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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資訊繁雜的時代，懶人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取得資料、資訊的形式

之一，而在懶人包充斥的情況下，人們開始對懶人包質量、正確性、立場等產

生質疑。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數位內容策展觀點，從研究者歸納之懶人包製作

五大流程－主題企劃、資料蒐集與選擇、資訊編排與呈現、分享與發佈及觀看

者與後續發展的架構中，探討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製作懶人包之做法與想法，

同時，觀察製作者與懶人包相關之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製作經驗，並依照不

同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以及不同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之條件，歸納製作差異。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符合數位內容策展概念之社會議題懶人包，使用半結構

式訪談，對 10 位懶人包製作者之訪談內容進行編碼分析。研究發現顯示，懶人

包製作可依照五大流程架構，歸納製作要點；而擁有與製作懶人包相關知識背

景、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均有助於製作懶人包。值得注意的是，懶人包製作

者會因學科知識背景的不同，而受到所學課程、學習環境影響，其會擁有相關

領域的先備知識，也會因專業/專職身份不同而受到工作需求、工作環境影響，

其會擁有較豐富的製作經驗或相關資源，因此造成懶人包主題選擇、立場展現、

資料蒐集管道、編排方式、發佈技巧、經營態度等的製作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相較於過去懶人包研究僅對於製作流程中的注意事項

進行探討，製作者製作懶人包時有各種不同的製作方法；且過去研究無針對製

作者條件進行分析。本研究提供了一個懶人包的製作流程架構，供懶人包製作

者參考，製作者並可針對學科背景、專業/專職身份製作差異作出應對。此外，

亦能作為懶人包相關研究參考依據。 

 

關鍵字：懶人包、懶人包製作者、數位內容策展、內容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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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online information is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aggregated 

information become one of the ways to access to data and information. Flooded with 

aggregated information, people turn to question its quality and accuracy. Therefore, 

the study explores aggregated information makers’ motivation,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skills of producing multimedia, and daily Internet uses. Besid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ontent cur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rocedure of 

creating aggregated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five major steps including 1) planning 

subject, 2) collecting and filtering data, 3) editing and presenting information, 4) 

sharing and publishing, 5) spectators and later development. 

Based on interviewing 10 makers,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techniques, and 

experiences of creation all help the creation of aggregated information; due to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the makers have prior knowledge about relevant territory 

from courses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due to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occupation, the makers have copious making experiences or relevant 

resources from work requirements and work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makers 

may pla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have different standpoints showing, data collecting 

channels, editing ways, publishing skills, management positions, etc. 

Accordingly, while previous studies on aggregated information focus only on 

the notes of creating procedures without analyzing the makers’ conditions even 

though the makers creating aggregated information in a variety of ways, this study 

provides a structure of aggregated information creating procedure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makers of aggregated information. The makers can thus correspond to the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occupation. Therefore, i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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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s as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ies regarding aggregated information. 

 

Keyword: Aggregated Information, Maker of Aggregated Information, Digital       

Content Curation, Content Cu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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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網路資訊服務流動瞬息萬變，線上數位內容多元繁雜，懶人包提供一種新的

資訊呈現方式，在許多熱心網路使用者幫助大眾梳理資訊洪流、並使懶人包逐漸

普及的情況下，又衍伸出新的問題。為說明本研究主 題，本章第一節描述研究背

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敘述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第四

節針對本研究之重要名詞進行解釋，並給予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網際網路的興起由 1970 年代開始，到了 1990 年，透過 Web2.0 的社交網路

工具，漸成為更具體的全球資訊網，這些技術的進步導致了更加豐富卻也相對複

雜的資訊環境（Bawden & Robinson,2009）。而 Moore（2011）研究提到，Google

執行董事長 Eric Schmidt 曾表示：「由文明的誕生至 2003 年間，產生了五億兆的

資訊，但現今僅需每兩天就能創造更多的資訊，且腳步仍持續加快。」科技發展

使得網頁、電子郵件、論壇、部落格等資訊服務不斷推陳出新，在近年來成為主

流的社群網站中，影音平台 Youtube 截至 2013 年，每分鐘有超過 100 小時的影

片上傳（The official YouTube blog, 2013）；Microblogging 及 Twitter 等更已成為

一種新穎的社交媒體（Yang & Counts, 2010），涵蓋資訊既多且廣。也因此，關

於現有資訊的數量和多樣性，造成了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和資訊焦

慮（information anxiety）；另一方面，Web2.0 的環境下造成了資訊辨識度及權威

性的喪失（Bawden & Robinson, 2009）。因此，出現了一些讓使用者能主動挑選

資訊的服務，如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的服務讓讀者得以自行篩選資

訊，專注自己想看的、感興趣的內容，對於資訊的取得有著掌控權（翁怡葳，2010），

讀者甚至能透過訂閱領域權威資源、意見領袖等的 RSS 作為資訊過濾的管道，

林宏達（2010a）即指出，新興的「讀網族」，幾乎不將時間花在電視和報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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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路意見領袖取得資訊，卻反而能更快掌握訊息。網路意見領袖有著特定資訊

來源管道，並擁有獨特詮釋能力，成為一種新興的個人媒體。 

懶人包在 2005 年源起於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BBS）（XDite，

2007），並隨後成為 BBS 上常用流行語，簡單來說，指的是有網路使用者將一事

件整理成簡要的說明，以利一般人了解（ptt 鄉民百科，2012）。懶人包一詞的廣

泛使用大約由 2006 年 6 月開始，持續地成長（見圖 1），並在 2013 年的關鍵字

搜尋呈現穩定地增加。 

 

圖 1-1 懶人包關鍵字期間熱門度變化 

資料來源：懶人包（2013）。Google 搜尋趨勢。取自 

http://www.google.com/trends/explore#q=%E6%87%B6%E4%BA%BA%E5%8C%8

5 

發展至今，懶人包已轉變人們接收資訊的普遍管道之一，研究者身為重度網

路使用者，透過長時間觀察發現，在出現重大議題或事件時，等候雜亂多元資訊

有人彙整的民眾更是屢見不鮮，於 Google 輸入「求懶人包」1出現數量龐大的結

果，成為一種網路常見的資訊需求。 

                                                
1 
https://www.google.com/webhp?sourceid=chrome-instant&ion=1&espv=2&ie=UTF-8#q=%E6%B1% 
82%E6%87%B6%E4%BA%BA%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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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新聞系副教授陳順孝認為，要打造個人媒體影響力，其中一種方式，是

善用 新的趨勢，成為善於蒐集、整理資訊的整合者（林宏達，2010a），如每次

事件發生，就有人整理成「懶人包」，讓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從一篇文章中，看到

事件的前因後果和完整討論，省去在眾多資訊中搜尋及整理出重點的時間。第

1186 期《商業周刊》同時也介紹網路上知名部落格主 XDite，她訂閱上百個國外

技術和網路經營的 RSS，自己成立一個資訊集散地，並取得資訊領先的優勢。同

時，消化完這些外文消息後，經過翻譯及整理寫成部落格與同業分享，累積每個

月平均達四、五千名工程師的用戶訂閱（林宏達，2010b）。XDite 更在其部落格

2中表示，她不只在站上做了全文列表，也定期將站上文章整理成幾個懶人包，

讓更多人知道除了 新文章外還有哪些舊文章可以看，或是很快地知道整件事的

來龍去脈，使 XDite 的部落格能夠扶搖直上。 

此外，許多網友會因事件錯綜複雜、引發爭議討論而主動製作懶人包，例如

針對 2013 年 7 月的洪仲丘受虐死亡事件，因媒體所報導的事件有著眾多疑點，

且不斷出現爆料者，「公民 1985 行動聯盟」3藉由熱心民眾組成非營利組織，親

身蒐集事件相關資料、為人們整理各方資訊，甚至整理事件始末、爭議的懶人包

4，使人們能獲得除大眾媒體之外的不同立場資訊，揭露被媒體掩蓋、誤導的真

實情況，也因此在同年 8 月成功策動了萬人遊行「萬人白 T 凱道送仲丘」，期望

透過群眾的力量還洪家人一個公道。 

而 2013 年 9 月備受爭議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在網路上分成了反對、中

立及支持三個派系，也因其涉及國家法規、社會秩序、國家發展等不同層面並與

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使得網路上充斥著意見不一的懶人包。就研究者觀察，支持

者製作懶人包5之目的在於讓受眾接受並認同，並蒐集整理正向之資訊期望受眾

                                                
2 http://wp.xdite.net/ 
3 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l--4AUeUA 
5 http://billy3321.github.io/tapcpr/comm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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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草案能帶來的益處。反對者製作懶人包6則彙整了偏向負面的資訊，或以宗

教角度及社會觀感評論此事件。中立者製作懶人包7則客觀地呈現法規、國內外

相關近況、評斷優劣，提供民眾完整資訊。相較之下，對於僅持續接收新聞片段、

網路文章、周圍討論等零碎資訊的人們，懶人包能夠幫助民眾理解事件重點，甚

至進一步幫助判斷立場。 

而 2013 年 10 月中發生在台大批踢踢實業坊的「清大曄哥事件」，因女主角

遭遇令人同情、男主角行為使人髮指而引發廣大網友熱烈討論，甚至鬧上新聞媒

體，成為民眾茶餘飯後的話題。但網路上卻出現了女方說法、男方說法、男女方

友人、社團老師等不同立場之內容，一度造成場面混亂。因此有熱心網友做出文

章型8、資訊圖表型9懶人包整理各方說法，更以時間軸方式呈現，讓人們能在短

時間瞭解事件始末，使得後來出現支持男方一派，更有些網友 後認為男女方各

有問題，判定就是一場鬧劇。可看出懶人包在事件眾說紛紜、繁複冗長的情境下，

能提供受眾清楚明確的資訊。 

就以上案例可發現，懶人包從一種純粹在 BBS 上由一般民眾所提供的資訊

產物，蔓延到了網站、論壇、部落格、社群網站等，甚至專業的公民新聞、報章

媒體如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中央社、Yahoo！

奇摩新聞等也開始提供民眾議題事件懶人包，更有些電視節目如中天電視「大學

生了沒」為了介紹懶人包的現象，特別製作「大學生無敵懶人包」10特輯，或是

如 TVBS「食尚玩家」製作「東京天團賞櫻懶人包」11，為旅遊行程規劃類型的

                                                
6 http://panogud1314.blogspot.tw/ 
7 
http://appleyou.pixnet.net/blog/post/29525630-%E5%A4%9A%E5%85%83%E6%88%90%E5%AE%
B6%E7%9A%84%E9%AA%A8%E7%89%8C%E6%95%88%E6%87%89%EF%BC%9F%E4%BD%
A0%E7%9A%84%E5%9C%8B%E9%9A%9B%E8%A7%80%E5%8F%AA%E6%9C%89%E4%B8%
80%E5%8D%8A%EF%BC%8C 
8 http://www.kikinote.com/article/12481.html# 
9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drmix2/home/TIME.jpg 
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8SUHgH2U8U 
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M1XkMv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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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亦或同樣為「食尚玩家」製作之「無敵懶人包！台北捷運美食」12，整

理介紹台北捷運週邊美食資訊等，各種有趣或實用主題資訊懶人包的節目企劃，

懶人包多元豐富的使用逐漸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各個面向。 

研究者為了解懶人包的實際製作過程，使用任一主題議題為例，至 Google

搜尋「旺中」，發現包含新聞、影片、Facebook 粉絲頁等各種網路資料約有十億

筆，認為製作者需要非常了解此事件，並在眾多資料中篩選出相關的重要內容，

如重大事件發展點、其中相關重要人物發言、衍生事件等，依照時序脈絡組織排

列，有些內容更是經過製作者轉化詮釋，並透過軟體輔助利於閱讀， 後研究者

發現，要完成一個懶人包實屬不易，而要製作一個讓閱讀者有意願、並能夠花費

少量時間即能清楚了解事件的懶人包尤其困難。研究者深入了解懶人包案例，觀

察網友所製作之「I DONT WANT WANT」13懶人包，內容並非指單次的收購中

時、併購中嘉或洽購壹傳媒新聞，而是將時間拉長為 2008 年至 2012 年，一系列

被質疑為媒體壟斷的爭議事件和民眾的反彈。他蒐集了天下雜誌、中國時報、自

由時報、蘋果日報、中天新聞等大眾媒體及各種網路資料，甚至國外的華盛頓郵

報相關報導，截取其中內容重點，或經過製作者整理呈現，並將內容組織為時間

軸方式，漸進地用簡單易懂圖文敘述事件的發展，其中重點處更引述各種資料利

於說明。製作者使用軟體「Prezi」，以互動式資訊圖表方式，引導受眾能依照製

作者規劃之操作順序流暢地理解內容，或能利用該軟體放大、縮小、全螢幕等功

能滿足受眾需求，其直覺式的互動操作、多元的圖文及經過精心設計的呈現，讓

受眾並不只是單方面接收龐大、嚴肅的資訊。 

而懶人包被人們廣為使用的情況下，也產生了一些負面評價，如有可能會發

生李怡志（2007）提到懶人包中，雖然有些經過了高超的編輯技巧，但大多仍僅

以非常原始的方式拼貼，大量無關的文字不斷湧入；或是 XDite（2007）也強調

                                                
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QXxQAvkBI 
13 https://prezi.com/cnfwehlsy3t7/i-dont-want-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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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一詞已被濫用，她認為懶人包雖然能讓閱讀者節省時間，並為部落格招攬

大量的閱覽次數，若能避免製作僅為標題整理的懶人包，能減少閱讀者時間不斷

地被浪費；此外，也發生了觀眾們指出了懶人包內容資訊有錯誤，或是認為立場

過於偏頗等爭議，如工商時報於 2014 年 3 月 24 日所刊登之新聞「懶人包謬論瘋

傳 誤導真相」14、yam 番薯藤 2014 年 3 月 28 日之新聞「台大教授鄭秀玲等的

「黑箱服貿」懶人包正在欺騙你」15，引發網路使用者們的討論。 

因此，懶人包的內容及組織是 重要的一環，一個懶人包的生成牽涉到資料

檢索、過濾，截取重要片段，將重要片段排序組織，給予脈絡或依照時序編排，

甚至透過製作者知識及專業，將內容吸收內化以更清楚易懂方式詮釋，或再加上

視覺化呈現幫助受眾閱讀理解，這些步驟當中其實是需要技巧及經驗的，因每位

懶人包製作者擁有資源及各項能力不盡相同，故創造目前我們所見的多元懶人包

生態，引發了研究者的興趣。 

而在內容被淹沒的網路世界，近年來出現了一個眾所關注的新名詞-「內容

策展」（Content Curation），其概念為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行銷學教授 Rohit Bhargava 於 2009 年提出（Herther, 2012a）。內容策展是一個

持續辨識、選擇和分享一個特定主題中， 好且 相關的線上內容及其他資源，

以符合受眾的特殊需求（Handley, 2012），並能對尋求特定主題知識的人們產生

佳的結果（Nicholson, 2012）。其中，Bhargava（2012）提出內容策展重要五個

步驟為：一、聚合（Aggregation）：策劃某個特定主題 相關的資訊至同一位置；

二、精餾（Distillation）：將資訊轉化為更簡單的形式，並只分享 重要或 相關

的概念；三、提升（Elevation）：能辨識較大的趨勢或洞察一些日常線上文章；

四、混搭（Mashups）：並置出現有的內容，創造新觀點將其合併；五、時序

（Chronology）：時序化顯示一個特定主題內不斷變化的歷史資訊。Rosenbaum

                                                
1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4000183-260210 
15 http://history.n.yam.com/yam/politics/20140328/20140328198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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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更解釋，策展在被大量內容壓垮的世界中，加設一道策展人的過

濾機制，汰除多餘的資訊，如果缺少策展， 終只是一大堆看似相關、實際上卻

缺乏定性組織的東西。2013 年《數位時代》224 期更評選策展人為「10 大跨界

新人才」。 

數位內容策展實際案例可見國外媒體網站 Newsy16，其針對一熱門主題或議

題，蒐集各方權威性資源如電視、報紙、部落格等，加上比較評析，以線上新聞

影音呈現，在 2011 年每日吸引了超過四百萬人次點閱（關尚仁，2012）。Newsy

就是以數位內容策展的方式，擬定主題議題，所有的內容均由編輯群蒐集篩選既

有不同來源的線上資訊如 BBC、紐約時報、科技部落格等作為新聞內容，整合

編排後透過畫面配合主播敘述，成為經過內容策展的新聞，顛覆傳統媒體大多派

遣記者採訪後取得新聞畫面。而國內的案例可參考前中國時報記者同時也是資深

媒體人黃哲斌所經營的「懶人時報」17Facebook 粉絲團，其經營的目的為幫助觀

眾挑選近期網路科技、社會現象與趨勢相關重要資訊，甚至是被主流媒體忽略的

重要議題，有趣的是，「懶人時報」所提供的內容並非來自於黃哲斌主動瀏覽媒

體網站，而是他透過 Twitter、Facebook、Google+頁面中所觀察到的各式資訊，

事實上這些資訊已是他身處社群中的人們、或他訂閱的消息來源已初步挑選轉帖

的，再經由他個人觀點進行第二次的過濾，所留下的會是其認為真正重要的精華

內容；同時，他也有效運用群眾智慧，歡迎觀眾分享發佈符合「懶人時報」經營

宗旨之資訊連結於粉絲團塗鴉牆，顯得策展內容更加多元豐富。 

研究者在研究懶人包及內容策展的同時，發現兩者在概念上有某種程度的相

似之處，故嘗試以表格方式比較兩者之差異，如下表 1-1 所示： 

 

                                                
16 http://www.newsy.com/ 
17 https://www.facebook.com/lazy.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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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內容策展與懶人包比較表 

                        類型 
概念 

策展  懶人包  

主題性/議題性（Bhargava, 2009） 有 有 
持續/連續進行（Handley, 2012） 有 無 
搜尋（Bhargava, 2009） 有 有 
篩選（Handley, 2012） 有 有 
聚集（Bhargava, 2009） 有 有 
組織（Bhargava, 2009） 有 不一定 
脈絡（Nicholson,2012） 有 不一定 
賦予觀點（Toshinao SAKAKI, 2011/2012） 有 不一定 
呈現（Rosenbaum, 2011/2012） 有 有 
分享（Bhargava, 2009） 有 有 
立場 無 有 
時效性 無 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懶人包製作過程，從觀察到選定懶人包主題議題，製作者能夠找到目標主

題或議題中需要的資訊，透過篩選其中重要的部分，邏輯性地組織整合內容，做

適當的呈現，提供給需要的人們。而內容策展則以一個主題性包裝既有的主題

相關資訊，內容策展人以個人觀點從中精挑萃取他們所認定的優質內容，脈絡化

編排呈現，將既有資訊加值後分享。相較之下，前後兩者有著相似之處，但懶人

包因常顧及議題事件的發生而為一次性製作，也會受到議題事件發生當下人們討

論的熱烈程度影響懶人包時效，此外，有些懶人包僅為新聞連結的匯集18，或是

將來源內容全數複製貼上19，較缺乏組織、脈絡與觀點。因此，懶人包除了無法

長期持續製作之外，有些懶人包能符合內容策展的其餘概念，有些則差異較大。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發現懶人包與內容策展在概念及步驟上有著一定程度

的相似性，認為能嘗試以內容策展之流程步驟檢視懶人包，又因國內少見懶人包

                                                
18 http://www.ettoday.net/topic/topic-7.htm 
19 http://60.199.249.8/news/9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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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研究者想更加瞭解懶人包，且內容策展相關研究尚為起步狀態，故嘗

試以兩者結合作為研究方向，沿用數位內容策展架構並提供懶人包製作框架，研

究初步規劃如下： 

研究者實際以 GOOGLE 瀏覽器搜尋「懶人包」結果出現極大量的資料，參

考「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網站將文字型、資訊圖表、投影片型和影片型四種類

型平均分配，並以懶人包主題針對 100 則懶人包進行分類，發現其中約有七成比

例為「社會議題」相關內容（見表 1-2）。 

表 1-2 懶人包主題分類 

懶人包類型  數量（則）  
1.社會議題 67 
2.生活議題 16 
3.教學教育 5 
4.旅遊規劃 3 
5.娛樂 3 
6.網路事件 2 
7.軟體包 1 
8.其他 3 

總計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並根據 Google 趨勢，自 2006 年至 2013 年，臺灣懶人包前八大熱門搜尋中，

有六名各為不同社會議題包括「李宗瑞」、「mini158」、「大埔」、「旺中」、「多元

成家」及「洪仲丘」，其餘兩名主題為遊戲軟體「minecraft」（見圖 1-2），故研究

者對於社會議題部分產生極大興趣，決定以此主題使用立意取樣符合內容策展概

念之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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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懶人包關鍵字熱門搜尋 

資料來源：懶人包（2013）。Google 搜尋趨勢。取自 

http://www.google.com/trends/explore#q=%E6%87%B6%E4%BA%BA%E5%8C%8

5 

基於懶人包製作與內容策展仰賴「人」的知識與技能，本研究以數位內容策

展觀點訪談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了解製作者在製作懶人包時的做法與想法，

期望能透過本研究，歸納符合數位內容策展之社會議題懶人包框架，同時在此框

架之下，以不同角度觀察社會議題懶人包及其中製作差異，分析歸納研究發現，

作為懶人包製作上之借鏡，提升線上資訊質量，或提供內容策展及懶人包相關研

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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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在資訊如洪水般席捲網際網路，及懶人包充斥著線上

世界的年代，製作懶人包時，製作者得對該主題議題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並基於

個人專業相關知識與技能，蒐集、評選、組織、詮釋相關資料，由形塑到發佈等

動作，均需透過製作者，製作者角色將重度影響懶人包內容組成。恰巧 2009 年

內容策展概念竄起，策展人主動將特定主題資訊進行去蕪存菁的彙整，並分享給

所需的人們，顛覆了以往人們需主動獲取資訊，仰賴搜尋工具及精準關鍵字的傳

統，「內容策展」迅速成為網路資訊界新興議題！因此，本研究將以 為常見的

社會議題懶人包為例，了解符合內容策展之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的學科知識背

景、技能背景、製作經驗，並透過內容策展觀點探討懶人包之選題、取材、過濾、

組織、呈現及發佈等一系列流程，同時兼顧社會議題懶人包獨特立場、時效性之

下，製作者的做法與想法。此外，因懶人包製作者個人條件狀況各不相同，本研

究也比較製作者不同學科知識背景與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之製作差異，觀察擁

有不同條件狀況之製作者的做法與想法。研究結果期能提供懶人包製作、個人平

台經營、媒體編輯及相關研究參考。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一、製作者與製作懶人包相關之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經驗為何？ 

二、從內容策展觀點來看，製作者如何製作懶人包？ 

三、不同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是否造成製作差異？差異為何？ 

四、不同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是否造成製作差異？差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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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具備內容策展特性之社會議題懶人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製作者之

做法和想法，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設計質性訪談問題。因研究設

計和研究對象之因素，本研究有其範圍與限制，分別敘述如下： 

一、  研究範圍 	  

因線上懶人包數量及主題類型眾多，不同主題議題懶人包中的資訊含量、內

容性質、內容編排方式、呈現方式等各不相同，故針對此訂定本研究範圍如下： 

（一）透過初步資料蒐集與歸納，本研究選定以社會議題類懶人包作為研究                 

對象。 

（二）本研究以內容策展觀點探討懶人包製作，故未符合內容策展之社會議題懶

人包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使用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樣本所影響，在研究設計上有所限制，分別

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訪談部分主要從研究對象獲得主觀性深度了解，因此無法以大量樣

本進行研究。 

（二）訪談研究對象以社會議題類懶人包為主，由於其餘主題內容的不同，研究

結果可能限制推論及所有主題懶人包製作者之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製作經驗及

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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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關於本研究欲探討之主題，為幫助理解研究用詞並避免定義上的混淆，參考

文獻中學者們之相關定義以及研究者所下之操作型定義，以下針對「懶人包」、「數

位內容策展」、「內容策展人」三個名詞進行解釋與界定。 

ㄧ、懶人包 

懶人包是蒐集並篩選特定主題、軟體或事件議題的高相關素材及文件，經重

組或排列（策編）後，閱讀者在完全未知相關資訊情況下，仍可在短時間內快速

了解事物原貌及重點（李怡志，2007；楊孝先，2013）。本研究設定之懶人包為

以社會議題為主題，並符合內容策展概念之懶人包。 

二、數位內容策展 

數位時代之策展，是商業、編輯和社群的進階轉化，意指經過了「人類過濾

機制」，以主題性包裝相關性高的優質線上數位內容，進行彙整、精挑、混合排

列及時序化處理，將既存內容活化，並能對尋求特定主題知識的人們產生 佳的

結果（Bhargava, 2012；Handley, 2012；Herther, 2012a；Nicholson, 2012；Rosenbaum, 

2011）。本研究取用以上學者們的觀點，在研究中以「數位內容策展」或「內容

策展」稱之。 

三、內容策展人 

內容策展人的工作包含研擬一個主題，且評估受眾需求，將現存的數位資料

資訊，以策展人專業知識，進行內容蒐集、篩選、組織、脈絡化並提出見解、賦

予新意義， 後推廣分享等加值手段（Bhargava, 2009；Handley, 2012；Nicholson, 

2012）。本研究將懶人包製作者視為在內容策展觀點下的內容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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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介紹懶人包之概念、發展、重要案例、

相關概念區分、類型及呈現方式。數位內容策展為一資訊整理與呈現的方式，本

研究以數位內容策展概念觀察懶人包製作者製作行為，故第二節為數位內容策展，

探討策展之演進、應用、困難及國內相關研究。 後一節則為全民讀寫時代下的

策展人，介紹科技發展下的全民讀寫時代媒體與權力的轉變，這時策展人該具備

什麼相關素養，策展人的工作為何，並歸納策展要點作為訪談大綱參考。 

第一節 	   	   懶人包的發展 	  

本節主要在探討資訊數位時代當下，懶人包出現背景、重大事件與發展脈絡

及實際應用，並觀察現行懶人包之類型與特性，以下分別陳述與介紹。 

一、鄉民文化與懶人包 	  

懶人包 早是指將一些高度相關文件或軟體整理放在一起的壓縮檔（李怡志，

2007），類似日常所見的「大補帖」，內容對使用者來說有可能全部有用，也有可

能僅部分能滿足使用者需求。 

懶人包一詞的意義轉換，始源於 BBS，詳細日期與原作已不可考（XDite，

2007）。BBS 的文章列表設計是採標題陳列，在許多較為熱門的版（Board）因為

文章數量龐大且更新迅速，導致發生重大事件時，核心或關鍵的文章容易被數量

淹沒，且因時效性限制，一些文章很快出現，又容易因為爭議而被刪除（ptt 鄉

民百科，2012），造成眾多 BBS 使用者（又稱為「鄉民」）時常摸不著頭緒，不

斷地在版上發問並互相懷疑和解釋，尤以新進使用者（又稱「新警察」）因不熟

悉使用功能及不諳 BBS 生態，發生問題的情況尤為常見。 

如此混亂的狀況層出不窮，有心人士鑒於 BBS 的營運仍有賴舊有使用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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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血之加入，並滿足「鄉民」容易聚眾討論的特性，將一個事件的相關關鍵性文

章整理至一篇文章中，依照原因、始末、時序發展加以整理（ptt 鄉民百科，2012），

受眾只需專注於這篇文章並追蹤其更新狀況，即可在短時間內掌握事件的來龍去

脈（XDite，2007），此為現今所常見之懶人包，其概念的初步形成。 

二、懶人包重大事件與流行 	  

重大應用約始於 2005 年東海大學的「新二二八事件」開始（XDite，2007），

此事件源自於全台 大的 BBS 站「台大批踢踢實業坊」，因在東海大學發生了一

件劈腿事件，受害者 apions 於 2 月 28 日至黑特（Hate）版發了一篇恨文（抱怨

文），引起極大的迴響，甚至有網友發動人肉搜索找出事件中人物的姓名、照片、

課表等，更有網友放話賭人，事件一度沸騰，討論此事件的文章數超過五千篇、

上站人數也由平時的一千人左右暴增至一萬人同時於恨版閱讀文章，並有人於觀

看當下 call in 至當時熱門談話性節目「全民大燜鍋」談論此事， 後還被登上了

同年 3 月 2 日中國時報的頭版。而後續更爆發了事件大逆轉，受害者 apions 在

同年 3月 4日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坦承自己因為和女生分手，一時氣不過而說謊，

在態度轉換強烈的當下有不少網友質疑是東海大學校方施加壓力，而將事件登上

頭版之中國時報女記者陳洛薇更被質疑媒體不經查證即報導網路流言、將網路八

卦鬧上頭版和媒體對當事人二度傷害等相關言論，又帶動一波熱烈的討論。此一

系列相關事件風波不斷、撲朔迷離而導致有心人士整理出相關懶人包提供給網路

上的眾多使用者。 

因此，後續針對懶人包的解釋偏向於，透過摘要的方式，將針對單一事件的

文字、圖片、連結等等放在同一頁面上，或將網址連結整理在一起，其中有些經

過技巧性的編輯，但大多數則為單純拼貼（李怡志，2007）。XDite（2007）則強

調，若僅是一個彙整標題的雜燴包，只能被稱為相關閱讀，正確的懶人包用意在

於「降低人們花掉無謂時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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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 Web 服務的發展，部落格（Blog）的竄起與 BBS 也面臨到了一樣的窘

境，雖然部落格能夠分類，也能自行產出文章列表，卻仍碰到了三個問題：（一）

非集中式：網路上產出之文章並不一定來自同一個平台，不易找尋相關資訊；（二）

非聚合式討論：即使有書籤網站的幫助，能聚合相關討論，在掌握事物脈絡上仍

然慢上許多；（三）逆時序問題：部落格發佈系統的設計為， 新文章通常排在

頂部，且依照發佈之時間順序，較舊文章可能會被自動隱藏（XDite，2007）。以

上缺點常造成重要文章難以查找、資訊取得落後或資訊遺漏的狀況。因此，懶人

包漸漸被使用於部落格、網頁上，其名稱的由來就是指讓沒時間精力的懶人也能

使用的封包（ptt 鄉民百科，2012），定義也因平台的擴展而延伸至廣義的「為了

在短時間裡面快速的深入事件瞭解始末，或跳過繁瑣指南對一個產品快速的上手，

而經過整理或改寫的精華濃縮包」（XDite，2007），而後概念被廣泛利用於軟體

更新、簡易教學描述、議題事件敘述等。 

三、獨特的編輯文體 	  

由於資訊爆炸、網路傳播特性及網路媒體的特性，資訊的產製相對方便容易，

導致質與量難以同時兼顧，並在一般大眾媒體、網路媒體乃至於社群媒體間大量

地流通，許多對人們而言真正有用、客觀的資訊被淹沒在資訊洪流之中（陳順孝，

無日期）。因此，現在只要發生了一些重大社會議題或重要網路事件，幾乎在隔

了不久時間就會有民眾或媒體工作者製作相關懶人包，幫忙篩選重組資訊、發掘

意義和用處，並逐漸成為繼快速簡便的摘要內容、深入詳實的深度報導外，滿足

現代人資訊需求的獨特編輯文體。 

懶人包對於新聞議題的重要性為：（一）快速掌握資訊；（二）歷時性的紀錄

（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b）。製作者幫受眾去蕪存菁，篩選有意義的資訊，

並透過每個時期不斷整理的懶人包，能夠發揮完整記錄事件發展的功能，讓整個

新聞議題的面貌更加完整。除了常見的一般網路使用者製作懶人包外，漸漸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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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眾媒體或公民新聞也開始利用懶人包提供更進階的資訊服務。例如媒體公司

Newsy，即是利用「新聞懶人包」型式作為媒體服務，他們觀察了現代人「跳躍

式」觀賞新聞的特性，並且就算人們關注了幾個重要的資訊來源管道，還是有許

多新穎的媒體或網站是會錯過的。Newsy 所提供之新聞懶人包並不只是單純湊在

一起的新聞大集錦，而是針對一個題目或主題，整合如 CNN、BBC、政府文檔、

各領域權威雜誌等專業媒體，透過 後產出的 2~3 分鐘的新聞影片，瞭解不同角

度、地方、觀點所報導之主題相關資訊。為了質與量兼備，Newsy 擁有一個小型

編輯團隊，省去採訪的步驟，隨時監控各方實體、線上新聞，以便進行編輯整理，

產出 後的「新聞懶人包」，並成功開創營利模式（百度百科，2013）。 

一般而言，懶人包編寫程序可分為以下七點（陳順孝，無日期）： 

（一）發掘議題：重要性（民眾想知道的）、豐富性（內容多元）、紛雜性（多

方觀點、討論） 

（二）搜尋資訊：自身記憶、既有檔案、搜尋引擎 

（三）篩選資訊：重點在是否可信、是否權威 

（四）確立主題：確定懶人包之主題 

（五）篩選材料：內容是否切題、是否值得引述、哪些部分值得引述 

（六）重組材料：劃分為約三至五個面向，不宜過多或過少 

（七）撰寫修潤：包含寫稿、潤稿及超連結的適當使用 

而隨著網路與多媒體應用的普及，不管是使用圖文、使用文章搭配超連結、

使用動畫或是使用影片，能夠傳遞資訊的類型越來越多，「懶人包」的呈現類型

也變得越來越廣泛，各類型能夠讓人們快速了解事件始末與核心問題的各種文本

都應該可以稱作「懶人包」（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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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懶人包類型與製作要點 	  

「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是國內少數針對懶人包有系統地整理現有懶人包之

類型，舉實例分析說明，並且歸納製作要點的專門網站。其宗旨為「希望藉由分

析現有的懶人包，找到值得學習、以及可以改進的地方，歸納出有效率的懶人包

製作要點，讓懶人包簡化與溝通的特點發揮到 大。」（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

2013j） 

而懶人包教學網站「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針對懶人包類型做了以下分類（見

表 2-1）： 

表 2-1 懶人包呈現類型分類 

分類 次分類 
（一）文字型 1.資訊匯集型 

2.資訊整理型 
3.評論整理型 

（二）資訊圖表型 1.資訊圖表 
2.互動式資訊圖表 

（三）投影片型 1.純文字式 
2.圖文式 
3.類新聞報導型 

（四）影片型 1.並列型 
2.剪輯型 
3.自製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c）、懶人包這樣做

就對了（2013d）、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e）、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

（2013f） 

而本研究也針對網站中之分類對懶人包類型與製作方式整理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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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型懶人包 

以文字的呈現為主，分類說明及製作要點如下： 

1. 資訊匯集型 

彙整主題相關資訊，但僅提供原文連結而未以文字說明事件且未以

文字描述原文之觀點、角度等，雖然幫助讀者減少資訊蒐集時間，但他

們仍須花費時間消化文章內容。此類型懶人包不甚符合懶人包資訊整理

及改寫之精神，僅偏向於資訊或標題彙整（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

2013c）。 

2. 資訊整理型 

資訊整理型文字懶人包的內容以新聞報導為主，且依照內文型式的

不同可再細分為三類：（1）文字說明、內文摘要和原文網址連結：以簡

短文字說明事件重點並節錄重要內容、附帶超連結，以邏輯性整理資訊，

幫助讀者迅速掌握精華，更提供深入了解相關文章的機會；（2）個人話

語陳述：並非整理新聞報導，而是以自己的話敘述議題發展，並於文末

附上參考資料；（3）Q&A 問題與回答：以問題與解答之方式，使讀者能

對應自己的疑問找尋所需內容（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c）。 

3. 評論整理型 

內容為個人對議題的觀點與看法，常使用網路知名部落客或公民記

者之評論，並適時加入新聞媒體報導補充說明。除了能得知事件始末外，

也能了解一個議題中不同立場的觀點（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c）。 

4. 製作要點 

製作要點需注意以下六點：（1）蒐集、篩選資訊；（2）確立內容重

點；（3）過濾多餘資訊；（4）內容舖陳；（5）文字撰寫；（6）超連結設

置點（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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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圖表型懶人包 

資訊圖表（infographic） 大的特點就是將資料及資訊經過視覺化設計

潤飾後呈現，讀者能清楚並容易理解內容，甚至更願意接收內容（懶人包這

樣做就對了，2013d）。 

資訊圖表之設計要點可參考以下三點：（1）以設計後之圖片、圖表等取

代文字能更加吸引讀者閱讀，其中切忌擺放過多重點模糊主題焦點；（2）顏

色及字型需清楚而精簡並配合圖片使用之色調並避免太明顯的視覺效果；（3）

若加入互動式設計則可增加讀者之參與感（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d）。 

（三）投影片型懶人包 

簡報工具的簡便特色能透過清楚的表達主題，提出條理分明的說明，讓

讀者接收到欲傳達的訊息，許多製作者因此將懶人包結合投影片而產出內容。

分類說明及製作要點如下：（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e）： 

1. 純文字型 

同文字型懶人包要點，但文字需更精簡複雜議題經過自己的理解、

消化，以更簡單淺顯的文字呈現議題內容（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

2013e）。 

2. 圖文型 

以文字並輔以生動的圖案，將較沉重，或是需要專業知識的議題，

處理得不枯燥乏味，提升讀者閱讀意願及加深印象（懶人包這樣做就對

了，2013e）。 

3. 類新聞報導型 

使用手法與文字的撰寫遵守新聞專業的規則，呈現資訊豐富度及多

元性，但常造成每頁投影片有多個重點及字數過多不易閱讀的情況，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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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投影片原本的性質及資訊呈現方式（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e）。 

4. 製作要點 

製作要點除了蒐集、篩選資訊、確立內容重點、過濾多餘資訊外，

重點在於內容舖陳與簡化，要點為（1）字不宜過多；（2）避免單頁多個

重點；（3）文字淺顯易懂；（4）善用圖像化；（5）清楚的視覺導引；（6）

頁面適度留白；（7）首尾呼應（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h）。 

（四）影片型懶人包 

利用如新聞片段、動畫、電影等影音素材，完整介紹一個事件或議題。

透過畫面呈現，能更生動展現事件發生的實際狀況，缺點為通常製作時較製

作其他類型懶人包困難，分類說明及製作要點如下（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

2013f）： 

1. 並列型 

製作者利用網頁或網誌，針對議題，將相關影音資源並置，雖未將

影片做進一步處理簡化，但仍可藉由文字說明指引觀看之脈絡（懶人包

這樣做就對了，2013f）。 

2. 剪輯型 

利用軟體重新剪輯現存之影片素材，再整合為一部完整的影片。可

運用符合製作者想法、精挑的相關影片片段，幫助傳達製作者想傳達的

觀點（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f）。 

3. 自製型 

可為動畫或影片等數位形式，影音素材均需要製作者自行拍攝及製

作，自由度極高，能任意產出製作者想要之畫面並依照製作者意願做內

容的任何發展。缺點為製作時會碰到較專業性的困難如腳本、攝影畫面、

軟體技巧等（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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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要點 

製作要點可分為（1）影片架構與議題重點契合；（2）影片長度適當；

（3）預留時間讓觀眾理解畫面；（4）搭配字卡或旁白幫助觀眾理解內容

（懶人包這樣做就對了，2013i）。 

而懶人包之訂定主題性、蒐集整合相關資訊，再以清楚易懂方式將內容適當

呈現等特性，與近年來竄起的熱門詞彙「數位內容策展」之主題化、篩選、脈絡

化等賦予既有資訊新價值的概念類似，故下節將探討數位內容策展之演進、發展

及相關研究。 

第二節 	   	   數位內容策展 	  

本節主要探討策展一詞的演化，進一步詳加介紹數位內容策展概念、列舉重

要實例、需面對的問題與困難，並爬梳國內數位內容策展相關文獻，以下將分別

陳述與介紹。 

一、策展的演進 	  

「策展」（curate）源自於拉丁字「curatus」，帶有照料（care）及療癒（之意

（呂佩怡，2013a）。其照料之義有著「對內」的保存，如監控、照顧、整理、分

類、登錄、研究被收藏的物件等內部典藏行為。隨著十八世紀末博物館開放給大

眾，擴充為一種「向外」的呈現，策展人（curator）基於美學判斷及個人知識對

藏品進行選擇，並將挑選過之作品進行脈絡化的安排與展示。（呂佩怡，2013b；

林宏璋，2009）。使這些受到良好保存、便於研究的藏品能夠再次發揮其價值，

或衍生出不同的文化面向，以不同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 

策展 2.0 為鄭慧華（2009）所提出的概念，相較於策展 1.0 由策展人擬定展

覽主題及範圍後，對現有已知藝術作品提供個人見解，受眾僅被動地接收策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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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而策展 2.0 如同 Web2.0 強調「社會網絡」，群眾皆可參與互動生產內容，

因此策展人僅以展覽作為平台，在未知 後結果的情況下，透過眾人民主式的參

與及過程，完成一個內容包羅萬象的多元豐富展覽，並且更貼近藝術融入社會的

本質。 

數位庋用（digital curation），或稱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的概念出現於 2001

年數位保存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及英國國家太空中心（British 

National Space Centre）所舉辦的研討會（Digital Curation: digital archives, libraries 

and e-science seminar）（Beagrie, 2006）。 

數位庋用為包括維持、保存及加值整個生命週期的數位研究資料於一個可信

任的機構，對於研究資料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有效地管理和考核能夠增加長期研究

價值，提供當前或未來使用，並減輕數位資料過時的風險（DCC, n.d.；Pennock, 

2007）。數位庋用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提出了數位庋用生命週期，

將數位物件或資料庫內容庋用的生命週期中，整個生命週期操作包括描述及表示

資訊、訂定保存計劃、社群觀察及參與、庋用與保存；序列性操作包括概念化、

創造及接收、鑑別和挑選、攝取、保護行動、儲存、訪問、使用及再利用、轉換

格式；選擇性的操作包括配置、重新評估、遷移（Higgins, 2008）。 

而「內容策展」（content curation）一詞，始於 2009 年，為美國喬治城大學

的行銷學教授 Rohit Bhargava 所提出，針對未來的網路資訊發展所提出（Herther, 

2012a）。Bhargava（2009）提出內容策展人（content curator）的工作是，針對一

個特定的議題，在持續地尋找、聚集、組織、並分享網路上 優質且相關性 高

的內容。通過排序成堆的資料和內容，找到有意義的資訊，為人們提供解釋、有

用的脈絡及分析（Nicholson, 2012），其價值在於找尋使人期待的內容，以符合

主題或受眾的需求（Handley, 2012）。因此，內容策展是能為現有的優質資訊內

容再加值的一種手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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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三者，策展用於藝術人文領域，強調策展人專業知識，不僅對既有事物

做整理、發揮想像力，甚至運用藝術及文化性，對社會進行批判及反思，衍生出

新的意義，有效詮釋藝術品的本質，多了情感的元素（呂佩怡，2013b）。庋用之

目標在於對數位化研究資料的保存保護及取用，依照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動作循環

重覆使用，經由維護而不致資訊過時，成為現代學術領域或圖書資訊領域的指標

之一（林玉，2012；Higgins，2008）。內容策展則通用於各種現存的數位內容形

式，策展人角色可以專業及非專業角度，整合內容並賦予價值，從專家提出觀點

的專業知識領域，到群眾 Facebook 按讚分享等日常生活行為，都能成為策展的

範疇。基於本研究範圍，著重於內容策展部分，再進行深入討論。 

二、何謂內容策展  

CNN 報導指出，2011 年 10 月蘋果（APPLE）創辦人 Steve Jobs 過世時，社

群網站 Twitter 在每秒約有一萬則推文產生，而根據尼爾森市調（Nielsen）在 2011

年 2 月的統計，全球已存在 1.56 億公開的部落格，Youtube 的報告顯示每分鐘有

48 小時的新影片發佈於平台（Bhargava, 2012）。數位策展的興起在於資訊爆炸的

當下，過去人們期望獲得更多資訊，但現今的社會已非資訊不足，反而存在著資

訊過量的問題，民眾更需要的，是取得更精準的資訊。故二十一世紀的策展，著

重於線上如洪流般的各種數位內容資訊，將這些資訊經過篩選、組織、脈絡化，

並提出看法賦予新意義， 後分享串連（Toshinao SAKAKI, 2011/2012）。 

Handley（2012）定義內容策展是持續地辨識、選擇及分享一個特定主題中

相關且 好的內容，於特定需求的受眾，且內容可以是線上文章、部落格文字、

影片、照片、工具、推文或其他各種數位內容形式。而 Rosenbaum（2011/2012）

則認為因策展關乎選擇（selection）、組織（organization）、呈現（presentation）

及發展（evolution），能夠改善電腦以系統化處理資料。並且有兩個重點：其一

為，策展是關於人們賦予任何蒐集、組織而得事物的「定性判斷」（qua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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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其二為策展人可分為業餘策展人及專業策展人，其目的與訴求各不

相同，且並不相互抵觸。 

同為內容加值手法，過去常有人將策展與編輯（editing）混淆，Pache（2012）

認為策展是即時、雙向的，且 大的意義在於，除了策展原創內容外，策展的本

身同時也是一種創造（creation）。換句話說，是根據現有之內容進行再創作更大

的故事（a larger story）（Rosenbaum, 2011/2012）。 

此外，由於內容策展本身具有強烈的價值性主張與目標導向，而受眾又是由

一個追求價值的社群所組成，因此，針對目標社群的互動顯得格外的關鍵（Herther, 

2012b）。除了對於策展內容所作的規劃、蒐集、處理之外，與目標社群關係的經

營也是重要的一環。 

而 Herther（2012a）將內容策展定義為三個層次： 

（一）社群策展（social curation）：以大量的使用者發現，組織，共享和促

進 有趣的內容。若要成功運行則需要一個大型、活躍的社群，若內容較為

狹窄、分眾化，則無法獲得廣大社群迴響。 

（二）專家策展（expert curation）：可以是一小群的策展人或甚至一個單一

策展人，能夠針對單一領域，需要該主題或領域的專家做為策展人。對於大

多數行銷人員而言，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模式，能針對他們的特定群眾，引導

互相交流這些分眾化的內容。 

（三）自動演算（algorithms）：存在著是否真正算是策展的爭議，因為策展

必須要基於「人」的過程。若策展人積極投入於挑選正確的內容，自動演算

能夠正面幫助找尋相關內容。 

專家策展擁有策展人較能控制內容及便於實驗觀察的特點，且較符合觀察對

象的特性，故選定上述專家策展定義界定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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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策展案例 	  

早的策展概念案例可追朔於 1922 年，DeWitt Wallace 創辦了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讀者文摘的雛型起源於 Wallace 思考著讀者在時間及精力有

限的情況下，不被眾多雜誌內容量淹沒，他藉由蒐集諸多月刊雜誌文章培養知識，

瞭解讀者喜好，進一步摘要精隨及重新改寫。其內容涵蓋了多元主題，包括科學、

社會服務、教育、政治、產業、健康等，在電視及大眾媒體誕生前，從多種精挑

的資訊來源，蒐集、綜合並包裝美國人的觀點。幾乎同時期，Henry Luce 在 1923

年創辦了時代雜誌（Time）運用其編輯專業，由一開始邀請作家撰稿的形式，

演進為蒐集世界各地的新聞，將各地的意見與文章加以過濾、賦予脈絡並整合呈

現，提供予想利用少量時間廣泛閱讀的讀者（Rosenbaum, 2011/2012）。 

哈芬登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的創辦人 Arianna Huffington 運用策展創

造了連結經濟。她認為無論實體作家、出版商、部落客甚至主流媒體，均需要連

結幫助策展。哈芬登郵報從一個政黨網站轉型為一個策展媒體、科技、運動等主

題的網站，甚至在 2009~2010 年，不重複訪客人數為紐約時報（NY Times）的

一倍，Huffington 確信，她的網站能夠有效幫助策展人，不但自己是連結者，也

是被連結的對象。而哈芬登郵報能成為策展典範的主要原因為，其內容整合了三

種內容來源：（一）以支薪的記者與編輯為核心，報導主題涵蓋政治、媒體及科

技，約有六成的內容為自產新聞報導或部落格社論，轉載其他來源的文章則約占

了四成；（二）各領域專業部落客，在不支薪得情況下，仍可吸引知名作家、名

人，或一般部落客投稿，再經由哈芬登內部員工複審、編輯及查證；（三）編輯

群搜尋網站及其他來源，找尋熱門話題、引人注目的內容，並以簡單明瞭及明顯

的方式呈現於頁面。並藉由觀察使用者點選哈芬登郵報中連結和網頁的習慣，不

斷更新推播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內容。在以使用者免付費的前提下，改變了傳統

媒體型態並嶄露頭角，2009年時代雜誌更稱Huffington為「網路先知」（Rosen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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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近幾年策展案例越來越多，如 Flipboard、Pinterest、9x9.tv 等專業策展軟體，

甚至社群網站上的按讚、轉推也被視為策展的行為。舉例來說，Flipboard 電子

雜誌，除了能夠依照平台中雜誌分類進行瀏覽，更能透過收藏名人、出版商、機

構、甚至朋友所創建或搜集的雜誌內容及頁面，加到自己帳號所建立的雜誌中，

換句話說，能夠依照現有的各方雜誌內容進行主題性的篩選及匯整。除此之外，

Flipboard 也整合使用者所擁有的社群網站帳號如 Facebook、Twitter、Flicker 等，

透過運算，在原本的平台中能直接獲得社群中重要即時的資訊，因此也被稱為社

交雜誌。而國內主打影音策展的 9x9.tv 平台能夠針對 Youtube 的音樂及影片，使

用內建的影片頻道組訂定頻道主題，設定影片始末點便於串接，善用字卡或圖片

增加說明，並能使用排程發佈預設哪一天適合播放哪種類型節目內容。 

四、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內容策展之相關研究約由 2012 年開始，而學術研究的產出則在 2013

年後出現，成為報章媒體及網路資訊服務領域火熱的話題之一。 

于治中（2013）以國內科學及科技博物館共同策劃的原創展覽「某甜點工藝

奇幻展」為例，從科學傳播及內容策展觀點分析科學與科技博物館在巡迴展示策

劃中的重要流程和關鍵，藉由訪談產官學三方面之展覽專業策展人、科學及科技

博物館專業人員與學術領域專家，發現雖然實體策展之視覺印象及感受體驗為內

容策展無法做到的，但內容策展卻能用於社群媒體之延伸，運用網路集體智慧、

分享連結、心得分享等互動功能，產生口碑傳播，能幫助實體展覽行銷也能與實

體展覽之設施相互呼應。因此認為，內容策展能成為有效帶動科學傳播的教育途

徑之一。 

而許文宜（2013）、趙敏含（2013）及顏資霖（2013）均以 9x9.tv 影音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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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研究影音策展。 

許文宜（2013）針對台灣教育傳播暨科學會與 9x9.tv 共同舉辦之「2013 雲

端策展競賽」，分析策展人節目內容之構思、規劃與執行，觀察策展落實媒體近

用，以及探討內容策展優化與歸納內容策展之歷程。發現（一）運用創意之策展

有助於幫助優化現行之內容，引起社群之興趣、期待與分享；（二）雲端策展優

化能推動共有、共創與共享，並能引發個人或團體成為意見領袖之契機；（三）

內容策展人擁有個人知識、經驗、品味及聯想力等，確立目標、受眾，利用創意

策展賦予內容意義，即具備創業的潛力；（四）策展優化有助於品牌媒體行銷，

其中具市場性之策展，有利於與實際相關產業結合，除了行銷通路之幫助，也能

控管成本、獲得效益；或能有效使用關件字策略強化搜尋。 

顏資霖（2013）為探討經過策展之雲端頻道與一般電視頻道的差異性，並想

瞭解其推廣性與未來發展，蒐集 2011 至 2012 年由 9x9.tv 舉辦的兩屆雲端頻道策

展大賽，以內容分析法分類頻道主題，並與一般電視頻道比較，另一方面，使用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雲端頻道策展人、公司內部策展人及學者，瞭解頻道主題選定、

企劃、推廣並結合社群及編輯分享概念，及評估影音策展之未來發展。經過分析

發現（一）由於電視頻道對象常為一般大眾，故雲端頻道策展之頻道類型與一般

電視頻道相較之下較為多元；（二）雲端頻道策展之推廣模式，在 9x9.tv 業者的

部分，能夠運用其專業幫助電視台客製專屬、具有策展後節目內容、能查閱收視

率等功能之 APP，並透過電視台各種管道推廣此服務予社會大眾。而對於一般策

展人，大多數以社群經營模式推廣行銷頻道，若能遵守主題明確、分享重要性內

容、持之以恆及初期避免商業化四大要訣，能對粉絲團經營帶來一定的幫助；（三）

雲端頻道策展的未來發展，為可商業化、並能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智慧電

視等諸多載具觀看之狀態，頻道內容除了經過策展之去蕪存菁，也能增設內容互

動點與觀眾互動，增加頻道之商業價值。因此歸納出兩種頻道策展模式，其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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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建立頻道主題品牌，再透過社群經營幫助頻道發到；其二則為幫助現有之電

視台或其餘影視產業做進一步內容加值包裝，觀眾對於未來頻道之選擇更加地多

元。 

趙敏含（2013）針對 9x9.tv 的內部職員與外部策展人，以半結構式訪談及小

組座談方式，分析策展人如何在兼顧社群親近性與內容專業度下，企劃、創製作、

優化及發佈與行銷及溝通四個階段該具備何種素養與能力，以及策展人對自身及

大環境之看法。研究發現策展人對於頻道主題的常識與知識素養是策展人 重要

的能力條件，甚至包括洞悉策展內容受眾以及內容取得與解讀等，平台生態瞭解

與工具的掌握也能對策展帶來幫助。四階段重要之能力如下：（一）企劃方面：

資源環境的觀察與策略能力、內容的企劃與議題能力、工作流程規劃與效率的評

估能力及商業或合作模式的策劃能力等；（二）創製作方面：關鍵字與搜尋素材

的知識能力、內容解析的專業語文與識讀能力、資源處理的判斷力、影像敘事能

力與美感，以及策展流程的優化能力等；（三）優化與發佈：社群關鍵字的知識

能力、內容重整與後設資料的企劃力、內容發佈的策略力、持之以恆並頻繁發佈

的動力等；（四）行銷與溝通：拓展合作通路的能力、建立多角化社群並維運的

能力、社群與通路間交叉行銷的企劃與執行能力、品牌風格定位與展現能力，以

及行銷活動的策略能力等。而影視頻道策展人則會因頻道內容屬性及所處資源環

境之不同，而會有外國語文能力、資源拼湊能力及對影像敘事精緻化三種能力的

差異性。同時策展人一致認為社群親近性及內容專業度應兼備，策展人能藉由理

解目標社群所求之相關性，呈現某種程度上的專業感，也滿足親近性與專業。

後影視策展之未來潛力受到策展人看好，認為其能符合現代人需求，但除了策展

人對於策展頻道之熱忱與其他動力外，仍須仰賴媒體平台發展及環境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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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數位內容策展相關研究 

數位內容策展  
相關研究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于治中（2013） 業界策展領域、科學/科技博物館領域、

學術領域關鍵人物與專家，共 13 名 
質性訪談 

許文宜（2013） 9x9.tv 於 2013 年舉辦之雲端策展競賽

之獲獎頻道，共 18 個 
個案分析 

顏資霖（2013） 9x9.tv 於 2011 至 2012 年所舉辦之雲端

頻道策展大賽得獎者，共 7 名 
質性訪談、內容分析 

趙敏含（2013） 9x9.tv 內部職員與外部策展人，共 9 名 質性訪談 

如表 2-2，本研究藉文獻探討，發現現今國內相關研究較專注於發展日趨成

熟並有實際案例之影音策展，且普遍研究涉及「策展人」，認為策展人為策展流

程之關鍵角色，並以質性訪談法研究。而本研究之主題為懶人包，相較於影音策

展，懶人包之內容形式及組成更加多元，期能探討不同懶人包製作者的做法與想

法。 

第三節 	   	   全民讀寫時代下的策展人 	  

本節主要以全民讀寫時代的概念，在這個時代下，內容策展人該具備什麼素

養，並說明內容策展人工作流程，以下分別陳述與介紹。 

一、  全民讀寫時代 	  

John Hartley 所著之《全民書寫運動》一書中，引介了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

學者 Richard Hoggart 之看法，Hoggart 堅信所謂的庶民文化，能夠以自己的方式

累積經驗與智慧，體會生命中的真實和真相。Hartley（2009/2012）認為這種精

神符合現代科技發展之下的全民讀寫時代理念，人們不僅擁有消費（consuming）

的能力，也擁有生產（producing）的能力，從過去的多對一的「單純閱讀」（read 

only），進階為多對多的「讀寫並用」（read-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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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媒體所追求的，向來都是一種專家系統性的生產模式。在其中，專業

人員生產了故事、經驗與認同，再提供給一般大眾。為此，Hartley（2009/2012）

提出了新聞的職業化（professionalisation）是一種限制的行為，從前的機械時期

與廣播時期，新聞的傳播仰賴印刷或電子媒體的產製技術，並為了擴及更廣的範

圍與達到更好的觸及率而投注大量的成本。縱使現在的媒體能夠透過網路進行傳

播，仍然偏向於一對多的模式，在技術上無法充分發揮它人人都有權實踐它的民

主性。 

現今，人們透過Web2.0與社群，在部落格、Facebook、Youtube等新媒體發

聲，人們擁有更多的交流空間，比起傳統的廣播媒體與印刷媒體，傳佈資訊的費

用更低，範圍卻更廣（Rettberg, 2008），就算非專業媒體的一般民眾也能夠簡單

利用新媒體表達自己，生產者與消費者都能夠展現出生產力（productivity），打

破傳統媒體業壟斷書寫的疆界，並在數位時代中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再現、表述

自己，創造不同的歷史，甚至發展出專業（Hartley, 2009/2012），如公民新聞、

獨立媒體，非營利組織等。 

社群、互動媒體已逐漸成形，傳統的新聞學成了互動媒體時代 初的犧牲者

之一。一開始只是網路，後來在各種技術平台上都迅速發展出以使用者為導向的

內容形式，包括電子書、部落格、線上協作平台等，傳統新聞學自此從專家模式

轉移到現代開放創新的環境當中，也就是從一對多變成多對多的傳播形式

（Hartley, 2009/2012）。 

因此，現在媒體的角度有可能會有以下三種轉變（Hartley, 2009/2012）： 

（一）塔列辛取向（The Taliesin function）：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專業資訊提供者。 

（二）甘道夫取向（The Gandalf function）：我是資訊的提供者之一，但身份形

式是可以轉換的，有時能以自己的能力協助整個資訊提供系統的生產，甚

至幫助業餘資訊圖功者，而不完全控制、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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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唱取向（The eisteddfod function）：大家都是資訊提供者，專業與業餘

者應該是為在同一個系統中的不同選擇，而在兩者共存的情況下，能夠拓

展整個系統。 

其中的第三點，會是往後社會發展的重點，同時也避免大眾參與導致品質低

落，而衍生的具有競爭性的社會網絡，並且其中的價值會是其中的知名度與人們

的評價（Lanham, 2006；Potts et al., 2008）。 

一般大眾，也就是消費者們必須能發展並分享屬於自己的專業性和知識，如

此一來，他們也能為科學、想像力及新聞學的延續提出貢獻。特別在其他人們加

入時，這些知識還可以創造出更多新的客觀知識，將主觀與客觀、經驗與專業性

結合起來（Hartley, 2009/2012）。 

由於專業領域的資訊交流，已經從傳統的形式移轉到網路上，任何主題議題

的內容都能找到許多相關資訊，於是又衍生出大量的媒體及網站來教人們如何進

行網路瀏覽，已經可以想像一個人人都是記者的社會，他們不只能透過電子郵件、

部落格、網站、簡訊等讀寫並用的媒體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的觀點還可

能被集合成一種集體的形式（Hartley, 2009/2012），如懶人包，如數位內容策展

等都是。 

新聞作為一種全民的權利才是主流，隨著數位媒體的普及，網路上有無數提

供給消費者與使用者，或由他們自己創造的自製（do-it-yourself）、共製

（do-it-with-others）機會，無需經過制度過濾或上層的控制。這個自製媒體是任

何一個電腦旁的使用者都能輕易觸及的，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發佈者，現在的年輕

人可以自行在眾多資訊中自由發揮，不再需要依賴他人的專業（Hartley, 

2009/2012）。 

與數位內容策展直接相關的是，同樣使用既有的資訊進行加值，編修

(redaction)是指將現存的素材重組成為一種新的樣貌（Hartley, 2009/2012）。



 

33 

 

Hartley 並說明，新聞的功能已經逐漸從新聞蒐集轉變成編修，記者的主要工作

之一，不是產生新的資訊，而是將現有的資料進行篩選並讓讀者能夠理解。因此，

內容策展人的存在顯得重要。 

二、策展人相關素養  

《全民書寫運動》一書中提到，數位時代的人們，理應具備數位素養，Hartley

（2009/2012）認為，現今大眾應不止侷限於只讀不寫的媒體素養，而是應該延

伸學校中所教之「批判性解讀」或「媒體識讀」，應發展為能夠透過任何數位形

式，使用數位工具與人們溝通的數位素養，在「讀寫並用」的情況下，參與社會

網絡中，少了數位素養，創新也無法實踐。而以下，將介紹各種素養的核心-資

訊素養之意涵，以及相關研究探討策展人應具備之素養。 

素養是「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力。」（吳美美，1996）

而素養又可分成兩類：其一主要意義為識字之意，即為個人生活所需的讀、寫、

算能力；另一種為功能性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指個人之特定技能，依照家

庭、社會等不同角色需求訂定該素養之目標（李德竹，2000）。 

大量的資訊被組織並透過科技傳播，造成資訊飽和的現象，並且公共議題及

社會生活越來越受到資訊科技影響，如智慧財產權及隱私問題等，因此資訊素養

對人們社會顯得更加重要（Shapiro & Hughes, 1996）。 

而由於資訊時代對社會帶來極大的挑戰，資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擴展，

並帶動儲存、組織和存取的科技技術快速進步，以解決資訊不斷增長所帶動的浪

潮。然而，生活在資訊社會的人們應該要擁有資訊的權利，以提高生活水準。對

於過度豐富的可用資訊，人們需要能夠獲得特定的資訊，以滿足廣泛多元的個人

及工作需求。為了達到經濟獨立性並保持生活的質量，人們需要的就是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資訊素養也被期待能夠解決許多長期存在的社會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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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平等（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 1989）。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定義資訊素養為，個

人必須有能力辨識資訊需要的時機，以及找到（locate）、評估（evaluate）和有

效使用（use effectively）那些所需資訊的能力（ALA, 1989）。吳美美（1996）指

出資訊素養為「有效發現自己的資訊需要、尋找資訊、判斷和呈現資訊，以及使

用資訊的能力」。李德竹（2000）則綜合許多學者之定義，歸納資訊素養為「培

育國民具備瞭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率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

織資訊與利用資訊」。並指出資訊素養已成為資訊化國家中民眾必備之素養之一，

他們能運用資訊能力判斷可信的資訊，進一步解決問題。 

資訊素養涵蓋多個面向，其中也包括了現今不可或缺的資訊傳播科技應用、

網際網路使用的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吳美美，2004）。McClure（1994）

提出資訊素養由以下四種不同素養所組成，並繪出資訊素養與傳統素養、網路素

養、媒介素養與電腦素養間的關係圖（見圖 2-1），認為資訊素養位於各素養綜合

之重點核心，擁有其他素養的特質： 

 

圖 2-1 資訊素養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 McClur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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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泛指基本個人能力，包括閱讀、書寫、口說，

及計算、解決問題，並在工作及上會上維持必要水平，實踐個人目標，並發展各

人知識及潛能。 

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為傳統素養的延伸，要求各人能夠運用電腦

完成基本的任務，如文字處理、創建及操作電子表格上之數據，或使用其他類型

的軟件。 

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後平面媒體（post-print media）主導人們資訊視

野，媒體素養能夠幫助人們了解，產製及談論圖片、文字及聲音中的文化意義。

每個人都應該成為一個媒體素養者，能夠解碼、評估、分析及製作印刷與電子應

用媒體。 

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能夠透過網路資訊資源的瞭解及其價值，利用

網路工具檢索及取得資訊，幫助使用者判斷並解決問題。 

美國於 1970 年代即開始倡導資訊素養的概念，並且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資訊

素養是人類各種知能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各種情境條件下均會需要資訊素養。而

後資訊素養的議題不斷持續在教育領域、圖書館領域、資訊科學領域等不斷被提

出，並逐件地受到各方關注（李德竹，2000）。 

Rader＆Coons（1992）定義資訊素養者具備以下七項能力： 

（一）能在資訊科技環境下有效進行學習； 

（二）能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具有健康美滿的生活； 

（三）在快速的社會中有效率地工作； 

（四）能面對各種挑戰； 

（五）能有效地利用資訊； 

（六）能利用傳統工具及電腦等從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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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能掌握研究方法和學習的技能。 

網際網路的普及導致容易獲得大量的資訊，現代網絡需要大量積極的資訊組

織者策展內容，而非被動的消費者知識（Antonio, Martin& Stagg, 2012；Battista, 

2012），也發展出如 Whittingham、Huffman、Rickman 及 Wiedmaier（2013）定

義現今數位素養指的是瞭解及創造電子媒體如部落格、維基、社群網站等內容。

如 Battista（2012）發現某些促進策展現有線上內容的社交媒體平台，便於推動

資訊素養與資訊倫理，培育民眾公民意識及社會正義，而 Antonio、Martin 與 Stagg

（2012）指出，人們查找、選擇與綜合組織線上內容等策展行為，也許能幫助學

術閱讀、寫作及研究技巧，發展高等教育。因此，資訊素養與數位素養能夠有效

幫助內容策展，並且是 21世紀民主社會的重要關鍵（Antonio, Martin& Stagg, 2012；

Battista, 2012）。 

在媒體素養方面，Cohen 與 Mihailidis（2012）解釋為了增強學生學習興趣，

教育工作者應注重學生在新聞報導環境中的網路使用習慣，認為策展能透過媒體

素養的原則，策展人透過策展搜尋內容組織敘事，能夠提升受眾的意識，並有效

解決問題。Mihailidis 和 Cohen（2013）的研究則認為網路已成為不同資訊類型

及傳播媒體聚集的空間，許多人們利用搜尋引擎、社群網站取代了頻道、節目甚

至網頁，能獲得的資訊更看似無盡。策展的概念能透過篩選、排序及組織資訊或

媒體內容，或敘述為一個故事，以評估內容、觀點、平台等，改善資訊泛濫問題，

並能同時提高數位及媒體素養教育。DeAbreu 和 Mihailidis（2013）也分析媒體

素養能夠透過獲取、評估、分析並產生資訊，以提升批判性思考技能，舊有的策

展概念演變為新型態的內容策展，能符合學習媒體素養的前提。因此能做到（一）

精確的媒體消費和生產；（二）批判性的評價與分析；（三）參與地方、國家和全

球的對話（Mihailidis& Cohen, 2013）。 

    此外，趙敏含（2013）發現在討論媒體、科技、資訊或數位環境時，常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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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素養與能力並列。並以較廣義之資訊素養為整體概念，觀察內容策展相關之讀

寫素養、媒體素養與新媒體素養。 

綜合以上，資訊素養集傳統素養、電腦素養、媒體素養與網路素養之特點，

也關聯讀寫素養、數位素養等，已成為身處資訊社會的現代人，對於如此多元龐

雜的各種資訊，要能夠擁有認識、分辨、組織、詮釋等能力，運用電腦、科技、

網路、媒體等資訊資源解決所遇之問題，不僅對個人日常生活、工作職場都有著

一定的幫助，也能促進整體社會的發展。而內容策展人在策展網路上眾多資訊時，

將會面臨不同階段處理程序及困難，更需要引介眾多素養與能力。 

三、內容策展人的工作 	  

策展人並不需要創造更多的內容，而是賦予他人所創造之內容新的意義。透

過主題或議題，持續尋找、篩選、組織、脈絡化及詮釋，找出該主題或議題 相

關且 好的內容，做 適當的呈現並分享（Bhargava, 2009；Nicholson, 2012；

Rosenbaum, 2011/2012）。其價值在於找尋使人期待的內容，以符合主題或受眾的

需求（Handley, 2012）。 

線上內容策展轉變了以往傳統策展藝術的表現方式，並難以建立策展的標準，

深具挑戰性。另一方面，內容提供者、策展人及受眾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透過

內容策展者知識及權威性整理組織內容，將為內容帶來 合宜的詮釋，提供受眾

完整的資訊（Cann，2012）。 

Beaupre（2012）指出，Bill Gates 在 1996 年發表了「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文章，但到了資訊充斥的現代，人們將很難確信這些資訊是否有用，他

發現人們（一）將內容變得簡單容易理解；（二）運用關鍵字搜尋策略效果反而

比耗費額外金錢聘請專家或機構幫助內容生產來得好；（三）善用社群網站分享

行銷的動作都能夠幫助內容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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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y（2012）解釋策展不同於自動聚集，須包括「人」的因素。策展人

在編輯時加入了個人組織及過濾能力，也經過了判斷的過程。須注意的是，內容

策展並非捷徑，仍需仰賴策展人的專業知識，並投注大量精力，策展人存在的價

值在於對現存的內容加入觀點、賦予脈絡、增加價值，加深受眾的理解。 

由於內容策展流程及工作並無既定標準，本研究整理內容策展程序相關文獻

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內容策展程序 

  文獻 

 

 

策展程序 

Bhargava 

（2009） 

Bhargava 

（2012） 

Burnette 

-Lemon 

（2012） 

Handley 

（2012） 

Herther 

（2012a） 

Nicholson 

（2012） 

Rosenbaum 

（2011/ 

2012） 

主題/議題性 ● ● ● ● ● ● 

蒐集 ● ●     
辨識   ●  ●  
過濾  ●  ●   
選擇   ●   ● 
聚合 ●      
精餾 ●      
提升 ●      
序列     ●  
組織 ● ●  ● ● ● 
時序 ●      
賦予意義    ●   
呈現  ●    ● 
分享 ●  ● ●   
發展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趙敏含（2013）將策展分為企劃、創製作、優化與發佈及行銷與溝通四個

部分，並整理影視內容策展相關文獻，歸納出內容策展程序為：（一）搜尋、蒐

集與聚合所需素材，符合策展主題及目標；（二）評估與選擇關連性高且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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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三）運用不同手法，依價值性組織內容，賦予意義、提升既有內容價值；

（四）加值性呈現，使內容易於理解或能引起共鳴；（五）行銷策展成果，使民

眾能接收到內容並產生興趣。 

根據本研究整理之內容策展程序表與參考趙敏含（2013）歸納之策展架構，

大致可將策展工作分為主題企劃、選材精練、組織加值、分享發佈及後續發展五

個階段，詳細說明如下： 

主題企劃：內容策展是一個訂定特定主題或議題，進一步挑選網路上 相

關且 好的線上資訊，組織整理並呈現分享（Bhargava, 2009；Handley, 2012；

Herther, 2012a；Nicholson, 2012）。Herther（2012a）更強調策展人需要非常了解

該主題或議題， 好為該主題或領域的專家。 

選材精煉：包括一個特定主題或議題內相關資訊的蒐集（Bhargava, 2009；

Burnette-Lemon, 2012 ）、辨識（ Handley, 2012 ； Nicholson, 2012 ）、過濾

（Burnette-Lemon, 2012；Herther, 2012a）及選擇（Handley, 2012；Rosenbaum, 

2011/2012）。 

組織加值：得到 相關且 好的內容後，進行聚合（Bhargava, 2012）、精

餾（Bhargava, 2012）、提升（Bhargava, 2012）、序列（Nicholson, 2012）、組織

（Bhargava, 2009；Burnette-Lemon, 2012；Herther, 2012a；Nicholson, 2012；

Rosenbaum, 2011/2012）、時序（Bhargava, 2012）、賦予意義（Herther, 2012a）並

作適當呈現（Burnette-Lemon, 2012；Rosenbaum, 2011/2012） 

分享發佈：透過分享（Bhargava, 2009；Handley, 2012；Herther, 2012a），

提供受眾期待的內容，並符合他們的需求（Handley, 2012）。趙敏含（2013）也

提及標題與關鍵字的使用、內容描述、縮圖等將直接影響受眾注意力，也要掌握

好的發佈時機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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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與趙敏含（2013）所述之策展行銷與溝通比對，此部分將關注

策展人與受眾之交流、討論、回饋等互動，甚至借重相同理念者之合作與宣傳。 

除了策展程序外，策展人也會碰到不同層面的問題。Bhargava（2012）指出

加諸於原創內容（creation）上的策展有其風險，主要需關注下列三個核心問題： 

（一）所有權問題（the ownership）：當策展人使用多個內容來源策展內容，

即使僅使用少部分內容，事實上那些內容並不一定屬於策展人。因此一定程

度的標註來源，甚至附上連結是必要的。一旦涉及到匯集他人智慧財產權的

內容，將會引起極大的爭議，甚至牽涉到法律問題。 

（二）控制問題（the control）：現今由於匯集及策展的工具非常豐富，任何

人都能開始經營一個部落格或創造維基條目，並開始蒐集與分享眾多內容，

並與線上的人們共享，但這些已經過策展內容的潛在問題為，經過策展之內

容極有可能被再利用，並逐漸失去內容來源引用等，造成更複雜的議題。 

（三）信譽問題（the credibility）：策展人對於內容策展，為基於專業或興趣

而匯集篩選符合策展人觀點之內容並加以詮釋，有些受眾可能會認為策展本

身的動作即偏向某一個角度的觀點，因此缺乏可信度。 

另一方面，一般懶人包之編寫程序可分為發掘議題、搜尋資訊、篩選資訊、

確立主題、篩選材料、重組材料及撰寫修潤（陳順孝，無日期）。若以策展概念

檢視懶人包，可發現懶人包較注重主題議題的選擇、素材的來源及篩選、內容組

織脈絡化、賦予觀點詮釋等偏向策展中「企劃」與「創製作」兩階段。其餘在優

化與發佈層面中牽涉有主題議題之時效性，懶人包也有可能受發佈平台、內容是

否優化、即時更新等影響後續傳播效果。而針對懶人包內容，製作者與受眾之溝

通，也會是策展人與受眾交流能夠觀察的方向之一。本研究將依上述概念及面向

作為研究訪談大綱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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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以數位內容策展觀點探討懶人包製作過程，從製作者面觀察與探究。

數位內容策展在近幾年來成為網路使用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人人都可以賦予既

有資訊新生命的概念使得許多服務、應用持續不斷地發展，而懶人包已是現今資

訊時代的重要產物，使用相當廣泛並融入於人們日常生活中，因此將兩大熱門主

題中，歸納前者的架構探討後者。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以數位內容策展觀

點探討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製作懶人包之過程、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製

作經驗，期望藉此得知懶人包製作情況與製作者觀念看法，並觀察不同製作者知

識背景、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之製作差異，作為未來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之參

考。本章第一節說明文獻探討所歸納之數位內容策展要素，組成研究概念架構；

第二節說明研究對象並簡述其懶人包主題議題；第三節介紹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

法，為半結構式質性訪談法，並說明研究設計；第四節說明研究使用之工具與資

料蒐集後的分析方式；第五節為研究實施流程，以流程圖說明整個研究的實施流

程。 

第一節 研究概念架構 	  

本研究以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歸納之數位內容策展程序為主軸，探討懶人包製

作者在製作懶人包時的做法。對於數位內容策展之定義，專家學者們有著不同的

解釋，而本研究整合專家學者們所提出之數位內容策展流程面，配合懶人包之製

作過程，作為分析基礎。 

Bhargava（2009）等人所提出之數位內容策展程序可歸為：主題企劃，主題

議題的挑選；選材精煉，包括蒐集、辨識、過濾及選擇；組織加值，包括聚合、

序列、組織、賦予意義等；分享發佈，包括分享與分享時的技巧；後續發展，與

觀眾之交流、互動。而另一方面，Herther（2012a）強調內容策展人需要非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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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策展或將策展之主題議題， 好為該領域的專家。因此，本研究將探討製作

者個人專業之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及製作時的做法和想法。 

針對懶人包之製作，綜合 Bhargava（2009）等人之數位內容策展程序及

Herther（2012a）對內容策展人之看法，重新建構出以下懶人包製作相關構面： 

（一）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包括製作者製作懶人包

相關之學科知識背景，如大學或研究所就讀科系與所製作之懶人包主題議題

相關；製作者製作懶人包之相關技能背景如影像編輯軟體、圖像美工軟體、

影音剪輯軟體等的使用情況；製作者製作經驗包括製作懶人包或相關作品之

經驗。 

（二）懶人包策展製作流程：包括主題企劃−主題議題及立場選擇、製作動

機與目的；資料蒐集與選擇−相關資料之蒐集、選取、過濾；資訊編排與呈

現−選取呈現方式，整合組織這些資訊內容；分享與發佈−分享發佈時的一

些技巧；觀看者與後續發展−與觀眾互動交流和後續修改、經營。 

 

圖 3-1 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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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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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or theoretical sampling），或稱立意抽樣：是一

種研究者選擇其認為對研究母體具有代表性單位的非隨機抽樣方法。樣本的選擇

是根據研究者自身的知識，以及對母體特性之理解，決定何者是 適合其研究領

域的個案。為提高判斷抽樣的價值與樣本推論可信度，應盡量選取「多數型」或

「平均型」的單位為樣本（葉至誠、葉立誠，1999；David, M. & Sutton, C. D., 

2004/2007）。由網路上找尋符合研究對象條件之懶人包，進一步透過相關資料如

社群網站帳號、部落格、電子郵件等聯絡到受訪者。 

本研究欲深入了解懶人包製作者知識、技能背景、經驗與製作懶人包過程，

在訪談樣本的選擇上，因網路上懶人包數量與主題眾多，經本研究初步蒐集 100

個懶人包後歸納發現其中約有七成比例為社會議題類型懶人包。又因社會相關議

主題多元，故再透過 Google 趨勢搜尋懶人包關鍵字，篩選顯示 2010 年開始有足

夠搜尋量年之熱門排行中之社會議題包括 2011 年的「mini158」、2012 年的「旺

中」、2013 年的「多元成家」及 2014 年之「服貿」、「小雪」、「頂新」、「烏克蘭」

及「香港佔中」。 

此外，本研究是以數位內容策展觀點切入觀察，故除了挑選社會議題事件，

再進一步限縮符合數位內容策展概念之懶人包，包括有效擬定主題議題，有效搜

尋、辨識和過濾，組織，賦予詮釋意義，呈現與分享，但這些策展概念過於廣義，

難以明確切出定義範圍，因此，本研究歸納目前可見之懶人包呈現特性種類（請

見表 3-1），觀察其中的特性並抽意出來，以刪去法的方式，歸納出達到任一以下

條件者，不符合數位內容策展概念。 

資料蒐集程度過低（含資料來源標注）：參考之資料來源過少，或並無標示

所參考之資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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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內容程度過低：資料並未經過篩選處理將重點擷取呈現，可能導致篇幅

過長。 

組織程度過低：未經過有效編排，觀眾難以從懶人包得知主題議題脈絡。 

詮釋程度過低或過高：詮釋程度過低者，觀眾不見得能理解若內容均為自行

闡述艱深複雜之概念或用詞；詮釋程度過高者，較偏向評論及論述，難以看

出引用資料之內容。 

簡化程度過低：觀眾透過懶人包，仍無法快速得知事件之重點，甚至難以消

化吸收。 

表 3-1 懶人包呈現種類 

呈現種類  說明  
所有相關連結的彙集 僅將主題議題相關標題與超連

結列出，常見於新聞整理 
所有相關檔案的匯總 僅將主題議題相關之檔案列

出，常見於遊戲更新軟體 
所有相關資料內容匯聚 僅將主題議題相關之內容完整

列出，並無編排與精簡 
擷取相關重要片段，未組織 擷取主題議題相關內容之重要

片段，並無編排 
擷取相關重要片段，加以組織 擷取主題議題相關內容之重要

片段並編排，並無詮釋 
擷取相關重要片段，加上詮釋，加以組織 擷取主題議題相關內容之重要

片段並編排，加入詮釋 
全為自行吸收轉化之敘述，未附資料來源 多數內容均為詮釋後呈現，無

附上參考之資料來源，無法得

知說法出處為何 
全為自行吸收轉化之敘述， 後附參考資料 多數內容均為詮釋後呈現，在

懶人包結尾處附上資料來源 
全為自行吸收轉化之敘述，文內引註 多數內容均為詮釋後呈現，在

內容分段說明處均有附上資料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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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究取樣的時間範圍和與受訪者之聯繫限制，共取得了熱門社會議題中

「旺中」、「多元成家」、「服貿」，以及其他社會議題之懶人包作為研究對象（請

參照表 3-2），以下將對取樣之社會議題事件進行簡單介紹。 

旺中：全名為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案，在 2011 年時，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向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併購國內有線電視業者中嘉網路，但旺中集團在併購

前已擁有中視、中時、中天等媒體，若順利併購成功將可掌握更多電視頻道

與系統，並因旺中集團與中國關係密切，人們擔心中國政府因此能控制台灣

媒體，並掌控媒體話語權，危害言論自由和民主。 

多元成家：2013 年時，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透過百萬人連署，將多元成

家立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因其中涉及同性婚姻，人們對法條的解讀也各自不

同，遭受許多宗教、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及法律層面等的熱烈討論。 

服貿：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於 2013 年 6 月已簽署，但當時並未徹底經立

法院逐條審查，但在 2014 年 3 月卻直接宣布會議決議，說明依照法規已確

立審查通過，因此被社會大眾視簽訂過程為黑箱作業，也因此引發太陽花學

運，造成佔領立法院、行政院等事件。 

大埔：在國內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的居民，抗議因政府規劃徵收住戶用地作

為新竹科學園區之擴建地，並將許多尚未同意之住戶地強制徵收，導致在

2010 至 2013 之抗爭期間，因政府強制拆除而造成其中兩位居民自殺，引起

社會大眾的關注。 

核四：針對龍門核能發電廠（核四）的公投，以 2011 年的日本福島核災作

為借鏡，產生了如其餘三核電廠的核廢料存放問題、核四興建的安全性問題、

若停建後的電力需求問題等，形成擁核與廢核兩派說法。 

統一商周：2013 年 1 月 17 日，商業周刊總編輯於商業周刊的 Facebook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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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頁發表了聲明，認為統一因為 1313 期商周雜誌報導了一篇關於統一超商

人事異動隻報導，而拒絕將該期雜誌於全台統一超商上架。之後統一發表聲

明澄清事實並非如此，卻被內部員工調出證據反駁，此事件短時間內被廣泛

討論，人們認為因為網路的傳播力量，使得統一 後發表道歉聲明。 

新電信法第九條：因 2013 年 5 月發生了智慧財產局研擬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事件，使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法 T9 修法爭議事件」為同年 4 月送

審，卻在同年 6 月才因為其內容所述，若主管機關認定網路內容違法，可禁

止使用者使用網路並移除內容等，被大眾認為政府能隨時監控處理任何內容，

損害一般大眾權益。 

表 3-2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專業/專職身份  主題議題  呈現類型  
SI1 專業製作者 統一商周 資訊圖表 
SP1 專業製作者 新電信法第九條 簡報 
SV1 專業製作者 服貿 影音 
GA1 一般製作者 旺中 文章 
GA2 一般製作者 多元成家 文章 
GP1 一般製作者 旺中 簡報 
GV1 一般製作者 旺中 影音 
NI1 非營利組織 核四 資訊圖表 
MP1 新聞媒體 服貿 簡報 
MP2 新聞媒體 大埔 簡報 

本研究訪談取樣之懶人包均主要為個人製作，其中，專業製作者與一般製作

者之區分方式為，專業製作者擁有機構、非營利組織、協會等他人主動尋求製作

懶人包幫助的經驗；非營利組織代表製作者製作懶人包時任職於非營利組織，並

為了工作以非營利組織的立場，製作與組織性質相關的懶人包；新聞媒體代表製

作者製作懶人包時任職於新聞媒體，並為了工作以自家新聞媒體的立場製作懶人

包。而編號命名方式可參照表3-3，第一位英文字母對應到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

第二位英文字母對應懶人包呈現類型，第三位數字則避免重複標號而有所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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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編號命名對照 

第一層  對應說明  第二層  對應說明  
S（Specialty） 專業製作者 A（Article） 文章 
G（General） 一般製作者 I（Infographics） 資訊圖表 
N（NGO） 非營利組織 P（PPT） 簡報 
M（Media） 新聞媒體 V（Video） 影音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配合文獻探討數位內容策展歸納之五大流程，

建構訪談之架構，並發展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 

一、訪談法  

訪談是為了了解研究個案的主觀經驗。訪談者藉由與受訪者相互對談，而引

導受訪者提供資料，或在第一時間內表達意見與想法，且訪談可使用結構式或開

放式（范麗娟，1994）。經由訪談能探討研究對象行為背後之意義，深入了解受

訪者想法，並探討事實呈現的原因。 

結構（structure）意指每次訪談的問題形式與提問順序的一致性程度。結構

式訪談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維持高度的信度與可重複性。而在半結構式訪談的過

程中，研究者可能會將一組研究主題和次級問題，以相對結構式的型態條列提出。

價值在於，使研究者訪談過程中，仍可以掌握提問的進程，並能夠幫助研究者釐

清想法（David& Sutton, 2004/2007）。 

透過文獻探討國內數位內容策展相關研究，發現有涉及策展人並將其作為研

究重點之相關研究，因策展人帶有主觀性與專業能力，均使用訪談法作為研究方

法。 

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以數位內容策展觀點了解懶人包製作者

懶人包相關知識、技能背景、經驗及製作懶人包過程。半結構式訪談法需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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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和研究架構擬定訪談大綱，但不完全按訪談大綱排列

順序進行提問，而是以訪談流暢性為優先考量，依對談過程中話題方向自行選擇

大綱中適合部分切入。此訪談方式自由度較高，研究者可適時彈性調整問題，針

對某部分深入探討或原因追問，並能讓受訪者有目標方向地回答問題。 

二、研究工具  

進行訪談時，使用之工具為訪談大綱。本研究依照研究問題架構半結構式訪

談大綱，敘述如下： 

（一）您與製作懶人包相關之知識、技能背景為何？製作經驗為何？ 

（二）您如何進行懶人包主題企劃、資料蒐集與選擇、資訊編排與呈現、分

享與發佈及兼顧觀看者與後續發展的動作？  

訪談時會先以上述二點大綱進行，但考量受訪者回答內容深度與完整性，本

研究另行擬定輔助性訪談的細部題項，並作為進一步原因追問時參考。 

因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可隨時提點受訪者，但原則上仍以訪談大綱所延

伸的問題為主、細部題項為輔助，避免訪談結果流於制式。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歸納之五個數位內容策展要點設計半結構式訪談細部題

項，即主題企劃、選材精煉、組織加值、分享發佈及後續發展（趙敏含，2013；

Bhargava, 2009；Bhargava, 2012；Burnette-Lemon, 2012；Handley, 2012；Herther, 

2012a；Nicholson, 2012；Rosenbaum, 2011/2012），並擬定出以下表 3-4 細部題項

表，以此延伸訪談問題（請見附錄二），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並將此框架作為編

碼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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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輔助性訪談細部題項 

構面  訪談方向  訪談問題綱要（皆包含原因追問）  
0.背景

經驗 
0-1 相關背景

經驗 
0-1-1. 與懶人包相關之知識、技能背景為何？ 
0-1-2. 懶人包製作經驗為何？ 

1.主題 
企劃 

1-1.如何研擬

懶人包主題議

題 

1-1-1.如何選定懶人包主題或議題？ 
1-1-2.具有主觀性或客觀提供事實？ 
1-1-3.如何選定受眾？期望受眾獲得什麼？ 

2.選材

精煉 
2-1.如何製作

懶人包素材 
2-1-1.如何蒐集與選擇懶人包素材？ 
2-1-2.如何進一步萃取重點內容？ 
2-1-3.對著作權之看法？ 

3.組織

加值 
3-1.如何製作

懶人包內容 
3-1-1.如何加值性呈現懶人包效果？ 
3-1-2.如何選擇懶人包呈現方式？ 
3-1-3.如何整合組織內容？ 
3-1-4.使用哪些輔助工具？ 
3-1-5.如何評估懶人包製作品質？ 

4.分享

發佈 
4-1.如何發佈 
 

4-1-1.如何顧及主題時效性？ 
4-1-2.如何選擇發佈地點？ 
4-2-1.如何優化內容？（如標題、內文關鍵字等） 

5.後續

發展 
5-1.如何兼顧

受眾及其互動 
5-1-1.如何了解、建立、擴大受眾？ 
5-1-2.如何與受眾互動溝通？ 

5-2.如何管理

與修改 
5-2-1.如何進行內容管理？（如後續內容更新等） 

6.其他 6-1.製作者其

他想法 
6-1-1.製作困難為何？ 
6-1-2.何謂專業的懶人包？如何兼顧專業性與親近

性？ 
6-1-4.懶人包製作者應有怎樣的條件？  
6-1-3.懶人包製作心得？為何想做？ 
6-1-3.您對懶人包的看法？ 
6-1-4.其他開放性想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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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質性分析方法的表現形式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證明等系統化理論，因

此質性分析方法的結果表達形式，也只是理論分析的描述與推論的結論、對假設

的證明等表達方式。可以說是一種「去蕪存菁、去偽為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

的實施過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認識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徵、相關聯繫以及發

展規律性（葉至誠與葉立誠，1999）。 

本研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後，將受訪者訪談內容之錄音檔繕打為逐字稿，以

文字方式完整呈現，並與紙本記錄共同整理，以利深入分析。 

表 3-5 製作者編號表 

編號  專業/專職身份  呈現類型  
SI1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SP1 專業製作者 簡報 
SV1 專業製作者 影音 
GA1 一般製作者 文章 
GA2 一般製作者 文章 
GP1 一般製作者 簡報 
GV1 一般製作者 影音 
NI1 非營利組織 資訊圖表 
MP1 新聞媒體 簡報 
MP2 新聞媒體 簡報 

    基於研究倫理，在研究中將受訪者姓名以編號方式處理，本研究共訪談十位

受訪者，以首位英文字母、第二位英文字母代表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與懶人包

呈現方式，因要排除兩者皆相同者，故加入阿拉伯數字代號如 SP1、GA2、MP2

等，可見表 3-5。 

將訪談內容繕打為逐字稿後，本研究利用 NVivo 質性研究分析軟體作為輔

助工具，進行訪談稿內容編碼與歸類。根據研究者歸納之訪談編碼架構表（請見

附錄四），反覆檢視訪談文字內容，以段落、語句為裁切分析單元，抽取符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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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題概念之內容，並進行編碼歸類。 

本研究文中所引述受訪者訪談內容將以「新細明體」呈現，並將其中的重點

內容以粗體加底線標示，依此與本文作出區隔。而在引用受訪者訪談內容時，在

每段之結尾以括弧中標注編碼，表示該段內容出自哪位受訪者之訪談內容，以及

所取用之訪談內容在分析軟體中對應之行數，以利相互對照。此外，必要時，在

不泄露製作者個人資料為前提下，輔以製作者所製作之懶人包部分呈現畫面提供

理解與參考。所節錄之訪談資料範例如下： 

時間軸本身也是一種呈現的方式，就是比起列點，我覺得這種東西會比較讓人

想要看下去，對，就是會在每一個東西的呈現方式上，如果他可以有一些排列排

版的方式，或是一些加照片等等的，我一定會讓他比較活化。（MP1：569-572） 

 
製作者 MP1 懶人包畫面 

本研究採主軸編碼，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建立之內容策展要點作為編碼架構，

包含製作者知識技能背景經驗、主題企劃、選材精煉、組織加值、分享發佈、後

續發展與其他想法共七個面向對應到懶人包製作，並比較不同知識背景製作者與

不同身份製作者之製作差異。將符合概念之資料內容分類歸納後，依據研究面向、

編碼架構之脈絡詮釋，整理研究結果，並分析探討出研究結論， 後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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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明確確立研究背景方向，

第二階段進行研究設計，第三階段為資料蒐集， 後整理資料分析歸納得出結果。

詳細各階段實施內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意識確立：資訊時代使得網路上資訊龐雜，近幾年出現了數位內容策

展的概念，策展人幫助人們淘選重要主題議題相關資訊，而懶人包這種資訊提供

的產物也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欲了解從數位內容策展觀點，

探討懶人包製作。 

（二）文獻探討與整理：蒐集相關文獻，透過文獻探討研究題目相關文獻及資料，

瞭解懶人包、數位內容策展及內容策展人，並依據文獻探討結果進行研究設計，

作為研究基礎與訪談大綱參考。 

（三）擬定研究目的與問題：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研究目的產生明確想法，

依此擬定研究問題。 

（四）確定研究方法：透過整理文獻探討結果，使用合適之研究方法，本研究選

擇訪談法。 

（五）初步資料蒐集：初步蒐集網路上之懶人包，透過分類歸納觀察，依結果擬

定研究對象範圍。 

（六）擬定訪談大綱：依照數位內容策展相關文獻探討結果，擬定訪談大綱。 

（七）立意取樣：依初步資料蒐集結果訂定研究對象範圍中，篩選符合社會議題，

以及符合數位內容策展概念之懶人包為研究對象，包含 7 個社會議題，共 10 位

懶人包製作者作為訪談對象。 

（八）半結構式訪談：使用訪談大綱，對研究對象進行一對一半結構式訪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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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研究資料。 

（九）資料整理與分析歸納：將訪談內容繕打為逐字稿，發展訪談質化編碼架構，

依照編碼架構之概念，整理歸納分析。 

（十）提出結論與建議：透過研究發現分析歸納及整理，深入探討並提出結論與

建議。 

為使研究進行過程順暢易理解，故擬定本研究流程圖，如圖 3-3 所示： 

 

圖 3-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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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分析結果 	  

為了解懶人包製作者製作懶人包之經驗、過程與要點，本研究以製作者知識、

技能背景、製作經驗、懶人包之數位內容策展流程：主題企劃、資料搜集與選擇、

資訊編排與呈現、分享與發佈、觀看者與後續發展作為分析的基礎架構。本章共

分為三節說明研究發現與分析，第一節分析製作者知識、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

第二節主要探討從數位內容策展五大流程來看懶人包製作者在製作時的想法與

做法；第三節綜合討論中，將整理歸納之重要研究發現綜合探討，並對應研究者

所觀察之現象及相關文獻內容。 

第一節 	   	   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 	  

本節將藉由分析製作者知識、背景以及製作經驗，了解懶人包製作者在製作

懶人包時所受之影響。本研究共訪談十位懶人包製作者，包括三位專業製作者、

四位一般製作者、一位在製作時屬於非營利組織及兩位在製作時任職於新聞媒體。

其中懶人包的呈現類型涵蓋文章、資訊圖表、簡報與影音四種。 

一、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懶人包經驗與資訊習慣  

根據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歸納出個人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懶人包製

作經驗與製作者資訊習慣，分述如下。 

（一）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 

本研究將個人與懶人包相關的背景之訪談資料結果分為學科知識背景與技

能背景，學科知識背景意指製作者本身具備製作懶人包、了解所選之懶人包主題

議題的相關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指的是與製作懶人包相關技術、技能，例如

熟悉使用的軟體。各製作者與製作懶人包相關之個人知識、經驗背景資料整理詳

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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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資料 

編號  懶人包主題  呈現類型  知識/技能背景  備註  
SI1 統一商周事件 資訊圖表 技能背景 美工科專長 
SP1 新電信法第九條 簡報 學科知識背景 廣告科系、廣電科系 
SV1 服貿 影音 學科知識背景、

技能背景 
財經科系、康輔社、

助教 
GA1 旺中 文章 學科知識背景 傳播科系 
GA2 多元成家 文章 學科知識背景、

技能背景 
廣電科系、專業部落

客 
GP1 旺中 簡報 學科知識背景、

技能背景 
美術系、常為報告整

合者 
GV1 旺中 影音 學科知識背景 傳播科系 
NI1 核四 資訊圖表 學科知識背景 數位多媒體科系 
MP1 服貿 簡報 學科知識背景 社會科系、傳播科系 
MP2 大埔 簡報 技能背景 學校活動文宣設計 

製作者無論是知識背景或是技能背景均會直接或間接與製作懶人包有關，特

別是主題議題的接觸和選擇上。製作者 SP1、SV1、GA1 與 MP1 因本身所就讀

之大學、研究所科系與所選擇之懶人包主題議題相關，如社會系原先就會關注不

同的社會議題（MP1）；製作者所就讀不同科系中之課程所學包含與主題議題相

關之知識，對事件原先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能較快速的掌握議題、較容易

解讀專業知識以及對資料、議題研究上比較要求嚴謹（SP1、SV1、GA1）。而同

時，製作者們也提出，因為所學並不一定與懶人包主題議題相關，在製作時，有

可能會碰到資料取得上不得其門而入，以及資料解讀上會花費較多時間，必須要

從基礎相關知識開始累積，他們認為這是製作懶人包常遇到的困難之一。 

研究所是有電信跟智慧財產，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偏向相關的專業知識，可能會

有一些運用到我後來製作的東西上面，對於比如說資料的要求，或者是說議題研

究方面的要求。（SP1：17-19） 

所學有限吧，就是自己學的東西可能跟我想要研究的東西不是這麼直接，服貿還好，

但是核能就是我會有一些入門困難，這樣我可能要花更多時間來了解一些基

礎的東西。（SV1：89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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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A2 因就讀傳播相關科系，所學相當強調媒體素養，他認為類似的

相關課程影響自己對於媒體具有批判性與敏感度，對於真相保持著懷疑的態度而

會另外找資料查證。 

很多事情不是就是媒體上面講的，我可能就只是想這樣，因為我本身就是廣電系

畢業的，……，所以我們一直都有在上這種課，那這種課一定影響我們很多，

我一直都覺得我對媒體的敏感度就是這一種的。（GA2：379-380） 

而 NI1 擁有遊戲設計的科系背景，所學涉及動畫與遊戲設計，而常有寫故事

腳本的需求，培養怎麼說一個好故事的能力。SV1 參加過康輔社並當過課堂助教，

康輔社的經驗讓他學會怎麼讓敘述的東西有趣生動，也將此經驗融入於課堂教學，

將艱深無聊的課程內容濃縮簡化成故事並讓故事有趣吸引人。 

在專業技能的展現方面，如在學時因為課程相關、社團活動所需或有興趣自

學等而有接觸到簡報軟體（SP1、GP1）、影像處理/編輯軟體（SI1、GA2、MP2）

或影音處理軟體（SV1），利用這些原本自己就有的技能輔助懶人包的呈現，製

作者就無需求助於他人，或額外花費時間熟悉軟體，減少了製作懶人包的成本。 

我從國高中開始剪接，就是一些很粗糙的手法剪接，沒有說多精緻，然後畫畫我也

是就用手繪版畫一些東西，但是到了研究所的時候，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成本已經

很小了，就是我可以很容易地去做這些事情。（SV1：96-98） 

但是，當製作者們被問及是否必須具備專業知識或技能背景者才有製作懶人

包的資格時，他們雖然認為較理想的情況是製作者本身就有固定關注特定的主題

議題，會提高對相關資料的敏感度，並能更有效率地找到問題癥結點。 

如果自己就是會關心這類議題的人，或者是說一直都有在或是關心時事的人，

那一定是比較敏感，所謂的敏感，是會立馬有想法。（GA2：287-288） 

如果對議題本身就有興趣，然後又兼顧大量的閱讀的習慣，這樣子的人來整理

懶人包是最好的。（SI1：877-878） 

不過以上並非製作懶人包的門檻或標準條件，製作者們覺得即使個人特質不

同或沒有任何製作基礎也不見得做不好，連專家、教授等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在製



 

58 

 

作懶人包時也可能會犯錯，因此只要願意無條件花費時間蒐集、閱讀、整理眾多

資料的任何一個人，都能製作懶人包。 

誰都可以製作阿，就是也不見得說你有這個特質說出來一定好，也不見得說你沒

這個特質做出來就一定爛，這都不一定的。（NI1：641-642） 

即使你沒有任何底子也不用害怕做不出這種東西，因為其實講專家好了，即便

是像服貿，他都有正反兩方的專家在講這件事情，那難道那些專家就是對的嗎、難

道那些教授講的東西絕對是對的嗎，不一定啊。（SV1：936-939） 

（二）製作者懶人包經驗 

各製作者可能擁有製作過懶人包的經驗，以及其他相關的製作經驗，相關製

作經驗詳見表 4-2。 

表 4-2 製作者製作經驗 

編號  身份  製作經驗（則） 其他相關經驗  
SI1 專業製作者 40~50 無相關經驗 
SP1 專業製作者 8~9 資訊圖表 
SV1 專業製作者 3 助教、社團影片 
GA1 一般製作者 1 專欄文章、社論 
GA2 一般製作者 1 部落格文章 
GP1 一般製作者 1 學校報告 
GV1 一般製作者 3 資訊圖表、社論、文字報導 
NI1 非營利組織 5 無提及 
MP1 新聞媒體 9~10 文字報導 
MP2 新聞媒體 5 學校活動文宣 

本研究訪談之十位製作者中，七位有製作過一則以上懶人包的經驗，八位有

製作其他相關產出的經驗。其中，製作者們覺得有懶人包製作經驗有助於後續懶

人包的製作，如能比較快找到議題切入點，也比較能掌握住關鍵的重要資料，從

過往的經驗中考量怎麼樣可以容易讓觀眾理解吸收，並針對不同的事件性質而會

有不同處理方式（MP1、MP2）；SV1 曾有過於想要營造趣味性的經驗，而導致

懶人包的敘事重點失焦，也在資料的準確性上發生過錯誤，而在後續製作時會特

別注意；NI1 則透過觀眾們對於懶人包的反饋，考量到後續的懶人包增加故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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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並且覺得一定是越做越好。 

就是會比較熟練，就是例如說你要怎麼切一個問題，然後怎麼樣去講這個議

題，也要看類型啦，例如說可能事件導向的，……，他是本身有一個事件的，所

以你光把事件講清楚可能就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可是如果像這種是比較議題導向的，

他比較不是有一個發生什麼事，而是說我要去告訴你說這個議題有不同的想法等等

的，做法就不太一樣。（MP1：201-205） 

而製作者們也認為其他相關製作經驗與製作懶人包有直接相關影響，如 SP1

有製作資訊圖表的經驗，並在製作簡報式懶人包時，將單張簡報視為一張資訊圖

表製作；MP1 認為寫報導與懶人包在分段與敘事的方式相似，能以同樣的概念

模式構思；GP1 覺得懶人包與學校報告很像，都要蒐集主題內的相關資料，交叉

比對篩選， 後呈現；GA2 本身長期固定經營部落格，說明長期訓練下的文章

撰寫習慣有助於文字上的運用。 

跟報導一樣啊，報導我在寫的時候也會想說噢可能要有五段，那五段分別要寫什麼，

然後怎麼樣接起來，所以我覺得那個講故事的方式還滿像的。（MP1：274-278） 

因為其實就是長期訓練啦！就等於是其實我覺得每一篇文章都一定，你寫得越來越

好都一定跟之前寫下來有關，慢慢的越來越久，你一定就是被長期訓練下來的。

（GA2：284-286） 

（三）製作者資訊產出習慣 

本研究同時也觀察製作者平時資訊產出習慣，是否會影響懶人包製作，請詳

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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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製作者資訊產出習慣 

編號  身份  資訊產出習慣  
SI1 專業製作者 Facebook 個人評論性貼文 
SP1 專業製作者 部落格文章、Facebook 個人評論性貼文 
SV1 專業製作者 無固定產出習慣 
GA1 一般製作者 專欄文章、Facebook 個人評論性貼文 
GA2 一般製作者 部落格文章、Facebook 個人評論性貼文 
GP1 一般製作者 無固定產出習慣 
GV1 一般製作者 BBS 文章 
NI1 非營利組織 Facebook 粉絲團文章（工作） 
MP1 新聞媒體 Facebook 個人評論性貼文 
MP2 新聞媒體 採訪新聞稿（工作） 

            多數製作者（除 GP1 與 SV1 外）均有習慣在 Facebook、部落格、BBS 等個

人常用平台產出社會時事評論性短篇貼文或長篇文章，其中一部份製作者如 NI1

因經營非營利組織所屬之 Facebook 粉絲團而常有發表文章需求，MP2 因從事新

聞媒體工作需要採訪與寫稿，而這些資訊產出習慣代表製作者們平時也會思考一

些社會現象，並將心中的想法文字化，均有助於製作懶人包經驗上的累積。 

你要製作有立場的懶人包，你自己比需要有評論能力，那評論文章當然是一種形

式啦。（SP1：454-455） 

因為你寫代表你有去了解，然後你有一些想法，你才會去寫嘛，那懶人包也

是一樣啊，你一定是覺得說 something 需要了解，需要被其他人了解，……，我都

會做我就是真的覺得這個議題需要被知道，那在臉書上發文也是一樣啊。（MP1：

260-263） 

一些 Facebook 的文章，短文或者動態，那你就是要在裡面試著打動別人跟和

別人溝通，所以多多少少會就是那些東西的累積就會變成你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的那些經驗的累績。（NI1：3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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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者製作經驗 

從製作者製作經驗中，分析製作者製作懶人包製作當下之心理狀態、製作情

境、製作歷程與是否與他人合作或有合作的經驗。 

（一）製作者懶人包製作情境 

      製作者會考量到主題議題是有時效壓力的，認為觀眾都會希望、也需要在第

一時間內獲得資訊，因此，為了在事件爆發前後能取得 多人的關注，並擔心觀

眾會被既有的錯誤資訊所影響，會在意懶人包從製作到產出的時間，。 

我覺得我大概要在兩個禮拜內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而且我在做的過程中從原本的

立法院變成佔領行政院，那時候就變得比較火爆，所以我就覺得哇那趕快，以免

遺失這個大家了解這件事情的機會。（SV1：187-191） 

急迫性是在你自己心裡面，就是因為如果你很晚寫就代表別人已經看過了很多

其他網路上的文章了，每個人都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所以那個急迫性就是我

不想比別人慢。（GA2：37-39） 

因此，製作者在感到時效壓力，想要有效率地將主題議題擴散出去，在製作

懶人包時會產生一個動力能夠一鼓作氣、在一段連續時間內集中精神並且想儘快

製作完成，提供給觀眾。 

幾乎三天沒有睡就把這個事情給做完。（GA1：124） 

我覺得那個震撼非常非常大，就你會不知道你念了那麼多書，你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事情，那個動力很大，所以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就是卯起來做。（MP2：179-180） 

多數製作者在製作懶人包時並沒有固定製作的時間與地點，只要有想法、有

靈感、有工具，都有辦法持續製作。而製作者 MP1 與 NI1 會受到工作場域影響

而只在上班時間與地點製作；製作者 GA2 則習慣在半夜製作，認為較無人打擾，

能更專心的集中注意力。 

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就是只要有電腦就可以做了。（GP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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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寫文章或是寫論文是一樣的嘛，你總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寫，在各個地方都

可以寫啊，但你總是要投入一定的心力才有辦法，你不可能同時分心做很多事。

（NI1：283-285） 

（二）製作者懶人包製作歷時 

參照表 4-4，製作者並不會因為呈現類型的不同而影響製作時間，不過依照

主題議題複雜程度，製作時間會有一天至兩個禮拜不等。 

此外，有可能會因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如非營利組織，組織內部職位分工

較明確，單就製作者一人無法完成所有製作懶人包的工作，如製作者 NI1，同時

會與組織內的資料研究員，以及外包的美術設計師三方溝通，而拉長製作時間。 

你可能有一段時間是發想跟蒐集資料嘛，然後發設計安排那個以後發設計，發

了以後你會跟設計有來來回回的溝通時間，等他畫好。（NI1：269-271） 

表 4-4 懶人包製作時間 

編號  身份  懶人包主題  呈現類型  花費時間（天） 
SI1 專業製作者 統一商周事件 資訊圖表 1 
SP1 專業製作者 新電信法第九條 簡報 7 
SV1 專業製作者 服貿 影音 14 
GA1 一般製作者 旺中 文章 3 
GA2 一般製作者 多元成家 文章 1~2 
GP1 一般製作者 旺中 簡報 2~3 
GV1 一般製作者 旺中 影音 3~4 
NI1 非營利組織 核四 資訊圖表 7~14 
MP1 新聞媒體 服貿 簡報 3 
MP2 新聞媒體 大埔 簡報 7 

（三）製作者懶人包合作狀況 

本研究取樣之十則懶人包中，僅製作者 GP1 與 MP2 在製作懶人包時有他人

協助，但包括取樣之懶人包合作狀況，十人中共計有八人有過與他人合作的經驗。

因主題議題內資訊龐雜，狀況多為尋求他人在資料蒐集上的幫助；或透過相關非

營利組織確認資料正確性（MP2）；或向設計者尋求視覺設計上的協助（N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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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好我想要做的事件大綱之後，有一些我比較不熟的部分，或是我本來資訊

比較少的部分，就請他去幫我收集相關資料來，然後他會就是他把那些資料收

集給我之後，我再做一次精簡的動作。（GP1：144-147） 

我其實不知道這個東西他資訊是不是還需要再確認，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把整個

懶人包給農陣，請農陣幫我看，因為農陣是大埔事件裡面關鍵的團體，是幫

助他們的團體，所以去請他們看這個裡面是不是需要一些修改這樣。（MP2：86-89） 

身份為專業製作者之三人（SI1、SP1、SV1）則因懶人包製作經驗、懶人包

作品有成功散播、獲得關注，而有非營利組織或社運團體主動尋求製作上之協助，

產生合作的機會。 

有一些社運團體會來跟我接洽，因為社運團體他們是主流媒體下的弱勢，他們

會希望借鏡一些新的技術（資訊圖表）來做。（SI1：147-148） 

去年反核大遊行手舉牌的背面，有一個資訊圖表，那一個東西是綠盟是資訊提供者，

然後我是說故事的人，接下來視覺設計師是另外一位，對就是等於說三方合作。

（SP1：53-56） 

而製作者認為與他人合作的優點，在於因為每個人背景與習慣的不同，能有

更廣泛的資料來源管道蒐集資料，或是能補足自己所沒有的製作技術，提高懶人

包的內容質量及視覺呈現，並減少人力成本。 

我覺得消息來源會比較多這是優點，像我平常吸收內容的管道和他平常吸收內容

的管道不一定會一樣，所以可能有些消息是我注意到他沒注意到，有些他有注意到

我沒注意到，就可以有互補的效果。（GV1：76-79） 

如果我的 partner 很厲害，對呀因為其實我的美編沒有那麼厲害，那我覺得其實

視覺的呈現對懶人包影響很大，對所以我就會覺得說如果他可以做的話，那我就

專心搜集資料就好，這樣我就不用再花一些時間去想我版面要怎麼呈現。

（GA1：411-415） 

雖然與他人合作能減少製作的人力成本，不過反觀製作效率上，製作時與他

人若僅為短期性或一次性配合，難以形成固定的溝通模式、溝通管道和默契，反

而會花費多餘的時間精力在相互協調並不一定能有效縮短製作時間。 

第二版的過程當中呢，就是跟那個跟那個研究員的溝通變少了，跟設計者的溝

通變多了，因為變很不了解的人是他，所以我提供的很多東西他會覺得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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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如果不懂他根本不知道怎麼把它變成一個別人看得懂的東西。（NI1：233-235） 

此外，也有可能發生製作者被觀眾認為與社運團體或非營利組織合作，是一

種拿錢做事、被人收買的行為（SP1）；或是因為製作者本身並非蒐集研究資料

者，資料均為組織團體所提供，製作者並沒有自行驗證資料而產出了懶人包

（SV1）。製作者表示因此自己的立場、專業性受到觀眾的謾罵與質疑。 

因為這個公民媒體協會的立場而罵我的人，就他們可能就覺得說拿錢收買阿或是

什麼，但是就是另外一種聲音。（SV1：271-274） 

我自己本身不是扮演資料提供者，跟我原本一些都是自己直接跳進去做第一

手資料的研究不一樣，那就變成你得完全信任這個資料來源，那因為那個時

間也是有點趕，那時候就沒有對資料提供者得內容產生任何我去驗證的想法，

就是他來了我就接受，所以後來的確有被一些人質疑。（SP1：62-66） 

第二節   懶人包數位內容策展流程  

透過本研究歸納之數位內容策展對應到懶人包製作的五大流程：主題企劃、

資料蒐集與選擇、資訊編排與呈現、分享與發佈及觀看者與後續發展，分析製作

者在製作懶人包的過程和做法。 

一、  主題企劃  

（一）原因目的 

製作者通常會因為覺得主題議題對人們影響重大，跟整個社會都有關係，人

人都有可能會是事件的當事人或受害者，因此想要針對這個主題議題製作懶人包，

用簡單的方式讓人們了解資訊。 

議題的影響層面是滿廣的，也需要更多人去關注這件事情，所以我做這個懶

人包最主要，就是希望議題能夠擴散，讓更多人知道，對。（GV1：92-93） 

那時候那件事情，就是最大的事情吧，然後那件事情因為他本身讓我很關注阿，

他本身讓我覺得是重要的需要被人知道的，所以才會去選擇用這議題做懶人包。

（GP1：55-57） 



 

65 

 

 

MP1 與 GA1 認為事件造成人們眾多的討論，各有不同的說法，因此想要整

理對比不同的說法，提供對於議題的接觸，對於議題不同角度的接觸；SP1 及

GA2 則想要提供自己的立場，作為觀眾選擇資訊的參考；MP2 和 GP2 覺得一般

大眾由於媒體刻意隱藏事實、未盡到責任查證資料真實性，或對一方立場有所偏

頗，因此想藉由客觀的整理各方說法與眾多資料內容，散播主題議題、還原事實

真相。 

我會覺得說那這個運動的評價本身也許是可以被討論的，那有很多種說法，那我

覺得這些說法可以一一去做對比，然後讓讀者自己去判斷說，你覺得哪個比較

可以說服你這樣子。（MP1：50-54） 

去到現場之後其實會看到很多事情，……，那你在了解到這個實際的情況之後，你

再對照你當時候看到的媒體的報導，就會發現有些報導可能是偏頗的，甚至是

不真實的、資訊是錯的。（MP2：60-63） 

SP1 另外也提到，自己偏向於選擇製作尚未被發掘的重要議題，用一些較獨

特的議題製作，若議題已有別人談論過，也會選擇不一樣的獨特角度切入詮釋。 

（二）目標受眾 

製作者認為第一線接觸到懶人包的觀眾會是本身就對此主題議題有相當程

度的關注，才會想要主動閱讀或主動搜尋該主題議題的懶人包，那些觀眾在閱讀

後有一定的機率會分享轉貼，透過他們的分享而能接觸到他們周遭的人、原本沒

有關注的人，或是影響立場未明的人。 

我預期一開始會接觸到的人一定是本來就對這件事情就有關注的人，對，可

是他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的話，他們會再分享出去，可是他們的朋友圈裡

面就會有本來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對，所以，有點像是二級傳播理論啦，我

的目標會先是意見領袖，然後那些人會再傳佈給他身邊的其他人。（GV1：99-102） 

製作者 SI1、GV2、MP2 則覺得由於他們製作的是與社會大眾均相關之主題

議題，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到事件的影響，每個人也都需要、想要得知相關重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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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因此廣泛來看，無論是接觸到任何立場、任何身份、任何條件的任何人，到

都有達成散播資訊的目的。 

覺得這些事情其實跟我們大家都有關係，誰看到都好。（MP2：453） 

我比較模糊的是第一部，然後第二部、第三部慢慢會覺得就是時事議題就會看得

出來市場有這個需求啊。（SV1：419-420） 

（三）立場觀點 

製作者知道自己在製作懶人包時會是帶有立場的，不過在蒐集資料上仍然會

以客觀的角度，閱讀各方說法的資料，在引用時會有憑有據。但在描述上，製作

者仍覺得難以達到所謂的中立客觀、甚至原本就是要傳達自己的立場，若觀眾不

滿足，只要選擇網路上不同立場的資料或懶人包閱讀即可，而這些不同的立場能

夠發揮監督媒體的角色，為不同立場發聲、澄清事實。 

我是一方面希望傳達某些事實，像是他併購之後，市佔率會到多少，那他會掌握

哪幾家公司，然後對於電視頻道的上下架，或者對電視節目內容的影響是什麼，這

些是事實的部分，……，其實我做這個懶人包很明顯就是要大家去反對這個併購案，

這部分也是有觀點的揭露出來讓大家知道，……，一方面又展露個人觀點，那就

是為了，我是希望看過我懶人包的人他會採取行動，他除了知道這件事情之外，他

還會做些什麼。（GV1：113-120） 

我覺得（客觀）那個東西對於監督來講一點意義都沒有啊。（GA1：195） 

而在內容的呈現上，會將自己主觀性的論述和引用之事實內容明顯區分，讓

觀眾能清楚分辨，並自行判斷要不要接受這個觀點。 

在於法規那一部分，我應該算是非常客觀的寫完之後，再寫我自己的感受，最

後再寫一個綜合結論。（GA2：230-231） 

至少分段會是很明顯的，就是例如說這一個段落，他都是在講，幾秒到幾秒這部

分都是在講事實，然後接下來另一個段落，就是在講意見的部分。（GV1：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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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P2 覺得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若為媒體的話，在立場表現的部分要

特別注意，除了要詳加查證資料的真實性之外，僅僅呈現事實的內容是不夠的，

要替民眾找出值得討論的觀點才是媒體的價值。 

客觀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蒐集資料的時候應該要遵守的一些準則，但是最後

其實要有立場，特別你是媒體的話，你不是一個運動者嘛，不是那些組織的人，

我是一個媒體，可是我在報導完這些東西的時候，如果說我沒有去找出一些

值得討論的東西有一個小結論，沒有這個東西的話，那所謂的正反並成其實

就是流於形式。（MP2：471-475） 

立場的平衡同時也是製作者認為製作時會遇到的困難之一，就算想要兼顧正

反兩方的說法，或不想刻意偏頗向自己的立場，但蒐集資料的結果可能難以平衡

說明，表達內容上避免過於傾斜也會耗費製作者不少心力（SV1、GP1）。 

二、  資料蒐集與選擇  

（一）資料蒐集管道 

由於網際網路與社群的發展，蒐集資料上除了必定會使用到搜尋引擎外，製

作者越來越依賴社群中資訊的傳遞，表示社群網站 Facebook 已成為 主要接收

資訊的來源，透過塗鴉牆上好友轉貼的內容、訂閱主題議題相關粉絲團，或網站

演算法能根據個人帳號的資訊習慣推薦你可能會想閱讀的內容，透過以上三種方

式即可得到大量資訊。 

即時議題的話會有很多管道讓你接觸到啦，你可能在 Facebook 滑一圈就大部分

都在講這種事情的人。（SV1：473-475） 

Facebook 當然是滿主要的，因為當時很多相關粉絲團都會在那裏 PO 東西，那

時候反媒體壟斷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社團。（GP1：288-289） 

……，過去覺得文章不錯就按讚，然後 Facebook 他自動歸類就是你喜歡這種東

西他就會都跑出來。（SV1：48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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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主流媒體仍然是受訪者接收資訊的固定管道之一，許多第一線的報導還

是從主流媒體產出，主流媒體擁有第一線的資源與消息。但現今出現許多非主流

獨立媒體網站，從不同角度觀點切入事件，提供人們不同的敘事角度。此外，如

GV1 與 GA2 會透過 BBS 了解人們對事件的看法觀點、SP1 使用 Google Alerts

訂閱關鍵字相關重要內容、GA2 使用 RSS 訂閱許多新聞性部落格與媒體網站。 

現在就是養成習慣大概每個禮拜、每天是會看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新聞，然後大

概也是從網路，然後習慣來講會從 UDN、蘋果跟自由比較多。（GA1：204-206） 

一些獨立媒體網站，像苦勞網啊之類的。（GA1：206） 

（二）資訊獲取 

製作者會透過關鍵字滾雪球的方式，先初步使用事件本身 簡單的關鍵字，

如服貿、旺中、核四等事件的名稱，再藉由找到的內容中取得更精準與相關的關

鍵字，找到實際需要的資訊。製作者 GA2 指出搜尋的訣竅，以搜尋引擎 Google

為例，輸入關鍵字後的排序越前面，會是 多人閱讀的，就有可能是核心資訊。

此外，也有可能藉由一開始在 Facebook 或其他平台所點開的第一個連結，或第

一則閱讀的內容，獲得初步的資訊，同樣使用滾雪球的方式，找到其中有用的關

鍵字，再進行搜尋的動作。 

如果是關鍵字的話一定一開始就打服貿，然後比較大方向就是服貿正方，類似

這種比較簡單的，那你從正方裡面一定會找到一些關鍵字，……，他就會有一些

專有名詞啊，……，所以我自己覺得是找資料的過程就是會慢慢越來越細，應

該可以自己設定，就是不要一下又大一下又小，你就可以慢慢縮小這些範圍。

（SV1：494-503） 

Facebook 他貼的 link 的那個網站，那個 blog，或是那個論壇，然後就是再去

那些裡面都可以再往下挖。（GP1：899-900） 

參照主題議題事件發生的架構與脈絡也是一種方式，透過時間上的事件發展

階段，能夠更快速地掌握到比較重點的幾個方向，列出方向的需求後，再去填補

這些架構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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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寫完之後你大概就對事件發展有一個形貌有一個概念，可是你會不知

道要怎麼切入去討論他，那這個討論就需要觀點，所以你需要看文章，你需要去看

政論節目或者是文章或者是哪些報導他們在意這裡面的什麼爭議。（MP2：550-553） 

GV1 會優先考量資料來源的權威性，而優先從主流代表性媒體聯合報、自

由時報、中國時報及蘋果日報四大報中尋找關於此事件的報導。GA1 則考量到

新聞通常在第一次報導時會有較完整的描述，因此會先取得該事件第一次的相關

報導，作為理解事件的基礎。 

同一件事情會有好幾個報導，對，然後我當然會先看比較有代表性的，像是我

剛剛講的四大報。（GV1：166-167） 

事件的話當然就是先把每一家對於這個事件比較完整的描述，例如說可能他第

一次報導的時候他都會講得比較清楚。（GA1：487-488） 

（三）資訊精粹 

對於懶人包中實際會使用到的內容，製作者會從眾多資料中交叉比對，篩選

出共通點，如正方和反方的立場能找到交集處、幾篇文章能歸納其中都有提及的

重點或 多人質疑的觀點。 

我發現有兩三篇文章都有提到，我就都把他複製起來，然後再看說他們裡面交叉

比對之後確定都有提到的點是什麼，那就是應該大家比較知道的。（GP1：

356-358） 

會去把最多人質疑的，就算沒有所謂正反面可是大家質疑的觀點可能我就用

Q&A 的方式寫出來。（GA2：556-557） 

此外，結果性的資訊或數據也常會是製作上會使用到的重點，會是直接跟觀

眾切身相關的部分。製作者能較容易抽意出一些明顯的結果或是數據內容，站在

觀眾的角度選出怎麼樣的內容，觀眾看到後能快速對議題有感，產生想法。 

通常是拿出數據或是他有一些比較可靠的講法的話我才會使用。（GA1：538） 

像這種數據，然後再加上就是錢嘛，那時候大家很 care 錢……。（NI1：106-110） 

而以上這些精粹出來的資料雖然已從眾多龐雜資料中被挑選出來，製作者考



 

70 

 

量到敘事的呈現，怎麼樣能言簡意賅，因此還會再經過自行整理吸收之後重新轉

述，對觀眾來說比較精簡清楚。 

比較常變成我想要講出來那種感覺，很難用別人講一些什麼，比較多就是你

自己覺得這樣講好像連自己都比較清楚的時候我就會這樣。（SV1：537-538） 

（四）實際製作前的資訊掌握度 

製作者在關注特定主題議題時，也許原本就累積了一些基礎知識，但是要達

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後，決定開始製作懶人包，才會開始大量蒐集資料。而經過大

量的蒐集與閱讀後，製作者慢慢對主題議題了解越深，能蒐集到相關重要資料，

並且有效解讀，把握內容的精準度和正確性，才會開始實際製作。 

你其實不知道你可以做的範圍在哪裡，那時候就是你就大量地去看，看完之

後把他們結構起來。（MP2：517-518） 

至少在資料正確性，就是資料蒐集跟資料解讀這個地方我自己認為已經沒有

問題了才會釋出這樣的內容，但是即使是這樣也只是當時自己的心理狀態認為沒

有問題，事後釋出還是可能真正有問題，那就一定要回來修正他。（SP1：533-535） 

（五）資料來源標示與著作權 

若製作者有參考資料或有使用到資料來源的內容，會明確附上資料來源供觀

眾參考與佐證。若觀眾對於懶人包內容或立場有什麼質疑或問題，或想要閱讀更

多內容、原始的資料，就能利用製作者所附之連結進行內容比對。 

資料來源是希望大家自己去看，如果你對這哪有問題的話我從這邊找的，你

可以進去裡面看，讓自己更了解。（SV1：562-564） 

此外，製作者不只考量到觀眾吸收內容的容易程度，而選擇自行吸收轉述，

同時也因為著作權法保障了原著內容的表現形式，若經過改寫，或是重新詮釋，

比較不會觸碰到法律上的問題。  

資料來源當然會寫啊，可是寫資料來源跟著作權有沒有侵權是兩件事情，因為我們

常常會有一個誤解是說，假設真的會碰到會有可能會侵權的東西，你就算寫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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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你還是侵權，……，會重新去描述那件事情，那這樣就不是表現形式，因為

著作權保障的標的是表達的方式。（SP1：578-585） 

另一方面，考量到版面呈現限制與視覺效果，如簡報的一張內容中，製作者

認為太多字會使人眼花繚亂，內容中放太多來源會顯得議題更加複雜，增加觀眾

困擾。或雖然為不同資料來源的內容，但內容重複性過高時，製作者會整合這些

內容，且不會將資料來源逐個列出。因此，製作者有可能選擇不放上全部的資料

來源，僅選擇附上自己認為 主要、 重要的資料來源。 

例如羅瑩雪在某一場記者會講到這件事情，可是例如說三家報紙都有報，可是

他們用字會有一些差異，那我就會把他整合成我覺得比較順的方式，那我三個都

要附嗎不可能哪，所以這種我就比較不會附，可是如果是根據報導而摘錄的東

西我就一定會附。（GA1：453-457） 

我考量的點是我放太多別人不會想看，寫太複雜別人不會想看，但如果我想要

讓人家看的話，那我就不能放這麼多。（GA2：577-578） 

三、  資訊編排與呈現  

（一）特色凸顯 

製作者在懶人包的呈現上，考量到視覺上的設計怎麼樣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

感覺，會使用如時間軸、表格、動畫、附加圖片等方式，將枯燥乏味的純文字活

化，增加觀眾閱讀的動力與興趣。 

時間軸本身也是一種呈現的方式，就是比起列點，我覺得這種東西會比較讓人

想要看下去，對，就是會在每一個東西的呈現方式上，如果他可以有一些排列排

版的方式，或是一些加照片等等的，我一定會讓他比較活化，或表格。（MP1：

569-572） 

可以讓大家在閱讀上多另一個感受，不是只是文字，當然有一個前提是我覺得

年輕人讀東西是這樣子的，是比較視覺化的。（GA2：2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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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者 MP1 懶人包畫面 

所編排的內容本身，為了發揮懶人包的特性，在有限的篇幅下說明重點與來

龍去脈，除了將龐大的資訊整理濃縮，也會以相對有結構性、儘量簡單易懂的方

式呈現。製作者們提到，這也是製作懶人包時，較容易遇到的困難之一，同時，

認為製作者的邏輯能力很重要，需要將資料整合組織後，敘述一個既吸引人也平

易近人的好故事。 

（懶人包）資訊密度高，然後總內容量、形式上例如說字數，或者影片長度而言，

字數稍微少、影片長度稍微短，然後再來他（懶人包）的用字遣詞是簡單的，不

會有太多專業術語。（GV1：227-229） 

你的（懶人包）內容是適合他們閱讀的，就假設說我現在是對這個東西完全不

懂，那我就是讓你增加一點點懂，那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是略懂，我就讓你比略懂再

懂一點，但是我不會跳太多……。（SP1：356-360） 

本身就是要有一個邏輯跟組織在，那個邏輯組織是指對於文章架構……。（GA2：

960-963） 

因此，懶人包製作者重視敘事前後邏輯通順和較不死板的文字運用，耗費大

量時間與心力整理眾多雜亂的資料，對特定主題議題已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了解。

除了自己了解外，在開始產出資訊的同時會將專業艱深的資料內容轉化為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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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式，使觀眾容易理解。其中，列舉出人們容易理解的生活化案例是常用的做

法。 

比方說核廢料我們要跟人家講總共 7500 噸，可是誰知道 7500 噸是多少沒有人知道，

對即使我們數學，亞洲人的數學教育已經很高，可是問題是大家基本上都沒有概念，

對，所以我們才會說 7500 噸可能要往地挖兩座 101 或是要三個大安森林公園

才能放。（NI1：111-114） 

另外，製作者認為好的視覺呈現能夠吸引觀眾，產生想要閱讀的興趣，因此，

視覺上的呈現若會造成觀眾混亂、解讀資訊錯誤、產生疑問等等，都是需要避免

的。製作者 SP1 則覺得懶人包有與眾不同的解釋方式或切入角度，能夠更加凸顯

專業價值。透過以上的方式，能有效兼顧懶人包內容的專業性、與觀眾間的親近

性。 

很容易閱讀跟調理很清晰吧，然後就很像在做 PowerPoint 的時候你可能一頁放

的字數或是什麼的，他搭配什麼圖片，我覺得這有點算是視覺設計的範疇啦 ，會

覺得說能夠讓大家很清楚簡單得看完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GP1：754-757） 

（二）懶人包呈現類型 

在呈現類型的選擇上，製作者會直觀地使用自己熟悉擅長的技能和呈現方式

製作懶人包，他們一致認為這樣比較不需要耗費額外時間學習、熟悉軟體，因為

製作懶人包常為無償製作，如此能有效將製作成本壓至 低，同時也容易掌控製

作品質。因此，也會受到製作者技能背景的影響。 

我一開始沒有想過用投影片，一開始只想做一張圖而已，是因為做那張圖的時候看

的資料比較多，覺得一張圖基本上沒有辦法表現完，那我自己剛好熟的軟體類型

是簡報的居多，所以一開始就是做了簡報式懶人包。（SP1：616-618） 

就是覺得他製作過程很簡單啊，就我只要錄錄聲音，然後比較難的就只有資

料處理，……，我也不用畫畫，比如說畫很多東西呀動畫、Inforgrafic 不用，我只

要講幾個話貼幾個我腦袋裡面的圖片就好。（SV1：569-573） 

GV1 則提到影片可以兼顧聽覺障礙者能夠用視覺取代、視覺障礙者能夠用

聽覺取代，其中所包含的圖片、圖表、文字等，可以呈現到 多的資訊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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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1 認為簡報的應用彈性高，能夠將內容拆開成單張內容，觀眾能選擇整則轉貼

或是單張散佈。 

我覺得他可以包含到所有其它的類型，例如說可能甚至聽不到聲音的人他也能來

看這個影片，因為我全部都有上字幕，……，或者甚至是你看不到的人，可以單純

用聽的，……，裡面也有圖片、也有圖表，……，資訊量可以提供到最多。（GV1：

270-275） 

簡報式的懶人包能夠應用的方向還滿廣的，……，可以切出來單張單張去散佈，

所以我認說這樣子的彈性還滿高，所以我常常都做這樣的形式。（SP1：627-629） 

（三）內容整合組織 

基本上，製作者仍然會視事件的性質而決定如何整理呈現，考量對觀眾來說

怎麼樣是比較好吸收的，以下列出有幾個製作者所提到的方法。例如，製作者會

畫心智圖或樹狀圖輔助自己釐清主題議題，能夠列出時間或重點架構，幫助邏輯

思考和編排內容。 

遇到比較複雜的議題的時候，會 word 跟心智圖兼著用，主要是釐清架構，釐清

架構然後再來填補細節。（SI1：486-487） 

我自己讀完了之後我一定會先把我自己會習慣先畫樹枝狀，比方說這個法規的重

點是 123，好然後 1 裡面其實又分成哪幾個點，但這幾個點不代表是什麼，2 這個

法規又是什麼，然後我就會 123 這樣去寫……。（GA2：81-85） 

資訊整合組織另一種常用方式是依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列出主題議題事件發

展的來龍去脈，相較之下單純、客觀，是製作者 常使用也 容易掌控的呈現方

式。其中製作者 GA1 建議可以搭配維基百科的時間架構，雖然細節內容不能完

全盡信，但至少在比較大的事件中，主線架構不太會發生問題。 

這個議題一開始就是本來就只是想要做一個說法的對比，就是中間的那個部分嘛，

對但後來就覺得說好像還是要有一些前情提要，那就像我剛剛講的他也會影響到你

後面怎麼去了解這些事情，……，所以我才選擇用時間軸的方式去幫大家佈一

個脈絡這樣子。（MP1：58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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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是我先整理出我想做的整個大綱就是，因為我那個是用時間軸的方式去寫的，

那我也是想要比較客觀顯現事件的發生，所以就是用時間軸的方式。（GP1：

63-64） 

 
製作者 GP1 懶人包畫面 

 

還有一種常用方式是會從眾多資訊中，歸納人們 常討論或發生意見分歧的

問題。製作者提到蒐集到的資料中即使是正反方的意見，也能發現其中的交集，

能夠互相對話，且這些問題或觀點也會因考量到觀眾理解的邏輯而有順序性。 

去找不同講法他可能都有提到的一些共同點，……，那我就會想去找出說他們

對於同件事情、或者是有兩種解釋的那些點，……，這七個點的前後的關係也是我

自己去想的，就是想說如果我知道第二個，我下一個會產生的問題會是什麼，就是

自己去幫讀者想說他會有什麼樣的問題這樣子。（MP1：606-612） 

開始慢慢去看之後會發現因為大家都在講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正反方，他都會有

交集，就是會連起來的感覺，就是當你這些資料看一遍兩遍之後，你會慢慢找到

一個交集……。（SV1：13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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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者 MP1 懶人包畫面 

而製作上，就算是僅對於重點的整理也會與時間發展的順序有關，兩者間是

能夠並存使用的，純粹看製作者認為怎麼樣的編排方式便於觀眾吸收。 

第一個是時間軸，第二個時間軸之後你要去看別人討論這件事情的什麼，當然不是

說以別人討論的為準，可是你可以先去知道別人在意這件事情的什麼，你才會比較

能夠抽出問題，……，但是時間軸列出來，然後再來就是看各方討論的爭議，

然後爭議完你再去找這些爭議有沒有道理。（MP2：685-691） 

製作者 SP2 則提出了另外兩種自己的做法，第一種是將內容視為一篇完整

的長篇評論文章撰寫，再從中截取要點。另一種會在時間較不充裕的情境下，將

所有想到的點雜亂列出，邊發展故事結構邊刪除已列出的要點，避免遺漏重要的

資訊。 

先把裡面的內容全部寫出來，就像寫一篇評論文章一樣，然後再從中去截取要

點。（SP1：817-818） 

把想到的點很雜亂的列在上面，……，基本上那些都是我有可能會去碰到的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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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一面發展故事結構一面去刪裡面那些點，……，防止我曾經想過的某個東

西我漏掉沒有講。（SP1：818-822） 

（四）輔助工具 

製作者在製作懶人包時所使用之輔助工具可參照表 4-5。 

表 4-5 懶人包輔助工具表 

用途  輔助工具  
文案撰寫編排 Word（SI1、MP1、MP2、NI1、SV1、GV1）、

記事本（NI1） 
圖表製作 Photoshop（SI1、MP2、GP1、GA2）、Illustrator

（SI1、GA2）、iDraw（SP1） 
簡報製作 Power Point（MP1）、Keynote（SP1、MP1）、

Prezi（GP1） 
影音製作 威力導演（GV1）、Sony Vegas（SV1）、

Goldwave（SV1） 
與他人合作溝通討論 Google Drive 雲端平台文件（GP1、NI1、GV1） 

在輔助工具的使用上，製作者多會選擇平時較常接觸或擅長的工具，並非針

對該工具功能性特別多或特別強。撰寫文字或文案時，製作者通常使用 Word 或

記事本整理資料、編排內容，若為與他人合作製作的話，會使用如 Google Drive

雲端平台，便於線上共同編輯討論。 

一開始一定要先寫文字嘛，寫文字有的時候我會比較謹慎，比較謹慎的話就在 word

上寫。（SI1：483-484） 

筆記本上做過，就是整個大綱，然後可能再叫到電腦上，再用雲端跟他討論。（GP1：

523-524） 

製作圖表的話製作者會使用 Photoshop 處理圖片或使用 Illustrator 作向量繪

圖。SP1 則覺得製作時不需要用到像這兩個軟體這麼多的功能，因此選擇使用

iDraw，認為比起來雖然功能少，但簡單好用。 

用 Illustrator 或 Photoshop 把文案給畫出來。（SI1：485-486） 

簡報製作 常用的工具是 Power Point 與 Keynote，Keynote 為蘋果電腦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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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簡報軟體，因此會受到製作時使用載具的影響。 

一方面是因為，PPT 或 Keynote 他就是一頁一頁的呈現方式，所以他其實是直線

的敘事，就是我只能往前，我不能往旁邊（MP1：634-635） 

像這個是用 Keynote 啦，就是 Mac 的，對那因為公司的電腦是 Windows，所以

我其實都會用 PPT 或是 Keynote 做。（MP1：630-631） 

影片製作上，製作者 GV1 使用威力導演、製作者 SV1 使用 Sony Vegas，並

搭配音訊處理軟體將音訊降噪。 

影片剪輯的部分是用威力導演，很基礎的，……，圖片和剛剛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影片就可以一起丟進威力導演，剪一剪就出來了。（GV1：303-307） 

我的剪輯軟體是 Sony Vegas，然後聲音的時候就是 gold wave，只是去噪而已，

然後錄音就是手機的麥克風錄到 gold wave 裡面，然後再用 Sony 去剪。（SV1：

719-721） 

（五）品質評估 

製作者覺得懶人包因為時效急迫性和篇幅的限制，除了對資料真實性的要求

之外，必要時得捨棄一些細節，評估製作的程度達到能夠強調到想表達的主題議

題的重點後，就算製作完成，並能夠發佈。若主題議題有變化或進展會考量後續

再補充內容。 

你心中一定要有一種急迫性，就是假如說這個突發事件嘛，你心中要有一種急迫

性，所以會逼自己資訊差不多就好了，就不要再找太詳細。（SI1：499-501） 

有些知識你就還是必須要排除，因為你不可能去處理到這麼多細節，所以應

該是說你想要透過這個懶人包強調什麼事情，這件事情還滿重要的，就比如說

剛剛我們有其中一頁在講法律，其實所有的判決書也都可以拿來討論一下，怎麼這

裡面講得怪怪的、這一段怎麼一點邏輯都沒有，也是可以這麼細的去討論，但是你

會知道他應該要被排除，……。（MP2：727-732） 

而在實際發佈前，製作者雖然會重複不斷地檢查修改，但仍需要排除自己主

觀的意識，因此會先找周遭的人看過一遍，了解一般未擁有事件相關知識的觀眾

的看法疑問，同時確認是否有錯誤的地方，大致上沒有問題之後，才會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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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沒有接觸過的人的想法才是比較接近網路上看的人真實的想法，

因為你已經對這個東西很了解了，然後你做出來的東西雖然是做給那些不了解的人

看，可是你已經很了解的狀態底下你怎麼知道那些不了解的人是怎麼想的，其實很

難，所以最好是做使用者測試。（SP1：768-775） 

我會給我幾個朋友先看過，就是請他們幫我挑錯誤，如果有錯誤的話我就會把

原本的影片刪掉再重新發。（GV1：333-334） 

四、分享與發佈  

（一）發佈時機 

懶人包製作者會考量到主題議題的時效性，雖然不一定絕對能夠在預設的時

間內達成，但考量到成效和影響性，還是偏好在事件發生不久及早釋出懶人包。

MP2 則認為只是當下很想說明事件，將懶人包放在網路上，總會有會被需要的

時候。 

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發佈出去是會引起最多關注的，那事件都已經結束了你

才發佈那我原本預期希望閱聽人看完影片能夠做出一些改變的機會其實也是沒有

了。（GV1：330-332） 

如果議題有時效性的話，我就會儘快發佈。（SI1：530） 

（二）發佈地點 

發佈的地點會影響到傳播的效率，進一步影響觀眾觸及率。考量到傳播效率，

製作者均認為社群網站 Facebook 是懶人包發佈地點第一選擇，同時 Facebook 也

是自己與朋友們，甚至一般大眾經常使用的平台，若不特別設定，每個人都能看

到朋友發佈的內容，及朋友與朋友間互動的內容，具有良好的社群效應。 

Facebook 也是現在很多媒體主要的流通管道，我們也會放在 PNN 的網站上啦，

但是我們一定會放到臉書上宣傳，這樣大家比較會想要看。（GA1：667-668） 

會呀，就是平常常用臉書，不過臉書也是現在最熱門的社群，就是現在台灣

大家很常用的社群網站，……，主要就是臉書然後官網，我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

特別覺得很重要的平台，即使會去發，但是可能那個平台沒有很多人用，那個也還

好……。（MP2：76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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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者 GA1 懶人包發佈方式-直接圖文懶人包編寫於 Facebook 網誌上 

 

  
製作者 SP1 懶人包發佈方式-將簡報懶人包使用 Facebook 相簿發佈 

若懶人包呈現方式為影片，製作者偏好上傳於 Youtube，此為國內 多人使

用之影音平台；製作者 SI 因為考量資訊圖表的解析度，放置在部落格較不會影

響到資訊圖表的畫質；製作者 GA2 則認為部落格上的觀眾比起 Facebook 較能接

受長篇的圖文文章。但無論是影片、資訊圖表或是文章，製作者在上傳到喜好的

平台後也會同時配合轉貼至 Facebook，以提高觸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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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貼在自己的臉書上，然後就會被朋友轉貼，我覺得主要是透過臉書擴散

的，……，那我當然是選擇台灣最多人在用的就是 Youtube，最有機會讓我的目

標受眾看到的平台，就在那個平台發。（GV1：352-355） 

就台灣人的口味啦，我目前沒有覺得其他平台，比如說你放在優酷、土豆上，一般

中國人會看，但是如果是給台灣人看的話當然是 youtube，因為他在 FB 上面他

又分享相當容易……。（SV1：746-749） 

  

製作者 GA2 懶人包發佈方式-在部落格書寫後轉貼於 Facebook 上（同樣適用於

不同呈現類型懶人包在其餘地點如部落格、Youtube、Prezi、Slideshare 等發佈

後在 Facebook 的轉貼） 

      而發佈時，若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為非營利組織、新聞媒體，其工作單位

本身即有經營 Facebook 粉絲團，會優先於其官方粉絲團發佈，接著才使用個人

帳號轉帖。其餘的情況皆為自行發佈在個人 Facebook 帳號中，或轉帖於個人帳

號。 

（三）發佈技巧 

雖然製作者 SI1 與 NI1 認為懶人包會被轉貼分享的關鍵點，仍然在於內容的

重要性，觀眾要能容易理解、感同身受才會產生分享的動力，不過以下仍有許多

製作者在發佈懶人包時常用的一些技巧。 

其一，在懶人包標題的命名，製作者會考量到符合事件的關鍵字，如此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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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較容易被人們搜尋到。而儘量使用簡短精準符合主題議題的標題、運用一些時

下流行字詞或「幾分鐘了解…」，則能觸發觀眾想要點閱的動機。 

……技巧的話就是符合事件的關鍵字，因為如果你在你要搜尋旺中這個事件的時

候，你打旺中就會出現我的影片，就是我的標題裡面有符合這個事件主題的關鍵字，

那人家在搜尋的時候就很容易找到。（GV1：382-384） 

分享上去的時候有時候主標會被卡掉一半嘛對不對，所以你要怎樣讓前幾個字至

少讓人家知道你這一篇文章是在說什麼。（GA2：604-606） 

我當初就考量說要有一個有趣的標題，所以就用「第一次什麼就上手」，就是

根據一些流行文化的用詞，我會去考量那個標題。（SI1：589-591） 

此外，製作者也會考量到發佈的時間點，以 Facebook 為例，從自己的經驗

上或工作的經驗上觀察一天中什麼時間 Facebook 的線上人數 多，發佈的內容

有機會被看到。 

……半夜沒有什麼人看，所以就是我自己就也會去想說，就是如果我要放上去一個

文章，我要不就是下午的時候放要不就是晚上八九點的時候，因為大家可能那個

時候回到家，開始滑手機什麼的。（GA2：137-140） 

以臉書來說的話會呀，就是因為我們大概會知道每天什麼時間會有比較多人使

用，然後就會選擇那個時間。（MP2：738-739） 

而他們也覺得懶人包會被大量轉貼分享的原因是因為剛好搭上事件發生的

熱潮，觀眾迫切想要得到特定主題議題的資訊，或是被一些關注此主題議題的

Facebook 粉絲團轉貼，進一步藉由到粉絲團成員再度擴散。 

真的是符合當時的那個情境才會被散佈的那麼快，不然這個都是字的現在可能

沒有辦法散佈的那麼快，就是搭上那個智財封網後續的熱潮。（SP1：219-220） 

我覺得我這個懶人包會被大量轉播是靠著有人的粉絲專頁，……，兩個轉才會

轉這麼大，否則一般來講我覺得臉書的文章的曝光度本來就很低，它必須要透過粉

絲大量的曝光度他才有可能有大量的轉發性。（GA1：4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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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看者與後續發展  

（一）懶人包傳佈成效觀察 

在實際發佈的粉絲頁的數據或發佈平台的後台數據，可以看到觀看人數、按

讚數、轉貼數與留言數，並且能大概知道觸觀眾數量、互動頻率、數據變化等，

這些資料可以輔助製作者觀察，作為經驗累積和學習。 

整體的數據只有透過粉絲頁才能看，就是某一個內容接觸到的使用者有多少，

然後他們這個互動的頻率，每日每週的變化等等之類的。（SP1：842-844） 

有時間的話都是要觀察，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再去做出調整，看說跟你預期

的想像一不一樣。（SP1：846-847） 

雖然各項數據可能有亮眼的表現，但相較之下，製作者卻更在乎觀眾在轉貼

懶人包時的敘述文字以及留言中的想法，透過文字能了解觀眾實際上的感受，檢

視有沒有真正達成自己想要傳達的目的。 

想看看他們的 Feedback 是什麼東西，想看他們的反饋，就是他們到底看了之後有

什麼感想，或者是他們是不是因為這樣有得到、確實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講什

麼。（GA1：430-432） 

我會去看轉發，就是會有分享嘛，那公開的話你就可以看得到例如說讀者的

評論啦，……，那時候被雞排妹轉，我不知道為什麼，然後那時候雞排妹很紅，

我就覺得很開心，就是透過他轉發這件事情就會讓更多人看到，然後你就會覺得很

有成就感。（MP1：719-723） 

（二）製作者與觀眾間互動溝通 

在與觀眾互動的狀況大致都是正面良善的。通常為觀眾指出錯字或錯誤、提

出建議與詢問問題。針對詢問問題的部分，情況允許的話，製作者會有所回應，

若留言數量太多，製作者偏向綜合整理許多問題後，一次性回答到大部分的疑問。

互動上，製作者會因為覺得散播到資訊已有達到目的，也不想花費額外的時間，

而儘量避免與觀眾筆戰、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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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General 的回，我不會他一個問題回一個什麼然後我就會回他什麼東西，就是

我會一個回應能夠回應到大家最多就好。（GA1：479-480） 

不是他留我就會回，就是看說他有那個意思要你去回應他，比如說他提問，提問

就一定會回，或是說他有另外一種意見，另外一種意見也通常會回，只有一

個例外，……，他一天之內就來了太多留言，所以到最後我沒有辦法每一個留言都

即時回，那有一些你沒有辦法即時回我就做成是那種整張的回應……。（SP1：

865-871） 

製作在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為新聞媒體的情況下，本研究訪談的製作者表

示，其較不會耗費心力一一回覆留言，因在工作時間內主要工作為產出資訊，並

不會兼顧到社群經營的部分，同時人力不足，缺乏專門經營社群的職員。 

可能就只會討論一下我們是不是下次要改進，就自己內部討論，可能也是因

為議題的熱門程度會影響到他被討論的程度。（MP1：831-832） 

我覺得跟我們人力少也有關係，因為我們平常在處理文章上稿、發佈、回文其實

就只有我跟老師而已，就是可能沒有一個專職的。（MP2：796-797） 

（三）懶人包內容後續管理 

製作者對於懶人包錯誤之處或是內容的更動，會積極的處理。如在發佈後，

若有觀眾指出錯字及錯誤之處、事件發生變化，或覺得還需要補充內容，製作者

會持續新增及修改。其中，呈現方式為文章型的懶人包能夠直接編修文字內容。 

當時青盟和傳學鬥轉其實有一個 Time 其實是有一段差距的一段時間的，大概隔了

兩三天三四天，所以因為這樣子我才又才去增修我原來的報告，然後再把它放上去，

增加自己的評論哪之類的這樣的東西。（GA1：381-383） 

我會一直修改，就是發佈上去之後，譬如說我有一兩個字是那種因此、但是，

一些中間的聯繫詞會導致人家誤會一個意思或是說誤會我的口氣的話，我就會上去

再把他修改那些字句之間的聯繫時，只是想要讓他變得更通順。（GA2：141-144） 

其他如資訊圖表、簡報式及影音的呈現方式，無法即時於線上直接修改，且

製作者會考量到發佈後已有按讚、轉貼、留言等與觀眾互動的行為，解決辦法為

在懶人包的簡介、說明文字中說明修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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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的照片發表出去之後你可以修改文章，所以如果有什麼需要訂正的話

我就修改文章，就這樣子。（SI1：786-787） 

如果有錯誤的話我會更新和修改內容，補充在影片本身裡面的備註，或者是

影片下面的詳細資料。（GV1：450-451） 

（四）觀眾經營 

根據訪談結果，多數製作者並沒有固定產出懶人包的習慣，因此沒有經營特

定的懶人包觀眾。但因社群網站Facebook會是懶人包製作者與人們常用之平台，

製作者有在自己的 Facebook 頁面上固定轉貼時事、議題並發表看法評論，想要

分享重要資訊給周遭的人們，因此累積了一些追蹤者，可以認為是將 Facebook

個人頁面視為個人媒體在經營。 

以臉書而言啦，我是有經營固定的觀看者，就是我固定都會對社會議題做轉

貼或者是評論，所以我臉書上也是有三百多個追蹤者，那如果說我之後又做了一

個懶人包，貼在我的臉書上，除了我本來大概一千個左右的好友之外，還有三百多

個追蹤者會看……。（GV1：415-420） 

我平常就有在發一些有的沒的的東西，其實基本上我看到重要我喜歡的報導

我都會轉，……，然後我看到別家媒體有我覺得很不錯的東西我也會轉，就是我

希望除了我自己可以看到之外我也希望我的臉書上有更多人可以去看到這個

東西，我覺得很不錯，算是分享的感覺吧。（MP2：774-778） 

其中，針對觀眾們會對製作者提出交友邀請的部分，製作者會確認觀眾是不

是自己認識的人，或兩人間是否有共同好友，多數情況為僅允許追蹤。GA1 則

會在是否要與觀眾持續交流，或允許持不同立場的觀眾在自己的 Facebook 個人

頁面一直提出反對立場，干涉自己的私人空間，而會在這兩者之間猶豫不決。 

我到底需不需要讓我的版面看起來讓我順眼一點，還是說我覺得應該要持續跟

他們繼續交流呢，……，那或者是說，我理論上我應不應該加我實際上不認識的

人，這也是另外一個很好玩的問題。（GA1：622-625） 

至於觀眾經營的部分，製作者 SP1 與 SV1 考慮到如果有固定產出的習慣與

固定產出的模式，會想要額外經營 Facebook 粉絲頁，作為懶人包固定發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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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觀眾並非因為製作者個人原因而關注自己，而想將私人空間與懶人包發佈作

出區隔，特別設置一個空間擺放懶人包作品。 

最早沒有考慮，從做了那個懶人包的粉絲頁以後才有考慮這一點，可是現在還沒有

很好地去經營，就等下一個要發展的 Business Model 出來之後應該就會配合那

個去經營。（SP1：878-880） 

粉絲團只是因為你個人的 Facebook 會有很多你的朋友啊，然後你的比較私人的東

西，但如果別人是因為你的作品而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跟你作朋友，他

只是想看你的作品的話，……，我就不要在我個人頁面分享了，就類似這種方式。

（SV1：832-836） 

（五）製作動力的維持 

以本研究取樣之社會議題懶人包來說，製作者們會製作懶人包的動機為對社

會議題的關心，並且樂於分享資訊內容。若後續發生製作者關注或有興趣的事件，

並且還沒有其他人說明，或覺得現有資訊解釋不清楚的狀況下，皆為製作下一則

懶人包的動機。 

關注到就是我覺得我有使命感把它做出來的話，我就會把它做出來。（GA1：

455-456） 

應該是于公于私都會都會呀，對就是業務範圍裡面可能也會 cover 到懶人包這一塊，

然後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也會繼續來做……。（SP1：41-43） 

如果有人做跟我太像的東西我才不會做吧，……，而且他解釋的很清楚，那就

ok，就不用再多占這個媒體資源，如果他連我自己的疑問都解決了，那我就沒必要

再做一個。（SV1：1003-1006） 

第三節   綜合討論  

根據本研究歸納文獻中的數位內容策展流程架構，分析所獲得的訪談發現，

本節針對製作者知識、技能背景與經驗、懶人包數位內容策展，以及其他重要研

究發現進行綜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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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製作者知識、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  

（一）製作者個人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懶人包經驗 

懶人包製作者除了製作懶人包外，日常生活中是會有資訊產出習慣的，對於

時事、社會事件會借由使用社群網站 Facebook 個人帳號、粉絲團或經營之部落

格發表看法與評論，培養書寫的習慣以及對文字的掌握度。 

根據製作者擁有主題議題相關的知識背景，其在無形中具有先備的知識，此

有助於資料的蒐集和詮釋。而擁有美工、設計、修圖、剪輯等軟體使用上的技能

背景，則使製作者對於資訊的處理呈現能夠得心應手。若製作者非主題議題相關

知識背景，困難點在於不知從什麼管道來源取得專業性的知識，就算找到相關資

料也要花費較大量時間精力理解，製作者們的想法印證了 Handley（2012）提出，

策展需要仰賴策展人的專業知識的觀點。 

若製作者曾有製作懶人包的經驗，能更容易找到事件的切入點，且透過經驗、

讀者迴響與懶人包傳佈的成效，會注重一些細節部分如資料的正確性、錯字、敘

事方式等，同樣的，若有其他相關的製作經驗，如資訊圖表、專欄文章、學校報

告等，一樣會歷經資訊蒐集、整理、呈現等過程，製作者認為是相互影響的。 

回應到 Rosenbaum（2011/2012）所提及，策展人可分為業餘策展人及專業

策展人，其目的與訴求各不相同，且並不相互抵觸。同樣的，製作者認為製作懶

人包其實不限於個人專業知識及技能等條件，也不需要評定品質好壞，只是需要

有人無償地將重要資訊蒐集整理呈現，提供更多人接觸到這些主題議題的機會。

但考量到懶人包產出的效率，相較之下，原本就有持續關注這個主題議題的人便

能夠比較早進入狀況、動力也比較充足，並較願意花費心力製作。 

而除了製作者本身非常了解主題議題外，由於製作懶人包的目的在於提供他

人觀看，每位觀看者的條件、背景等各不相同，為了要符合給「懶人」看的特性，

製作者需要以邏輯能力將事件脈絡有條理的組織起來，用清楚簡單的敘事能力吸

引觀眾，才能從海量資訊中脫穎而出。 



 

88 

 

（二）製作者懶人包製作經驗 

製作者在製作懶人包當下，因主題議題的重要性，製作者內心會明顯感到壓

力，所在意的時效性是事件發生的當下越早產出懶人包，能獲得越多人的關注。 

視主題議題複雜程度，製作時間花費一天至兩個禮拜不等，若情況允許，製

作者會傾向在一段時間內一鼓作氣完成懶人包，無論什麼樣的情境之下，只要有

靈感、有電腦就能製作。 

有時在製作懶人包過程中會發生製作者需要與他人合作的狀況。由於資料量

龐大複雜，製作者會向他人求助於蒐集資料，例如其與他人的背景、條件、習慣

的不同，會增加資料蒐集管道，或連絡相關非營利組織求助專業知識，亦或向他

人取得技術上的協助，提高製作效率和質量。另一種情況為非營利組織主動要求

與製作者合作，組織提供資料和專業知識，希望製作者提供製作懶人包的想法和

技術，這可能會引起某些問題。本研究訪談的製作者便曾經遭遇到溝通過程拉長

影響製作時間、資料錯誤的權責歸屬、被質疑製作立場與真實性等幾種問題。 

二、  懶人包數位內容策展  

（一）主題企劃 

製作者依據事件對人們影響重大的程度而選擇懶人包的主題議題，並覺得無

論是誰接觸到懶人包，都有達到散播資訊的目的，但其也瞭解， 容易接觸到、

主要會轉貼懶人包的人比較傾向是本身就有關注此事件的人。 

而根據 Bhargava（2012）提出的內容策展風險之一，為信譽問題（the 

credibility），他提出有些受眾可能會認為策展本身的動作即偏向某一角度的觀點，

因此缺乏可信度，此情況也會發生於製作懶人包的過程。通常懶人包的呈現會偏

向某一方向的立場，但製作者認為在製作懶人包時不需要避免立場的選擇，是因

為有帶有不同立場、觀點的另一層的意義是監督媒體，不過在做法上仍然要客觀

的蒐集閱讀正反方的資料，並將所引用的資料事實部分與自己所產生的論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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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區分，避免混淆觀眾。 

（二）資料蒐集與選擇 

製作者關注一個主題議題，了解到一定程度後，便會決定要製作懶人包，然

而僅依靠原本的認知是不足的，也缺乏足夠的資料支撐自己的立場觀點，因此製

作者會正式地開始蒐集資料，慢慢在蒐集的過程中也對事件產生更深的了解。 

製作者 常透過社群網站 Facebook 的塗鴉牆接收到朋友張貼、轉貼分享或

演算法推薦的資訊，或藉由主動訂閱相關粉絲專頁接收新資訊。另一個資料蒐集

的常用管道是傳統媒體與獨立媒體，製作者表示媒體仍然是社會議題資訊主要產

出來源之一。 

從這些資料來源管道中，製作者會依照事件時間脈絡的架構，規劃大概的形

貌。為了填補框架中所缺乏的內容，製作者會使用滾雪球的方式，先使用大方向

的主題議題關鍵字如「旺中」、「服貿」，並從蒐集資訊的過程中，一方面增進對

事件的理解，一方面得到更精準符合需求的進階關鍵字。 

經過初步篩選，找到自己需要的資料，製作者大量地閱讀與比較資料間交集

的共通點，並歸納出多數人質疑的觀點，將這些資料用自己的說法精簡轉述，萃

取出真正會放在懶人包中的內容。 

對於資料來源的部分，Bhargava（2012）提到所有權問題（the ownership），

當策展人使用多個資料來源，即使僅使用其中少部分內容，一定程度的標注來源，

並附上連結是必須的，否則將會引起爭議，甚至牽涉法律問題。製作者通常都會

附註，以證明所敘述的內容有所根據，但有時會顧慮到版面及呈現效果而僅列出

主要的資料來源。至於在避免違反著作權的處理上，除了製作者所製作的懶人

包是沒有營利目的之外，另一方面，製作者在閱讀資料後，會盡量產生自己的論

述，或改變原本資料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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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編排與呈現 

在懶人包呈現類型的選擇上，考量到時間、成本與掌握度，製作者偏好使用

自己熟悉或擅長的技能表達呈現。 

在製作上則難在如何將眾多雜亂、專業的資料整合在有限篇幅中，解讀、詮

釋成清楚易懂又能吸引人的形式。製作者欲達到的效果，是故事的前後脈絡、邏

輯清晰，其會運用圖片、表格、時間軸等將資料以簡潔易懂的方式活化複雜的文

字，或配合實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案例轉化表達的文字，在有限的篇幅下提供密

集的資訊，並藉由簡單的用字遣詞，觀眾能真正的快速理解事件的重點與問題，

符合趙敏含（2013）所提及的，同時兼顧資訊內容的「專業性」和與觀眾的「親

近性」。 

此外，呈現類型的不同會影響到輔助工具的使用。而這些輔助工具均為製作

者常用的。本研究中的製作者在文案撰寫會使用 Word 或是記事本；製作圖表會

使用 Photoshop 或 Illustrator；製作簡報會使用 Power Point 或 Keynote；製作影片

會使用 Sony Vegas 或威力導演；在與他人合作溝通討論時，則使用了 Google 

Drive 共同編輯。  

整理資訊時，製作者透過畫心智圖或樹狀圖的方式幫助建立、釐清議題架構，

再填補其中的細節內容。在實際的內容編排上，其中一種方式是依照時間發展的

順序，列出主題議題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對於觀眾來說能一目瞭然，是製作者

常使用也 容易掌控的呈現方式。另外一種方式是會從眾多資訊中，對比歸納

出引發人們爭議的問題，即便正反方的意見不同，也能發現其中的資訊交集，製

作者為了讓這些問題與觀點能夠互相對話，會仔細考量觀眾理解消化的邏輯而有

順序相關性。 

由於事件時效壓力與篇幅限制，製作者會斟酌捨棄一些較不重要的細節，認

為將事件發生當下想要強調的重點說明清楚，就達到發佈的條件。不過在懶人包

發佈前，製作者會尋求周遭的人幫忙觀看，作為使用者測試，詢問他們懶人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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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錯誤或是難以理解的地方，若都沒有，製作者就會選擇發佈。 

（四）分享與發佈 

事件的時效性會影響到製作者發佈的時機，製作者認為事件發生的當下能獲

得 多的關注。為了獲得 多的關注，發佈地點會選擇人們 常用且 容易傳播

資訊的平台－Facebook，輔以自己與周遭朋友使用性高，以及良好的社群效應，

發佈後，透過朋友轉貼，朋友的朋友看到可能也會轉貼，擴散效果非常明顯。 

發佈懶人包時，製作者除了會考量到一天之中晚上的時間會是 Facebook 線

上人數 多的，同時也會使用一些技巧，他們覺得標題是觀眾的第一眼印象，也

會影響搜尋結果的排序，因此標題內會有符合主題議題的關鍵字，命名儘量簡單

清楚，配合當下有趣的流行詞彙吸引觀眾。此外，製作者觀察在無法控制的因素

中，剛好搭上議題的熱潮以及被相關組織團體的 Facebook 粉絲頁轉貼，也是大

量擴散的原因之一。 

（五）觀看者與後續發展 

發佈懶人包後，製作者會觀察懶人包的觀看人次、觀眾偏好或評分、轉貼數

或平台後台數據，以了解擴散的程度，但觀眾轉貼時或留言的想法對本研究的製

作者來說其實是更直接的反饋，透過文字能得知觀眾是否真正了解，或是能得到

一些實質建議。 

在這些留言中，若有觀眾提出疑問，製作者均會回應，但在製作者並不一定

有時間一一回覆的情況下，某些製作者會自行統整以能回答到 多人的方式一次

回覆，或是有閱讀過留言就點一個「讚」，代表已知道觀眾的想法。若觀眾指出

錯誤之處，製作者評估這些錯誤的地方確實會影響到懶人包內容時，其會依照呈

現方式的不同直接編修懶人包，或是修改於懶人包的備註與描述。 

由於製作者製作懶人包是不定期的製作，其認為並不會有所謂的固定觀眾，

但製作者平時在自己的 Facebook 頁面上會轉貼資訊、發表論述，因此將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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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個人媒體經營，作為懶人包發佈地點。此外，有些製作者認為許多觀眾並不

是因為想關注製作者本身而追蹤 Facebook 帳號，曾考慮經營純粹用來發佈懶人

包粉絲頁，避免觀眾接收到與他們無關的資訊。 

對應到 Herther（2012b）所提出，內容策展中，針對社群關係的經營，對目

標社群的互動是很關鍵的，但在本研究訪談懶人包製作的情況，不像內容策展能

自由地選擇製作、發佈時間，議題事件的發生是製作者無法掌控的，因此無法規

劃固定地產出懶人包，導致其不會考慮到經營觀眾。而在製作者與觀眾的互動上，

內容策展因為要經營社群，而可能必須不時在發佈內容之平台上發文、辦活動等，

但許多製作者製作懶人包是一次性的，因此並不會主動地想要與觀眾互動，僅為

被動地觀眾有問題來留言，其就會視情況回覆，且不會再有後續的動作。 

此外，持續關注自己有興趣的社會時事議題，並且這些議題尚未有人說明，

或說明不清楚，會是製作者製作懶人包，甚至未來會想繼續製作懶人包的動力。 

三、  懶人包對製作者的影響  

本研究訪談的製作者會因為自己的想法、整理的成果對社會與觀眾有達到一

定程度的影響而獲得心靈上的滿足，覺得有達到議題傳播或是改善現狀的目的就

是 大的效益；此外，也有製作者因為懶人包而發展出營利模式，認為這是另一

種實質上的效益。 

製作者通常都是花費時間與心力，無條件、自動自發地製作懶人包，若發佈

之後，達到一開始設定的散播主題議題的目的，甚至有成功影響到觀眾的想法，

對應到當初的製作原因及目的，懶人包製作者認為這就是一種利益。 

我當初的目標是讓更多人知道，如果說我有達成我的目標的話，那應該也可以

算是我的利益吧，恩就是我有達到我的目的。（MP1：523-524） 

理念推廣，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然後很多人終於了解原因而不是，然後當

然最終是希望他們能夠不是只有知道而是能夠出來行動啊。（GA1：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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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製作者 SI1 因為時常製作資訊圖表型的懶人包，受到許多公司的青睞，獲

得不少相關的工作機會或是委託合作的邀請。SP1 及 SV1 則是透過製作懶人包

的經驗，以同樣做資訊整理呈現的形式，正在發展或即將發展為一種商業模式，

成為工作的一部份。其中 SP1 更被不少機構、組織邀請參加講座，分享製作懶

人包的經驗。 

我做圖表之後很多公司找我工作，那對我而言就是一種利益呀。（SI1：884-885） 

無心插柳會想說去想一個事業的營利模式出來，但是現在還沒有很確定，壞處

的話應該就是之前真的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些東西，如果沒有那個好處的話，那這個

壞處真的就是純粹的壞處。（SP1：947-949） 

四、  製作者對懶人包現象的看法  

製作者認為懶人包是順應這個資訊時代下的重要產物之一，在每個人時間、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提供人們快速了解特定主題議題重點的機會，增加觀眾對事

件的興趣，甚至影響他們實際行動，搭起資訊和觀眾間的橋樑。 

針對現下許多人對懶人包提出質疑，覺得懶人包反而會誤導觀眾，理解到錯

誤偏頗的資訊這一點，製作者的看法是，懶人包的初衷原本就是希望提供接觸主

題議題的一塊「入門磚」，透過簡單的形式只將重點呈現，因此只要製作時顧及

到資料的查證，製作者帶有立場是沒有問題的，懶人包的存在有其意義價值。 

而懶人包雖然提供了資訊的近用、帶來便利，但同時卻養成觀眾的惰性，使

許多人誤以為閱讀完懶人包即已窺見事件的全貌，秉持單方面的立場，認定事件

就是如此，連帶將片面資訊影響周遭的人，然而這實與製作者認定的懶人包意義

背道而馳。對此，製作者建議，除了原本已觀看的懶人包，也應該閱讀其他不同

立場的懶人包與其他資訊，對於閱讀後仍然疑惑之處，則需再閱讀更多相關資料

來解決， 後再產生自己的論述意見，製作者表示，這才是懶人包發揮用途的較

理想情況。 

由於網際網路的方便，使得資訊在網路上的製造和傳播速度難以想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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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在如此快速的時代，不是所有人都有時間、有管道接觸到所有的議題，及

議題相關資訊。有人整理、篩選龐雜資料，提供密集的重要資訊，對觀眾而言成

本減少許多，製作者因而認為，懶人包是順應這個時代趨勢的產物。 

我覺得他是順應時代趨勢的產物誒，像現在都市人很趕時間，對，那所以說就

會比較希望能夠快速的獲得密度高的資訊，所以就會有懶人包。（GV1：564-565） 

……可能一些社會議題的這些東西其實是很重要的東西，可是問題是可能他原本沒

有一個很好的論述跟表達的形式，大家如果要了解的話會花很多的成本去了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這個時代的確是需要類似像懶人包這樣的東西，

去做你進一步了解相關議題的橋樑，去引發你的興趣跟動機。（SP1：994-1001） 

在這個時代趨勢下，懶人包已經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但製作者指出這並非

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也無法完全篤定懶人包所呈現的內容就是 完整真實的內

容，就全然盡信。因此，懶人包作為能夠拉近資訊與觀眾間的入門橋樑，人們能

夠在短時間內大致掌握特定主題議題的某些重點，接著產生興趣、感同身受。

後人們需要去看更多的相關資料來解答疑惑、產生自己的觀點，製作者與觀眾互

相配合並擁有共識，這才會是比較好的觀念。 

我覺得其實懶人包他能講的東西其實不多，就是他其實不會是一個很深入的報導，

所以他其實比較像是入門磚，就是告訴你說，我如果想要了解這個事情，可是我

找不到地方進去的話，我可以怎麼樣進去……。（MP1：422-426） 

我覺得很好啊，他提供很多種讓你初步了解這件事情的一個一條路，但是我

覺得問題不在懶人包的製作上，問題就在於觀眾上面吧，觀眾是以什麼角度來

想要藉由懶人包了解這件事情，……，或許觀眾不應該把他視為我可以藉由這

個東西完全了解你這件事情，那就非常表面……。（SV1：1009-1015） 

針對現今許多人對懶人包的質疑，製作者認為原本某些人連懶人包都不看，

只透過單一則的新聞或是資訊，就開始表達論述自己的立場。懶人包雖然也經常

帶有立場，但其中的內容大多是經過製作者篩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會存在著不

同立場的懶人包供觀眾交叉對比，仍然是利大於弊的，懶人包仍然有其意義上的

存在。 



 

95 

 

懶人包的出現不會讓現狀更糟，他反而會讓一部份的人更去了解這個議題，

他變成一個橋樑，就是從完全不去了解，到更深一層了解，會把一部份的人帶過去，

那我當然沒辦法否認說有些人看了懶人包就算了就不管其他了，那當然也是有，可

是在原本的情況底下他是完全連懶人包都不看他就會對那個議題表示他的

立場，那這個不是就更嚴重嗎。（SP1：418-423） 

五、  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製作差異  

（一）製作者知識背景製作差異 

本研究發現，知識背景為社會科系的製作者，會因為科系中的資源就經常關

注不同社會議題，因此在社會議題懶人包的議題選擇上相對容易，能接觸一般民

眾較少觸碰的事件，或及早正視重大事件。 

我大學念的是臺大社會系，然後社會系本身就是比較會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

（MP1：15-16） 

     而知識背景為經濟科系的製作者，因為經濟學課程的訓練，對於懶人包資料

蒐集與選擇時所找到的資料，或其他製作者所製作的懶人包，都會抱持著質疑的

態度，再三驗證其內容真實性，避免提供觀眾錯誤的資訊。 

老師講說你經濟學四年讀完，你什麼東西都可以忘記沒關係，但是你一定要記得以

後看到任何報章雜誌或是別人給你的答案、或是多有名望的人說出來的話，

你都要懷疑三分……。（GV2：104-106） 

知識背景為美術或美工科系的製作者，較在意懶人包畫面呈現，因所學接觸

較熟悉美工繪圖、影像編輯軟體，並使用這些軟體提升懶人包的視覺效果，如製

作圖表、編修圖片、兼顧排版等。 

我會希望把他做得比較在視覺上圖像上也比較吸引人一點，自己做的時候會希

望這樣子。（GP1：27-28） 

同樣地，知識背景為數位多媒體科系的製作者，因設計動畫、遊戲而需要使

用美工繪圖、影像編輯軟體，所以也擁有畫面呈現與素材使用的優勢。此外，製

作者在設計動畫、遊戲時必須發想許多故事線，也因此在課程或實作經驗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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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會如何作適當的敘事，並累積不同敘事的手法。 

……我們念遊戲設計的人其實學滿多各種不同的設計的媒材，包含就是平面的

設計動畫，然後電影影像的動畫，跟故事腳本，……，其實我們整個學習的重點跟

專業的那個背景的重點，其實是在怎麼說一個好的故事，跟怎麼把這個故事用

什麼樣的方式呈現。（NI1：13-17） 

然而，知識背景為新聞或傳播科系的製作者，因學習環境經常接觸眾多不同

的媒體，並學習媒體識讀、素養，其能兼顧較多的面向，如對媒體的誤導或錯誤

不認同，而產生製作懶人包的動機，希望藉由懶人包揭露事實真相，並認為製作

社會議題懶人包時自身帶有的立場是不必避諱的，一來網路上就會並存不同立場

的懶人包，觀眾可以自由挑選觀看，二來不同立場可以發揮監督媒體的意義。 

只想要澄清這些事情而已，就只是覺得那時候在大埔的案子裡面，在現場覺得很

不合理，就想要講清楚。（MP2：443-444） 

我覺得那個東西（避免立場選擇）對於監督來講一點意義都沒有啊。（GA1：

195） 

而在資料蒐集與選擇時，也因所學及環境影響，相較於一般大眾，新聞或傳

播科系的製作者擁有更豐富多元的媒體資料來源管道，且能有效利用關鍵字搜尋

取得主題議題相關資料，其中更以新聞性考量如事件的第一次報導、新聞報導中

的第一段，快速地取得資訊精要內容。其會更重視查證資料的真實性，而後於懶

人包附上參考資料來源，在懶人包資料取用多以自行轉化為自己說法的方式，避

免著作權的問題。 

通常是導言啦，因為導言就是是整個新聞的所有資訊的核心嘛。（GA1：234） 

會重新去描述那件事情，那這樣就不是表現形式，因為著作權保障的標的是表達

的方式。（SP1：584-585） 

本研究訪談之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在資訊編排與呈現上，常使用時間軸的

方式整理事件相關資料，但知識背景為新聞或傳播科系的製作者會整理事件不同

立場及不同說法間的共通點，歸納成事件的重點項目，並依照觀眾的邏輯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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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順序編排內容。 

……搜尋很多人的講法，……，然後我就開始想說，這些講法哪些是可以對話

的、可以對比的、可能是同一個類型的，那我就會把他標出來，然後就列出了

七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這樣子。（MP1：593-597） 

在分享發佈時，新聞或傳播科系的製作者擁有搜尋引擎優化的觀念，而考量

到懶人包標題的命名精準，並含有主題議題重要關鍵字，如此在人們欲查詢事件

相關資訊時能更容易取得自己所製作的懶人包。 

以 SEO 的觀點來看的話，……，就是我的標題裡面有符合這個事件主題的關鍵

字，那人家在搜尋的時候就很容易找到。（GV1：382-384） 

後的觀看者與後續發展部分，雖然本研究訪談的不同知識背景的製作者們

均認為，因為沒有固定產出懶人包而無法經營固定觀眾，但其中，經常在自己的

Facebook 個人帳號上轉貼重要新聞、發表看法評論、關注許多社會議題事件者，

均為新聞或傳播科系的製作者，他們會將個人 Facebook 視為個人媒體經營。 

以臉書而言啦，我是有經營固定的觀看者，就是我固定都會對社會議題做轉

貼或者是評論，所以我臉書上也是有三百多個追蹤者，……，所以說我之後在發

佈一些消息的時候可能透過我自己臉書的話擴散是會變快的。（GV1：415-420） 

（二）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製作差異 

本研究將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依照專業或專職身份分為一般製作者、專業

製作者、非營利組織與新聞媒體，發現在懶人包製作的主題企劃、資料搜集與選

擇、資訊編排與呈現、分享與發佈及觀看者與後續發展的過程中，一般製作者較

無明顯製作差異，而專業製作者在主題企劃時除了一般重大議題外，會以獨特觀

點挖掘尚未被重視的社會議題，或是認為既有的懶人包資訊並不完整，無法清楚

解釋事件，亦或有找到事件不同的切入角度。 

我的偏好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條件就是我不希望去跟別人重複發明輪子，所以我會希

望說我自己能夠抓到一些比較獨特的議題來製作，那別人有談過的議題也不

是完全不能做，但是我必須要找到一個獨特的角度去切入。（SP1：3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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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製作者在資訊編排與呈現中，如 SP1 會依照懶人包事件複雜度、議題

時效性等不同製作情況，會有不同的編排組織方法：利用心智圖釐清架構、雜亂

列出重點再編排與撰寫長篇完整文章再整理精簡重點，其中第二種方法會是製作

時限較短所使用的方法。 

有一種是先把裡面的內容全部寫出來，就像寫一篇評論文章一樣，然後再從

中去截取要點。（SP1：817-818） 

我還會用另外一種做法，……，把想到的點很雜亂的列在上面，就比較沒有架

構，……，然後就一面發展故事結構一面去刪裡面那些點，……，這個是比較沒

時間的做法……。（SP1：818-822） 

專業製作者在觀看者與後續發展中，SI1 已經營專門放置懶人包的 Facebook

粉絲團，其會在粉絲團上發佈懶人包、其他感想與轉貼社會事件資訊，而 SP1

與 SVI 也有經營粉絲團的考量，主要希望能清楚劃分自己私人 Facebook 帳號與

懶人包發佈地點，認為觀眾並不是因為製作者個人而前來關注，並避免在私人帳

號與不同立場的觀眾發生不必要的筆戰糾紛。 

（會想經營）粉絲團只是因為你個人的 Facebook 會有很多你的朋友啊，然後你的

比較私人的東西，但如果別人是因為你的作品而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跟你作

朋友……。（SV1：832-836） 

此外，因專業製作者擁有他人主動尋求協助製作懶人包之經驗，了解與他人

合作時容易發生製作者被觀眾質疑製作時的立場是出自個人原因或者合作對象，

以及懶人包內容的來源資料是否為合作對象提供而未經過製作者查證，製作者能

避免上述情況。 

而本研究訪談之非營利組織製作者 NI1，因屬於環境保護相關組織，受到組

織性質與工作需求要在反核大遊行中發送懶人包，因為這些影響而選擇了「核四」

作為懶人包議題。在資料蒐集與選擇時，NI 因身處組織中平時就接觸不少議題

相關資料及人們的不同想法，若製作與組織性質相關主題議題之懶人包，能占有

掌握事件的優勢，又 NI1 所屬之組織內部有專業的資料研究者，因此懶人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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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偏向內容規劃，再與資料研究者溝通，取得所需的資料。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在從事反核的倡議，那你當然每天你就會看很多跟核電有

關的新聞，……，那你看完新聞以後，新聞本身就會有觀點了，自由跟中時出來

的觀點都會不一樣對不對，那你就會知道他們大概是 focus 在那些問題上打轉嘛，

下面都會有留言。（NI1：421-424） 

在分享與發佈時，因非營利組織擁有官方 Facebook 粉絲團，製作者會優先

將完成的懶人包發佈或轉貼於組織官方粉絲團，而後再使用個人帳號轉貼。在觀

看者與後續發展階段，製作者為非營利組織的官方Facebook粉絲團經營者之一，

雖然有經營組織粉絲團，但其認為經營的目的仍然主要為組織宣傳與提供相關資

訊，並非為純粹製作、發佈懶人包，因此並不是為了懶人包而經營，觀眾也不一

定會因為懶人包而成為官方粉絲團固定觀眾。 

懶人包的觀看者不見得會變成你的固定粉絲團粉絲，……，大家只有轉貼而已

也不會去按他讚，跟經營臉書是兩件事啊，畢竟臉書不是以生產懶人包為主，

只是我們在倡議跟在做我們工作的其中一種形式。（NI1：574-577） 

新聞媒體製作者則在五個製作流程都有明顯製作差異，在主題企劃方面，製

作者會客觀地呈現事件與相關資料、證據，此外，其認為媒體的價值與意義，在

於找出議題事件中值得提出討論的重點，並賦予觀點、結論供觀眾參考。 

客觀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蒐集資料的時候應該要遵守的一些準則，但是最後其

實要有立場，特別你是媒體的話，……，如果說我沒有去找出一些值得討論的

東西有一個小結論，……，那所謂的正反並成其實就是流於形式。（MP2：471-475） 

資料蒐集與選擇方面，因新聞媒體製作者工作環境會接觸許多新聞報導，故

能掌握並增加社會議題懶人包的資料來源管道。 

因為我在公庫工作嘛，所以每天其實會看到一些新聞，有時候去描述這個新聞或

是要上稿的時候，可能也會去看看別人有沒有哪些之前已經有過的報導，或這

件事情之前有過的發展。（MP2：504-506） 

資訊編排與呈現方面，新聞媒體製作者有可能會受到媒體本身既有服務的資

訊編排呈現形式所影響，如 MP1 的狀況為原本工作單位離職的同事就是以簡報

的方式製作懶人包，提供社會議題懶人包資訊服務，而工作單位也決定沿用此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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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因此而定型。在分享與發佈方面，新聞媒體製作者會透過官方網站、官

方 Facebook 粉絲團數據，觀察自家新聞媒體觀眾、讀者常用的時段發佈懶人包，

並且因新聞媒體擁有官方 Facebook 粉絲團，製作者會優先將完成的懶人包發佈

或轉貼於媒體官方粉絲團，而後再使用個人帳號轉貼。 

當然就是時間點會挑在比較多人會看的時間例如說晚上，因為我們的讀者比較多

使用時間是晚上。（MP1：679-680） 

平常發其他新聞的時候哪個時間比較多瀏覽或是按讚。（MP2：741） 

在觀看者與後續發展方面，MP1 指出讀者鮮少在懶人包發佈頁面留言，因

此難以有互動的情況，而 MP2 則因工作的職位劃分並無社群管理的規劃，而不

會特地與觀眾交流互動，此外，製作者為新聞媒體的官方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

者之一，雖然有經營媒體官方粉絲團與官方網站，但其認為經營的目的仍然主要

為媒體宣傳與提供新聞、相關資訊，並非為純粹製作、發佈懶人包，因此並不是

為了懶人包而經營粉絲團。 

比較多是朋友會跟你說你這個做得怎麼樣之類的，比較少讀者會直接在下面留

言，好像比較難。（MP1：799-800） 

我們沒有想到說要透過回文去經營群眾，……，就是主要就是我們自己人力上沒

有去好好想說要經營這個部分。（MP2：810-815） 

六、  社會議題懶人包觀察  

（一）社會議題懶人包特性 

本研究觀察所取樣的社會議題懶人包，發現社會議題懶人包具備一些特性：

其一，帶有強烈的目的性，不僅把議題相關資訊釋出，更希望能引起人們對議題

的重視，甚至為現狀帶來改變；其二，帶有時效限制，為引發人們的重視，在議

題事件發生當下會是 多人想要也需要相關資訊的時候，若熱潮一過，也失去了

影響人們的機會，因此社會議題懶人包偏向在議題事件發生不久後產出；其三，

帶有明顯贊成或反對議題的立場，就算製作者在資料蒐集上是客觀的，但他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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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難以避免立場的選擇，甚至不必避諱帶有立場，因網路上也可能同時存在不同

立場的資訊或懶人包供觀眾參考，並藉不同立場監督媒體可能對議題的偏頗或是

錯誤報導。 

此外，所取樣的懶人包中，涵蓋了統一商周、新電信法第九條、核四、旺中、

多元成家、服貿與大埔共七個社會議題，從複雜度來看，統一商周事件發生歷時

短，事件立場也呈現一面倒地批評其中一方，事件發生的場域也僅止於

Facebook 及商周官網，因此製作者在事件發生數小時內即完成懶人包並立刻發

佈。同樣的，事件立場呈現一面倒地議題尚有新電信法第九條、旺中與大埔，新

電信法第九條的懶人包重點在於解釋條文會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因此困難點在

於找到條文本身，解讀條文內容的專業知識；旺中與大埔案則是因為歷時數年，

而需要追朔到較早期的資訊，有些資訊難以查找或已遺失。然而，以多元成家、

核四與服貿議題來說，因人們對條文、對事件的解讀各有不同，正反兩方均有一

定比例的支持者，因此爭議較大，製作者在蒐集資料與篩選時必須兼顧兩方的角

度，也更需依賴其邏輯和思考，整理出屬於自己的一套說法，提供尚未決定立場

的人參考，甚至影響原本是對立立場的觀眾，因此，網路上出現了不同立場的懶

人包。 

而取樣的十則懶人包，其中議題重複有三則懶人包議題為旺中，二則懶人包

議題為服貿。本研究觀察以旺中為議題的三則懶人包，切入議題的角度相似，立

場均為反對事件，並希望人們重視事件會對大眾造成重大影響，以事件發生的時

間脈絡整合組織內容，差別僅在於三位製作者各使用文章、簡報、影音的方式，

所呈現出的風格，文章因有截取部分資料來源新聞內容，相較之下篇幅較長，觀

眾需要花費較多時間閱讀，簡報將時間脈絡各階段事件精簡為簡要說明，觀眾可

依照簡報的順序與各張精要內容理解議題，影音則利用新聞畫面加上製作者配音

解說，壓縮至四分鐘的事件重點說明。但在以服貿為議題的二則懶人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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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懶人包製作者所觀察的角度並不相同，製作者 SV1 的懶人包著重於討論服

貿事件若成功通過簽訂法條後，對人們的影響為何，製作者 MP1 的懶人包雖然

也有敘述議題事件本身作為前情提要，但重點偏向於討論事件發生時，佔領立法

院的部分是否合法，各方的說法為何。由以上可見，社會議題的懶人包無論立場、

觀點、議題切入角度等多元且豐富。 

（二）符合數位內容策展社會議題懶人包特性 

本研究發現符合數位內容策展的懶人包共有五個特性：資料蒐集程度高、篩

選內容程度高、組織程度高、適當詮釋與適當簡化。 

若資料蒐集時，製作者花費時間精力研讀大量相關資料，對於主題議題的掌

握度高，可避免出現對事件斷章取義或僅片段理解的問題，同時附上資料來源能

提供觀眾參考佐證，證明自己的觀點想法並非無中生有，而是綜合了許多資料得

出的結論，能更加取信於觀眾。 

對於篩選內容，符合數位內容策展的懶人包做法為製作者彙集並截取主題議

題相關資料的重點內容，能增加觀眾理解議題的效率，相較於網路上許多懶人包

僅羅列出議題相關資訊的標題、附上連結，或只將相關資訊的內容全部複製貼上，

對於觀眾而言，雖然做到了彙集的效果，節省搜尋的時間，但他們仍然需要從頭

自行理解資訊、抓取重點，因此效果有限。 

組織內容的部分，製作者會依照議題主題的特性，有效整理出議題事件的脈

絡，或將內容依照邏輯作妥善的整理編排，提升既有資訊的價值，而非僅將內容

全數列出，或將重點列出卻未額外編排。 

在詮釋上，製作者詮釋資料程度過低的懶人包難以將繁複雜亂、專業的內容，

透過有限的篇幅讓觀眾理解主題議題，而詮釋資料程度過高的懶人包，觀眾雖然

能容易理解內容，但反而難以驗證那些內容的真實性並與引用資料對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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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製作者的詮釋能有效幫助觀眾理解，但製作者同時也要拿捏詮釋程度。 

綜合以上，一則符合數位內容策展的懶人包要能夠合理地簡化眾多資訊，幫

助觀眾省略原本要了解主題議題在資料蒐集、選擇與整理的繁複步驟，若簡化資

訊過少則對觀眾效益不大，違背觀眾欲透過懶人包快速理解事件的想法，而簡化 

資訊過多又恐適得其反，導致已是精簡資訊的情況下資訊又過於片面零碎，容易

使觀眾對主題議題產生錯誤想法。 

（三）社會議題懶人包觀眾可應用的功能 

懶人包對於觀眾而言，是一種幫助快速理解主題議題重點的工具，甚至現今

許多新聞媒體如 Yahoo 奇摩新聞、中央社等也開始製作懶人包幫助大眾整理繁

複、長時間發展的主題議題，拉近觀眾與資訊間的距離。而其中，也不乏觀眾能

夠應用的功能，製作者將原本的新聞、資料等單純的文字內容，搭配圖片或轉化

為圖表、影音，賦予自己的觀點想法，將現存內容加值，除了便於觀眾自身理解

外，觀眾也能透過一個簡單的網址連結很容易地再傳播給周遭的人們，其也可直

接利用已被懶人包製作者加值之資訊內容或者再改製為其他用途，支撐自己的立

場觀點。 

此外，懶人包所能呈現的內容，為製作者蒐集閱讀眾多主題議題相關資料，

截取重要片段或自行轉化其中的重點， 後提供給觀眾。觀眾能大致上在相對精

簡的篇幅內得知主題議題的精華內容，但觀眾若要做到對主題議題全面地了解、

產生自己的論點，或解決閱讀懶人包後仍然存在的疑問，這時製作者在懶人包中

所檢附的資料來源就極為重要。觀眾透過製作者檢附的資料來源，查閱這些來源

連結的內容能獲得更完整地主題議題相關資料，同時得知製作者的論點與想法基

礎，觀眾再自行判斷是否認同，甚至進一步再對仍然不了解處再深入研究，因此，

觀眾能透過閱讀懶人包-查閱懶人包所附資料來源-選擇認同或再自行深入研究

的步驟逐漸掌握主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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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議題懶人包與數位內容策展之比較 

本研究發現懶人包製作與數位內容策展均有賦予主題與觀點、資料搜集、資

訊組織、分享發佈及後續管理經營的特點，大方向來看，兩者同樣以一個主題或

議題包裝，幫助觀眾洮選分散在廣大網路世界眾多紛雜的資訊，以製作者或內容

策展人的專業或興趣為基礎，篩選與主題議題 為相關的精華資料、資訊，經過

製作者或內容策展人邏輯編排，以不同形式整合組織為懶人包或內容策展，並分

享發佈予觀眾，再依照觀眾的反饋、與觀眾的互動，檢視作品的優缺點，選擇是

否修正， 後可能成為日後製作或內容策展的經驗。 

而其中，共有三點較明顯的不同，首先，在主題議題的選擇上，社會議題懶

人包的製作會受到兩種影響，其一，大部分狀況會受製作當下所發生的議題事件

所侷限，尤以熱門議題為主，此時懶人包會受到時效性的影響，而會使製作者在

製作與發佈時感到壓力；其二，少部分狀況為就算非當下熱門議題，仍必須要選

擇人們會重視及需要重視的議題事件，經由以上兩種主題議題選定模式，才能確

保懶人包的存在意義以及兼顧目標觀眾。反觀數位內容策展，在主題的選擇上並

不會發生社會議題懶人包的第一種情況，受到時效性影響，或許會有策展人在內

容策展時也加入時下流行或熱門元素，如以「新聞」或「熱門社會議題」為主題

的內容策展，會使得內容具有時效性，但這只會是內容策展的內容部分，並不會

影響整個內容策展主題；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內容策展人雖然有可能僅挑選自己

的興趣與專長進行數位內容策展，但多數狀況仍然會重視觀眾的存在，也因此影

響主題的選擇，不過相對於社會議題懶人包，內容策展主題的選定幾乎無設限，

可小眾也可大眾。 

其次，社會議題懶人包重視製作者立場，數位內容策展則著重策展人觀點。

製作者也許會在觀察主題議題時，就以現有的觀點呈現某一方的立場，或是在決

定製作懶人包後，開始大量蒐集閱讀相關資料，才產生某一方的立場，基於立場，



 

105 

 

本研究訪談之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仍會客觀地蒐集、閱讀不同立場的資料，兼

顧事件發生的各個面向，但在懶人包內容選擇、組織上，會以製作者的立場為基

礎作呈現。而數位內容策展的情況，內容策展人將既有線上內容創意加值，以主

題包裝，此時仰賴內容策展人認為怎麼樣的主題是有意義的、是能吸引觀眾的，

並在此主題中規劃能放入什麼主題相關的精華內容，這些都取決於內容策展人的

觀點，因此創造出內容策展的多元豐富性。 

後，兩者對於社群的用途不盡相同，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將社群視為「傳

播」與「溝通」工具，數位內容策展人則利用社群「經營觀眾」。本研究訪談的

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會直接將懶人包發佈於社群網站 Facebook，或發佈於其

他平台，再間接地使用 Facebook 轉貼，利用其良好社群效應及平台高使用人數

使懶人包擴散，並藉由觀看數據了解擴散程度，透過觀眾反饋與意見編修錯誤之

處，成為製作者之製作經驗，若有觀眾提出疑問，製作者會斟酌回答大部份的問

題，以闡述自己的立場觀點。然而，數位內容策展常為持續地進行，如經營一個

主題性 Youtube 頻道、經營一個主題性 Facebook 粉絲團等，會不斷地新增內容，

因此在這個前提之下，數位內容策展能自由地發展，不斷累積對策展主題有興趣

之觀眾，增加策展意義和價值，甚至因此而獲利，衍生盈利模式，相較於社會議

題懶人包多為非營利的一次性製作，若主題議題熱潮一過同時也失去觀眾，並且

會受議題事件發生的限制，故難以固定產出懶人包，導致無法經營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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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從數位內容策展觀點探討懶人包製作，藉由半結構式訪談社會議

題懶人包製作者，並分析所蒐集之資料，瞭解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

製作經驗與其製作懶人包之做法想法。本章根據訪談發現回應研究目的與問題，

並提出對於懶人包製作者、觀眾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部分  

（一）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與技能背景  

擁有與所製作之懶人包主題議題相關學科知識背景或製作技能，以及

製作懶人包之經驗，均有助於製作者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  

本研究將與懶人包製作相關的個人學科知識背景、技能背景與製作經驗歸納

為個人知識、技能背景、懶人包製作經驗、其他相關作品經驗及資訊產出習慣。

其中個人對於主題議題的相關學科知識背景或製作技能，直接影響了社會議題懶

人包製作者對於資料的掌握、詮釋以及呈現類型。懶人包的經驗則有助於製作者

在看待議題時能切入事件重點，並且能夠注意到影響觀眾的細節，如資料正確性、

錯字與敘事方式。 

若製作者非主題議題相關學科知識背景，製作的困難點在於不知該從什麼管

道來源取得專業性的知識，找到相關資料也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並需要從頭

開始理解。 

製作者認為社會議題的懶人包並無製作門檻，任何人均可製作社會議題懶人

包。但對於製作者，原本有在持續關注主題議題的製作者者擁有較佳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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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礎；對於觀眾，製作者的邏輯敘事能力會影響閱讀理解。  

製作者認為，只要有人願意無償地花費大量時間蒐集並整理眾多的資料，其

實不需要限定任何條件就能夠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所製作的懶人包也沒有好壞

的評斷標準。不過在某些情況考量之下，擁有某些條件和能力的製作者，在製作

上比起一般大眾具有優勢，如原本就有在持續關注特定主題議題者，相較之下，

對資料取得相對容易，製作者對重要資料的敏感度也較高，便能較有效率地切入

問題點。對於觀眾而言，觀眾需要簡單易懂、流暢並吸引人的故事，因此製作者

在釐清事件脈絡的邏輯思考，建構引人入勝好故事的敘事能力很重要。 

（二）製作者懶人包製作經驗  

與他人合作雖然能增加資料來源、補足技術需求，但若非長期配合，

製作者仍傾向於自行製作，方便掌控製作時程。  

製作者在製作時也許會因資料龐雜或製作技術需求而遇到需要與他人合作

或是他人來尋求合作的狀況，但一方面如果與他人非長期配合，難以形成溝通的

默契與管道，另一方面通常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時會因主題議題重要性而明顯感

到時效壓力，而想要儘快完成，製作者會趕在事件發生的一定範圍時間內產出資

訊，此時其會偏向於自行獨立完成，方便掌控製作時程與質量。 

二、  從數位內容策展觀點探討懶人包的製作  

（一）主題企劃  

製作者選擇對觀眾而言影響重大之主題議題，同時觀察了解人們需求，

並將觀點與事實明顯區分。  

製作者會因主題議題對人們而言是非常重要、影響深遠的，而選擇製作社會

議題懶人包，並預設那些有需求、會關注這些事件的人作為目標受眾，廣義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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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每個人都有關係。為了避免觀眾混淆，會將所引用之事實資料與自己所產生的

觀點部分明顯區分，觀眾能自由選擇接受哪些部分的內容，其中關於立場的呈現，

製作者視為是一種媒體監督行為。 

（二）資料蒐集與選擇  

社群網站 Facebook和媒體為製作者重要而固定的資料來源管道。此外，

製作者進一步使用事件時間脈絡與關鍵字滾雪球的方式取得更多資料，而

後比對資料間觀點的交集和多數人對於議題的疑問，萃取出實際使用的內

容。  

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 常透過 Facebook 與媒體接收資訊，尤其 Facebook

幾乎是製作者們每日都會使用的平台，製作者透過其社群或是演算法機制，能夠

了解近期熱門議題以及相關資料。從這些管道取得的資料中，製作者能大致整理

出事件的脈絡架構，而後藉由架構中的重點作為關鍵字搜尋，所搜尋的結果又能

夠再轉變為更精確的關鍵字，找到架構中所需的資料。在資料的選擇方面，確定

資料的取捨之後，製作者會開始比對這些資料間的共通點，以及許多人對於議題

的共同問題，萃取出來再用自己的話語精簡轉述成懶人包的內容。 

（三）資訊編排與呈現  

製作者利用時間發展序列及歸納爭議問題之交集的方式整合組織資訊，

而後使用自己熟悉擅長之呈現方式與輔助工具製作懶人包，並在發佈前反

覆確認內容以及進行使用者測試。  

在整合組織上，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會使用心智圖輔助以釐清懶人包的架

構。實際內容的編排通常會使用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依照主題議題的時間發展

序列事件的來龍去脈，使觀眾能夠較客觀地快速了解前因後果；而另一種方式是

從眾多資訊中，相互對比歸納人們會有爭議的問題或討論點，發現其中資訊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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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並考量到觀眾在理解上的邏輯，仍然會有編排的順序。至於在呈現類型的選

擇上，製作者會考量到掌握度、資訊量的提供與應用彈性，其中熟悉擅長的呈現

方式是製作者的優先考量，因為可避免熟悉軟體的額外成本。 後，製作者會在

發佈前評估懶人包品質，反覆確認是否已清楚說明需強調到的重點，並且尋找他

人進行使用者測試，確認沒有錯誤之處或造成閱讀阻礙、理解困難的內容後，便

發佈懶人包。 

製作者會權衡資料取得和解讀之「專業性」與資料整合呈現需要清楚

易懂之「親近性」。  

製作者所要達到的效果，是將龐雜專業的資料，透過故事的前後脈絡、邏輯

清晰，表達的文字經過精簡轉述、配合實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案例，使觀眾能真

正的快速理解事件的重點與問題。這部分的困難在於如何將眾多雜亂資料整合在

有限的篇幅中，並詮釋成清楚易懂又能吸引人的形式。 

（四）分享與發佈  

傳播效率高的社群網站 Facebook 為製作者發佈懶人包平台的首選。製

作者發佈時，會考量發佈時間，並將標題命名符合簡潔、有趣的特性。  

針對完成社會議題懶人包後發佈的時機，事件的時效性會促使製作者們認為

在事件發生的當下不久發佈，是 理想的時機。至於在發佈地點的選擇上，大部

份的製作者直接將 Facebook 作為懶人包發佈的主要地點，透過朋友圈一層層地

傳播資訊，而有些製作者會考量呈現的解析度、觀眾的特性而選擇部落格作為發

佈地點，並同時也會因良好的社群效應選擇 Facebook 作為第二個散播的管道。

發佈時製作者會使用許多技巧， 多人使用的一種是在 Facebook 線上人數 多

的時間點發佈懶人包；另一種則是在標題的命名上，製作者使用符合事件議題、

涵蓋重要關鍵字的標題，並以一些當下流行的詞語吸引觀眾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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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看者與後續發展  

比起瀏覽數據，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較在乎觀眾所張貼或轉貼的文

字反饋。製作者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與觀眾互動交流，針對建議部分編修

內容或描述。而由於製作者非固定產出懶人包，難以經營固定觀眾。  

懶人包在發佈之後，平台前端頁面及後台管理會產生一些數據如觀看次數、

觀眾偏好或評分、轉貼數、留言數以及這些數據的變化，透過這些數據製作者能

了解資訊的擴散程度和效率等。但相較之下，製作者認為觀眾轉貼或留言時的文

字內容，其實較能實際了解觀眾的想法，製作者在這些想法中獲得建議與修正更

新的契機，讓自己製作的懶人包能更加完善。也因此，製作者會在留言中針對觀

眾提出問題與之互動交流。不過本研究訪談的製作者們認為，若沒有固定產出懶

人包的習慣，觀眾們只是因為單一則懶人包而前來關注，並不算是固定的觀眾，

並且彼此只會在事件發生的當下產生互動，難以長期經營。 

此外，製作者會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的原因就是對於特定主題議題的關注達

到一個程度後，想要製作精簡的懶人包整理並分享相關重要資訊給觀眾，因此，

若在往後發生同樣令自己感興趣的主題議題，且該主題議題尚未有其他人製作懶

人包或自己不滿意他人的懶人包，就會再產生製作的動機。 

三、  製作者對懶人包現象的看法  

懶人包為順應時代之重要產物，提供人們近用資訊、快速了解特定主

題議題重點的入門管道，然而，觀眾必須使自己成為「不停止思考的懶人」，

拒絕過度依賴懶人包。  

由於網際網路普及使得每日的資訊製造量和傳播速度難以估計，也因此，產

生了「懶人包」這種提供資訊的方式，製作者們幫助觀眾淘選特定主題議題的重

要相關資料，以自己的立場、思考邏輯梳理這些資料，整合組織成密集且便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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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資訊。這些資訊足以作為觀眾與一個特定主題議題的入門橋樑，觀眾能夠透

過懶人包大致理解事件前因後果與問題點，但製作者認為，想要了解事情各面向

的全貌，只透過懶人包是遠遠不夠的，仍需要觀眾自行思考，並針對有疑問處查

證資料，在閱讀更多資料後，產生自己的一套論述，才會是較正確的懶人包用法，

發揮懶人包存在的意義。 

四、製作者不同條件製作差異  

（一）不同製作者學科知識背景製作差異  

本研究觀察，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在不同學科背景之條件下，在製

作社會議題懶人包之主題企劃、資料蒐集與選擇、資訊編排與呈現、分享

與發佈、觀看者與後續發展五個流程中，各有做法與想法上的差異。  

對本研究而言，如背景為社會科系的製作者，因平時就會接觸到各種不同的

社會議題，因此在主題企劃中，對於議題的接觸、理解與選擇上相對容易。經濟

科系者因為經濟學的理論影響，在資料蒐集與選擇時，抱持質疑的態度求證資料

的真實性。而美術、美工科系的製作者，在資訊編排與呈現的部分，較熟悉輔助

製作的影像處理、繪圖工具軟體，注重懶人包畫面的呈現；數位多媒體科系的製

作者，因涉及遊戲或是動畫製作而也能掌握影像處理、繪圖工具軟體，此外，因

為撰寫遊戲或動畫的故事線，較容易發展敘事架構。 

其中，新聞或傳播科系的製作者能兼顧較多的面向，如因為媒體識讀與素養

的知識，在主題企劃部分會因為覺得事件被媒體誤導而產生製作懶人包的想法，

並且不避諱立場的選擇，其認為是一種監督媒體的行為，在做法上也會明顯地將

論述立場部分與呈現事實部分區隔，避免觀眾混淆；同樣的，根據媒體識讀、素

養，及學習環境的影響，資料蒐集與選擇方面，比起一般大眾，其更習慣於從不

同媒體管道，以及更有效地利用關鍵字搜尋，取得議題相關資料，在這些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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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依照新聞性的考量快速抓到資料中的重點，並同時會查證資料的真實性，附

上來源並轉化文字，避免著作權的問題；資訊編排與呈現上，除了時間軸的整理

是本研究訪談的製作者常用的之外，新聞或傳播科系的製作者會整理不同立場、

不同說法間的交集，歸納事件重點；其在分享發佈時，會考量 SEO（搜尋引擎

優化）的觀點，而會將標題命名精準並包含重要關鍵字； 後，雖然本研究訪談

的製作者均認為因為無固定產出懶人包，而無法經營固定觀眾，但其中，平時會

在自己的 Facebook 帳號上分享新聞、發表評論，將之視為個人媒體經營的製作

者，均為新聞或傳播科系背景。 

（二）不同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製作差異  

本研究觀察，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在不同專業 /專職身份之條件下，

在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之主題企劃、資料蒐集與選擇、資訊編排與呈現、

分享與發佈、觀看者與後續發展五個流程中，各有做法與想法上的差異。 

       本研究訪談之製作者中，一般製作者在製作流程上較無明顯差異處。不過對

於專業製作者，在主題企劃階段，其會是以獨特的觀點，考量到尚未被發掘的重

要議題，或是此議題有其他人做了懶人包，但其認為並沒有將事件解釋清楚，或

有找到事件中不同的切入角度；在資訊編排與呈現的階段，專業製作者 SP1 會

依照製作當下的不同情況，如事件的複雜度、製作歷時的規劃等，而發展出不同

的編排組織方法；而在觀看者與後續發展階段，專業製作者中，SI1 已有經營專

門放置懶人包的 Facebook 粉絲團，而 SP1 與 SV1 也有此考量，希望清楚劃分懶

人包發佈地點與私人帳號空間；此外，其因為有他人主動尋求協助製作懶人包之

經驗，而能夠了解與他人合作時需避免發生的立場與資料求證之問題。 

     而本研究訪談之非營利組織懶人包製作者，在主題企劃部分會是因組織的性

質或是工作上的需要而選擇主題議題，如 NI1 因為是環境保護相關組織而選擇

「核四」作為主題議題，並且製作的原因是因為工作需求，規劃在反核大遊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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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所製作的懶人包紙本；資料蒐集與選擇的部分，其會因組織性質與懶人包主

題議題相關，製作者平時就會接觸到相關資料、資訊，同時組織內部有專業的資

料研究者，即掌握了不少相關資料，製作者角色偏向內容規劃；分享與發佈的部

分，則會優先將懶人包發佈於非營利組織的 Facebook 官方粉絲團，而後自己再

轉貼；觀看者與後續發展的部分，製作者雖然有經營組織的 Facebook 粉絲團，

但因為其經營的目的並非只有製作懶人包，因而認為懶人包觀眾並不見得會成為

粉絲團中的粉絲，並不是因為懶人包而經營。 

     若製作者因任職於新聞媒體而製作懶人包，會影響較多流程中的做法想法。

如在主題企劃方面，製作者在懶人包立場觀點的呈現除了事件的客觀證據資料，

會找出值得提出討論的重點並下結論，其認為這是媒體的工作；資料蒐集與選擇

方面，其會因工作需求而平時接觸許多新聞報導，增加資料的來源管道；資訊編

排與呈現方面，MP1 的狀況為原本工作單位離職的同事就是以簡報的方式製作

懶人包，因此才選擇簡報作為呈現方式；分享與發佈方面，新聞媒體製作者會透

過網站、Facebook 數據，選定自家新聞媒體的觀眾、讀者 常使用的時機發佈，

並優先發佈於所屬新聞媒體的 Facebook 官方粉絲團、官方網站，而後自己再轉

貼；觀看者與後續發展方面，MP1 指出本身就很少讀者會在懶人包發佈頁面留

言，MP2 則因為工作性質內並無此規劃，因此新聞媒體製作者較少與懶人包觀眾

互動交流，而在經營觀眾的狀況與非營利組織製作者相同，有經營新聞媒體之網

站、粉絲團，但並非僅為了懶人包而經營。 

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特點主要有三，首先，是採用數位內容策展之架構分析懶人包製作

者的懶人包製作流程，探究其在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時的做法與想法。國內鮮有

懶人包研究，而過去的相關網站、演講、研討會、課程中，僅探討懶人包的發展、

呈現類型、各呈現類型的特性，供人們認識懶人包，理解懶人包及其意義；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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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過程的部分，也僅針對某些特定流程需注意的重點與做法進行說明或教學，

因此所得到的結果多是人們在製作懶人包時，做到哪個步驟中可能可以透過這些

重點提醒與注意事項，避免不利於觀眾解讀。因網路懶人包眾多，從各個步驟看

來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而數位內容策展是一資訊整理呈現的方法，本研究以

數位內容策展觀點切入，釐清了社會議題懶人包的製作架構，也客觀地整理不同

製作者在每個懶人包製作階段的做法與想法，提供人們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方式

的參考，並能遵循一個懶人包的架構製作懶人包。 

第二，本研究探討製作者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之相關學科知識背景，歸納出

不同學科背景之社會議題懶人包製作者製作差異。相較於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考

量到製作者背景，本研究能提供未來在人們在製作懶人包時，對製作者學科背景

的考量，及未來懶人包相關學術研究方向。 

後，本研究將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分為一般製作者、專業製作者、非營

利組織及新聞媒體四種，歸納出不同專業/專職身份製作者之社會議題懶人包製

作差異。相較於目前相關研究並無區分製作者條件身份，本研究能提供未來人們

在製作懶人包時對製作者條件身份的考量，及未來懶人包相關學術研究方向。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  實務建議  

（一）對於懶人包製作者 

若製作者能使用數位內容策展的概念流程思考，在主題企劃、資料蒐集與選

擇、資訊編排與呈現、分享與發佈、觀看者與後續發展這些流程參考本研究的受

訪者所提及的要點，對於製作社會議題懶人包將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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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懶人包觀眾 

製作者們提到，懶人包雖然能讓觀眾快速掌握到主題議題的切入重點，但目

的僅在於提供觀眾近用資訊，引發關注的動機、興趣，若想更完整並深入了解事

件仍需要仰賴觀眾自行解讀更多相關資訊，理解出真正屬於自己的看法。如要導

正觀眾對於懶人包的錯誤理解與過度期望，需仰賴製作者與觀眾間的溝通及宣導，

如在懶人包內容結尾處，或在簡介文字中說明等等。 

二、  未來研究建議  

（一）探討其他會影響懶人包製作的製作者條件 

從本研究訪談之十位製作者中，可發現製作者製作經驗、製作者學科知識背

景、製作者專業/專職身份均會對懶人包製作產生影響。未來研究也許能以不同

理論、架構、研究方法探討懶人包，分析會影響懶人包製作的其他因素。 

（二）導入不同理論與方法，深入探討製作者做法 

研究訪談過程中，有時會遇到懶人包製作者認為難以描述之情況，如製作者

SP1 與 SV1 認為在製作當下他們也許會不自覺有一些既定程序或想法，但一時

之間難以用口語解釋。因此本研究建議可使用如隱性知識理論與深入訪談的方式，

萃取製作者的邏輯與行為。 

（三）探討其他類型懶人包的製作 

因國內鮮有懶人包相關學術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侷限較常見之社會議

題相關之懶人包，建議未來研究可嘗試其他主題議題之懶人包，比較製作者背景

經驗、製作流程上是否有差異、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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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了解懶人包觀眾的觀點 

本研究選擇懶人包製作者作為研究對象，了解其製作懶人包之做法與想法，

然而，是否他們的做法是否真正有效？製作者的想法是否實際符合觀眾的需求？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探討觀眾對於懶人包的需求和看法，同時亦可比較觀眾與

製作者角度，找出兩者間觀點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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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懶人包主題分析 	  

本研究在研究觀察時，初步蒐集 100 則懶人包，給予每則懶人包數字編號、

列出標題，並依據「主題」、「製作者」與「呈現方式」三個面向進行分類，透過

分類結果歸納幫助本研究之設計、取樣及分析，詳細分類說明如下。 

一、主題 

依照製作者製作懶人包選擇之議題或內容之主題進一步分類。 

1. 重點整理：純粹資訊整理 

2. 旅遊規劃：旅遊地點主題性規畫 

3. 教學教育：省略完整詳細但繁雜的內容，以簡單易懂步驟技巧說明 

4. 軟體包：提供使用者所需內容壓縮檔下載 

5. 社會議題：社會事件、議題之相關重要資訊整理 

6. 網路事件：由網際網路上發生之事件 

7. 生活議題：與民眾日常生活會遭遇事物相關 

8. 娛樂：內容為純娛樂性質 

二、製作者 

依照懶人包製作者專職/專業身份之不同歸納分類，共可分為以下五種角

色。 

1. 一般製作者：僅製作一個懶人包者 

2. 專業製作者：有他人主動尋求協助製作懶人包者 

3. 新聞記者：大眾媒體之新聞記者 

4. 公民記者：公民記者 

5. 非營利組織：由非營利組織成員組成之團隊 

三、呈現方式 

製作者蒐集整理該主題內容後，以下列何種方式呈現。 

1. 圖文型：懶人包內容使用文字及圖片呈現。 

2. 資訊圖表：懶人包內容使用單頁視覺化圖片或表格呈現。 

3. 簡報型：懶人包內容使用多頁簡報型式呈現。 

4. 影音型：懶人包內容使用影音形式呈現。 

詳細 100 則懶人包資料請見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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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主題 身份 呈現方式 
1 google analytics 近期改版更新懶

人包 
重點整理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2 香港自由行懶人包 旅遊規劃 專業製作者 文字型 
3 新手研究者入門觀念懶人包 教學教育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4 蘋果發表會重點整理懶人包 重點整理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5 英國自由行懶人包 旅遊規劃 專業製作者 文字型 
6 魔獸更新 1.26 懶人包 軟體包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7 香港反國教運動事件懶人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8 新舞臺現址留存事件懶人包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文字型 
9 NCC 要求中華電信開放 後一

哩懶人真相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10 清大 YA 哥事件懶人包 網路事件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11 師大社區住商衝突懶人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12 緬甸番紅花事件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13 竹南大埔，怪手挖田事件懶人包 

(3 分鐘看完精簡口語版)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14 苗栗大埔懶人包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文字型 
15 「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可以保

護著作權?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16 5 分鐘包您看懂士林王家-文林

苑都更案懶人包 
社會議題 非營利組織 文字型 

17 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案- 台灣每個

人都該關心的大事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18 金墩米事件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文字型 
19 鄧佳華 FBI 帥哥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文字型 
20 黃湘怡蛋糕事件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文字型 
21 台灣—菲律賓  廣大興事件國

際版懶人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文字型 

22 【棉籽油事件】有圖有真相！大

統黑心油／GMP 廠商富味鄉，

添加銅葉綠素等危害物；懶人包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文字型 

23 台菲糾紛 鍵盤開戰懶人包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24 ECFA 正反意見整理 懶人包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25 卡地布部落 悍衛祖靈拒絕遷葬 

三分鐘不專業懶人包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26 高美溼地保育爭議懶人包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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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銅豌豆鑑賞】師大美食懶人包 旅遊規劃 公民記者 文字型 
28 台中州廳再利用案懶人包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29 陳光誠事件 新聞整理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30 旺中購併案新聞整理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文字型 
31 台灣大軍，撐起科技天王 生活議題 一般製作者 資訊圖表 
32 租屋與買房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3 超商盛世來臨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4 網路萬歲！！從統一超封鎖商

周來看網路威力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5 22K 網路大戰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6 大埔事件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7 日本福島第一原發事故 如果發

生在核四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8 教授跟泥水工 誰賺得比較多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39 北韓恐嚇全記錄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0 種樹取代核四？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1 台灣 vs 菲律賓 軍力比較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2 為什麼不要存錢，還跟家人要

錢？戴勝益沒告訴你的事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3 邦搏鬥晶萍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4 權力鬥爭的歷史規律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5 各大店家的環保杯折扣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6 買不到 Android App 誰的錯？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7 行動電源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8 塑膠杯蓋的兩極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49 新電信法第九條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50 不想看到無關的 Facebook 贊

助貼文 
教學教育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51 避免 fb 被盜帳號 教學教育 專業製作者 資訊圖表 
52 富邦案時間軸不懶人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資訊圖表 
53 一分鐘看 ECFA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投影片 
54 探大埔爭議再起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投影片 
55 日月潭向山觀光旅館 BOT 邵族

傳統領域遭侵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投影片 

56 三分鐘快速了解江翠老樹危機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投影片 
57 【三分鐘表解】苗栗福祿壽殯葬

園區─殯葬開發、葬送鄉土？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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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北投纜車要不要 社會議題 非營利組織 投影片 
59 五分鐘弄懂內湖慈濟案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投影片 
60 抗議者攝影手冊 教學教育 公民記者 投影片 
61 當抗議者與警察相遇 教學教育 公民記者 投影片 
62 到底服貿是什麼? 社會議題 一般使用者 投影片 
63 大埔事件懶人包---三分鐘帶您

了解大埔事件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投影片 

64 『徐自強案』原諒懶人無法更精

簡之懶人包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65 廢核四漲電價，政府和台電到底

在幹什麼之懶人包!!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66 7-11+商周+全家 懶人包 !!!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67 勞委會 VS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 

臥軌抗爭事件懶人包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68 新電信法第九條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69 行動上網吃飽沒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70 塑膠杯蓋行不行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71 YouBike 與 CNS 生活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72 2013 終結核四，重新思考零核

電！ 
社會議題 非營利組織 投影片 

73 小修法 反壟斷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投影片 
74 5 分鐘了解與避孕有關的一切 生活議題 無法評斷 影片 
75 5 分鐘瞭解英國 重點整理 無法評斷 影片 
76 4 分鐘了解保護珊瑚礁的重要性 社會議題 無法評斷 影片 
77 什麼是後燃燒現象?(運動後過耗

氧量)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影片 

78 稅又那裏不公？3 分鐘讓你了解

現況！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79 一分鐘了解馬英九核四理論 環
境篇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80 挺什麼核啦反什麼核啦!!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影片 
81 基因改造懶人包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影片 
82 三分鐘了解反媒體壟斷運動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83 紹興南村事件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84 毒澱粉事件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影片 
85 雞生長快速的原因 生活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86 先別管立場了啦~你聽過核廢料 社會議題 專業製作者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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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87 【人人反巨獸】3D 版旺中事件

懶人包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影片 

88 飛天麥可教學爆紅懶人包 娛樂 一般製作者 影片 
89 榮電罷工影音懶人包-誰把工人

逼上天橋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影片 

90 2013 台北電影節懶人包-國際青

年導演競賽入選影片 
娛樂 一般製作者 影片 

91 美麗灣開發案概略整理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影片 
92 旺中併中嘉案概略整理 社會議題 公民記者 影片 
93 K 他命佔領校園事件懶人包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影片 
94 新黨「核」爭議懶人包：挺核能 

挺核電 反核四 反公投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95 ptt 波波之亂懶人包 網路事件 一般製作者 影片 
96 反服貿協議懶人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97 台慶收視頻跌事件懶人包 社會議題 新聞記者 影片 
98 大埔事件懶人包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99 公民 1985 懶人包-洪案 X720 行

動說明 
社會議題 一般製作者 影片 

100 曹金生跳針懶人包 娛樂 一般製作者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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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懶人包製作者 訪談大綱 

一、 懶人包製作經驗： 

1. 請您談談您與懶人包製作的相關背景為何？ 

2. 請問您當初製作這個懶人包得情況是怎麼樣呢？ 

3. 除了訪談所提到的懶人包，請問您之前還有做過什麼樣的懶人包嗎？請您大

概談一下製作懶人包的經歷。 

4. 請問您平時使用網路的習慣為何？有資訊整理或文章撰寫的行為嗎？ 

5. 請問您是獨立製作懶人包，或是有人幫忙，或參與團隊製作呢？是否有想過

與他人合作，便於製作懶人包或取得更好的資源？ 

 

二、懶人包製作流程： 

1. 主題企劃 

1-1. 請問您當初怎麼會產生製作這個懶人包的想法呢？有什麼目的嗎？又如

何選擇懶人包的主題或議題呢？ 

1-2. 您是否有想過怎麼樣的人會對您的懶人包產生興趣？又，如果有的話，期

望他們從中獲得什麼嗎？ 

1-3. 請問您覺得您的懶人包在製作時就帶有立場嗎？是以陳述事實為主？還

是偏重論述個人觀點？請詳細說明原因。 

2. 資訊蒐集與選擇 

2-1. 請問您平時有固定蒐集資訊的習慣嗎？若有，包含哪些管道呢？ 

2-2. 請問您如何從這些資源管道中找到製作懶人包所需要的內容？ 

2-3. 請問您如何過濾蒐集到的資訊，並從中再取得需要的內容？ 

2-4. 製作懶人包過程需使用大量資料，請問您如何看待著作權的議題？ 

3. 資訊編排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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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您認為「懶人包」這種資訊呈現方式有什麼特色？如何突顯它的特色？ 

3-2. 請問您如何選擇懶人包呈現類型？  

3-3. 請問您如何整合眾多資料內容並加以整理、組織？  

3-4. 請問您使用哪些工具、軟體或平台製作懶人包？請說明這些工具如何幫助

您製作懶人包。 

3-5. 請問您如何評估檢視懶人包的製作品質？覺得到什麼程度才足以發佈？ 

4. 分享與發佈 

4-1. 請問您做完懶人包後會直接發佈到網路上嗎？如何選擇發佈懶人包的時

間點？  

4-2. 請問您平時有習慣使用什麼網路平台媒介嗎？又如何選擇懶人包發佈的

地點？  

4-3. 請問您在發佈時，會不會使用某些技巧來增加懶人包的能見度？如果曾經

這麼做，請問您覺得成效如何？ 

5. 觀看者與後續發展 

5-1. 請問您怎麼樣知道您製作的懶人包有人觀看？知不知道您所做的懶人包

是如何被分享、轉貼擴散呢？  

5-2. 有考慮經營固定的觀看者嗎？有沒有採取什麼方法維持或增加觀看者？ 

5-3. 請問您曾經與懶人包觀看者互動、溝通嗎？請詳細描述情況。 

5-4. 請問您如何管理製作完成的懶人包？後續是否更新或修改內容？ 

 

三、除了以上的問題，還有些延伸的問題想要請教製作者： 

1. 經過上述訪談，請試著回想在懶人包製作過程中，較常遇到的困難為何？覺

得怎麼樣算是一個專業的懶人包？ 

2. 身為懶人包製作者，您覺得懶人包製作者需要具備怎樣的特質、素養與能力？

懶人包對於製作者有著什麼樣的意義？最後，請您說說對於現今懶人包現象

有什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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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究參與同意書 	  

訪  談  同  意  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研究生謝佑欣所進行的「從數位內容策展觀

點看懶人包製作」之碩士論文研究，希望能以懶人包製作者為研究對象，從數位

內容策展觀點了解其製作懶人包相關經驗及製作詳細過程，以進一步歸納製作懶

人包之要點、探討懶人包的意義，以期改善其中資訊質量問題，並延續此資訊提

供方式，為閱聽眾帶來助益。 

 

該研究擬進行的訪談內容含括： 

1. 個人知識、技能背景部分 

2. 懶人包製作經驗 

3. 由數位內容策展觀點觀察懶人包製作流程 

4. 製作者條件與能力 

5. 懶人包對於製作者的意義 

6. 對於懶人包現象的看法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只會呈現在書面的論文形式之上，並且，在呈現的形式上，

不會出現受訪者的個人資料，也不會讓讀者辨識出受訪者。 

 

訪談時間為 1.5～2 小時。原則上以面對面方式進行，必要時也可能透過電

話進行。受訪者有權利決定自己對各項訪談問題的回覆方式。在訪談過程中，為

了避免資料遺漏或錯誤解讀，將同時進行錄音與筆記，但一切訪談紀錄和錄音均

僅供該研究之用。若受訪者對訪談過程、資料運用及其他事項有疑問，均可要求

研究人員提供詳盡說明。 

 

同意受訪並同意研究者使用訪問中的內容 

受訪人簽章：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者姓名：師大圖資所研究生   謝佑欣 

   研究者簽章：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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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編碼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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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懶人包研究樣本示意圖 	  

 

 

 

 

SI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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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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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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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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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2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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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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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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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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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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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 製作之懶人包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