的比重差異並不甚大。

三、科普網站的感知設計

（一）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

由表 4.8 中可知，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在感知設計部分採用比率以「網站

導覽」與「選項清單」較高，均為 63%的採用率（如表 4.8 所示）。此外，透過卡

方檢定亦可發現其採用比率有顯著差異存在（χ2=19.59, **p<0.01）。

（二）學校類的科普網站

由表 4.9 可知，學校類的科普網站在感知設計部分採用比率以「選項清單」

較高（採用率為 73%），顯著高於其他感知設計項目（χ2=11.05, *p<0.05）。

（三）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

由表 4.10 可知，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在感知設計部分採用比率以「選項清

單」較高（採用率為 73%），顯著高於其他感知設計項目（χ2=14.59, **p<0.01）。

（四）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

由表 4.11 可知，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在感知設計部分同樣以「選項清單」

提供選取分項內容的採用比率較高（採用率為 87%），顯著高於其他感知設計項

目（χ2=21.85,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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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各類科普網站資訊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計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公家機關 195 46%

學校 181 43%

民間機構 188 45%

個人網站 196 47%

0.77 0.86

表4.8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感知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選項清單 19 63%

網站導覽 19 63%

下拉式選單 12 40%

圖像式 5 17%

時間軸 3 10%

總計 58/150 39%

19.59 0.01**

註：**p<0.01

表4.9學校類的科普網站感知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選項清單 22 73%

網站導覽 13 43%

圖像式 12 40%

下拉式選單 10 33%

時間軸 6 20%

總計 63/150 42%

11.05 0.05*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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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感知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選項清單 22 73%

網站導覽 14 47%

圖像式 8 27%

下拉式選單 7 23%

時間軸 7 23%

總計 58/150 39%

14.59 0.01**

註：**p<0.01

表4.11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感知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選項清單 26 87%

時間軸 14 47%

圖像式 14 47%

網站導覽 6 20%

下拉式選單 5 17%

總計 65/150 43%

21.85 0.001***

註：***p<0.001

（五）各類科普網站感知設計比較

透過內容分析可知，四類的科普網站在感知設計部分，主要以「選項清單」

提供選取分項內容方式為主。此外，公家機關類科普網站也會透過「網站導覽」

來呈現感知設計，藉此能讓使用者以較為流暢的方式瀏覽網站。由表 4.12 可知，

四種類型的科普網站在感知設計的功能上，所採用的功能比率很接近，彼此之間

並未存在顯著差異（χ2=0.62, p=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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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各類科普網站感知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計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公家機關 58 39%

學校 63 42%

民間機構 58 39%

個人網站 65 43%

0.62 0.89

四、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

（一）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

在公家機關類科普網站中，「互動設計」項目以「設置討論區」、「設置意見箱」

與「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的功能較常出現，採用比率均為 57%，儘管透過卡方

檢定具有顯著差異(χ2=19.24, *p<0.05)，然各項目間次數的差異並不甚大（詳見

表 4.13）。

（二）學校類的科普網站

在學校類科普網站中，「互動設計」項目中主要以「設置意見箱」的採用比率

較高（採用率為 70%），其次為「設置討論區」（採用率為 67%）與「點選時顏色

瞬間變化」（採用率為 60%）。學校類網站甚少採用「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

僅一個網站有此功能，所有學校類的科普網站都沒有「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的

互動設計，互動設計的各項目間有顯著差異存在（χ2=28.03, ***p<0.001）（詳見

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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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互動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設置討論區 17 57%

設置意見箱 17 57%

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 17 57%

提供使用者測驗 13 43%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11 37%

點選後介面產生變化 11 37%

點選後顏色瞬間變化 8 26%

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 4 13%

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 4 13%

總計 102/270 38%

19.24 0.05*

註：*p<0.05

表4.14學校類的科普網站互動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設置意見箱 21 70%

設置討論區 20 67%

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 18 60%

提供使用者測驗 14 47%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11 37%

點選後顏色瞬間變化 11 37%

點選後介面產生變化 5 17%

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 1 3%

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 0 0%

總計 101/270 37%

28.03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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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

在民間機構類科普網站中「互動設計」項目中主要以「設置意見箱」的採用

比率較高（採用率為 87%），其次為「設置討論區」（採用率為 50%）與「點選時

顏色瞬間變化」（採用率為 40%）。民間機構類網站甚少採用「點選錯誤時有錯誤

警告提示」與「點選後顏色瞬間變化」，所有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都沒有「點選

時大小瞬間變化」的互動設計，互動設計的各項目間有顯著差異存在（χ2=38.91,
***p<0.001）（詳見表 4.15）。

（四）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

在個人網站類科普網站中，「互動設計」項目中主要以「設置意見箱」的採用

比率較高 （採用率為 90%），其次為「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採用率為 70%）、

「設置討論區」（採用率為 60%）與「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採用率為 60%）。

個人網站類網站甚少採用「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與「點選後介面產生變化」，所

有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都沒有「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的互動設計，各

項目間有顯著差異存在（χ2=47.39, ***p<0.001）（詳見表 4.16）。

表4.15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互動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設置意見箱 26 87%

設置討論區 15 50%

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 12 40%

點選後介面產生變化 12 40%

提供使用者測驗 11 37%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9 30%

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 2 7%

點選後顏色瞬間變化 1 3%

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 0 0%

總計 88/270 33%

38.91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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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互動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設置意見箱以供使用者詢問 27 90%

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 21 70%

設置討論區以供使用者討論 18 60%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18 60%

點選後顏色瞬間變化 9 30%

提供使用者測驗的功能 8 27%

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 2 7%

點選後介面產生變化 1 3%

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 0 0%

總計 104/270 39%

47.39 0.001*

註：***p<0.001

（五）各類科普網站互動設計比較

透過內容分析可知，四類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均會設置「討論區」與「意見箱」

供使用者討論與詢問。此外，「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與「點選錯誤時有錯誤警

告提示」的功能較少出現於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上。由表4.17可知，四種類型的

科普網站在互動設計的功能上，所採用的功能比率很接近，彼此之間並未存在顯

著差異（χ2=1.61, p=0.66）。

表 4.17 各類科普網站互動設計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計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公家機關 102 38%

學校 101 37%

民間機構 88 33%

個人網站 104 39%

1.61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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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

（一）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

公家機關類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中，以「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的功能

採用的比率較高（採用率為97%），僅有一個網站未使用此功能。其次是「統計使

用人數」的功能（採用率為70%），此外，多數網站也具備「下載資料功能」、「文

字檢索功能」與「適用於不同的電腦系統或瀏覽器」的功能。透過卡方檢定亦可

知發現系統功能間的各構面存在顯著差異（χ2=81.82, ***p<0.001）（如表4.18

所示）。

表4.18公家機關類的科普網站系統功能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 29 97%

統計使用人數 21 70%

下載資料功能 19 63%

文字檢索功能 18 60%

適用於不同的電腦系統或瀏覽器 17 57%

會員制度 12 40%

需要下載工具 8 27%

轉寄好友 8 27%

網頁間連結出現錯誤訊息 7 23%

RSS 訂閱系統 6 20%

圖片檢索功能 4 13%

上傳資料功能 4 13%

影像檢索功能 2 6%

即時回覆功能 1 3%

總計 156/420 37%

81.82 0.001***

註：***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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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類的科普網站

學校類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中，以「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的功能採用

的比率較高（採用率為53%），「網頁間連結出現錯誤訊息」的功能次之（採用率

為50%）。透過卡方檢定亦發現，系統功能間的各構面存在顯著差異（χ2=81.82,

***p<0.001）（如表4.19所示）。

表4.19學校類的科普網站系統功能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 16 53%

網頁間連結出現錯誤訊息 15 50%

文字檢索功能 13 43%

適用於不同的電腦系統或瀏覽器 13 43%

下載資料功能 12 40%

統計使用人數 12 40%

會員制度 7 23%

需要下載工具 6 20%

RSS 訂閱系統 4 13%

圖片檢索功能 3 10%

上傳資料功能 3 10%

轉寄好友 2 7%

影像檢索功能 1 3%

即時回覆功能 0 0%

總計 107/420 25%

42.56 0.001***

註：***p<0.001

（三）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

民間機構類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中，所有網站均有「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

返」的功能 （採用率為100%），其餘的系統功能則明顯低於此功能的採用（χ

2=90.44, ***p<0.001）（如表4.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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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民間機構類的科普網站系統功能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 30 100%

會員制度 15 50%

文字檢索功能 13 43%

統計或計算使用人數 11 37%

RSS 訂閱系統 10 33%

轉寄好友 8 27%

下載資料功能 7 23%

網頁間連結出現錯誤訊息 6 20%

適用於不同的電腦系統或瀏覽器 5 17%

需要下載工具 2 7%

影像檢索功能 1 3%

圖片檢索功能 1 3%

上傳資料功能 1 3%

即時回覆功能 0 0%

總計 110/420 26%

90.44 0.001***

註：***p<0.001

（四）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

個人網站類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中，以「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的功能

採用的比率較高（採用率為90%），其餘的系統功能則明顯低於此功能的採用（χ

2=74.25, ***p<0.001）（如表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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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站系統功能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 計
(n=30)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 27 90%

統計使用人數 16 53%

文字檢索功能 13 43%

RSS 訂閱系統 11 37%

下載資料功能 10 33%

需要下載工具 5 17%

會員制度 5 17%

轉寄好友 4 13%

網頁間連結出現錯誤訊息 4 13%

適用於不同的電腦系統或瀏覽器 4 13%

影像檢索功能 1 3%

圖片檢索功能 1 3%

上傳資料功能 0 0%

即時回覆功能 0 0%

總計 101/420 24%

74.25 0.001***

註：***p<0.001

（五）各類科普網站的特殊功能

在特殊功能的部份，本研究透過開放式的方式來觀察各類科普網站的使用情

況。其中，公家機關、學校與民間機構以「訂閱電子報」的特殊功能較多，而個

人網站則以「加入我的最愛、書籤功能」的特殊功能較高（詳見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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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各類科普網站的特殊功能次數表

特殊功能 個數 採用比率

訂閱電子報 9 30%
無障礙空間 8 27%

公家機關

調查投票或勾選機制 6 20%
訂閱電子報 3 10%
線上學習平台 2 7%

學校

互動教學 2 7%
訂閱電子報 7 23%
電子式報章雜誌 3 10%

民間機構

線上諮詢系統 2 7%
加入我的最愛、書籤功能 10 33%
訂閱電子報 6 20%

個人網站

創用CC授權 4 13%

（六）各類科普網站的分眾導覽

在分眾導覽的部份，透過開放式的方式觀察出學校、民間機構與個人網站的

主要分眾為「學生」，公家機關則以「兒童」的分眾為主，整體而言，科普網站

有設計分眾導覽的網站較少（如4.23所示）。

表4.23 各類科普網站的分眾導覽次數表

分眾導覽 個數 採用比率

兒童 5 17%
銷售廠商 3 10%

公家機關

學生 3 10%
學生 12 40%
教師 7 23%

學校

家長 1 3%
學生 2 7%
教師 2 7%

民間機構

家長 2 7%
學生 6 20%
教師 3 10%

個人網站

兒童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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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類科普網站系統功能比較

透過內容分析結果可知，各類的科普網站在系統功能中採用比率最高的是「可

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幾乎所有公家機關、民間機構與個人網站類的科普網

站均有此功能，而學校類科普網站的「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功能雖然也是

該類採用比率最高的一項，然此類網站約有一半左右是無法往返首頁和次網頁

間。大部分科普網站相對較不注重「影像檢索功能」、「圖片檢索功能」、「上

傳資料功能」與「即時回覆功能」這幾項功能，甚至有些功能根本未曾出現在科

普網站中。此外，由表4.24可知，四種類型的科普網站在系統功能上，所採用的

功能比率以公家機關較高(χ2=16.18, ***p<0.001)，可見，公家機關的科普網站

相對其他類型的科普網站是較為重視系統上的相關功能。

表 4.24 各類科普網站系統功能次數分配表

項目 合計 採 用

比率
χ2 P 值

公家機關 156 37%

學校 107 25%

民間機構 110 26%

個人網站 101 24%

16.18 0.001***

註：***p<0.001

第四節 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本研究依整理文獻將理想的科普網站分為六個面向：版面設計、內容設計、

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以及系統功能，以下將逐一進行討論。

一、版面設計

（一）科普網站的版面應適當搭配色彩組合

網站的背景顏色會影響人體視覺的觀感，因此一個好的網站版面需要經過專

業人士設計，透過適當的色彩組合搭配達到吸引人的效果，避免因配置不當而影

響瀏覽者的視覺感受，以增長網站被瀏覽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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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好一段時間去設計那個顏色，所以看起來就是，一般人剛開始看可能

會覺得好像…背景比較暗、比較淡，比較不會像人家就有對比的、鮮明的！或者

怎樣子刺激發亮的那種東西，但是，你看久了你就…覺得眼睛比較不會疲勞。」

(C3-02-04)

（二）科普網站的版面應有固定格式

學習科技專家表示科普網站的版面應依循固定的格式規範，然後再做變化，

不建議中規中矩的呈現方式，且在單一頁面中不宜擺放太多資訊。有關版面的安

排，網站設計專家認為在網站設計的過程中應找目標對象作測試，再據以調整版

面配置。

「那個網站的型式其實真的還滿重要的，那我比較不會建議就是說，因為你

這個是一個科普是然後社會大眾，我比較不會建議那種比較中規中矩，就是好像

架設一個那個什麼國家政府的那樣子的一個網站，然後給你很多的資訊，因為類

似像這樣的網站一定有很多了！」(B4-01-03)

「在這種環境下，建議的如果是談到呈現媒體風格的設計的話，比如說你用

Xoops，或者是 Moodles，它理論上它都是有它的一個既定的 pattern，...就是它的

格式設置大致上是固定的，那你要去做變化當然是也可以...當然也是可以，可是

就是說，在它的規範之下去做變化、去做美工，或是做創意上的設計，那我想說

這個是...要依循它的一個規範去從事你媒介上的設計， 我先把我的想法提出

來！」(B1-03-10)

「介面設計也一樣，使用性也談每一個網站在設計的過程中，你應該找一些

核心的對象做測試，然後測試過介面甚至說按鈕擺左邊或擺右邊，你有沒有提供

這種交換的功能?就是說，有的人習慣他的按鈕在左邊，有的人習慣在右邊，右手

使用者和左手使用者的使用模式是差異很大的，而這樣的模式事實上是很專業

的。」(C4-04-19)

「一個畫面上，你呈現的訊息越多，那事實上它可能覺得負荷太大無法做選

擇，本來是單一線性的，反正它就是寫，每次就是呈現一個畫面，或者是一些不

必要的動畫要去掉，就是說全部都是在認知負荷中談。」(C4-08-38)

（三）科普網站的版面應以活潑方式呈現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學知識在一般大眾的認知裡較為枯燥，因此應該透過生

動有趣的版面吸引瀏覽者駐足，進而產生學習動機。

「我覺得科普版面要比較活潑一點，因為科學本來很多人就覺得不…比較枯

燥嘛！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去吸引，譬如說小朋友他會怎麼樣想去看」(C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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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設計

以下將就「影響網站內容設計的因素」與「網站內容設計的考量」兩部分來

做探討。

（一）影響網站內容設計的因素

此部分將從網站設計觀點、網站內容風格以及網站的功能來逐一說明。

1.網站設計觀點

網站的內容可依設計者與使用者分別不同的觀點來做設計，以下分別敘述之。

（1）以設計者的觀點切入

a.科普網站應以具實用性的內容為主

科普專家表示科普網站的內容設置應以實用性的優先，之後再從再推至理論。

「有實用性的優先，然後才去鑽到那個物理學、光學。前面一定是先應用那

一塊，當我聽到音響、音效的時候，我就會想到音波，那音波又回到理論的那一

塊去。先從應用再跑到理論，所以理論分類的時候，可以用物理，用那個建構的

方法，我們生活圈上的那幾個科學的分類，然後才去推到最後的那一堆理論的東

西。」(A5-04-37)

b.科普網站應具有學習概念

學習科技與網站設計專家均認為科普網站應加入學習的概念，除了具備明確

的教學與學習目標，還要能引導使用者進入學習情境。

「我覺得學習網站的本身，它一定要具備學習的功能，有的時候我覺得資訊

跟教學其實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一些網站的內容很多量的資訊在裡面，可是那個

資訊的本身並不見得完全能促成教學。」(B3-01-02)

「我當時我的網站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教學，然後我的研究、我有興趣的東

西，因為我這幾年常常去外面演講，去高中！國中！去別的學校演講，你講的都

是比較科普的東西嘛！那些東西其實就慢慢做…，我知道的東西、我關心的東西

就一直把它用上去。」(C1-03-08)

「然後有學習的，就是可以讓你去做學習的這個概念在。不然一般的網站，

你看說什麼 shopping 賣東西的網站，它沒有學到東西！ 」(C2-02-05)

「網站基本上面它的目標要明確，而且學習網站一定要有學習的功能，那這

個東西都一定要有很明確的學習目標跟教學目標，而不是只是一堆的資訊在裡

面。」 (B3-01-04)



69

「一般都在做測驗，而我們是把活動的東西，我們以實際情形去帶，讓他們

知道原來是這樣子，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生活上的物理有蠻多類似這樣的東西，

衣服夏天要怎麼穿?要散熱的！要像類似這樣的東西，最重要是從網友這邊的經驗

去引他進入那個情境。」 (C3-06-19)

c.科普網站應強調客觀陳述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的內容應強調客觀陳述，且通常在內容中都要有

參考依據。

「跟個人網站比較不一樣的就是，科普的網站或是教學網站它會比較強調一

種客觀的陳述。」(C4-02-06)

「知識型的或教學型的網站在介紹東西比較不會有主觀的陳述，事實上通常

會比較用客觀的方式比較兩個的優缺點，而且通常都會有依據。」(C4-02-07)

d.科普網站的內容主軸應先建立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視建置目的確定傳遞內容的主軸，採循序增加

的模式。

「科普的傳遞，應該是說，看你的構面，你想要達到什麼？你想要達到什麼？

達到的什麼目的？那個主軸要先定下來。」(B1-08-49)

「網站的內涵要慢慢增加，不必在一開始大規模建置。」(B1-04-19)

e.科普網站應整合並分享學習資源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有共通的語言與整合機制，讓設置的資源能分

享。而網站設計專家也認同應鼓勵更多的網站設計者主動分享他們的研究與資源。

「這是一個 Bottom Up，希望有，希望我們可以用到大家的共通語言，就像用

英文，然後大家都可以交談一樣。」(B3-08-47)

「那還有一個就是 Top Down，就是說有沒有一個 Power 的機制下來是我可以

把那個在各個網裡面的東西都收集起來，然後有系統地把它收集的。」(B3-08-48)

「聯合目錄，就是中研院他們要有個引擎，就是去抓一些各大的網站，然後

我以前在做數位典藏的教學網，我們也跟他合作。就是他要去做一些嚴謹的定義，

就是那個欄位啊、那個資料庫什麼，他要去抓這樣子。那我也期待類似像這樣子

的東西可以出現，那他出現的話，對我們說，對建置者來講，他就覺得說我的東

西是可以被分享出去的。」(B3-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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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去做一個 study，每個人去做一個 study 完後，每一個人都可以分

享你的，那這樣大家就可以去分享資源。」(C3-07-22)

「現在應該要去做的是去鼓勵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東西分享出來。」(C3-07-26)

f.科普網站需考量內容的智財權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雖然目前國內已有某種程度的智慧財產保護機制，但在網

站內容的安全管理上尚有改進空間。

「事實上大部分教育類，包括中小學老師，他們其實都是希望東西是給人家

用的。所以為什麼要有創見 CC？就是說，我分享出來，可是你也要保護我的智財

權。」(B3-08-44)

「創見 CC 是鼓勵分享且保護智財權的機制。」(B3-08-46)

「還要考量到的就是智財權。當你一切準備都不是很充足，你的資源也不夠

豐富，然後你 user 又可以在上面，或者你安全管理不是很好的時候，那你是一個

官方的網站，使用者又大量的把一些資料，或者說你認為不妥當的資料也放在網

站上，那國內這個觀念還有一段時間。」(B1-04-20)

（2）以使用者的觀點切入

a.科普網站應視主要呈現對象來設計內容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瀏覽者會主動過濾網站的訊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普內

容，因此網站內容要依主要對象來設計。學習科技專家也表示可先針對使用對象

分析，從科學的發展、課程的規劃等面向來設計科普網站。科普專家則認為要視

網站的使用對象來設定科普網站的內容分類。而各公私立科教機構建構的科普網

站內更應常有學習節目或網頁讓學習者瀏覽或探索。

「那不然就是說每次有人需要這個知識的時候才會來看。那等到過了一個階

段以後，不需要到這邊來他就會去別的地方了。」(C3-10-46)

「你每個人看到的是這個網的其中的一小部分，嗯！因為你們在搜尋網站都

知道，今天假設你研究單擺，你看到我裡面講到單擺，你可能看到他的網站也有

單擺，那你就會蒐集單擺有關係的知識去寫你的報告！那你只看到我單擺的部

分，你不會看到我講伽利略的部分或是什麼其他牛頓的部分，就不會去注意！所

以你一個網站到底對象是誰來看你真的不知道 。」(C1-03-07)

「所以當你身旁有人、事、物的時候，關心這個東西的時候，你就會過濾。

所以網站其實他是被動的。」(C1-13-24)



71

「你先分析好你的對象，你的對象是誰？他會怎麼樣去用這個網站?就是我們

所探討的科學的發展、課程的規劃，你可以去設計自己的網站。」(B1-06-41)

「各公私立科教機構建構的網站內更要常常有學習的節目或網頁讓學習者瀏

覽或探索。」(A5-02-19)

「那要看有沒有造成使用者找資料很麻煩，或者說你看他是從學習的立場還

是找資料的立場。如果從學習的話，學多少算多少，不會說要限定，或是面面要

俱到。」 (A5-04-38)

「如果你的角度是要讓中小學生自學或者是要去懂一些科學的概念的話，你

要反過來寫啦，就變成生活週遭的這種方式去分類。」(A5-05-40)

「要了解主要呈現的對象，老師的話，就是把素材提供給他。」(C3-06-17)

「你先分析好你的對象，你的對象是誰?他會怎麼樣去用這個網站？就是我們

所探討的科學的發展、課程的規劃，你可以去設計自己的網站。」(B1-06-41)

「一定是這樣特地找自己有興趣的東西，然後跟我同類的人物會去進來看我

的網站，就是這樣而已。」(C1-14-28)

b.科普網站需重視內容的引導性與趣味性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科普網站在內容上應能引導使用者進入情境，並搭配具趣

味性的設計達到讓使用者學習的目的。

「我覺得以越小的孩子，他越需要被引導。就是他不會自動自發，他要被引

導然後跟趣味混在一起。」(B3-04-29)

c.科普網站需強調傳達知識的角度

科普網站在介紹科學知識時應以接受者的角度來思考，採用較直觀且口語化

的方式，或是比喻的手法讓使用者更容易理解。

「我們主要使用類似的比喻讓人家來瞭解。」(C3-06-15)

「從你比較直觀的方式去理解說這些東西很重要，其實也不像你想像中那麼

難，那加速就是速度不斷增加，用比較口語的方式。」(C3-06-16)

「科普網站必須比較強調你既然要介紹一個概念，那你必須要考慮說你怎麼

樣把從傳播者的角度到接受者的角度，怎樣把這個知識傳達給他，這個會比較不

一樣的地方。」(C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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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科普網站需重視使用者的方便性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配合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學習科技專家認為科

普網站可為使用者設置相連的統一入口，避免資訊重複與搜尋時間的浪費。

「網站國際化不是把網站翻譯成另外一個母語的使用者，事實上是你的網站

設計能夠使你這個非你這個母語它可以使用的很方便，很容易理解你要講的內

容，所以它裡面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那它事實上有很多應該要注意的東西。」

(C4-04-18)

「假設那個資源網是可以網網相連，我有一個統一入口。或者是，我即使這

個入口可以到別的入口，所以就變成大家就不會一直在複製，就成同樣的。」

(B3-08-41)

2.科普網站應建立基本的內容風格並提供固定內容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網站內容與風格時有變化，而隨著內容的更新，網站發展

的類型與風格也會更動。但網站仍須建立基本的內容風格，提供固定的內容才能

吸引固定的或特定的瀏覽族群。

「而且你剛開始做的時候，你知道你的能力可以寫多少篇嗎？然後你寫一寫

的時候，可能你的風格也會改變，搞不好從今天開始就會寫科學小說，或者是從

以前都不寫科學小說，從現在開始寫科學小說。不可能自己事先歸類，可能自己

設定了到後來都還會改。」(C1-17-39)

「其實我覺得內容還是最重要，你的內容是什麼？譬如你是小說，那小說也

不可能什麼小說都有，有一些類的小說你可能不會去碰，你不可能所有類的小說

都會碰，所以你的部落格、你的格友都是跟你小說裡面，譬如你寫了一篇科幻小

說，搞不好就會有一些科幻的人跑進來，你寫了一篇數學小說，會有數學的人跑

進來，可是你都沒有物理小說，所以物理的人不見得會跑進來。」(C1-07-18)

「那你這個小說可能就會吸引到對小說有興趣的，對小說沒興趣的他可能就

不會進來，那你找到你的同好都是小說迷，像你做部落格就知道，部落格很多格

友都是，像我的部落格一定找到的人都是對教學有興趣、對物理有興趣的人就會

跑進來，那對這些沒興趣的人就不會跑進來，物以類聚，那我一定是抓住我想要

抓的族群。」(C1-06-17)

3.科普網站應輔助學校教學並提供科學報導與科普活動訊息

網站的其中一項功能便是輔助教學。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能夠提供學

生在課本以外的學習管道。此外，科普網站的主要功能是傳播知識與教育大眾，

因此應具備學習概念與功能。科普專家也表示科普網站應協助各級學校推動科普

觀念及知識，重要科普單位的網站也應提供淺顯的科學報導及科普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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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普物本來就是教普物的一些知識，然後除了教知識之外，你怎麼樣

讓他對這個課本知識之外的東西會有興趣，那網站其實滿重要就是有些東西我沒

辦法在課堂上講得很詳細、或是很清楚，可是我提到之後，網頁有你自己去念，

他就會去看，重點提一下，他們就會去看。」(C1-02-06)

「網站各個重要科普單位應作深入淺出的科學報導及各項活動的推出訊息。」

(A5-02-15)

「網站應協助各級學校推動科普觀念及知識。」(A5-02-16)

「科普網站它事實上最終核心的應該是以教育為價值，但是以傳播、知識跟

教育大眾為主要的功能。」(C4-04-17)

「然後有學習的，就是可以讓你去做學習的這個概念在。不然一般的網站，

你看說什麼 shopping 賣東西的網站，它沒有學到東西！ 」 (C2-02-05)

「我覺得學習網站的本身，它一定要具備學習的功能，有的時候我覺得資訊

跟教學其實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一些網站的內容很多量的資訊在裡面，可是那個

資訊的本身並不見得完全能促成教學」(B3-01-02)

（二）網站內容設計的考量

在進行網站的內容設計時，有些需要考量的要素。包括了網站內容的正確性、

網站的特色以及使用者的需求，以下將逐一說明。

1.科普網站應強調內容的正確性

科普網站與一般網站的不同之處在於科普網站的知識更強調正確性，因此可

讓一般大眾在網站上討論報導中的科普知識是否正確，讓一般大眾能具備基礎的

科學常識，對錯誤的訊息能有存疑並進一步去找答案。科普專家認為科普知識若

內容傳遞錯誤，誤導社會大眾的後果會比不知道還要嚴重。網站設計專家則認為

由於個人的科普網站內容多屬個人的資料整理，因此內容的正確性可憑藉不同知

識背景的瀏覽者提供意見來輔助修正。

「其實網站有很多東西它的知識不見得正確，我覺得技術人員本來就應該要

有這種想法，每一個知識本來在輸入也不見得都對，所以你本來就是要有存疑！

你要去 check...」(C1-04-11)

「給一般的網友的話，真的的網頁對象是這樣的話，那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東

西，我們就可以討論這些東西，譬如說很早期華航空難！那報紙的新聞，我們可

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哪些寫法是對的？哪些寫法是錯的？ 」(C3-06-18)

「弄錯比不講還要糟糕，誤導人家還糟。」(A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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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網站有一個跟科普網站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它可能是個人的一種整理

的資料，這些資料比較沒有像我們一般知識型的網站它們對知識內容的正確性會

要求比較嚴格。」(C4-01-04)

「個人網站，就算做的再好，它用的內容知識的正確性還是有待加強，那閱

讀者本身可以提供可能是一個專家啦！就是說，既然說它是一個大眾！包含了學

科各個領域的專家，它有可能是可以回報錯誤或這些可以做修正的，這個我把他

歸類到網站使用者平台。」(C4-06-27)

2.科普網站應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並強調生活化

每個科普網站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有單一的網站能囊跨所有的領域，應

表現出自己的特色。網站設計專家表示，由於科普網站設置的內容需具獨特性且

針對特定主題撰寫。學習科技專家認為國內的科普網站可與國際接軌，將台灣的

科學成就包裝成為特色。此外，專家也建議比較艱澀的主題可以遊戲方式讓社會

大眾接觸，或者在網站上解釋或模擬實驗時事議題，以發展出網站的特色。

「科普是很大的東西，推廣也是很大的東西。不可能把一個東西全部都對外

推廣，除非你像中國大陸一樣可以封鎖。今天你再怎麼做都只是推廣的部分，他

的網站搞這麼大，他也只是推廣。物理教學的其中一小部分，對不對？我做的也

是一小部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色，你不可能什麼都包...」(C1-14-17)

「剛開始像網站要怎麼放你也不知道，我跟你講，做多了你就知道，放這個

不好，放那個不對。你做過部落格就知道，你做一做之後，你的能力有了之後就

慢慢越搞越大，越有系統。一定是從做中學，它一定是累積，然後一定是越搞越

大。」(C1-17-40)

「物理示範教學教室就是針對一般大眾，然後傳達一些生活上的物理，讓他

們了解到說有些物理的知識跟生活很有關連，…有些問題可以從一般的邏輯角度

其實也可以去理解它，不是那麼的難，那當然有些很難的，那個是要當科學家才

需要知道的，但有些一般生活上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其實一般的人應該可以了解

的到」(C3-01-01)

「科普網站以我自己的看法它強調的是生活化，就是他討論的東西並不一定

是那麼的專業。」(C4-02-08)

「我覺得國內也可以建一個類似科普島台灣島，或怎麼樣這種方式。既可以

跟國際接軌，又可以把台灣的特色，偷偷地包裝進去。那也可以把台灣對於在科

學上的成就放進去，也可以把台灣在科學上的一種獨特的特色放進去。」(B1-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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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網站跟商業網站來比它事實上有這些特性，它是有普及性的。大眾化

是指說它本身的，不管是知識、編排、內容、使用的媒體應該都是越接近一般使

用者可以獲得的這種網站的性質。」(C4-03-16)

「前一陣子不是有那個電梯，中國醫學院，他不是電梯突然之間從幾樓這樣

掉下來，所以他們記者就針對這個，來說明說無重力，然後這個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還有包括現在暖化的現象啊，或者我們台灣的土石流，他都會針對即時有的

新聞裡頭的東西，然後直接做解釋。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科普的一個示範。」

(B4-04-14)

「我還是會建議就是說 game based learning，就是遊戲為基礎的學習方式來建

置像比較一般社會大眾來講覺得比較堅硬的這種主題、比較艱澀的主題這樣子。」

(B4-02-07)

「就是說重點不在於說你有很多東西，但都是別人看了好像別的地方也看

到，那我跑的時候反而是浪費我很多時間精力，我要的東西反而找了好久我才找

到，或真的沒找到就離開了。或者說我在這邊，這些東西在別的地方也看過，那

我以後就不會再來這裡了啊。」(C3-09-34)

「就是說把它寫得不要廣。除非說你的目的是讓人家當一個入口網站，那才

是一個廣而淺。但你如果說要有一個獨特的，自己特色的，應該就是針對一個主

題，對不對？」(C3-09-35)

「但是每個網頁就是說我把它，以我，或者說甚至另外一個東西其實也可以

寫，譬如我看了別人的網頁以後，我看了以後我有什麼觀點？就寫的是你本身的

想法，那樣的就會有引起共鳴的。」(C3-10-37)

「當然如果說你有比較，就是說上面有你獨特個人的想法、看法，這個就會

是一個重要的東西，不在於多，在於精。那你只要有幾個這樣的東西，幾個好的，

那人家就會慢慢過來。」(C3-10-38)

3.使用者的需求

此部分可從內容與功能兩方面來看，茲說明如下：

（1）科普網站應視目標對象來設計內容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任何一個網站的主要功能與目標、對象都要非常清楚，科

普學習網站的內容必須注重學習者的需求，並將科學知識轉換成一般社會大眾能

接受的普及化內容。而網站設計專家則表示科普網站強調生活化與應用，因此設

計網站前可先分析設定對象的需求再執行，並重視不同學習階段的知識連接，讓

瀏覽者依據網站的目標取向來尋找適合自己的科普網站，才能得到比較好的學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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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網站它都有要有一個目標取向，就這個網站，我想我們在看到很

多網站有各種各類型不同的，那我覺得它的這個網站它主要的功能、它的對象，

就是整個它的那個目標要清楚。」(B3-01-01)

「我寫普物這個東西，我是要寫給你看的阿。那你沒有一些物理的知識，或

一些見解。那你當然解答能力不好。所以你要看他設定網路的對象，如果你不是

看不懂，那很正常。」(C1-12-22)

「既然科普強調生活化跟應用，所以你的應用的部分，怎麼樣讓他學到的東

西不會只是一段一段一段的，當然也有可能一段學完他就離開了，然後下次又來

學校的單元，下一個單元，跟你上一個單元之間的關係，他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

道彼此之間的關係。」(C4-08-40)

「回到一個基本，我們做所有的學習網站，回過頭來，都要符合學習的需求。」

(B3-09-53)

「做的人要知道學習者的需求，那你也要有能力去支援它能夠存活下去。」

(B3-10-58)

「我覺得這是一個轉換的問題啦。就是說你怎麼把專業的知識轉為一般的社

會大眾可以接受的。」(B4-05-19)

「網站的設計必須分析你的需求對象。」(C4-05-25)

（2）科普網站應優先提供常用功能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網站應視使用者的需求來呈現他所需要的功能。除了一般

常用功能以外，進階的功能則視情況提供。此外，要選擇單一或入口網站的技術

平台也要看使用者的需求而定。科普專家則建議提供下載功能，讓有需要的使用

者獲得所需資訊。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就是把…把人家需要，就是你…你需要的對象他需要

的東西給它呈現出來就好，就是一般常用的，那特殊的就等當他要用的時候你跟

他講我有，或者說若沒有，那有可能提供的話那就隨時再改，那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反正就是有些功能就是老師他們提出來，然後我覺得很多人會有需要用，

那我們就會再隨時再去改那些功能這樣子。」(C3-05-14)

「他不是一個單一的，很有可能是入口網站，事實上它是一個技術平台的一

個選擇，要看你的需求。」(C4-07-33)

「針對老師學生可以用到的東西，去提供你要做 powerpoint，你要做什麼的

東西，那你就可以去抓，以一個網頁去做一個小主題，對不對？我現在去講，像

牡蠣是什麼東西？九孔…可以是一個小主題去做...」(A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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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設計

科普網站的資訊設計包括網站更新、常問問題整理、多媒體輔助說明、相關

網站連結。

（一）科普網站的資訊應具有即時性與豐富性

現今資訊流通迅速，因此網站上的資訊必須具有即時性與豐富性。學習科技

與網站設計專家都認為科普網站的有用性在於網站能即時更新，新知識出現的第

一時間便可傳達給使用者瀏覽。

「另外就是所以稱為網站，它的那個東西一定要豐富，而且一定要 update，

一本書出版之後要多少年才會增修，可是網站其實事實上，我們不敢講隨時隨地

啦！但是我覺得至少，當它有錯誤、或有新的東西，它的更新要…及時的，我覺

得它的有用性才會增加！ 」(B3-02-09)

「我會隨時 update 新的東西，譬如說網站上有很多 WiKi 只要打個 Keyword

就可以找到，所以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架設我網站的一個特色是隨時在更新的，

而不是只是一個月才更新一次，不是這麼長時間才更新，是隨時的。」(C2-01-03)

在內容呈現部分，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該針對網站的設置目的來更

新每個階段的內容，依科普知識階段分別更新資訊以吸引不同層級的瀏覽者。科

普專家則表示網站的資源要不斷地更新，讓有需要的使用者能持續使用。

「當然也是可以說，你永遠都是針對每個階段每次都是換不同的，就要看你

設計的東西，也有可能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要像這樣，有的人譬如說我的目的本來

就是要提供初學者要做某些東西，那我的網站設計就是這樣。那那樣也是一個方

式，就是說那樣我可能就專門訓練初學者，那也是你的一個特色。但是即使是這

樣的話，你也可以讓那些初學者把它，譬如說這個東西剛學的時候的心路歷程留

在那裡，那其實就能夠吸引人。」(C3-10-47)

「網站只要沒有材料那一切都是空的，資源很重要，那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

的放進去，希望將來說任何人如果他寫數學普及的東西，他需要參考哪些資料，

來這邊看就可以看得到。」(A4-17-47)

（二）科普網站應提供常問問題整理

科普網站的常問問題整理部分有兩類，一種是科普知識的常問問題；另一種

則是介面操作的常問問題。網站內容的常問問題是統整瀏覽者的疑問，隨後再解

答；介面操作的常問問題則是針對瀏覽者在使用網站功能所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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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怎麼設！你可以說你就出問題，要知道答案要按下去才有，也可以說

有問題沒有答案，有問題以後再連結或是怎麼樣。譬如天文年很多人會講說，到

底為什麼今年是天文年？到底跟什麼有關係？我會先把問題貼出來。那對這個問

題有興趣的人就會進來看，會往下看啦。那如果你一開始就講答案，從四百年前

就怎樣怎樣，那就看不下去了。那你要怎麼樣表達，其實還是跟你的經驗有關係，

對我來講是教學經驗。」(C1-18-41)

「科學園上面的話，每個網頁下面都有設計，當他們使用上有問題下面就有

設計一個他們就可以回，就問題的回報，就是關於系統問題的回報，對啊！那關

於使用的問題，每一頁的話我們都會有那一頁，到那一頁的時候你點上去，我們

上面就有一個…科學園每一頁上面都有一個說明書的那個圖案，點了就會有關於

那一頁的功能的相關說明在上面這樣子」(C3-03-07)

（三）科普網站應提供多媒體輔助說明

目前科普網站的知識分享以文字為主，再搭配圖片、動畫、影片及聲音輔助。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避免以純文字呈現科普知識，科普專家則認為每篇

文章的篇幅最好規劃在一百五十個字左右。幾乎所有的年齡層都喜歡看圖片與動

畫，因此呈現內容時可以多媒體呈現，藉以引發瀏覽者的興趣。此外，尚需考量

到多媒體個別的特性，根據要傳達的知識內容來選用。學習科技專家認為要將科

普的核心概念傳達的令人印象深刻需倚賴多媒體。

「我覺得如果要設計一個科普網站，我不要只是一大堆文字啊！所以我的特

色會放很多的…一些譬如說動畫，或者是簡圖去說明說，譬如說我 DNA 為什麼

會做成那個 MRA？它是怎麼做出來的?我是希望能夠用動畫的方式去呈現，成為

是它的特色。」(C2-01-02)

「我覺得不同年紀的人，每個年紀都喜歡看圖片和動畫。對~不會只是文

字！」(C2-04-11)

「我是希望她是有一些動畫、有一些圖片。不然那全部是文字敘述，說實在

我無法吸進去！」(C2-04-12)

「每一種媒體所考慮的東西不一樣，那我現在大部分都在教多媒體，所以我

就比較清楚說，這個你的知識的內容，牽涉到你選擇某一個媒體的表現的方法，

這是需要被考慮的，那這基本的形式。應該就是圖表跟影音。」(C4-07-34)

「媒體呈現的豐富性，豐富性我是指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種媒體可以選擇，就

是以呈現的方式可以選，文字、圖表、語音這三種，事實上統統都用。」(C4-11-48)

「把科普的核心概念表達的簡單且令人印象深刻是媒體設計人的工夫。」

(B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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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odcast 你可以錄製一段影片、影音！這些我覺得都可以用，或者是說你

可以做一些影片，當然不一定要放在 youtube，那可以有一些譬如說網站是影音伺

服器這樣的網站，然後可以透過手機啦！或者是 PDA 這些學習的東西去免費的發

送讓別人點閱等等，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比較積極一點的做法。」(B4-01-01)

「用一種吸引人的手法，就是說卡通動畫遊戲的方式，我會建議使用這種方

式，因為可以引起動機，之後再倒入這個比較深入…的這個內容的部分，會比較

好一點。」(B4-04-13)

「因為字不多，我們是限定在一百五十字左右..內，大概我都是限制在一百五

十字左右做一個單元的介紹的一個一個，等於說不到兩百那個為原則啦！所以他

們看起來很輕鬆。譬如說介紹綠蠵龜，我們就用這樣子把他講好，如果沒有辦法

把它講好，我就會用切割成兩三個，你懂我的意思嗎?所以我都以一百五十個字做

為我的單位。」(A5-08-17)

科普網站使用的多媒體主要有圖片、影片及動畫三類，以下逐一說明。

1.以圖片輔助使用者了解文字敘述

科普網站是以傳達知識為主，因此每張圖片的設置應有其必要性。科普專家

認為一篇文章的圖片數量以一至三張較合宜。

「很多網站當然會多加很多，以前早期的話都會加很多什麼圖片啦！或者什

麼東西，那我們是，除非那個圖片真的有意義，要不然我們不會放上去，當然現

在可能比較沒有差啦！但是早期其實網路比較慢，就是其實你放了那些圖片，剛

開始你為了要吸引人家去，那你可能會需要一些東西！剛開始弄一些什麼比較漂

亮，但是我們大概就是我們覺得你能夠用文字呈現的，那除非說那個圖片是它有

它的必要性，喔！就是它能夠帶給你更加了解，或是怎樣子，那其他的就沒有必

要其實我們就不會去放，放很多那種什麼跳來跳去的啊！或是閃的那種，對啊！

因為這邊我們基本目的不是說要…人家覺得說…看好看...主要是以知識的傳達為

主。 」(C3-03-05)

「幾乎都會。那你可以看到，最少有一張圖片在這，一到三，那我們也不希

望太多，就是一到三就是我們當時討論出來的結果。」(A5-08-18)

2.以影片分解步驟講解科普知識

科普網站可提供在科學實驗影片，分解步驟講解原理，讓瀏覽者能具體理解。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與文字敘述相比，影片更能引發使用者的興趣，進而從中學到

相關的科學知識。

「網站我們不要只是…在描述別人的東西，可以放一些做實驗的，那像錄影

帶之類，譬如說我帶學生做實驗，那每一步怎麼做怎麼做我就可以放上去，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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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文字！所以，一般的民眾就是可以看著網站上提供的資訊，就可以學到東西，

我覺得科普也可以傳達，其實很多東西都很簡單做！像抽我們身體裡面的基因

體，其實很簡單做，在家裡就可以做了！」 (C2-02-07)

「因為我們台灣的科普比較差的原因是，就是激不起興趣嘛。你沒有興趣就

不會去看。那你文字一堆在那邊，更沒興趣。所以，如果是影片的話你還會可能

就是想要去看下去以後你才會有相關的知識出現。」(C2-06-20)

3.以動畫引導使用者進入情境

科普網站可提供動畫呈現動態的結果，以引導使用者進入情境。網站設計專

家認為有些科普概念適合寫腳本製作動畫來表達，會比文字傳達的效果還好。

「物理示範教學教室就是我們上面有一些物理的示範實驗，然後有一些生活

上的物理，從生活上的角度去看一些，從…比如說穿衣服！或者顏色！光！就是

說從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去談一些物理的東西，對啊！主要就是這些東西。那另

外就是，上面很多的物理的動畫，然後讓他們可以去看這些動態的結果，主要就

是以這些為主。」 (C3-01-02)

「科普有些概念，其實我覺得你用動畫來表達，動畫是可以來製作的，完全

連同寫腳本來製作，所以動畫的表達會比你文字的表達更好。那這會變成需要。」

(C4-07-35)

「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去想，但一般人在想物理問題的時候，大部分比較

缺乏的是他沒有把這個問題想像出來，所以他沒有辦法去理解這樣的東西，我們

去引導這樣的一個情境，那你有這個情境之後你就比較能去想通，用你的邏輯去

想，那有些東西不太能夠用口語去表達上面的動畫，讓他們去瞭解這些東西去動

動動，就可以有這樣的結果。」 (C3-07-20)

（四）科普網站應提供相關網站連結

網站具有兩大特性，第一是廣、第二是超連結。網站連結不僅能提高網站的

能見度，也能增加網站內容的普及性與公開性。網站設計專家認為在科普網站設

置連結可使瀏覽者在學習某議題後，順帶連結至其他相關議題，進行更深、更廣

的學習。此外，瀏覽人數較低的網站也可透過在流量高的網站設置連結的方式寄

生。

「點過去它就會庫倫的東西都跑出來，看到富蘭克林點進去他看到哇！一大

堆一大堆，多少他們就會學到一些有的沒有的，那也許他點出去之後，他就會對…

反過來會對普物的學習更有興趣，那上課我有時候會講到 Tesla(特斯拉)跟愛迪生

兩個在那邊鬥來鬥去的時候，然後故意講到這邊，下面的內容就不講，自己去看！」

(C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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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你的連結很重要。其實我的網站內那個連來連去，有相關的我都

連來連去就推的到。然後呢？你的網站搞越大越能夠搜尋到。」(C1-11-20)

「網站因為它本來就是很開放性的東西，你本來就用連結去做的。你如果要

呈現一個網站的話，如果真的要建立一個，或許你要問的就是說，如果說你真的

要弄一個網站起來，不在於說你要有很多的東西。」(C3-09-32)

「其實你有一個好的內容人家就會連結過來，連結越多的時候網站就會起來

了。」(C3-10-39)

「我後來發現一個是專家選項，一個是網站連結，我已經把海洋資訊重要的

聯絡人都已經找到了！我準備把所有各縣市的海洋教育鏈，海洋教育中心的網站

通通連近來，去做一個台灣的，甚至於說，可能用一個台灣地圖去點，我準備去

畫一個台灣省圖，然後去按，點進去，大概是這樣。」(A5-07-15)

「提出一些概念譬如寄生，在一個網站旁做一個 LINK 這樣子連結。」

(C2-05-15)

「普及性是說每一個人可以獲得的這個部分，就是說你這裡面的資訊，或者

說你公佈、公開的這個鏈結，事實上應該是越普及越好。」(C4-03-15)

四、感知設計

科普網站的感知設計包括網站架構及選單，以網站瀏覽者使用方便為主。

（一）科普網站應提供清楚的網站架構及操作手冊

學習科技專家認為，優質網站的架構與分類應該要非常清楚，能夠引導使用

者回到學習目標與內容，操作指引也應明確，讓網站瀏覽者能夠獨立使用，不會

在網站路徑中迷失。網站設計專家表示網站應提供操作手冊引導使用者。

「我覺得有優質的網站，嗯！它的那個…那個架構、分類要非常清楚，我們

有看過有些網站，就是層層相連之後，就…難以…就是那個路徑，應該是說，基

本上網站本身是給大家自學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說，因為網站它的很多層次，

所以它的那個引導，或者是它有一個網站地圖要非常的清楚，不然很容易讓我們

會迷失在這個裡面。(B3-01-05)

「一個好的網站能夠引導我們回到那個學習內容跟目標，它的那個架構也一

定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應該是優良網站，應該會有這些的。」 (B3-01-06)

「這個網站本身它的指引，就是操作指引也要明確，因為基本上我覺得網站

本身是讓學生比較能夠自學的，所謂自學就是你可以獨立使用，不會有一個人在

旁邊告訴你，所以它裡面的指引要非常的清楚。」(B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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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盡量讓我的網站就是這一頁能夠回到前面一頁，或這頁能夠回到哪裡

去，就是我做的人我會讓它比較清楚，而不會走走就迷路！但是並不是說你進來

之前要先導覽。」(C1-04-13)

「我有一個想法是說，我們可以做一個像手冊一樣，就是它一步一步教你怎

麼做，我想看什麼訊息就可以連到哪裡，因為我有做過那種類似教學生怎麼操作。」

(C2-03-10)

網站設計專家則認為，網站的設計應以簡單為原則，避免結構複雜，以免降

低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網站設計一般…都是用那個 KISS 的那個原則不是嗎?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網站設計就是越簡單越好，就是這樣子而已，簡稱 KISS，這是一般很多

網頁設計的基本原則。」(C3-03-08)

「如果說你要讓人家覺得你很厲害，你就一次把你所有的功能都展現出來，

但是那樣的話，每個老師會看了就說：欸！喔！很好、很好、很好！那完了以後，

他就不會來用了，因為他要花很多時間去學那個。」 (C3-04-10)

「第二個是迷失的問題，你網站結構越複雜，介紹的知識越複雜，學習者很

可能就在這裡迷失掉了，這有點像妳們要提的平面上的設計，提供的資訊。」

(C4-08-39)

（二）科普網站應提供目錄清單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可利用選單隱藏進階的內容與功能，避免使用者

因一次接觸太多訊息而降低學習意願。而科普專家則認為科普網站應該提供目錄

清單，以便使用者瀏覽。從目錄、子目錄到次目錄，第四層開始為資料單位。

「系統功能多有它的好處你能夠吸引人家來。可是問題是系統功能越多的時

候，人家就看一看他就走了，因為…有太多東西他也要去學怎麼去用那個，那像

譬如說我們科學園，嗯！我們是盡量就是說，你不需要的你還沒用到的時候我們

就不讓它出現，…等到你需要用到那個東西的時候，才會有其他新的選單出現，

就是一開始，你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呈現出來。」 (C3-04-09)

「那我們海洋那個「海洋教育小百科」網站是以頁為單位，當然他也有目錄，

子目錄、次目錄再次目錄...那我們其實是希望不要超過三層，第四層開始就是資

料單位，我們大部分都是這樣設計的。過四層以後，使用者會比較難找，這個我

們那時候大家的約定是說，不要超過四層，就是進到我們那個主網頁以後，不要

超過四層才找到那個最後的那個資料，那大概是那個原則啦！」 (A5-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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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互動設計

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包括設置討論區、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提供使用者

測驗功能、設置意見箱、檢索的運用、使用者與設計者的互動及使用者與使用者

的互動。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需要互動，一種是透過訊息傳遞；另一種則

是透過媒體呈現，科普網站應比教學網站更著重互動。

「一個是可以用訊息傳遞的方式做互動，另一個它也是可以用媒體的方式！

媒體呈現的方式去做互動，這也可以！但是基本上科普網站會應該比較活潑一

點、比較強調互動一點，比教學網站應該要更多一點這個。」 (C4-03-12)

（一）科普網站應設置討論區並善加經營

為促進科普網站的互動性，科普網站需提供讓使用者貢獻內容的機會，並積

極給予回饋，此舉為邁向Web2.0的象徵。

「就是除了討論物理問題他們還會討論說怎麼去學物理的心得。把那種個人

的體驗分享出來，讓人家有機會再回饋回來，這個其實就是慢慢走向 Web 2.0 這

種，讓使用者能夠貢獻。」(C3-11-48)

「2.0 的網站就是說它希望是通透的，使用者並不是只是去看人家的資料，你

能夠深入的貢獻，你也能夠深入的貢獻。」(B1-03-13)

「就是說你除了讓人家看，也有提供讓人家能夠貢獻的機會。就是說一種的

話你就是讓人家就是只有看，那如果說就是有提供一些讓人家能夠有貢獻的地方

就比較能夠留住一些長久的人。」(C3-10-41)

科普網站中的討論區著重於使用者互相參與討論與貢獻內容，針對相同的興

趣或主題，經由使用者與使用者間的彼此交流擴大學習。

「這個社群的平台，指的就是剛剛我們所講的，有些事實上是需要加入討論

的，那事實上她不太強調你主持人講太多話，那反而是讓參與的人有去貢獻它，

然後那個結論事實上是由參與者討論出來的。」(C4-07-32)

在討論區的經營部分，科普學者表示需緊盯討論區的動態，避免色情與廣告

的不當介入。網站設計專家建議，網站設計者在科普網站中設置討論區需善加經

營，以促使更多使用者回應討論，使用者經由多次聚集討論形成社群後，需透過

持續運作以達永續經營的目標。

「我有曾經開放給大家討論，結果咧！我發現很慘，裡面很多色情、廣告什

麼通通都給我丟，我就被教官盯了好幾次說，你要天天看！而且甚至一大早第一

件事就要看，不然就是有好幾封是色情的、什麼東西都丟上去，弄得我很煩惱。」

(A5-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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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討論區，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是當你有心要建好討論區的時

候就是說你就要有人去經營。那你如果說沒有，因為現在要建好討論區很快，所

以很多網站也都建好了。可是你要 po 上去也沒有人回應也沒有人怎樣，過一陣子

人家就死掉。」(C3-10-42)

「建一個討論區，那就會有人。但就是在剛開始的時候，你自己建網站的人

就要去經營這個討論區。那等到人數夠了以後，我們現在的討論區大概，因為已

經有人習慣在這上面了，久了就會有那一群人，當它形成一個社群以後，它就會

一直維持在那裡了。」(C3-10-43)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要有一段時間，建網站的人就是要想說，我要提供這個

管道的時候我就要認真去經營，等到過了一定的人數以後就會穩定了。就是說有

這樣的東西這個網站才比較能持久。」(C3-10-45)

（二）科普網站要讓使用者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由於網頁中的知識有可重複修改的特性，對於教師而言，教師可善加運用網

站提供當下擁有的知識，透過意見分享促進互動。有的網站設計專家表示教師可

針對其擅長的科普領域提供問題，而使用者瀏覽後可針對擅長之處回答意見，經

由不同的意見分享，以增進互動討論。此外，可運用新媒體工具分享個人想法，

年輕人有使用部落格的習慣，可透過部落格與他人分享彼此的意見，進而得到他

人的回饋。學習科技專家認為科普網站可與報業合作，提供動態的多媒體內容讓

使用者在上面進行互動及討論。

「其實網頁的部分，他本來就可以改啊！那他一直改一直改就可以改得很好

啦！那其實我們有很多，其實有很多老師有些東西可能…還沒有 ready 他就比較

不好意思放在上面，去去去給人家分享這樣子，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特色的樣

子，那分享上去你有不好的人家就會跟你講，那只是我們這邊可能就是比較臉皮

薄，那也不好意思批評別人，那其實是反而沒有人去講這樣子。」(C3-08-27)

「你寫的應該是寫你本來擅於應用的。我就把這些應用拿出來，比如說我擅

於做這樣的事，我就專門去寫它。」(C3-09-30)

「有的人擅於發掘問題，譬如說現在有的人可能是一個老師還是怎樣，他就

覺得有一些可能可以探討的問題，他就把它寫在上面，但他也沒有寫解答。那他

就是覺得說，這個東西很好玩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就做這樣子的事情。那有

的人可能可能比較擅於回答問題，他就會幫你。」(C3-09-31)

「可是像這種東西你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人家有東西來你就要回應。我們剛

開始也是從幾篇幾篇，到現在久了就一直持續。」(C3-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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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跟你將來年輕一代會有跟你不同想法的，可能習慣部落格的方式，經

常會 open 出去，經常會去分享出去，等你分享出去後，等到回饋，你就可以知道

可獲得不一樣的想法，有得時候你跟別人講一些事情的時候，別人可能要點一下

才能夠分享，所以說透過這個分享，…都可以說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其實最後的

結果是比較好的！ 」(C3-08-28)

「看可不可以跟聯合報他們一起合作，來建置一個這樣的網站。那聯合報就

說，如果他有這個內容就是說相關訊息可以參考這個網站，他是比較平面靜態的，

那你就利用多媒體的方式在網站上面可以變成互動、動態的，甚至有些討論，我

覺得這個滿好的。」(B4-05-17)

（三）科普網站應提供使用者測驗練習與學習診斷的功能

網站的互動設計除一般使用者與教材的互動，亦包含更深層的診斷性回饋，

即學習診斷的智慧型機制，網站中提供的測驗與練習，給予使用者預測性的解析，

便於使用者瞭解學習成效。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學習網站在教學設計上可改變

教學型態，透過學習單收集使用者的回饋再分析，避免單純的講述。

「它設計的這個互動的功能，以範圍來講，應該不是只有這個使用者跟教材

本身的互動，那個互動其實還包括…互動又更深的，互動還包括說不是只有點跟

那個回饋，那個回饋是不是有深度的回饋，那個回饋只是說你做對了、做錯了，

還是那個回饋可以給你…有點診斷性的，就是說它的回饋可能給你一個測驗...然

後它知道你哪裡有迷失概念的，那我覺得那個比較是績效性的回饋，或者是可以

有延伸性的，而不是只是答對、答錯。」(B3-03-17)

「當然這個…目前來講，我覺得它後面的那個機制要非常的…就是它等於有

一點…預測性，就有點像…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有一種叫人工智慧型，或者

叫做智慧型的，就是它其實有點像是適性測驗....你在那邊點點…就像現在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要考托福！現在考托福就是有點適性的 。」(B3-03-20)

「活動設計指的是說，在我們教學設計上面，你要把你的教學型態做轉變，

你不能都只是單純的講述，甚至於必須有一些學習單，這些學習單就是要告訴他，

你可能要收集怎麼樣的東西，然後再回饋到這個網站，這個網站再根據你收集到

的東西來做一些分析。」(C4-08-41)

（四）科普網站應設置意見箱促進互動

科普網站中設置意見箱可做為人際互動的工具，使用者可透過E-mail信箱與

他人一對一溝通或表達意見，經由簡單的文字雙向交換訊息而產生回饋，因而促

進互動。在使用者想進一步學習時，也可利用E-mail與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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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複雜的…大概很難！就是隨時有人在那裡回答你問題，我覺得這個大概

比較難啦！就是用文字的問法這樣，就會有互動。 」(C3-02-09)

「那如果想要進一步去討論，那可以打電話聯絡…或者是用 e-mail 的方式來

詢問那位提供內容的老師，得到更多的資料，我想最基本的，我想是有了！ 」

(A5-03-13)

（五）科普網站應重視使用者與設計者的互動

科普學習網站的互動包含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學習者與教材；第二種是學習

者與教師；第三種則是學習者與學習者，前兩種都屬於使用者與設計者的互動。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視使用者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互動設計，並提供相關

參考連結與學習者進行互動。學習科技專家認為互動功能應囊括由淺至深的層

面，從低階的介面互動到高階的學習診斷，讓學習者透過診斷得到回饋，加強本

身不足之處。科普專家則認為提供瀏覽式的互動是網站標準的呈現方式。

「科普網站可以針對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互動設計，讓人可以選擇不同的使

用平台。」(C4-06-31)

「那另外對回饋的那個功能，不是只有上一頁、下一頁啊！有的人互動，就

覺得說我只要能夠按上一頁、下一頁，或是往前就叫互動，沒錯，這是我覺得是

最淺層的互動。」 (B3-03-18)

「學習診斷是學習網站的深層互動功能，讓學習者知道不足之處。」(B3-03-19)

「互動有低階的互動，就是它只是按鈕這樣子，那有高階的互動，高階的互

動是它有智慧型式可以做診斷，甚至可以問你一些東西的。」(B3-03-21)

「一個是互動功能由淺的到深的，那最淺的只是動來動去這樣子按鈕，那深

的是說那個本身它會不會診斷給你回饋、提升。」(B3-04-25)

「一塊就是我們一般在網站上可以瀏覽來瀏覽去，然後有一些互動，所謂的

瀏覽式的，讓人家互動，這是一般標準化的」(A5-03-11)

「這個科普網站的學習者怎麼樣讓他可以自身的互動，這沒有很多！包括這

個你要不要提供他摘要的功能？要不要提供他記事本的功能?要不要提供他自己

自己參考的鏈結?這種東西，他提醒他自己看到哪裡？或者他覺得哪個網站和他討

論的內容是接近的，那這種要他跟他自己互動。使用者和網站平台，就是說網站，

科普網站就是確實有互動，譬如說網站上的公告，這些互動其實是網站和使用者

之間的互動，譬如說，你的鏈結哪裡失效了?那你跟這些科…譬如說妳們看喔！我

們通常會有一些參考鏈結，網站…只要是知識傳播性的網站都會有參考鏈結，就

是說你可能會有一些相關的參考鏈結，你可以連結下去，那這些東西你可能…只

要是網站它都會有失效性的一天，沒有人保證它永遠存在。」(C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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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應該讓使用者能在網站內容中操作，藉由

與介面的互動讓其親身觀察過程的變化，而非直接告知結果。科普網站與教學網

站的差別在於教學網站是完整傳達知識給學習者，而科普網站中學習者則需要與

知識或設計者有互動。

「科普網站應該要強調一些動手做的，動手做不是說實際做，而是說他在網

站內容上要是可以讓使用者去操作，或者是觀察變化，而不是只是知識表達跟他

講結果是什麼，那這樣就會失去科普網站本身原來的那個意義。」(C4-02-10)

「教學網站有一些事實上是把一個知識很完整的傳達，但是科普網站需要的

是一些互動，就是你跟這些知識之間，或者是你跟一些教學活動設計者之間，它

應該要有一些互動，那這些互動可以用很多種模式。」(C4-03-11)

（六）科普網站應重視使用者與使用者的互動

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科普網站的使用者之間可透過學習社群的互動方式互相討

論，透過線上平台以小組為單位來共同學習。

「使用者和使用者之間的互動，譬如說這個變成社群之後，科普我們一起來

閱讀一本科普的偵探小說，科普的某一本書非常好大家一起來閱讀，那這種就需

要一種討論區的一種形式，那這種讓使用者加入變成一起學習的社群，通常會比

個人學習來得好，學習這些互動方式，這些是我說的第三個互動的考量。」

(C4-06-30)

「有的時候我們會有小組區，那也要看說你的工具，譬如說現在有部落格，

或者是Google Documents 可以共創的，像WiKi 那樣子，就是那個互動是小組的，

以前是一對一，我、你們兩個這樣，或你跟學生，可是我們現在可以變小組。」

(B3-04-24)

「網站的小工具可以讓使用者在網路上評論資源或共同學習。」(B1-03-15)

六、系統功能

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包括統計網站瀏覽人數、提供往返首頁功能、提供分眾

導覽功能、提供線上輔助工具以及檢索的運用。網站設計專家認為網站的技術很

多元，沒有標準規格，因此每個科普網站應找出自己的特色來設計系統功能。

「網站其實很多元，就好像說就算你們每一個都是奇摩，你們會不會做部落

格?部落格要不要統一?就像無名它雖然都設定好好的，但你還是有你自己的特

色，每個人的特色還是不一樣，它如果規定你太多，你就不跟它玩了！ 」(C1-04-10)

（一）科普網站應統計網站瀏覽人數

瀏覽人數是網站評鑑的明確指標。科普專家認為若想瞭解科普網站的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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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需透過個案討論的方式。訪談中發現公家機關科普網站瀏覽人數較少，科普

專家建議最好能結合流量高的網站，增加自身網站的曝光機會，吸引更多人點閱

網站。

「重要的是這個現在科普網站的點閱率是多少？」(A1-04-08)

「所以你針對具體的個案來討論才能夠了解問題！你問我沒有用的！我…想

現況當然是很悲慘！現況當然是很悲慘的！」(A1-04-09)

「老實講國科會提供大觀園的網站，很好！可是很明顯的，我相信你們都知

道，反正是公家機關搞的網站，那一定沒有人上。就算寬頻很寬也沒有人上啊！

你說怎麼辦？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我認為目前看起來最好的

辦法就是寄生。寄生，譬如說中時部落格啦！或是..凡是這種，對這種流量高的，

大型流量網站中的你們自己想…」(A1-04-10)

「我覺得最現實的就是瀏覽人數！」(B4-02-08)

（二）科普網站應讓使用者清楚自己所處的網站位置

網站設計者需考量網站的瀏覽動線，讓使用者清楚網站的選項分類，能於最

短的時間內找到需要的資訊，並且隨時知道自己所處的網站位置，避免網站迷失。

「就是你要很清楚說你就是分哪幾類，那每一類進去之後有哪一些，然後讓

他出來…網站的設計要讓他出來可以回到首頁、可以回到哪裡，這是設計網站的

人要做的。」(C1-05-14)

（三）科普網站應提供分眾導覽功能

科普網站重視科學概念的傳達，需視目標對象而給予適切的科普內容，藉以

滿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科普專家認為科普網站的設置需設定目標對象，一個科

普網站並非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網站設計與學習科技專家表示，分眾導覽除了

可採取針對不同年齡、不同知識背景的使用者之外，可依照文字表達的深淺程度

將科學內容分級，以階段性的方式來符合不同使用的需求。

「我覺得瀏覽，應該設定，就是換句話說你要有一個 target audience，就是所

謂的目標，目標閱聽人。你不可能說，不可能說像一般的綜藝節目，要給所有人

看。可是綜藝節目，像一般人，像我這種是，幾乎是不看的，幾乎是不看綜藝節

目的。所以，它也沒辦法滿足每一種人。」(A4-03-03)

「而且你要看它網路的對象是誰？不是每科普也要有對象，分給小一的，分

給國中生的，分給大學生的，分給一般老百姓的，所以做法會不大一樣。如果我

今天設計對象是小學生，可能會花俏一點，這個會動一下那個會動一下怎麼樣。

對不對？我今天的對象是大學生為主體的時候，就會有不同的方式。所以你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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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C1-12-23)

「科普網站就是比較著重就是我要傳達的是科學的概念，我怎麼樣把一些科

學從淺的文字一直拉…拉…拉到比較深的，所以也許我可以設計一個網站是分

Step -階段性的，而初級班的、中級，然後到更高級，類似這樣子。」(C2-02-04)

「它在文字的設計，或是在表達方面它應該淺顯易懂一點，那這原因就是比

如說我們…我們的對象不同應該使用不同的語言，那科普網站既然是以強調大眾

為主，那事實上就不能夠像我們…比如強調以研究生為主的教學網站，那可能一

開始就介紹，文字就會很深，那科普網站在這方面應該跟真正的教學網站之間還

是有一點區隔。」(C4-03-13)

「任何網站的經營都必須要這麼做，就是你不能假設你永遠看的都是同一個

年齡層的人，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怎麼在這個網站設計的針對不同的對象，提

供不同內容，這事實上是要注意的。」(C4-05-22)

「科普網站也是一樣，你怎麼在傳達當中，和網站去設計說，其他去回答一

些問題，然後他基本資料越明確，就應該提供他不同的東西，那或者直接從知識

結構上去區分說，進來的人如果是國小的，那你就在你的知識架構中篩選適合國

小的這個閱聽人，他所需要接受的內容，如果他是國中的或怎麼樣，不同的層級，

你適當的內容應該有一些區隔，這就是你的對象不同，你就該有一點內容的不同。」

(C4-05-23)

「就是說你應該適度地去切割說你的對象是哪些人，分群、分類、分對象來

建置會比較好，也比較不會失控，這個大概是我的一些建議。但是基本上這些東

西都是網站建置啦。」(C4-09-44)

「我覺得還是看你的對象。就是說…你這個網站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分級是

OK！畢竟使用者有些是蠻清楚的，我覺得你的知識結構這樣分是 OK 的。」

(B1-07-43)

（四）科普網站應提供線上輔助工具

針對教學性質的科普網站，可於網站中提供線上輔助工具，便於教師製作科

普教學素材，學生亦可透過線上輔助工具學習與上傳資料。整體而言，科普網站

提供線上輔助工具，具有簡化製作科普內容的優點。

「它…裡面的所有的工具設計幾乎都是針對科學教學在用，主要就是說，我

們不是另外用一個開課系統，但主要就是說，這些…別的開課系統…科學老師他

需要用的這些工具，一般的系統都沒有提供這些東西，所以我們主要是提供讓他

們比較方便，他在上面就…就可以使用，而且不只老師，學生也都可以用，所以

我們上面的話，就是他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只要瀏覽器打開，他就可以直接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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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練習也可以，不必要再重新…就是另外有其它工具畫再上傳，所以大概就是…

然後讓一些類似 Excel 的功能這些東西我們上面也都有，反正就是說，就同一個

介面然後就直接做這些東西 。」(C3-02-03)

「你就是說讓他…知道說他需要的，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你的 user 的，就是說

你的使用者的…需求，你到不同地方你要宣傳你的東西的時候，你就跟他…先了

解到說他們需要什麼，然後你就跟他講他們要的你這邊有，那就是這樣子啦！那

等到比較複雜的盡量避免不要一次都談，你要是跟他談完了，他就說:嗯！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然後完了以後他就想說，我還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學那個，他

大概就不會來用那個科學園像那種課程系統 。」(C3-04-11)

（五）科普網站應提供檢索的功能

科普網站應提供檢索的功能，並且應該建立一個整合的搜尋機制。學習科技

專家認為科普網站的內容設計者在建置時可先定義好共通的關鍵字，以利使用者

檢索。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網站很多，但是就是說可曝光，然後能夠接觸到能夠被

利用的覺得機會沒有那麼大。一方面是在於那個搜尋的機制，整合的機制沒有那

麼好，然後另外就是它怎麼跟我們現有的教學結合？」(B3-09-50)

「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就是你要怎麼分類？你怎麼下關鍵字？就像你去

Google，你去查的話，我覺得那個下關鍵字也是一個啊，你下的關鍵字越多，你

的範圍就越小嘛，對不對？那當然這個是說Google 能抓到的，那個搜尋引擎能抓

到的網資料比較多，那個等於它的機制啦！ 」(B3-08-49)

「先定義好共通的東西，搜尋時就會抓到」(B3-08-45)

「我覺得應該要做一個整合，就是網站本身，很多老師，其實有些網站你說

都是要給老師用、給學生用，可是通常可能找不到。就是你打一個Google，你知

道 Google，你打一個譬如說青蛙好了，我要學我要學，不然我要學一個日偏蝕好

了，那你會發現，下面出來十幾頁。那你要怎麼一頁頁去找，對不對？」(B3-08-40)

第五節 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

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經逐字稿分析後歸納為以下四個概念：異業或同業結

盟、以影片及擬真為主、與社會脈動相關、結合Web2.0要素並投資網站的多媒體

資源。

（一）異業或同業結盟

科普網站目前的發展狀況尚未成熟，因此學習科技專家認為未來科普網站可

透過異業結盟的方式，與業者合作以達到互利共生的結果。舉例來說國科會的計



91

畫網站可與參考書商互相連結，並由國家單位來制訂內容授權的談判機制。此外，

專家認為未來科普網站還可結合平面媒體，或是設置共同連結的科普入口網站來

提高一般科普網站的能見度。

「我覺得應該跟書商合作，就是你是不是有些單元你就直接就超連結到數位

典藏。那這中間可能包管了，我覺得有一些啦！就是說一個智財權的問題。就是

說這些網站是不是可以授權給書商？然後，就是這些東西，我覺得有一些談判的

機制，我覺得可能需要教育部或什麼來做這些的。」(B3-09-52)

「結合報紙增加其曝光率。」(B2-02-13)

「若有一個集合的大站可以共同連結就更好。」(B2-02-14)

（二）以影片及擬真為主

在科普網站的應用部分，科普網站未來的趨勢會完全以影片的內容呈現為

主。透過影片先引發瀏覽者的興趣，之後再配合網站連結進一步做學習。此外，

在網站中利用技術模擬出接近真實的狀況來傳達科普知識，也是未來的趨勢。

「科普網站未來的趨勢我覺得會比較，全部都是影片。」(C2-06-19)

「我認為科普，未來它呈現的內容大概就是越來越擬真，越接近真實的狀況。

怎麼在網站上模擬出來那個真實的狀況，當然是一個大趨勢。」(C4-12-55)

（三）與社會脈動相關

在科普網站的內容部分，學習科技專家表示未來科普網站的內容可與跟社會

脈動有關的社會主題與生活做結合，將科學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未來的科普的網站，是不是也可以朝著這個比較跟社會脈動有關的社會主

題，因為科學其實是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那你怎麼樣把它跟生活做結合，

我會希望是這個樣子。」(B4-05-19)

（四）結合 Web2.0 要素並投資網站的多媒體資源

整體來說，學習科技專家認為未來的科普網站應善用Web2.0的要素，在建置

網站時就考量到系統、環境、技術、架構、應用以及服務等面向。另外在科普學

習部分應多投資經費在網站的多媒體資源，尤其在比較困難的知識部分更應以多

媒體呈現。科普專家則建議學校及其他相關科普單位在未來應多架設科普網站，

以協助推動科普觀念及知識。由於網站沒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專家認為在未來

科普網站的影響效果將會勝過科普刊物。

「比較建議是...因為你單獨的從什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那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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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的概念來講，它就是一個單向式的，那我比較建議！就是...是不是考量所

謂相關的類似像 2.0 的要素，你網站的從系統的環境到它的技術，到它的架構，

到它的應用，到它的服務，這一連串，要把它考量進去。」(B1-03-16)

「假設我覺得一個網站經營，對這種科技化的都要花大錢的，那同樣花大錢

的東西，你應該是錢要投在那種最困難、最難學的、不好的。」(B3-05-31)

「看一本書和我在網站上，其實我的功能差不多。反而我覺得我們應該用多

媒體來啟發我對什麼叫白努力定律，那個東西我就不會阿。所以我要個多媒體或

是有些資源來，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再多投資在那個上面。」(B3-06-33)

「打破時間及空間限制的網站將會在未來成為推廣科普的利器。」(A5-10-27)

「網站的資料如果不要韌性太過度，用在科普方面其實是滿好的資料庫。未

來的發展，網站會越來越持重。網站的影響在未來甚至會比科學人月刊的效果來

得更好。」(A5-10-28)

「學校協助推動科普觀念及知識。」(A5-02-09)

「台灣其實也沒有針對科普的網站，那個物理協會有、數學學會有推薦那個

一百本的科普的書，那其實也很少有人去做推廣的工作！所以這一塊還蠻有發揮

的餘地！」(A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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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架構，將研究結果彙整成研究結論。其次再依此提

出建議，以供科普網站設計者與科普推廣相關單位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首先以內容分析的方式觀察120個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情況，並以深度

訪談法了解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以及科普網站

的未來發展。茲將本研究結論分述如下：

一、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
本節根據訪談結果歸納結論，先針對科普網站的建置、使用情形、推廣策略

以及推廣困境加以探討，其次，再針對運用傳統媒體推廣科普的考量、使用現況、

推廣策略、推廣時遇到的困境以及推廣時需重視的課題，逐一探討。

（一）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現況

1.科普網站建置的經費使用與經營對象影響網站呈現

運用網站推廣科普需考量經費的使用，經費會影響網站的瀏覽人數、會員使

用習慣，以及網站的呈現方式，因此網站要長久需備有持續的經費來源，以永續

經營。此外，科普網站建置單位應視網站的經營對象給予使用者可瀏覽的網站內

容與功能。

2.科普網站使用者的回饋少，使用者的認知會影響科普網站推廣

由於國人討論的習慣不盛，使用者於科普網站中的鮮少給予回饋。此外，使

用者普遍認為科普網站的資源應為免費，而不願花錢，且對網站的相關概念不足

因而影響使用習慣，顯示使用者的認知會影響科普網站的推廣。

3.將實體活動數位化，並運用整合行銷手法以促進科普網站推廣

科普推廣機構與相關單位可將展覽、教學成果等學習資源數位化為淺顯易懂

的網站內容。推廣科普網站可運用置入性行銷手法與多元行銷利器宣傳網站，或

運用易記的網站名稱打響網站名號，以及透過比賽活動活絡網站，以增進科普網

站的能見度。

4.提供免費且開放的資源環境，並結合新科技促進科普網站推廣

網站環境可採取開放式、免費資源，並可結合運用社群媒體如:Facebook或

Twitter，以及行動科技以吸引更多社會大眾接觸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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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難以引起大眾瀏覽動機、經費不足為科普網站推廣的困境

相較於其他知識，科學艱澀的專業術語、複雜概念，讓社會大眾產生距離，

因而一般大眾較不會主動接觸科學，較難引起大眾瀏覽科普網站的動機。礙於經

費不足，現今的科普網站影像功能較少，政府的經費協助無法持續也顯示經費的

限制影響科普網站的推廣。

6.跨領域整合性不足，網站經營團隊組成不易為科普網站推廣的困境

科普網站中鮮少結合媒體科技呈現科普內容，媒體科技與科普知識的整合性

不足，將會限制科普網站的傳播範圍。此外，目前的科普網站經營團隊以學科知

識專家為主，較缺乏媒體科技與教學設計專家，而科普網站中多媒體與教材設計

的元素不足，會影響網站的設計與使用性。

（二）運用傳統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

1.需考量媒體特性決定推廣的科普媒體

每種媒體的特性不同，因此運用媒體推廣科普沒有所謂最有效的媒體，需視

其媒體特性找尋適合推廣科普的媒體。此外，科普推廣單位可運用各種媒介與題

材傳達科普知識，教師可鼓勵學生運用多元媒體型態製作科普內容，以增加學生

對科普的興趣。

2.善用寫作技巧與書寫型式推廣科普內容

以科普平面媒體而言，可善用一般大眾易懂的文章描述呈現科普知識，且能

引導大眾進一步思考，並搭配彩色照片與文學比喻，葉李華(2002)亦曾指出科普

刊物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以文學面向，運用圖文並茂、深入淺出地傳播科普。此外，

可採取有趣、創新手法，以及不同的切入點，以增加科普題材的豐富性。然而，

還可運用漫畫、小說的書寫型式發行科普刊物，以幫助學習者容易理解科普內容。

3.教師運用科普刊物輔助教學促進科普傳統媒體的推廣

現今許多教師基於傳達科普知識，課堂中會運用科普刊物輔助教學，引導學

生學習科普知識，以啟發學生對科學的思考；而大學教授更於通識課程中規定學

生閱讀科普書籍，並培養學生使閱讀科普平面媒體的習慣，以促使學生對科普知

識有基本的興趣與理解，顯示教師運用科普刊物輔助教學能促進科普傳統媒體的

推廣。

4.升學考試間接影響傳統科普媒體的推廣

台灣學生將科普知識視為應付考試的工具，使用傳統科普媒體，如訂購科普

雜誌與報紙、收看科普電視節目的目的為使升學擁有優勢，而升學考試間接影響

科普雜誌與報紙的銷售，以及科普傳統媒體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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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以文化發展角度結合多種媒體推廣科普

可運用文化創意概念結合媒體推廣科普，透過競賽或活動鼓勵大眾創作科普

內容，再結合出版社與傳統媒體推廣科普文化創意產品。此外，可結合出版文化

的發展趨勢改善科普閱讀，亦可同時結合網站與平面媒體推廣科普，將網站中的

科普專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以提升科普媒體推廣的延展性。

6.運用媒體特性鼓勵大眾培養使用科普媒體的習慣

以科普平面媒體而言，科普刊物存在洞察力與知識的趣味性，可激發大眾學

習，應鼓勵大眾科普閱讀。可透過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培養大眾主動使用科普媒

體尋求解答的習慣，亦可經由教師帶領學生閱讀科普刊物，以促進大眾接觸科普

媒體的機會。

7.科普媒體內容正確性不足與科普自創環境不成熟為傳統科普媒體推廣的困境

報紙為大眾獲取科學知識的主要媒體，由於科普報紙記者素養不足，報紙錯

誤資訊很多，且鮮少求證事實真相，以致社會大眾常被誤導。台灣科普刊物因科

普自創環境不成熟，中文原創作品較少，而以翻譯作品為主，科普翻譯作品礙於

文化背景感受不深與翻譯效果不理想，因此需自創科普作品。

8.國家對媒體推廣科普的資源分配與成效需重視

國家需瞭解各個媒體體系間資源分配順序的方式，以提供充足的資源給有能

力推廣科普的單位或人員。目前國家發行的科普刊物發行量低於民間，又運用科

普媒體激發大眾對科普有興趣必須花錢，因此國家需客觀評估運用國家資源推廣

的有效方式，並探討有效運用國家資源推廣科普媒體的方式。

9.國家需承認科普翻譯的價值，並鼓勵教師從事科普寫作

台灣人口不多因此需依賴翻譯，又有科普學者認為翻譯國外名家的書比自己

創作有貢獻，因此國家需承認科普翻譯的價值，然而，國家鼓勵科普翻譯的方法

為用錯，讓大學教授採用科普翻譯作品升等。國外從事科普寫作的人員以大學教

授為主，大學教授兼具教師與科普工作者的角色，台灣應鼓勵教師從事科普寫作，

透過教師的科普刊物知識分享，促進大眾使用科普媒體，而國家可運用獎勵制度

鼓勵教師參與科普創作，以提高教師運用科普媒體的意願。

二、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

本研究首先依設置單位將科普網站區分為四類，分別是公家機關、學校、民

間機構與個人網站，接著透過內容分析觀察現有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中的「版面

設計」、「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與「系統功能」，其次再

彙整訪談資料歸納出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與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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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有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1.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以「色彩組合一致性」採用比例最高

在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中，「色彩組合一致性」的採用比率最高，占70%。其

中又以民間機構的呈現比率較高，顯示各類單位在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上仍有許

多進步空間。在版面配置部分，四大類網站以「固定上頁框，左巢狀頁框」的採

用比率最高。

2.科普網站的資訊設計以「負責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採用比例最高

科普網站在資訊設計上，採用比率最高的為「負責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

員」。在「相關網站之連結」方面，個人網站採用比例最高，公家機關最低。此

外，公家機關與民間機構的科普網站較注重「最新消息」的呈現。而在「提供多

媒體輔助說明」方面，科普網站最常使用「圖片」，顯示科普網站的內容呈現以

圖、文為主，其他多媒體的運用仍待加強。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採用「單篇

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三類科普網站，顯示學校的科普

網站較重視教學，會安排補充文章的連結讓使用者進一步去探索相關知識。

3.科普網站的感知設計以「選項清單」採用比例最高

在感知設計部分，科普網站「選項清單」，採用比率皆超過半數以上，其中

又以個人網站的比例較高。此外，「下拉式選單」的採用比例均偏低，其中又以

民間機構科普網站與個人科普網站較低。此外，個人網站對「網站導覽」的採用

比例遠低於其他三類，尚須改進。

4.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以「設置討論區」與「設置意見箱」採用比例最高

在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中，「設置討論區」與「設置意見箱」的採用比率最

高，採用率皆超過半數以上。研究結果顯示「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與「點選錯

誤時有錯誤警告提示」的功能較少出現於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Wickens(1984)認

為可透過適宜的強化視覺效果，如色彩、明暗、閃爍效果等區別選項連結與關鍵

資訊，增加與使用者的互動。而在「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方面，個人網站的

採用比例最高，民間機構最低。在「提供使用者測驗功能」方面，學校的採用比

例最高，個人網站的採用比例最低。

5.科普網站的系統功能以「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採用比例最高

科普網站在系統功能中採用比率最高的是「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幾

乎所有的科普網站均有此功能，而學校類科普網站的「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

功能雖然也是該類採用比率最高的一項，但僅約一半左右學校網站有此項功能。

在「統計網站瀏覽人數」方面，公家機關的採用比例最高，民間機構最低。此外，

科普網站在分眾導覽的採用比例均偏低，本研究發現學校、民間機構與個人網站

的主要分眾均為「學生」，公家機關則以「兒童」的分眾為主。目前有分眾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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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數量較少，有待加強。

6.各類科普網站的特殊功能以「訂閱電子報」採用比例最高

科普網站在特殊功能中採用比例最高的「訂閱電子報」。本研究發現各類科

普網站中，在公家機關、學校與民間機構部份以「訂閱電子報」的特殊功能較多，

而個人網站則以「加入我的最愛、書籤功能」的特殊功能為高。此外，各類科普

網站中僅有個人網站較常採用保障智財權的機制「創見CC」，其他三類網站均較

少採用。

（二）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1.版面設計要活潑、色彩組合適宜，依循固定格式設計

網站的背景顏色會影響視覺觀感，因此網站版面要透過適當的色彩組合搭

配，以增長網站被瀏覽的時間。此外，版面設計應該以活潑為主，並依循固定的

格式規範下再去做變化，且在單一頁面中不建議擺放太多資訊。在網站設計的過

程中可找核心對象接受使用性的測試，再根據對象的使用狀況來調整版面配置。

2.資訊設計應重視網站連結與更新，並結合多媒體輔助

理想的科普網站應重視連結，不僅能提高網站的能見度，也可使瀏覽者進行

更深或更廣的學習。此外，應隨時更新資訊讓有需要的使用者能持續使用。在多

媒體使用方面，理想的科普網站應根據要傳達的科學知識來選用不同的多媒體進

行輔助，以引發瀏覽者的興趣。

3.感知設計應有明確的網站架構與目錄清單

理想的科普網站應提供目錄清單讓使用者瀏覽。從目錄、子目錄到次目錄，

以不超過三層為原則。選項太多時，可設置「下拉式選單」隱藏進階的內容與功

能，避免使用者因一次接觸太多訊息而降低學習意願。此外，理想的科普網站應

有清楚的架構及分類，並提供操作手冊引導使用者回到學習目標與內容，不致讓

其迷失在網站路徑中。

4.互動設計應善加經營討論區並提供使用者測驗與共同學習的平台

目前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是以人際互動為主，在人機互動的表現較少。科普

網站應能讓使用者進行互動討論，或運用新媒體工具如部落格來分享個人想法。

理想的科普網站也應包含學習診斷的智慧型機制。在網站中提供測驗與練習、預

測性的解析與分析，以便學習者瞭解自己的學習成效。在教學的互動設計上可改

變教學型態，透過學習單收集使用者的回饋再分析，避免單純的講述。此外，科

普網站應讓使用者能在網站內容中操作，藉由與介面的互動親身觀察過程變化，

而非直接告知結果。使用者之間可透過學習社群的互動方式互相討論，透過線上

平台以小組為單位來共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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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統功能應重視讓使用者清楚自己所處的網站位置與分眾需求

理想的科普網站應提供折返的功能，幫助使用者回到主要網頁，且隨時瞭解

自身於網站中的位置。在網站的點閱率方面，公家機關的科普網站雖然有統計網

站的瀏覽人數，但瀏覽人數較少，可採取寄生在高流量網站的方式以增加網站的

曝光率。此外，由於科普網站重視科學概念的傳達，因此理想的科普網站應設定

目標對象的年齡或知識結構，並藉著分眾導覽將科學內容依文字表達的深淺程度

來分級，區隔不同使用者的需求。科普網站應提供檢索的功能，並且建立整合的

搜尋機制，在建置內容時可先定義好共通的關鍵字，以利使用者檢索。

6.內容設計應考量網站的特色與內容的正確性，並具備學習概念

科普網站設置的內容應針對特定主題撰寫，以分享獨特的個人想法為主。並

可與國際接軌，將台灣的科學成就包裝進去變成自己的特色。此外，也可以遊戲

為基礎的學習方式來讓社會大眾接觸比較艱澀的主題，並結合新聞議題在網站上

直接解釋或模擬實驗，發展出科普網站的特色。

在網站建置初期，內容主軸就應先確定，並視主要呈現對象來提供固定內容。

內容設置則應以實用性為優先，強調客觀陳述並重視內容的引導性與趣味性。此

外，科普網站應加入學習概念，整合及分享網站的學習資源，重視網站內容智財

權機制的安全管理，輔助學校教學並提供科學報導與科普活動訊息。

訪談結果顯示，相較於一般網站，科普網站應更著重知識的正確性。可讓一

般大眾透過網站討論與生活相關的新聞，藉以培養判斷科普報導是否正確的能

力，讓一般大眾具備基礎的科學常識，對錯誤的訊息能有存疑並進一步去找答案。

對於網站的功能呈現，科普網站應視使用者的需求呈現其所需要的功能，先提供

一般常用功能，而進階的特殊功能則視情況再做修改。

三、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

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可歸納成以下四點：1.透過異業或同業結盟以達到互利

共生的結果。2.以影片為主，並在網站中利用技術模擬出接近真實的狀況來傳達

科普知識。3.與社會脈動有關的主題結合，將科學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4.結

合Web2.0的要素來設計，並多投資網站的多媒體資源，尤其在比較難理解的科學

知識。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本研究結果，依序對科普網站設計者、推廣科普相關單位、政府相關

單位、以及四大類科普網站提出建議，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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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科普網站設計者之建議

（一）加強人機介面互動功能

研究結果發現，目前科普網站的互動設計人機介面功能較少，除了設置討論

區、意見箱等增進人際互動的功能外，鮮少有網站透過人機介面功能的建置，來

增加使用者操作的便利性。Smith & Mosier(1986)與Brown(1988)表示電腦人機介

面設計，應讓使用者容易且正確的連結。因此，建議科普網站設計者可增設控制

提示訊息，如：點選時顏色、大小、介面產產生變化等功能，來增加與使用者的

互動性，以及選擇資訊的正確性。

（二）增加 Web2.0 概念的網站功能應用

透過內容分析結果可知，目前科普網站的RSS訂閱系統、上傳資料等Web2.0功

能較少。隨著Web2.0概念的提出，相關技術的應用逐漸普及，在網站當中常應用

到的Web2.0功能如：網路分享標籤、推薦系統、依照使用者需要的潛在資訊與服

務(Rashid et al.,2002)、RSS技術回溯連結次數等(Webreference, 2009)，讓使

用者能自由選取想要的內容。建議未來科普網站設計者可多運用這些概念，以提

升網站的使用效率，讓使用者擁有高度互動性的介面，進而促進使用者參與。

（三）提供完善的導覽功能

從研究結果發現，科普網站在的系統功能中「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最

普遍，然而，其中有部分網頁無此設計。為體現網站內容的連貫性與知識體系的

邏輯關係，應幫助使用者回到該網站中的主要網頁（林華，1997；Lynch & Horton,

2001）。建議科普網站應設計回首頁、回上一頁的功能，讓使用者能於最短的時

間內找到需要的資訊，且瞭解自身於網站中的位置。此外，內容分析顯示科普網

站設置「網站導覽機制」情形未超過一半，建議可加入網站地圖、網站索引、關

鍵字搜尋、線上輔助說明等不同的導覽方式以協助使用者明白所在的位置。

（四）多使用多媒體以吸引使用者

本研究結果發現，科普網站採用「影像檢索功能」、「圖片檢索功能」、「圖

像化顯示資料」、「使用聲音輔助說明」的比率甚低，目前科普網站的內容呈現

以靜態之圖、文為主。過去研究亦曾指出，有效運用多媒體效果包含動畫及影片

呈現，以及輔助網站內容資訊的連結，可吸引使用者對網站情境的注意力（陳珮

瑩，2005），因此建議科普網站設計者能將經費用在開發多媒體動畫或影片上，

尤其是較為艱澀的科學主題，促進使用者的學習動機。

（五）提供整合資源的搜尋機制並與教學結合

科普網站應建立整合的搜尋機制，因此建議網站設計者於建置網站內容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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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義好共通的關鍵字，並與現有的教學資源結合，以利使用者搜尋資料。順帶

讓已設置的資源能透過搜尋引擎被分享出去。

（六）強調科學的正確性並結合生活化議題

科普網站應比其他網站更重視科學的正確性，建議網站設計者讓一般大眾透

過網站討論與生活相關的議題，培養使用者對科普報導的判斷能力，讓一般大眾

具備科普素養，學會對錯誤的訊息存疑。

（七）結合新科技平台應用

研究結果指出，社交媒體如：Facebook或Twitter的使用能有助於推廣科普知

識，因此建議網站設計者可結合微網誌、社群網站等新興社交媒體，透過社群成

員的互動交流，以吸引更多社會大眾接觸科普，增加網站黏性。此外，科普網站

可結合無所不在的行動科技，讓使用者可不受時地限制，藉由新科技平台學習與

分享科普知識，以擴大社會大眾使用科普網站的意願。

二、對推廣科普相關單位之建議

（一）鼓勵科學教育專家、教師結合專長利用網站推廣科普

目前有許多教學性質的科普網站，教師參與科普網站的建置，顯示教師除了

對學生進行科學教育的傳授外，也擔任科普教育活動之推廣，促進學生主動使用

科普媒體，研究結果發現多數的專家教師都有不同的科學專長亦不斷的追求專業

成長。政府與科普工作者若能讓專家、教師了解科普工作的重要性，並給予教育

訓練以進行科普推廣，應能增進科普推廣的成效。

（二）鼓勵相關機構與教師分享資源，建立整合的共享機制

鼓勵科學機構將科普資源數位化，並建置網路科學館。科學教育相關的學術

研究單位亦可整合科普教材，建立共享機制。此外，科普推廣單位尚應有完善的

智財權管理，以鼓勵更多教師主動分享其研究與資源。

（三）運用多種媒體結合行銷手法促進科普網站的推廣

科普推廣單位可透過多元管道推廣科普，運用整合行銷傳播策略，結合科學

界、學術界同時透過多種媒體推廣科普，如:結合出版社與科普網站，以增加推廣

延展性，並搭配多種做法與比賽活動，來激發大眾對科普的興趣，進而促進科普

網站的使用率。

三、對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一）提供科普推廣單位經費的補助

政府可提供經費給予科普推廣相關單位，藉由充足的經費補助可助於擴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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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體推廣科普。此外，政府可定期舉行成果發表，邀請科普推廣相關單位將其

推廣狀況進行交流與分享，以評估運用媒體科普推廣的執行效果，做為政府擬訂

科普發展方針時的參考來源。

（二）政府應加強宣導社會大眾科普觀念，並承認科普的價值

訪談結果顯示一般大眾基於升學考試才主動接觸科普媒體，謝瀛春（1991）

指出現代人需依賴科學素養的培養，而有能力對科技相關的事物做判斷與決策。

建議政府單位應採取各種方式宣導科普的重要性，並運用科普媒體的特性加以推

廣，以增進大眾對科普的興趣，進而培養科學素養。此外，訪談結果顯示科普學

者普遍認為不需要科普翻譯，而科普網站建置人員缺乏從事科普的熱忱，建議政

府需承認科普的價值，運用方法鼓勵科普推廣單位及人員，以增加其從事科普推

廣的意願。

四、對四大類科普網站的建議

此部分主要針對本研究所分析的四大類科普網站來做建議，分為公家機關、

學校、民間機構以及個人網站。首先，針對四大類科普網站採用比率都偏低的分

眾導覽功能，建議四大類科普網站可依年齡或知識結構將科學內容分級，以區隔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以下將逐一針對四大類科普網站分別給予建議。

（一）公家機關應增加相關網站連結並數位化既有資源

公家機關需加強版面的色彩組合是否具一致性，多設置相關的科普網站連

結。此外，建議公家機關善用資源，將其數位化成立網路博物館，並適時提供科

學報導及科普活動訊息。

（二）學校應持續更新資訊並讓使用者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

學校科普網站應加強首頁往返功能，讓使用者不會在網站架構裡迷失。另外

在資訊方面尚需加強網站訊息的更新，由於多數學校網站都屬階段性的設定，因

此後續更新均呈現停滯的狀況，建議應持續更新。而版面的色彩組合也應注重一

致性，讓使用者不會視覺疲勞，增加網頁閱讀的舒適。

（三）民間機構應加強議題互動並使用下拉式選單

民間機構在議題互動的部分上較弱，建議多利用討論區或意見箱與使用者交

流。此外，在色彩組合方面較缺乏一致性，尚有進步空間。民間機構雖然在提供

商業性廣告的採用比例高於其他三類，但在選項清單部分卻與個人網站相同，呈

現的數量過多，建議可加強下拉式選單的使用。

（四）個人網站應重視網站架構並提供使用者測驗的功能

個人網站需加強的部分相較上述三類科普推廣單位，在比例上較多。因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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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網站於其他三類網站相比，較不注重使用者的觀點，多數個人網站注重資訊的

分享，不一定會定期更新。而在選單功能部分也傾向一次呈現所有的選項清單。

因此建議部分選項過多的網站可加強下拉式選單功能，避免讓使用者因一次接觸

太多訊息而降低使用的意願。此外，在網站導覽的部分，個人網站也較為欠缺，

架構不如其他三類網站清楚，建議再加強。在提供使用者測驗功能的部分，由於

個人網站多以分享個人知識的型態為主，因此未來若要提升網站的趣味性及學習

性，建議可再加入小遊戲或線上測驗，增加與使用者的互動。最後，個人網站在

統計網站瀏覽人數上也需加強，由於網站的點閱率是網站的評鑑指標之一，因此

建議未來個人網站都要設置瀏覽人數計數器，以掌握網站的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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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內容分析對象

分類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址 建置者

A01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科普知
識

http://web1.nsc.gov.tw/mp.aspx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A02 科技大觀園
http://www.nsc.gov.tw/scicircus/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李振鐸助
理研究員

A03
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 http://www.nmmba.gov.tw/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A04
桃園海洋生物教
育館

桃園海洋生物教育館

A05
台灣省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 http://www.tesri.gov.tw/species.asp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

A06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 http://www.ntsec.gov.tw/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A07
國科會國際科技
合作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index.asp?ComeIn=Y

國科會國際合作處

A08
台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 http://www.tam.gov.tw/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A09
2009 全球天文
年 http://www.astronomy2009.tw/index.php

台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

A10
台灣畜產種原資
訊網 http://www.angrin.tlri.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A11 台灣森林悠遊網 http://www1.forest.gov.tw/index.aspx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A12
台灣森林悠遊網
-兒童版

http://www1.forest.gov.tw/KID_Version/00_
index.htm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A13
中央氣象局全球
資訊網<宣導教
育>

http://www.cwb.gov.tw/V6/index.htm
中央氣象局

A14
中央氣象局全球
資訊網-兒童版

http://www.cwb.gov.tw/kids/swf/index.htm 中央氣象局

A15
環保署綠色生活
資訊網

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gree
n-life/index.aspx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A16
環保署綠色生活
-兒童版

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gre
en-child/index.html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A17 奈米科學網 http://nano.nchc.org.tw/
由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及逢甲
大學共同負責維護

A18 科技年鑑生技網 http://biotech.nsc.gov.tw/index.html 科技年鑑奈米網

A19
2009 公共圖書
館科普閱讀推廣 http://popsci.yumau.com/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

A20
教育部台灣健康
促進學校親子數
位教學網 http://140.111.34.38/Default.aspx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A.公家機
關

A21 健康九九衛生教 http://health99.doh.gov.tw/default.aspx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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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網

A22
阿美族的植物世
界

http://210.240.178.13/amis/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學教育處；主辦單位：國立台東
大學；承辦單位：國立台東大學師
範學院、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兒童
數理教學與學習研究中心、國立台
東大學原住民教學研究中心；協辦
單位：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A23 永續公共工程 http://eem.pcc.gov.tw/eem/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更新維護

A24
教育部體適能網
站 http://www.fitness.org.tw/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A25 健康達人 125 http://www.doh.gov.tw/health/index.htm 行政院衛生署
A26 節能減碳行動網 http://ecolife.epa.gov.tw/cooler/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A27 再生能源網 http://re.org.tw/index.aspx 工業技術研究院

A28
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自然保育網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mp.asp?m
p=10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A29
台灣地質知識服
務網

http://twgeoref.moeacgs.gov.tw/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A30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教育

http://www.epa.gov.tw/ch/epacatalog.aspx
?path=5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B01
RulingDigital 睿
綸數位「奈米食
品科技網站」

http://niufood.niu.edu.tw/nano/main.php

由教育部"大學校院推動奈米科技
前瞻人才培育計畫"補助，並承北區
奈米科技前瞻人才培育中心協助
RulingDigital 、睿綸數位

B02 發現臺灣植物 http://taiwanplants.ndap.org.tw/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B03
昆蟲數位化博物
館－蟲蟲總動員

http://insect.cc.ntu.edu.tw/ 昆蟲數位化博物館－蟲蟲總動員

B04
臺灣科技文物及
工業技術數位典
藏

http://digital.nstm.gov.tw/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B05
成功大學物理學
系「天文實驗室」

http://www.phys.ncku.edu.tw/~astrolab/ 成功大學物理學系 天文學實驗室

B06

李偉俊博士「動
手做科學互動式
多媒體數位科普
教材」官網

http://blog.yam.com/onscience

97 年國科會大眾科學教育之研究
專 案 計 畫 專 屬 網 站 (NSC
97-2515-S-143-001) ；研究主持
人：李偉俊(國立台東大學教育學系
所副教授)

B07 種子研究室
http://seed.agron.ntu.edu.tw/home/index1.
htm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郭華仁教授

B08 清蔚園 http://vm.nthu.edu.tw/science/
Teens 網路教育園區、財團法人清
華網路文教基金會共同維護製作

B09 數學知識 http://episte.math.ntu.edu.tw/#top 台灣大學數學系翁秉仁教授

B10
台大火山研究中
心

http://volcano.gl.ntu.edu.tw/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系-宋聖榮教
授

B11 地科教室 http://gis.geo.ncu.edu.tw/earth/earth.htm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工
程地質與新科技研究室-張瓊文

B.學校

B12 中央大學物理學
系物理演示實驗

http://demo.phy.tw/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物理演示實
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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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B13
陽明大學 -新世
紀生命科學課程
改進計畫

http://www.dls.ym.edu.tw/edu_proj.htm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高閬仙教
授

B14 台灣的藻類 http://info.nmns.edu.tw/algae/home-ie.htm
出版發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學術著作：李曼玲

B15
921 集集地震專
題

http://gis.geo.ncu.edu.tw/921/ 工程地質與防災科技研究室

B16 南瀛蛙趣 http://sj1es.tnc.edu.tw/frog/home.htm
新進國小-顏宏霖、賴明享、李志軒
老師共同指導

B17
六足王國─台灣
的昆蟲

http://freebsd.tspes.tpc.edu.tw/~afu/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國小

B18
每日一天文圖
(成大物理分站)

http://www.phys.ncku.edu.tw/~astrolab/mirr
ors/apod/apod.html

Robert Nemiroff (MTU) & Jerry
Bonnell (UMCP)

B19
北市民生國小數
學天地

http://www.msps.tp.edu.tw/math/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小學

B20
台中二中生活科
技網站

http://web2.tcssh.tc.edu.tw/tech/wwwroot/
台中二中-黃炯、賴顯榮、鄭東昇、
林玉榮、曾玉泉

B21 科學園 http://enjoy.phy.ntnu.edu.tw/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B22
Demolab 物 理
教學示範實驗教
室

http://www.phy.ntnu.edu.tw/moodle/index.p
hp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B23 通俗科學網 http://sci.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B24
Darwin
200@NTU

http://darwin200.evomyth.net/index_tw.htm
l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大學生命科學
院、英國文化協會；協辦單位：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研究
院、財團法人謝伯潛醫學教育基金
會

B25
國立中央大學科
學教育中心 -假
日科學廣場

http://sci.ncu.edu.tw/home/scisquare 國立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B26
臺灣大學墾丁天
文臺

http://kto.phys.ntu.edu.tw/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天文所

B27
海洋數位典藏 –
海洋教育小百科

http://meda.ntou.edu.tw/mpedia/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B28
國立台灣海洋大
學海洋教育網

http://wagner.zo.ntu.edu.tw/guandu/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B29
國立交通大學風
力發電研習營

http://wagner.zo.ntu.edu.tw/guandu/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B30

東海大學社會系
第九屆(2009)高
中生人文與社會
科學營

http://wagner.zo.ntu.edu.tw/guandu/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所主辦

C01
中華民國自然生
態保育協會

http://www.swan.org.tw/index1.htm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C02 知識大講堂
http://knowledge.nchc.org.tw/virtual/index.a
spx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C.民間機
構

C03 董事基金會食品 http://www.jtf.org.tw/educate/index.asp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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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特區

C04
國際厚生健康園
區

http://www.24drs.com/ 國際厚生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05
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

http://www.wetland.org.tw/# 台北濕地保護聯盟

C06
財團法人台灣永
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

http://tise.org.tw/index.php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C07
董事基金會營養
教育資訊網

http://www.jtf.org.tw/educate/index.asp
董事基金會-食品營養組

C08
台灣疼痛治療資
訊網 http://www.pain-manage.org.tw/index.htm

網站之架設與維護係由財團法人仁
愛綜合醫院疼痛科詹廖明義醫師統
籌負責。

C09
衛生教育資源網 http://www.hercom.org.tw/?PHPSESSID=a

c9f2bee0e8e9cc99964dcdf3f273d95
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
會-全國衛生教育資源中心

C10 康健雜誌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 康健雜誌
C11 食蟲植物記 http://www.cp-essay.com/index.htm 國際食蟲植物協會
C12 科學小芽子 http://www.bud.org.tw/ 中華少年成長
C13 荒野保護協會 http://www.sow.org.tw/ 荒野保護協會
C14 台灣蝙蝠學會 http://www.bats.org.tw/ 台灣蝙蝠協會
C15 細說中醫 http://www.cmedicine.org/ 細說中醫
C16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C17
WOW 全球暖化
好燒的京都議定
書

http://co2.e-info.org.tw/default.htm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C18 台灣地球日 http://www.earthday.org.tw/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C19
小牛頓 -數位圖
書館

http://www.newtonkids.com.tw/content/libTi
tle.asp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20 科學人雜誌 http://sa.ylib.com/ 遠流出版有限公司
C21 科學月刊 http://www.scimonth.com.tw/ 科學月刊社

C22
Stuff 科技時尚
誌

http://stuff.pixnet.net/blog Stuff 科技時尚誌

C23
PC home
Advance 電 腦
王

http://pcadv.pixnet.net/blog PC home Advance 電腦王

C24
數位時代雜誌
Beta2.0

http://www.bnext.com.tw/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C25 中時電子報科技
http://tech.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
-News/Inc/2007Cti-News-Tech-inc/Tech-Li
st/0,4700,110509,00.html

中國時報

C26 Mobile 01 http://www.mobile01.com/index.php 永盛科技有限公司

C27
Engadget 癮科
技

http://chinese.engadget.com/ Engadget 癮科技

C28
遠哲科學教育基
金會

http://www.ytlee.org.tw/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C29
國家網路醫院
KingNet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

金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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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
知識通訊評論官
網 http://k-review.com.tw/

知識通訊評論官網

D01
陳振威「阿威ㄎ
的自然科學網
站」 http://awk.caes.tpc.edu.tw/

AWK work station

D02
貢小丸「科學，
就是醬」 http://tw.myblog.yahoo.com/clarinase-1/

貢小丸

D03 peregrinestation
http://tw.myblog.yahoo.com/peregrinestatio
n/

peregrinestation

D04 花爸科學教育網 http://scienceede.pixnet.net/blog 花爸科學教育網
D05 蜻蜓部落格 http://eiva.pixnet.net/blog 蜻蜓部落格

D06
互動科技實驗室
/ 中華擴增實境 http://www.wretch.cc/blog/sporeworm

互動科技實驗室 / 中華擴增實境

D07
黃文良教授 -能
源世界

http://140.127.114.16/energyworld/index1.
asp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系-黃
文良老師

D08
格物致知學習網
站 http://memo.cgu.edu.tw/yun-ju/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邱韻如

D09 阿簡生物筆記 http://a-chien.blogspot.com/ 阿簡老師(簡志祥)

D10
5E Model
lessons http://pei.cjjh.tc.edu.tw/~pei/

5E Model lessons

D11
科學玩具柑仔店
(Darling の優)

http://tw.myblog.yahoo.com/jw ！
lEuTLXWFERs3eYDAO7jiVVmubQ--/

王大胖(站主暱稱)

D12 好好玩物理網 http://home.phy.ntnu.edu.tw/~haha90/ 國立師大附中教師-潘冠錡老師

D13
FLASH 理化練
功房 http://www.tnajh.ylc.edu.tw/~ldc/main.php

林大欽

D14 嘎嘎昆蟲網 http://gaga.jes.mlc.edu.tw/9701bx/in7.htm 嘎嘎(暱稱)

D15 嘎嘎鳥園
http://gaga.jes.mlc.edu.tw/yoyo1999/pcho
me50mb/cm001.htm

嘎嘎(暱稱)

D16 台灣大蚊網站
http://yoyo.center.kl.edu.tw/tipuidae/tipuida
e.htm

楊儉文、林義祥

D17 低碳生活部落格
http://lowestc.blogspot.com/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數位媒體企劃
-阿乾

D18
楊懿如的青蛙學
堂 http://www.froghome.idv.tw/

李鵬翔

D19 小蝌蚪的家 http://n.froghome.info/ 李承恩

D20 自然小徑
http://www.geocities.com/~smewmao/inde
xbsd.html

茆世民

D21 數學王子的家 http://euler.tn.edu.tw/mathlivingmenu.htm 蘇恭弘

D22 光與物質小站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listeve/Ht
m/physics/physicstitle.htm

Yen-Jie Lee

D23
守著星空守著你
-陳立群的天文
網站

http://home.dcilab.hinet.net/lcchen/511qch
01.htm

陳立群

D24 sciscape 科景 www.sciscape.org/ sciscape 科景

D25
阿山的地科研究
室 http://ashan.gl.ntu.edu.tw/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系研究所-陳文
山教授

D.個人網
站

D26 生物化學基礎
BCbasics 2008 http://juang.bst.ntu.edu.tw/BC2008/index.ht

m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莊榮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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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基礎
BCbasics 2008

D27
zfang の 科學
小玩意

http://tw.myblog.yahoo.com/jw ！
pXwue4yIFhav2YOS.v0Afpc-/

Zfang(暱稱)

D28 科學星期五 http://frisci.blogspot.com/ 科學星期五

D29 營養共筆
http://nutrinote.blogspot.com/

EJ 、 Aisa 、 SAMMI 、 Alinna 、
Casual、willine

D30 沙發上看地球 http://mocoview.net/ 沙發上看地球

附錄二 內容分析表
分析時

間
分析對象

一、科普網站屬性

(一) 設置單位 1.公家機關、2.學校、3.民間機構、4.個人網站

(二) 科普類別(科普主題範疇) 1.地球科學、2.生命科學、3.天文學、4.化學、5.物理學、

6.醫學、7.數學、8.工程技術(含電機)、9.海洋科學、

10.資訊<含數位內容>與通訊、11.環境科學<含能源、生態>、12.其他

說明)

(三) 設置目的(開放式)

二、科普網站提供內容

1. 版面設計

版面呈現型態 色彩組合一致性

依主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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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的版面配置規格：

1.固定上頁框 2.固定上頁框，右巢狀頁框

3.固定上頁框，固定下頁框 4.固定上頁框，左巢狀頁框

5.固定下頁框 6.固定下頁框，右巢狀頁框

7.固定下頁框，左巢狀頁框 8.固定右頁框

9.固定右頁框，上巢狀頁框 10.固定右頁框，下巢狀頁框

11.固定左頁框 12.固定左頁框，上巢狀頁框

13.固定左頁框，下巢狀頁框 14.固定右頁框

15.固定右頁框，上巢狀頁框 16.垂直分割

17.水平分割 18. 無統一規格

2. 資訊互動設計

(1) 資訊設計 數據或統計數字顯示資料

圖像化顯示資料

將科學術語使用連結說明

相關網站之連結

單篇文章中連結補充說明文章

單篇文章中關鍵字連結文章的數量

圖片輔助說明

影片輔助說明

動畫輔助說明

聲音輔助說明

最新消息

商業性廣告

常問問題整理

圖 / 文出處

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

(2) 感知設計 網站導覽

下拉式選單

選項清單

時間軸

圖像式

(3) 互動設計 設置討論區

設置意見箱

提供使用者測驗

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

點選時顏色瞬間變化

點選時大小瞬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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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後顏色瞬間變化

點選後介面產生變化

點選錯誤時有警告顯示

(4) 系統功能 文字檢索功能

影像檢索功能

圖片檢索功能

多種語言支援功能

需要下載工具

上傳資料功能

下載資料功能

即時回覆功能

轉寄好友

RSS訂閱系統

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

網頁間連結出現錯誤訊息

統計使用人數

適用於不同的電腦系統或瀏覽器

分眾導覽

會員制度

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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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計畫成果自評

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一、從完成項目而言，原申請計畫與結案報告兩者相符程度幾達百分之百

（一）、原申請計畫預定完成事項為：

1.瞭解現有科普網站的現況。

2.瞭解現有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

3.探討理想的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

4.瞭解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

5.探討科普網站的推廣與運用。

（二）、結案報告完成之事項為：

1.現有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為何?

2.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為何?

3.運用網站以外的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為何?

4.運用網站推廣科普的現況為何?

5.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為何?

二、從研究方法而言，原計畫與結案報告兩者相符程度達百分之百

原申請計畫述明擬採用內容分析與訪談法，從結案報告中可發現本研究以內

容內容分析法觀察 120 個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包含版面設計、資訊設計、感知

設計、互動設計、系統功能及內容設計），同時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 13 位科普

相關學者，以了解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與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現況。兩者相

符程度達百分百。

貳、成果效益與成果

1.每周定期舉行會議，共計 43 次。

2.內容分析對象 (詳見結案報告附錄一)

3.內容分析表 (詳見結案報告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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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計劃相關論文發表，共計四篇，論文摘要部分，詳見自評附錄。

論文篇名:大學的學生使用科普傳播媒體調查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研討會舉行時間: 2009 年 5 月 22-23 日

研討會地點: 國立聯合大學蓮荷電影院

研討會名稱: 「大學追求卓越的理論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十

屆課程與教學論壇

論文篇名: 民眾使用科普傳播媒體調查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Publics
研討會舉行時間: 2009 年 10 月 6-8 日

研討會地點: HCT Abu Dhabi Women’s College
研討會名稱: “Literacy and You in the Digital Age”ICEM-CIME

Conference 2009(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Media
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Medias Educatifs)

論文篇名:民眾閱讀科普出版品之調查研究

A Survey of Publics Reading on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研討會舉行時間: 2009 年 10 月 8-9 日

研討會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研討會名稱: 2009 數位設計創意創作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篇名:科普網站訊息設計之研究

A Study of Message Design for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研討會舉行時間: 2010 年 1 月 28 日 09:20~10:50
研討會地點: 台北市和平東路國科會 2 樓 12 會議室

研討會名稱: 2010 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NO. 篇名 研討會舉行時

間

研討會地點 研討會名稱

1. 大學的學生使用科普

傳播媒體調查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2009 年 5 月

22-23 日

國立聯合大學蓮

荷電影院

「大學追求卓

越的理論與實

務」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第二十

屆課程與教學

論壇

2. 民眾使用科普傳播媒

體調查

2009 年 10 月

6-8 日
HCT Abu Dhabi
Women’s College

“Literacy and
You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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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Publics

Digital Age”
ICEM-CIME
Conference
2009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Media
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Medias
Educatifs)

3. 民眾閱讀科普出版品

之調查研究

A Survey of Publics
Reading on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2009 年 10 月

8-9 日

南臺科技大學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

2009 數位設計

創意創作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

4. 科普網站訊息設計之

研究

A Study of Message
Design for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2010 年 1 月 28
日

台北市和平東路

科技大樓國科會

會議中心

2010 科學傳播

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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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發現

本研究首先以內容分析法觀察 120 個科普網站的訊息設計（包含版面設計、

資訊設計、感知設計、互動設計、系統功能及內容設計），同時以深度訪談的方式

訪問 13 位科普相關學者，以了解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與運用媒體推廣科普的

現況。

內容分析結果顯示：（1）目前科普網站的版面設計以「色彩組合一致性」採

用比例較高；（2）資訊設計以「負責維護及建置的單位及人員」比例較高；（3）

感知設計以「選項清單」採用比例較高；（4）互動設計以「設置討論區」與「設

置意見箱」採用比例較高；（5）系統功能以「可於首頁和次網頁間往返」採用比

例較高。訪談結果則指出，理想的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為：（1）版面設計要活潑、

色彩組合適宜，依尋固定格式設計；（2）資訊設計應重視網站連結與更新，並結

合多媒體輔助；（3）感知設計應有明確的網站架構與目錄清單；（4）互動設計應

善加經營討論區並提供使用者測驗與共同學習的平台；（5）系統功能應重視讓使

用者清楚自己所處的網站位置與分眾需求；（6）內容設計應考量網站的特色與內

容的正確性，並具備學習概念。此外，科普網站的建置需有持續的經費來源、提

供免費且開放的資源環境、網站的維護以便捷為主；科普網站的推廣策略可將實

體活動數位化，並運用整合行銷手法結合活動，以促進科普網站的推廣。

科普網站的未來發展可歸納成以下四點：（1）透過異業或同業結盟以達到互

利共生的結果。（2）以影片為主，並在網站中利用技術模擬出接近真實的狀況來

傳達科普知識。（3）與社會脈動有關的主題結合，將科學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4）結合 Web2.0 的要素來設計，並多投資網站的多媒體資源，尤其在比較難理

解的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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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附錄：相關論文中英文摘要

大學追求卓越的理論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學的學生使用科普傳播媒體調查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摘要
近年來由於有關單位對於科普的推動，引起大眾對於科普的知覺與認識，各種科普媒體如書
籍、廣播、電視、網站等紛紛出現。本研究以網路問卷方式，調查大學的學生（包含大學部
與研究所）使用各種傳播媒體獲取科普資訊的情況。回收之有效問卷共 266 份，結果顯示：
大學的學生最常使用網際網路獲取課外與科普資訊，但對科普認識程度尚未足夠；大學的學
生最有興趣的科普主題為「科技知識」，但鮮少使用廣播媒體獲取科普資訊；此外，大學的
學生較少閱覽政府、社教單位以及法人基金會的科普網站與期刊。本研究建議可善加使用網
路媒體向大學的學生推廣科普、提供大學生有興趣的科普主題、結合「播客」(podcast)等新
科技以增加大學的學生對科普資訊的重視與接觸機會。

關鍵字：大學的學生、科普、傳播媒體

Abstract
Popular science is greatly promoted these years, and therefore increases people’s sense and

knowledge of it. One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ith popular science is using media such as book,
radio, television and website.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finding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fulfill the purpose, 266 web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ing: 1) internet is the most popular media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hen gaining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2)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do not know what popular science is; 3) university students’ 
most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topic is technology knowledge; 4) radio is rare us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hen learning popular science; and 5)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s and websites issued by offi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government and foundations are less preferr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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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M-CIME Conference 2009

民眾使用科普傳播媒體調查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Publics

Abstract
      Popular science is greatly promoted these years, and therefore increases people’s sense and 
knowledge of it. One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ith popular science is using media such as book,
radio, television and website.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finding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publics by using online and field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ing: 1) internet is the
most popular media for publics when gaining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2) publics’ most favourite
popular science topic is technology knowledge; 3) radio is rare use for publics when learning popular
science; and 4)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s and websites issued by offi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government and foundations are less preferred by publics.

To promote popular science, suggestions were made by the research: first, interesting popular
science topics should be provided no matter what media are used; secondly, new media such as podcast
should be adopted; and finally, official organization should take more advantages of websites.

Keywords: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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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閱讀科普出版品之調查研究

A Survey of Publics Reading on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摘要
近年來由於有關單位對於科普的推動，引起大眾對於科普的知覺與認識，各種科普媒體如書
籍、廣播、電視、網站等紛紛出現，其中最常見的傳播型態為科普出版品。科普出版品具有
易攜帶、保存的特性，能增加民眾持續接觸科學新知的機會，因此在科普的傳播管道中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網路問卷方式，調查台灣地區民眾閱讀科普出版品獲取科普資訊
的情形，以探討民眾對科普書籍的閱讀動機、行為。
研究結果顯示:民眾最有興趣的科普主題為「科技知識」；此外，閱讀翻譯科普出版品的民眾
較閱讀本土作家撰寫的科普出版品來得多。本研究建議增加本土科普寫作人才的培養，內容
上融合可科學與人文兩種領域；再者，可結合其他文體，如以科學知識穿插故事、比喻或小
說方式呈現。以上所述，皆可提升科普閱讀文化與科學文化，以達到科學普及的概念。本研
究結果與建議期能提供科普出版產業與相關研究者參考。

關鍵字：科普、科普出版品、科普閱讀

Abstract
Popular science is greatly promoted these years, and therefore increases people’s sense and 
knowledge of it. One way to communicate popular science with people is using media such as book,
radio, television and websites. Among these media, publications are easy to carry and preserve.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finding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usage among publics.
Web questionnaires a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ing: 1) the most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topic is technology knowledge; 2) translations popular science books have more
readers than local writers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more local writ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engaged in popular science writing; furthermore,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popular science; finally, popular science should be written in more popular ways, such as stories,
metaphor, or novel.

Keywords: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Popular Scienc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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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網站訊息設計之研究

A Study of Message Design for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摘要

近年來由於有關單位對於科普的推動，引起大眾對於科普的知覺與認識，各種科普書籍、廣
播、網站紛紛出現，隨著上網普及率持續攀升，其中又以網站最具傳播優勢。然而，眾多的
科普網站中，多數科普網站所傳播的科普訊息，並非每個都受到使用者的注意、接收，甚至
記憶。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台灣現有科普網站的基本情況與訊息設計，同時以深度訪談
的方式瞭解國內科普學者、網站設計專家與學習科技專家等專業人士對台灣科普網站的內容
呈現與運用的看法，最後歸納出科普網站訊息設計的建議。科普網站的內容分析顯示，在「版
面設計」方面，多數網站的版型簡單，並著重內容呈現；在「資訊設計」方面，大多數的科
普網站皆以圖像作為輔助說明，針對專有名詞的部分，都另有提供相關網站的連結；在「感
知設計」方面，多數公家機關及學校建置的網站，採網站地圖之介面導引方式；在「互動設
計」方面，大多設置討論區透過議題進行互動討論科普知識；在「系統功能」方面，網站提
供圖、文或影片檢索，有效幫助使用者讀取。

訪談結果顯示：以永續經營的概念推廣科普網站需考量網站的資源與技術，網站資源應以免
費為主、網站的維護需便捷以獲取最新科普資訊，並以模組化的方式從事網站的版面設計。
若網站自身條件不足，可以附屬網站的方式推廣為佳。以上所述，皆可降低瀏覽科普網站的
門檻，以達到科學普及的概念。

本研究建議利用 Web2.0 的概念，增加互動模式，如結合行動裝置、行動平台等新科技擴展
網站的應用層面，以期做為科普網站推廣單位與後續科普網站相關研究者的參考。

關鍵字：科普、科普網站、訊息設計



楊美雪赴 Abu Dhabi 參加

 ”Literacy and You in the Digital Age，ICEM-CIME Conference 2009”

報告書

ICEM（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Media）是「國際教育媒體學會」

的簡稱，這個國際組織是由全世界教育媒體的學者所組成的，每一年都由不同的

國家主辦研討會。今年的研討會由「阿布達比女子學院」（Abu Dhabi Women’s 
College）主辦，該學院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的首

都阿布達比，阿布達比位於阿拉伯半島的東北部，以英語及阿拉伯語為主要語言。

今年的 ICEM 研討會主題是「數位時代的素養與你」((Literacy and you in the
digital age)，此項主題是基於媒體以及資訊等素養是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無

論過去科技如何巨變，素養仍然是問題，而這些問題可因教育媒體在教學上以及

技術上的發展得以解決。

此次研討會於 2009 年十月六日至八日舉行，但從四日開始就陸續展開各項活

動，根據大會秘書的報導，十月四日舉行開幕，並請了蘋果電腦 Mike Lawrence
傑出教育者(Apple Distinguished Educator )、Adobe 教育領導(Adobe
Education Leader )等，進行工作坊研討，當天有約 200 人出席，共有八場演講。
五日由四日之原班人馬繼續進行工作坊研討。六日至八日除了專題演講外，也陸

續有論文發表，六日由 ICEM 的理事長 Otto Benavides 博士主持正式開幕儀式，

六日有 9 篇論文發表，七日有 6 篇論文發表，Otto Benavides 博士也於七日下午

作專題演講（見圖一），本人於 10 月 7 日 14:00~15:45 那一場作論文發表（見圖

二），發表的題目如下，內容附在文後。

Yang, M. H.（楊美雪）& Chen, N. T. (2009).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Publics. Paper presented at Literacy and You in the Digital
Age”ICEM-CIME Conference 2009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Media). October 6-8,2009, Abu Dhabi.

10 月 8 日 有 8篇論文發表，論文發表完後，隨即舉行閉幕典禮。

此次研討會於「阿布達比女子學院」舉行，該學院設備新穎，環境優良，且為英

文授課，是一所能善用教學科技的學校。阿布達比民風純樸，公車便宜方便，英

文為普遍的語文，對外來者而言，尤其是懂英文的外國人而言，算是方便的國家。
2010 年 ICEM的研討會將在土耳其舉行。



圖一、ICEM的理事長 Otto Benavides 博士進行專題演講

圖二、本人於 10月 7日於”Literacy and You in the Digital Age，ICEM-CIME
Conference 2009”作論文發表



附錄一、於”Literacy and You in the Digital Age，ICEM-CIME Conference 2009”發
表之論文

A SURVEY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THE PUBLIC IN TAIWAN

Mei-Hsueh Yang Nai-tzu Chen

ABSTRACT
Popular science is greatly promoted these years in Taiwan. One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ith
popular science is using media such as books, radio, television and websites.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at finding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in Taiwan among the public by using online questionnaires. 331
copies of web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while 329 copies of them were valid.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ing: 1) Internet is the most popular media for the public when gaining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2) the publics’ most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topic is technology knowledge; 3) radio is 
rarely used for the public when learning popular science; and 4)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s and
websites issued by offi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government and foundations are less preferred by the
public. To promote popular science, suggestions were made by the research: first, interesting popular
science topics should be provided no matter what media are used; secondly, new media such as
podcasts should be adopted; and finally, related organizations should take more advantages of websites.

KEYWORDS

Taiwanese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dia Usage

INTRODUCTION

Popular science is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for the public. It is
greatly promoted these years, and therefore it increases people’s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of 
it. One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through popular science is using media such as
books, radio,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at finding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among the public by using online questionnaires.

COMMUNIC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Science developments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Public’s knowledge on science and the degree of national science development
can be seen as an advantage of a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American scientist Hively(1988)
indicated that if people nowadays had little knowledge on scie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would be lowered, even eliminated in competition. The meaning of popular science is using a
variety of ways to let the public understand technologies and abilities that mankind acquir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Weigold (2001) believes that popular science is a process of the
communicator providing simplified science knowledge using various ways through media to
the target audience. Accor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of article solicitation of the Popular
Science Writing Award, held by the Taiw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Science” refers to 



“natural science” or “technology”. It should be conveyed in easy ways through various means
to the public (NSC, 2008). The target audience, aside from regular public domain, should
include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etween specialists in different fields.
Funkhouser & Maccoby (1971) indicated: “Popular science is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 
conveyed to the public for the sake of education, training, etc.

Compared to other fields of knowledge, the abstruse technical terms and complicated
concepts distances the public, thus science is also called “hard knowledge”. Through 
popularizing popular science, the distance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public were shortened.
This may allow the pubic to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it. People nowadays are closely linked
to media; therefore popularizing science through media is a convenient way. A survey shows
that mass media are the main resource for the public to gain science knowledge (Treise &
Weigold, 2002).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most common media is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Comparing to other media, publications are portable and easy-preserving, thus
increases the chance for readers to contact popular science (Fabbri, 2007). As content of
popular science, Burkett（1974）indicated the literary aspect are those what make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 so intriguing. In Taiwan,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publications in popular
science, first are short essays scattered on various print media and websites. The second kinds
are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s and periodicals.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civil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Civil publications are “Science Monthly”, “Newton, “Popular 
Science”, and “Scientific America”. “Science Development” is an example for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The third kind is “popular science books”, which discuss certain popular science
topics in depth.

Lots of popular science short essays not only carry in print media, they are also being
put on the internet.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researchers, the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in Taiwan currently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websites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and websites specifically to communicate science knowledge.
Websites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can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commercial or
non-profit. Commercial websites such as “Scientific American Website”, “National 
Geographic Website” were established by publishers, they often provide their magazine’s 
table of contents, abstracts or abridged content only. Non-profit websites were mostly
affiliated under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 such as “Science Study Monthly” and 
“Discovery monthly”. They are operated by government or foundations, completed articles 
are often provided. Both commercial and non-profit websites have same purposes of
providing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and interactions with readers. Websites specifically to
communicate science knowledge are non-profit based. They are created by private or
government. Private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are maintained by volunteers. Their numbers
are less. One of the larger scale website is “Sciscape”, the researcher found a number of civil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were listed in Sciscape, such as “TEENS”,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Website”, “Nano Science Website”, “Peregrine Blog”, “Science Circus” and
“Knowledge Website”. Government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such as “Science Circus”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Knowledge Website” by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 an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side from publications and Internet, Television, Radio Broadcasts and Newspapers are
also common media. Television had the function of presenting with sound and visual, and is
common ( Eveland et al., 2002). Popular science TV shows can be watched by lots of
audiences in the same time, and can help the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among elders and
lower-education people. In 1985, the Discovery Channel was established in Taiwan. It
introduces scienc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easy ways. After that, “Travel & Living” and 
“Animal Planet” were also being introduced into Taiwan; these shows arouse the interest in
exploring popular science (Koolstra et al., 2006). Popular Science broadcast shows are mainly
to convert science spirit and knowledge. The forms of communicating popular science in



radio broadcasts,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 currently in Taiwan are “Educational science 
movies”, “Science news report”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programs”. 

As mentioned above, it can be found that popular science brought about interests and
contacts to the public by using various media. For the preference and the usage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it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mor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ternet surveys are good for collecting a large amount of data with few geographical and
time restrictions (Wimmer & Dominick, 2006). This research utilized Internet survey among
the Taiwanese public; a web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which contains two parts, “Current 
status on the using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and “Demographics information”. The 
questionnaire were posted on my3Q.com
(http://www.my3q.com/home2/267/ariel0729/54177.phtml), the website provides the
questionnaire template, initial statistic on the questionnaire, subject’s IP list and dates when 
the questionnaire is being filled. Aside from the webpage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 also
pu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various major BBS, the popular science forum,
and the blog of Answerbox.net for asking peop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from 5/21/2009 to 8/17/2009, 331 copies of web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After retrieving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ers deleted 2
repeated IP questionnaires and retrieved 329 vali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data i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329 responses to the research which was collected by
a Taiwanese web based survey from May 21, to August 17, 2009.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shown as below.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hen examining the data concerning respondents’gender and age, it was found that 183

of the respondents（55.6%）were males while the remaining 146（44.4%）were females. The
sample ages is predominantly in the 20 up to 24(30.4%) years old range and are from
Northern Taiwan (68.1%).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the sample major in law or business
(see Table 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N=329)

Characteristics n ( %)
Gender

Male 183 55.6%
Female 146 44.4%

Age
15-19 years-old 35 10.6%
20-24 years-old 100 30.4%
25-29 years-old 86 26.1%
30-34 years-old 72 21.9%
35-39 years-old 11 3.3%
40-44 years-old 11 3.3%
45 years-old and Above 14 4.3%



Resident Area
Northern Taiwan 224 68.1%
Central Taiwan 37 11.2%
Southern Taiwan 54 16.4%
Eastern Taiwan 8 2.4%
Other 6 1.8%

Educational Level
Junior high school 3 0.9%
High school 28 8.5%
Undergraduate school 219 66.6%
Graduate school and Above 79 24.0%

Table 1. (Continued)

Characteristics n ( %)
Major

Engineering 62 18.8%
Science 46 14.0%
Law/Business 76 23.1%
Social Humanities 69 21.0%
Agriculture/Medical
Humanities

16 4.9%

Arts 28 8.5%
Other 32 9.7%

Occupation
Student 127 38.6%
Technician 65 19.8%
Civil Servant 66 20.1%
Sales 15 4.6%
Laborer 4 1.2%
Business Owner 20 6.1%
Housewife 3 0.9%
Retired 1 0.3%
Unemployed 23 7.0%
Other 5 1.5%

Popular science media usage
Table 2 shows that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74.5%) used media while books are the least

(0.6%).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91.8%) utilize frequently used media every day. Most
(56.5%) respondents utilize the frequently used media“120 minutes or above” each time.

Table 2. Media Utilization of Respondents (N=329)

Item n (%)
Most frequently used media

Television 6
8

20.7%
Radio 4 1.2%
Internet 2

4
74.5%

Newspaper 7 2.1%
Magazine
Journal

3 0.9%
Book 2 0.6%

Frequency of using above media



Everyday 3
0

91.8%
Every Other Day 1

6
4.9%

Twice a Week 5 1.5%
Once a Week 3 0.9%
Less Than Once a Week 3 0.9%

Amount of time of using above media(minutes/each time)
30 1

2
3.6%

31~60 5
5

16.7%
61~90 4

7
14.3%

91~120 2
9

8.8%
120+ 1

8
56.5%

Most interested popular science topics
As indicated in Table 3, respondents are most interested in “Technology knowledge” 

(31.0%) while “Physics” took the least interest (0.9%).

Table 3. Most Interested Popular Science Topics of Respondents (N=329)

Item n (%)
Most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topics

Earth Sciences 17 5.2%
Life science 28 8.5%
Astronomy 31 9.4%
Chemistry 5 1.5%
Physics 3 0.9%
Marine Sciences 9 2.7%
Environmental Science 12 3.6%
Medical/Agriculture 29 8.8%
Mathematics 9 2.7%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 5.8%
Engineering Technology 11 3.3%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49 14.9%
Technology knowledge 102 31.0%
Other 5 1.5%

Popular science television program watch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data pertaining to popular science television program watching,

found that more respondents watched “educational popular science movie”, than “popular
science news reports” (See table 4).

Table 4. Popular Science TV Program Watching (N=329)

Item n (%)
Never 119 36.2%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TV Program

Educational Popular Science movie 158 48.0%
Popular Science News Reports 52 15.8%

Popular science radio broadcast programs listening
As shows in Table 5, 86.9% of participants had never listened to any popular science

radio broadcast programs. Those that had listened to the programs listened mostly to “popular 



science news” (7.3%).

Table 5. Popular science radio broadcast programs listening (N=329)

Item n (%)
Never 286 86.9%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radio broadcast program

Popular Science News 24 7.3%
Interview with Scientists 19 5.8%

Popular science website visits
In the 329 participants, 40.1% of them had never visited a popular science website.

Those who had surfed the websites visit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 websites” the most 
(16.1%). The least (2.4%) visited websites were “Websites of foundations and associations” 
(see table 6).

Table 6. Popular Science Website Visits

Item n (%)
Never 132 40.1%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website

Government 12 3.6 %
Social Organizations 39 11.9%
Foundations 8 2.4%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s 53 16.1%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Only 9 2.7%
Science Blog 25 7.6%
Science Forum 51 15.5%

Popular science newspaper article reading
As shows in Table 7, 35.9% of participants had never read any popular science

newspaper articles. Those that had read popular science newspaper articles read “popular 
science news” mostly (49.8%).

Table 7. Newspaper Popular Science Reports Reading of Respondents (N=329)

Item n (%)
Never 118 35.9%
Favorite Popular Science Newspaper Article

General Popular Science Reports 164 49.8%
Popular Science Columns 47 14.3%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s reading
Table 8 shows that the most read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s are “civil publications” 

(40.7%). The less read periodicals are “socialeducation unit publications” (3.0%).

Table 8.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 Reading of Respondents (N=329)



Item n (%)
Never 145 44.1%
Favorite Type of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

Civil 134 40.7%
Government 14 4.3%
Social Organization 10 3.0%
Foundation 26 7.9%

Popular science books reading
Table 9 shows that the most read popular science books are “biographies”(14.3%). The

least read ones are “Chemistry”and “Physics” (1.5%each).

Table 9. Popular Science Book Reading of Respondents (N=329)

Item n (%)
Never 83 25.2%
Favorite Type of Popular Science Book

Life science 22 6.7%
Chemistry 5 1.5%
Physics 5 1.5%
Mathematics 12 3.6%
Earth Sciences 23 7.0%
Astronomy 21 6.4%
Animal 17 5.2%
Plant 6 1.8%
Natur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3 10.0%
Biographies 47 14.3%
Philosophy of Science 26 7.9%
Medical 19 5.8%
Technology knowledge 6 1.8%
Other 3 0.9%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The research used mainly Internet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 the Taiwanese public of their
acquirement of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through media.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are shown as below:

1).The most used media by the Taiwanese public is the Internet, which can be an
efficient way to popularize popular sci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ll media, public used
the Internet the most, followed by television. Books are the least used media (see table 2). The
researchers advise that popular science related organizations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Internet to popularize popular science.

2).Over half (86.9%) of the public had never listened to popular science radio programs.
Using radio to acquire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is not common among the public. The
researchers advise that popular science related organizations can use new media such as



“Podcasts” to combine with conventional radio broadcasts, websites or blogs.

3).The research shows that nearly half (40.1%) of the public has never viewed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and nor has almost half (44.1%) of the public viewed any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s. The researchers advise the media to rais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opular
science information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oward popular science.

4).”Technology knowledge”is the popular science topic that the public is most interested
in (see table 4). The researchers recommend that the media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hat the
public is interested in. Making content that meets the audience’s needs and interest is one of
the main tasks while designing science education programs.

5).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foundations’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and periodicals
need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ublic views mostly “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 websites”(16.1%) and reads mostly “non-governmental published”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s (40.7%), while viewing less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and foundations’
popular science websites and periodicals. The researchers advise Taiwan government to
enhance designing and promotion of popular science media to raise viewing frequency.

6).The public’s most-read popular science books are “biographies”(14.3%). The
researchers advise popular science publishers to publish according to the public’s interest to
raise their will toward reading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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