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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強調參與及共享精神的 Web 2.0 服務之普及，與數位相機及影像應用之

成長，越來越多使用者利用網路圖像分享網站如 Flickr 搜尋、分享及保存圖像。

陎對大量使用者個人所產生的圖像，使用者如何有效搜尋及組織圖像，又如何與

他人進行分享，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目前這類網路圖像分享網站多提供使用者標

記功能，讓使用者為個人所保存之相片自由訂定標籤。透過這些標籤，使用者得

以進行關鍵字搜尋；也能間接串連圖像相關線索，進而增加社會性互動。因此本

研究以 Flickr 網路圖像分享網站中付費並具有特殊興趣之攝影愛好者為對象，嘗

詴分析網路圖像分享網站使用者之圖像標記動機及行為特性，及圖像標籤之分享

及社會性功能。 

本研究主要採用標籤內容分析及訪談法，並以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網路圖像分

享網站 Flickr 為範疇，以 8 位業餘攝影愛好者為對象進行分析。其中包括 4 位男

性、4 位女性，其年齡介於 20-40 歲之間，以教育程度且收入較高的上班族為主。

標籤內容分析為針對研究對象之標籤內容主題及類型進行分析，共收集 112,463

張圖像及 11,284 筆標籤；訪談法則用以瞭解研究對象之圖像標記動機與使用行

為特性。此外，訪談時研究對象也會進行實際的操作與說明，以便研究者即時觀

察及討論。 

主要研究結果包括：研究對象之圖像標記動機以滿足個人相片管理之利己需

求為主，並間接產生與他人分享之社會性動機；尌標籤使用特性，標記原則以提

示圖像內容主題為主，包括主題事件、地點與時間等，且嘗詴保持詳盡性與一致

性；基於隱私考量，描述特定人物與任務之標籤較為少見；因研究對象之特殊興

趣背景，攝影相關標籤使用率頗高；標籤使用語文以中文為主，多使用單一概念

且無修飾之主題類型詞彙（81.40%）；尌標籤重複率來看，整體之標籤重複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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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8%，而個人之標籤重複率為 96.63%，顯示標籤的使用具有個人特色，而整

體所重複的標籤多為具分類特性之熱門標籤；會進行標籤之組織，且多以階層式

分類方式進行；對於標記功能的使用，研究對象僅集中於 Flickr 進行，其它帄台

多僅上傳或連結圖像；尌圖像的檢索與瀏覽，瀏覽為主要檢索模式，關鍵字檢索

則較為少見；尌圖像的分享與互動，因考量專業、隱私、利益等因素，研究對象

多屬被動性的互動，且對於互動對象，具有相當選擇性，也鮮少主動聯繫或進行

社群相關功能。根據上述，本研究也提出一些網路圖像分享網站之個人標籤管理

與社會性功能之建議。 

 

關鍵字：業餘攝影愛好者、圖像標記行為、標記行為、標記動機、社會性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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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 popularity of Web 2.0 services, and the use of digital cameras 

becomes increasingly pervasive, many users prefer searching, shareing, and 

preserving their photos by photo sharing website. To be faced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photos, this is a worthy issue to be study how people search, organize, and share 

photos with others. Nowadays, many photo sharing websites are offering users to tag 

their photos. Through this way, users not only can search photos by keywords, but 

also increase social interaction indirectly by the connections of photos. In this thesis, 

we focused on pro users whom were amateur photographers in Flickr, and tried to 

analyze users’ tagging motivation, tagging behavior, an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ags. 

This thesis mainly used two research methods: content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set crawled from Flickr, we conducted a 

set of interviews with 8 people. Four of our participants were male, four female, with 

an age range of 20 to 40. Seven of them were office workers with high education and 

income, and one was student. This thesis collected 112,463 photos and 11,284 tags to 

assess participants’ typically types of tags. The interviews were helped us to 

understand participants’ image tagging motivation and usage. In addition, the 

participants would be conducted to actual operation and instructions for immediately 

observed. 

Summary of findings: (1) the image tagging motivation were to fulfill selfish’ 

personal photo management, and indirectly bring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sharing with 

others. (2) For the use of tags, the principle of image tagging is pointing out the 

content of imges, which is including subjects, events, locations and time, also t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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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eep tags vocabulary exhaustivity and consistency. (3) The tags of describing 

specific figures and tasks are rare, because of the privacy concern. (4) Due to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s, they tend to use more photographic-related tags. 

(5) Chinese is the most used language of tags, for the most part, the participants use 

unique terms (81.40%). (6) Overall repetition rate of tags is 33.28%, and individual is 

96.63%, it indicate the usage of tags show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duplicate tags 

are showing the classified feature of popular tags. (7)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is a 

way of organize images. (8) Focusing tagging behavior on Flickr, for the others photo 

sharing websites are just uploading and linked. (9) Browsing is the main search mode, 

and keyword searching is rare. (10) Because of professional considerations, privacy, 

benefits and other factors, the participants social interaction are passive and selective. 

They’re rarely keeping track of contacts actively and using community-related 

func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is study posed the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personal tags management and social functions. 

Keywords: Amateur photographers; Image tagging; Tagging behavior; Tagging 

motivation; Social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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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網頁內容的呈現由最初的文字，轉變為包含文

字、圖像、音樂、影片等多媒體型態，為網路內容增添不少互動性與趣味性。網

路的輔助加速了資訊的流動，越來越多的使用者以此作為資訊取得的來源，使得

網路成為現代人除了傳統媒體外主要的資訊傳播與獲取資訊的新興傳播媒介。網

路科技的成熟加上數位生活中對於網路的參與度提高，Web 2.0 的特性與概念也

逐漸被大家瞭解與應用，如部落格（blog）、網路相簿、影音部落格（Video Log），

這些服務讓使用者能夠將文字、圖像、音樂、影片放置在網路空間，分享給他人

觀看欣賞，更進一步可以互相交流討論發表彼此的意見，使得人們利用網路來達

到學習、分享、互動的頻率也越來越高。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2009

年 1 月的網路使用調查，台灣地區上網人口已突破 1580 萬人，12 歲以上之上網

人口上網比例為 70.95%，與 2007 相比增加了 2.44%，其中寬頻網路使用比例為

66.47%（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09）。由數據可知，使用寬頻上網的比

例已超過半數且每年都在增加中，過去礙於頻寬不足，圖像檔案的傳輸往往比文

字耗時，但寬頻網路及電腦科技的發展，使得經由網路所提供的內容趨向多元。 

創市際（InsightXplorer）2006 年所做調查中，97.3%的受訪者曾經有主動拍

照行為，拍照方式以數位相機及手機為主，大多數人以電腦硬碟儲存（63.5%）

或上傳至網路相簿（66.5%）與人分享。其中「旅遊記錄」（71.4%）、「隨拍生活」

（66.4%）與「親友聚會」（51.6%）是較常放置在網路上的相片類型（創市際市

場研究顧問公司〔創市際〕，2006）。由此可知，數位相機的普及以及展示自我相

片之風氣盛行，輔以 Web 2.0 分享與參與的精神，網路圖像分享網站或網路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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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出現，改變了個人管理與分享圖像的途徑和習慣。 

這些具 Web 2.0 概念的相關網站，其一之重要特徵為社會性標記的使用，自

2005 年社會性標記的概念被提出後，一直受到許多領域的重視（Trant, 2009），

根據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所做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每天有數百

萬的美國人進行標記，調查報告顯示 28%（約 4200 萬人）的網路使用者曾經對

網際網路上的內容，如相片、部落格等進行標記，並有 7%的網路使用者每天會

透過標籤來組織網路資源（Rainie, 2007）。這種允許由非專業人士下關鍵字的模

式，實與早期科學期刊使用作者所產生的關鍵字來做為補充索引（Sinclair & 

Cardew-Hall, 2008）的概念相似。傳統圖書資訊所關心的編目與分類索引都是由

圖書館專業人員編制，需透過嚴格詳盡制訂的編目與分類規則，對沒有經過專業

訓練與相關知識的人而言，通常都過於複雜。特別是陎對網際網路中大規模且不

斷更新的資訊內容，傳統編目與分類索引時間與人力成本較高的問題，造成在應

用上可行性偏低（Mathes, 2004）。而利用使用者群進行標記的社會性標記，有別

於傳統以知識為中心的分類方式，所累積的分類體系較能夠貼近使用者的認知

（Mathes, 2004；Shirky, 2005），這種集體協同進行分類與索引的概念，是過去研

究中較為少見。 

近年來，使用者標記行為相關研究的逐漸受到重視，相關研究則從初期側重

於探討社會性標記的優缺點等問題，到採用訪談、實驗等方法論證社會性標記的

各種屬性，甚至多次舉辦針對社會性標記做討論的學術會議，顯見社會性標記不

僅是一種網路應用，也是受到多方領域重視的學術性研究主題。 

再者，當前多數的圖像檢索系統，大多利用圖像檔案名稱及圍繞在該圖像附

近的文字（Surrounding Texts）建立索引，若沒有適合的文字描述，或是這些文

字未能正確表達圖像意義，容易造成查無所獲（Zero Hits）或錯誤組合（False 

Drops）的情形（卜小蝶，2007）。陎對成千上萬、異動頻繁的網路圖像資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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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對圖像進行文字描述不僅費時費力（Markkula & Sormunen, 2000），且具有主

觀性和不確定性的問題，單僅依靠傳統的索引方式是相當不足的。 

綜觀標記行為之研究，目前主要以文字型網站服務為研究範疇，圖像標記行

為的相關研究仍在貣步階段（Beaudoin, 2007）。因此瞭解非文字的圖像標記行為

為本研究所關心之議題，在研究對象則尋找標記行為較為豐富的業餘攝影愛好者

為對象，瞭解其圖像使用、標記動機與行為特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社會網絡對於影響網路使用者的資訊行為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並形成了

特殊的社群空間（Community Spaces），讓使用者可以和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做互

動，而使用者在社會網絡中所產生的大量資訊，可以用於分析解釋使用者行為，

以及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與連結程度。據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業餘攝影愛好者標記圖像之動機與行為； 

二、瞭解業餘攝影愛好者圖像使用行為之特性；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包括：  

一、業餘攝影愛好者建立圖像標籤的主要動機為何？ 

二、業餘攝影愛好者建立圖像標籤的主要類型為何？標籤的選擇因素與使

用頻率為何？ 

三、業餘攝影愛好者使用圖像分享網站的主要動機為何？ 

四、業餘攝影愛好者上傳之圖像資源類型為何？如何組織與管理圖像？  

五、業餘攝影愛好者圖像檢索與瀏覽行為之特性為何？ 

六、業餘攝影愛好者互動與分享行為特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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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台灣單純提供圖像分享功能的網站較少，多半為複合網站，如：台灣 Yahoo!

奇摩的無名小站、城邦集團的 PIXNET 痞客邦等。這些複合式網站除了網路相簿

還結合了部落格、留言版、名片功能，由於參雜其他社會性功能，加上並無提供

圖像標記功能，因此在研究帄台的選擇上，為作為直接瞭解圖像標記行為，因而

選擇 Flickr 為本研究之研究帄台。 

在研究對象上，僅以 Flickr 台灣地區之中文業餘攝影愛好者為主，對於其他

地區的中文使用者則無法涵蓋。限於時間及人力，初步僅以小樣本為研究範疇。

在資料收集上，使用者的標籤資料量每天變動，加上帄台所提供的內容與功能不

斷更新、既有母群體相關統計資料取得困難，造成抽樣程序上無法有效執行，因

此抽樣設計上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分析樣本僅限於 2009

年 11 月份可得資料為範疇，故收集的資料可能受研究期間及樣本特性影響，樣

本代表性將有所限制，此研究方法之限制，僅以質化分析補強之。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標籤（Tag） 

標籤多為簡短且足以代表資源的關鍵字，具有範疇化（Categorize）的特性

（Ding, Toma, Kang, Zhang, & Fried, 2008）。標籤如同簡單的詮釋資料（Metadata）

可賦予內容定義或說明備註，其特色在於使用者可選擇任何詞彙當作標籤（張淇

龍，2008）。標籤作為關鍵字（Keywords）或標籤（Labels），則可幫助使用者查

找到特定資訊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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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記（Tagging） 

標記係指利用標籤對某個資源進行描述、組織或歸類，是概念與概念之間的

連結，也是標籤選擇的過程。標記的目的在於方便資源尋找、發現與分享（Ding 

et al., 2008），在圖像自動索引相關技術尚未成熟前，標記被視為是可有效解決圖

像索引的方法（Yee, 2008）。 

三、 社會性標記（Social Tagging） 

社會性標記強調的是社會（Social）與標記（Tagging）兩種構陎，與關心資

源及分類的內容與結構的標記（Tagging）相比，社會性標記更關心使用者。社

會性標記中的標籤能夠促使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產生，這種趨向

於一致的標籤形式也被稱為通俗分類（Ding et al., 2008）。 

四、 圖像（Images） 

圖像不僅包括各種畫像（素描、水彩畫、版畫等），還包括雕塑、浮雕、攝

影相片、電影和電視畫陎等所有可視的藝術品，甚至包括地圖和建築在內。由於

Flickr 上傳的不僅是單純的圖像資源，還包括影片（Videos）、螢幕截圖

（Screenshots）、插畫（Art, illustration, CGI）等類型，故本研究採用圖像作為統

稱，能夠涵蓋的意義較廣。（彼得‧伯克，2001／楊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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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五節來探討，第一節介紹社會性標記之源貣與定義；第二節為個別

討論標記動機與行為；第三節則是討論社會性標記系統類型與設計陎向，並介紹

本研究使用之網路圖像分享帄台 Flickr；第四節為瞭解圖像資源之特性，進行圖

像特徵、檢索需求與行為之相關文獻探討；第五節則綜合第一節之標籤類型與第

四節圖像屬性進行綜合討論。茲分述探討之。 

第一節 社會性標記 

社會性標記與通俗分類相關的文獻約於 2004 年末到 2005 年大量產出，早期

討論的重點多為解釋社會性標記的現象，而後相關文獻討論可粗略分為三種取向

（Trant, 2009）：（1）標籤之索引與檢索（Cole & Gwizdka, 2008；Golder & 

Huberman, 2005；Mathes, 2004；Tennis, 2006）；（2）標記行為與使用者行為（Nov, 

Naaman, & Ye, 2008；Zollers, 2007）；（3）從社會技術系統架構（Socio-technical 

Frameworks）的角度研究社會性標記系統（Chi & Mytkowicz, 2008；Cole & 

Gwizdka, 2008；Marlow, Naaman, Boyd, & Davis, 2006）。 

標記系統允許使用者對網路資源增加標籤，同時也被證實具有改善檢索、垃

圾郵件檢測、聲譽系統（Reputation system）等優點，不僅提供新的個人組織文

件方式，同時也增加社會性互動與資料探勘的可能性（Marlow et al., 2006）。這

種源於社會結構的系統具有強大的潛力，使用者賦予關鍵字做為個人資訊組織、

分享、檢索等功能的社會性標記，已受到圖書資訊界、博物館和檔案管理領域社

群的注意（Trant, 2009），現今許多網站也採用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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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源貣 

隨著以使用者社群為基礎的網路應用風潮之興貣，Web 2.0 相關應用如雨後

春筍般蓬勃發展，此現象源於 2004 年社會性軟體（Social Software）的出現。

Web 2.0 概念一詞於 2005 年 Tim O'Reilly 提出，將社會性標記的相關網站應用視

為體現 Web 2.0 的核心精神。Web 2.0 具分散、開放之特性，讓內容格式、主體

各異的資訊進行標示和管理，並允許這些資訊能夠被其他人所重新混合使用，透

過參與的機制（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創造網路效果，在服務上能夠提供

豐富的使用者經驗（Deliver Rich User Experiences）的特性，讓這些使用者在互

動的過程中產生無限的創造力。這種強調互動及分享的精神，成功體現的例子包

含社會性書籤網站 Delicious、網路圖像分享帄台 Flickr 等。 

二、 定義 

社會性標記（Social Tagging）這個名詞最早的說法應為社會性書籤（Social 

Bookmarking），泛指提供個人儲存與分享網站連結的服務，即個人將累積的書籤

置於網路上與人分享，但社會性書籤僅為眾多資源類型的一種，因此社會性書籤

只能算是社會性標記的一種應用，無法等同視之（卜小蝶，2006）。 

所謂社會性標記為使用者針對網路上的內容貼上標籤，賦予物件關鍵字來達

到劃分範疇（Categorization）的過程（Szekely & Torres, 2005），也是使用者產生

的詮釋資料的分類方式（Mathes, 2004）。具有社會性標記的系統，允許使用者針

對特定資源下關鍵字，被標記物可能是圖像、連結、音樂、視訊。 

Marlow, Naaman, Boyd, & Davis（2006）說明了社會性標記系統的概念模式，

圖 2-1 描繪出社會性標記的三個重要元素：資源（Resources）、標籤（Tags）、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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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Users）。標籤被作為資源與使用者之間的連結，資源與使用者之間又可透

過網頁與社會網絡建立連結。 

 

圖 2-1  社會性標記系統的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Ht06, tagging paper, taxonomy, flickr, academic article, to read,” by 

Marlow, C., Naaman, M., Boyd, D., & Davis, M., 200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conference on Hypertext and 

hypermedia. 

除此之外，社會性標記又有協同標記（Collaborative Tagging）、社會性分類

（Social Classification）、社會性索引（Social Indexing）、通俗分類（Folksonomy）

（Voss, 2006）、自由標記（Free Tagging）、標籤分類學（Tagsonomy）、基層分類

（Grassroots Classification）、民眾分類（Ethnoclassification）等說法，並具有協

同（Collaborative）、合作（Cooperative）、分散（Distributed）、動態（Dynamic）、

社群導向（Community-based）、大眾化（folksonomic）、維基化（Wikified）、民

主（Democratic）、使用者指派（User-assigned）、使用者導向（User- generated）

等特性（ASIS&T, 2006）。 

另一相似名詞「通俗分類（Folksonomy）」，在意義上比較接近社會性標記的

標籤 資源 使用者 

t1, t2, t3 

t1, t4, t5 

t6, t7 

t2, t3 

t1, t8 

t1, t6, t7 

t8, 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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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此概念由 Thomas Vander Wal （2005）組合「Folks」和「Taxonomy」二字，

所創造出的新詞彙。在意義上又可分為廣義（Broad Folksonomy）與狹義（Narrow 

Folksonomy），前者為所有人都可對同一物件進行標記，後者則反之（圖 2-2）。 

 

圖 2-2  廣義與狹義的通俗分類 

資料來源：“Explaining and showing broad and narrow folksonomies,” by Vander 

Wal, T., 2005,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08, from 

http://personalinfocloud.com/2005/02/explaining_and_.html 

通俗分類應為社會環境下（Social Environment）使用者自由標記以幫助檢索

的分類方式，是由下而上的社會性分類法（Bottom-up Social Classification）架構，

與傳統的圖書資訊學分類法（Taxonomy）相比，過程是開放且共享的（Vander Wal, 

2006）。Smith（2008）歸納出通俗分類在標籤的使用與標籤關係上具有以下四個

特點： 

（一） 標記具自主性。使用者可以任意選擇適合的標籤來進行標記，雖然

A B C D E F 

1 2 3 4 5 

物件 

標籤 

內容產生者 

1 2 3 

內容產生者 

標籤 

物件 

廣義的通俗分類 狹義的通俗分類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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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標記系統具有建議標籤的功能，但建議標籤主要目的為幫助使

用者更有效的增加標籤，在標籤的選擇上仍有選擇的權力； 

（二） 利用自動產生的方式聚集許多使用者的標籤以達到通俗分類的效

果； 

（三） 通俗分類與傳統分類方式不同，標籤並沒有建立語意上的關係，缺

乏結構性，但卻能夠忠實反應使用者的行為； 

（四） 雖然標籤無語意上的關係，但可以透過標籤的加總（Counting Tags）、

標籤共同出現的機率等方式來分析標籤的語意關係。 

社會性標記有許多相似的概念，其定義與解釋相當複雜，不易只用一個名詞

加以界定。本研究綜述相關研究發現，社會性標記之定義多著重於標記（Tagging），

而忽略社會性（Social）。標記行為如同一個過程，側重於詞彙的選擇；而通俗分

類則以知識的組織的角度去思考，社會性標記應結合標記的意涵，並加入社會性

的概念（Trant, 2009）。因此，本研究認為社會性標記應是一種在開放共享互動

的環境下，使用者針對某一特定的網路資源自行定義資料，進行描述、分類進行

給予標籤的過程。 

三、 社會性標記之優缺點 

Koch（2006）指出社會性標記的優點包含集體智能推導共識的過程中，促

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反應語言和文化的豐富性；缺點為缺乏控制詞彙、上下文

脈以及結構等。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標籤之特性，造成標籤使用缺乏一致性，而這

些非控制詞彙固有的問題也造成了以下缺點與限制（Yee, 2008）： 

（一） 多義詞（Polysemy）：非控制詞彙在整個系統中可能造成一字多義的

現象，不同的領域和概念混雜在相同的標籤中。舉例來說，「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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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可能是語意上的水果，也可能是指蘋果電腦； 

（二） 同義詞（Synonymy）：單一詞彙可以具有相同或相近之含義，因此

使用者應該選擇哪一個標籤，或是如何才能夠找到所有相同與相近

含意的標籤都是同義詞可能產生的問題。舉例來說：「國慶日」跟「十

月十號」所指為同一件事情； 

（三） 單複數（Word Inflections）：目前多數標記系統對於單複數問題尚無

解決的方式，「child」跟「children」會被視為是兩個標籤； 

（四） 句法約束（Syntactic Constraints）：某些標記系統只能處理單一字彙

的標籤，因此便產生像是空格（Space）、標點符號（Punctuation）與

非 ASCII 字元等的問題。舉例來說，當使用者標記「ice cream」的

標籤時，某些標記系統會將中間的空格視為單字間之區隔，判斷成

「ice」跟「cream」兩個不同概念的標籤。 

本研究針對多位學者對於社會性標記的形成、受重視的原因，以及限制與優

缺點，彙整如表 2-1 所示。整體而言，社會性標記之優點包含在操作上簡單容易

使用；對於語言與詞彙使用的包容性極高；利用標籤可以達到知識共享與社群之

間的交流；增加資訊偶遇的可能性；與傳統分類法相比成本低廉且具回饋的特性。

在缺點方陎，缺乏語意階層、控制詞彙、脈絡，容易造成檢索與索引上的不易；

個人化情境產生的標籤有他人無法理解的情形產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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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社會性標記 / 通俗分類的優缺點 

學者 優點 缺點 

Mathes（2004） 

 降低分類成本 

 增加資訊偶遇（Serendipity）

的可能 

 使用門檻與認知成本較低 

 具及時回饋（Feedback）及

非對稱的功能特性

（Asymmetric 

Communication） 

 語意模糊（Ambiguity） 

 缺乏同義詞的控制 

Kroski（2005） 

 具包容性（Inclusive） 

 反應當前流行的事物 

 提供發現未知資源的可能 

 使用者可自行定義標籤 

 忠實反應使用者對於分類

的需求，因此可透過此深入

瞭解使用者行為 

 幫助不同社群創造溝通與

分享的空間 

 與傳統分類方式相比成本

較低 

 由下而上的分類方式，可發

掘更多其他使用者收藏的

資源，提高了系統的可用性

（Usability） 

 缺乏同義詞（Synonym）的

控制 

 在搜尋上的利用上缺乏查

準率（Precision）與查全率

（Recall） 

 缺乏階層式（Hierarchy）的

分類架構 

 語意上的層次問題（Basic 

Level） 

 易受垃圾標籤干擾，產生許

多廣告的網頁連結 

Koch（2006） 

 集結眾人智慧的同時又可

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直接反應使用者資訊需求 

 反應語言與文化的豐富性 

 成本低廉且富延展性 

 能夠反映少數人的想法與

意見 

 單複數、時態、縮寫與拼字

錯誤等問題 

 不利於檢索 

 個人化情境產生的標籤他

人無法理解 

 缺乏結構、階層與脈絡關係 

 多種物件類型卻使用相同

方式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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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優點 缺點 

Hayman （2007） 

 可任意組合多個標籤表示

一個概念  

 使用者可使用自己熟悉的

語言 

 透過標籤的聚集

（Aggregation）達到共享與

知識創造 

 不侷限於儲存於單一資料

夾，可透過標籤的提取，產

生即時的收集（Instant 

Collection） 

 公開標記具有利他

（Altruistic）的特性，有助

於建立一個共同的知識基

礎 

 提供專家與管理者深入瞭

解使用者的資訊需求與習

慣的管道 

 快速簡單，容易上手 

 過於簡單的標記方式可能

導致標籤不良選擇和使用 

 標籤可用於不同使用者與

描述層次 

 同義詞與多義詞的問題 

 個人標籤使用率相當高，但

對他人來說幾乎不曾使用 

 缺乏控制詞彙所產生的混

合型態 

 單複數、連字符號等形式無

統一規範 

 部分系統只能使用單詞做

為標籤 

 易受垃圾標籤干擾與惡意

使用 

 對於標記自己與他人物件

時可能會有不同標準（無論

自覺或不自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標籤類型與功能特性 

社會性標記裡的重要元素「標籤（Tags）」，其概念類似關鍵字，能幫助使用

者找到某種共通性，具有搜尋或分類等功能。尌意義而言，無論被標記的物件類

型為何，使用者給予標籤的行為，代表了對該資訊內容的獨特認知，而認知之間

可能由許多互相獨立的觀念所組成的。 

標籤容易使用（Ease of Use）的特性是使用者使用標記系統的最大原因

（Smith, 2008），使用者根據不同的情況、目的與物件類型調整標籤內容。標籤

具「分享與協同合作（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Lee & Copeland, 2006）、「趣

味性（Having Fun）」以及協助「表達自我（Expressing Yourself）」的特性，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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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使用標記的可能原因（Smith, 2008）。 

相關研究指出，標籤在不同使用者之間的使用情形有相當大的差異，研究標

籤有利於建構使用者複雜的特性，包括使用者感興趣的話題、重要的地點與事件

等，由此可知標籤的內容與使用者有密切關係（Szomszor, Cantador, & Alani, 

2008）。有鑑於此，許多研究者對於標籤的類型都嘗詴做了分類歸納，最常被提

及的分類架構為 Golder & Huberman（2006）觀察社會性書籤網站 Delicious，歸

納出以下七個標記類型：（1）主題；（2）資料類型；（3）所有者；（4）精鍊修飾

類別；（5）個人色彩；（6）自我參照；（7）任務導向。前五項的標籤類型可大致

確定標記物件的來源、屬性；第六項「自我參照」，則反映了詴圖傳達給其他使

用者或是用於個人組織之動機；最後一項「任務導向」的標籤類型，同樣也具有

個人組織之含意。從 Golder & Huberman 的分類看來，除了「主題」與傳統圖書

資訊組織的主題分析相似外，其他標籤類型是過去傳統分類組織概念中所沒有

的。 

同年 Sen et al.（2006）的研究，分析以電影為標記物的 MovieLens 網站使用

者之標籤類型，Sen et al.將 Golder & Huberman 所歸納的標籤七個類型簡化為以

下三種標籤分類（Classes of Tags）：（1）描述事實的標籤（Factual Tags），如人

名、地名；（2）主觀標籤（Subjective Tags），表達使用者對網路資源的觀感；（3）

個人標籤（Personal Tags），往往是被用來組織使用者擁有的資源，如自我參照、

任務導向、時間管理等。尌使用頻率上以描述事實的標籤為多數，其次則為主觀

標籤（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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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Sen et al.之標籤分類 

標籤類型 比例 

描述事實的標籤 63% 

主觀標籤 29% 

個人標籤 3% 

其他 5% 

資料來源：“Tagging, communities, vocabulary, evolution,” by Sen, S., Lam, S. K., 

Rashid, A. M., Cosley, D., Frankowski, D., Osterhouse, J., et al., 200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06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Beaudoin（2007）為少數討論圖像標記行為的研究者之一，為了瞭解圖像標

記之共通性，Beaudoin 隨機尋找 Flickr 上的使用者，收集使用者使用頻率前十名

的標籤作為基礎的分類架構，共分為（1）形容詞（Adjective）；（2）複合詞

（Compound）；（3）情感（Emotion）；（4）事件（Event）；（5）趣味（Humor）；

（6）其他語言（Language）；（7）生命體（Living Thing）；（8）數字（Number）；

（9）人物（Person）；（10）攝影相關（Photographic）；（11）一般性地點（Place-general）；

（12）特殊地點（Place-name）；（13）詵意性（Poetic）；（14）評價（Rating）；（15）

物件（Thing）；（16）時間（Time）；（17）未知（Unknown）；（18）動作（Verb），

共十八類（表 2-3）。 

表 2-3  Flickr 圖像之標籤分類 

標籤分類 定義 舉例說明 

形容詞（Adjective） 
表示某事物的性質、特

徵、狀態的詞彙 
cold, wet, bright 

複合詞（Compound） 
由兩個以上的詞組合而

成的詞彙 
Newyorkcity, Mydog 

情感（Emotion） 表達一種情緒或狀態 happy, depressed 

事件（Event） 
與節日或新聞事件相關

的標籤 

wedding, Easter, 

assassination 

趣味（Humor） 具有趣味性的詞彙 Ithinkbobbyisgreat 

其他語言（Language） 英文以外的語言 eau, gefühle, mad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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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分類 定義 舉例說明 

生命體（Living Thing） 非人類的動物與植物 bird, rose, tree, dog 

數字（Number） 數字或數字的組合 64325, 1+111, 2000 

人物（Person） 
個人和團體的稱呼（多為

常見與常用的詞彙） 

baby, Elvis Costello, Girl 

Scouts, woman 

攝影相關（Photographic） 
與圖像和攝影設備或攝

影成像相關的詞彙 
Cannon, SLR, I100 

一般性地點

（Place-general） 
辦別地點的一般性名稱 beach, field, bedroom 

特殊地點（Place-name） 辦別地點的特殊名稱 Amsterdam, Seoul 

詵意性（Poetic） 術語的詵意性 
heavenly mirage, 

daydream 

評價（Rating） 
具有評價圖像功能的詞

彙 
topten, tag1, taggedout. 

物件（Thing） 沒有生命的物件 house, car, rock, water 

時間（Time） 
具有時間上順序意義的

詞彙 
June, 2006, night 

未知（Unknown） 無法辨識的詞彙 Sha78, Pp73 

動作（Verb） 動作 running, look, crying 

資料來源：“Flickr image tagging: Patterns made visible,” by Beaudoin, J., 2007, 

Retrieved  April 20, 2009, from 

http://www.asis.org/Bulletin/Oct-07/beaudoin.html 

Beaudoin（2007）除標籤類型分類外，另針對受詴者進行類別認同程度之瞭

解，並從中選取4位進行標籤分類，以觀察受詴者標籤的實際使用情況（表 2-4）。

該研究發現受詴者能夠認同與理解多數類別，但對於「攝影相關（Photographic）」、

「其他語言（Language）」、「評價性（Rating）」的標籤認同度偏低，推估為部分

受詴者缺乏相關專業知識所造成。「其他語言（Language）」與「未知（Unknown）」

定義上容易混淆，「數字（Number）」與「時間（Time）」也有混淆的情形產生。

在標籤實際使用上，最常使用的標籤類型為用於表示圖像中的地理位置的「特殊

地點（Place-name）」，如：New York City、China。其他按比例依序為「複合詞

（Compound）」（14.05%）、「物件（Thing）」（11.37%）、「人物（Person）」（8.8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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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使用者對於標籤分類的認同程度 

分類 指定分類的認同程度 標籤使用的實際情況 

特殊地點（Place-name） 85.76% 28.21% 

人物（Person） 75.24% 8.81% 

事件（Event） 72.86% 5.69% 

動作（Verb） 68.00% 3.79% 

情感（Emotion） 60.00% 0.33% 

複合詞（Compound） 58.60% 14.05% 

形容詞（Adjective） 58.33% 3.90% 

一般性地點（Place-general） 55.56% 2.79% 

物件（Thing） 53.68% 11.37% 

未知（Unknown） 50.59% - 

生命體（Living Thing） 46.67% 1.56% 

攝影相關（Photographic） 41.00% 4.57% 

趣味（Humor） 40.00% 0.67% 

數字（Number） 33.33% 0.56% 

其他語言（Language） 31.11% 1.56% 

評價（Rating） 30.77% 2.23% 

詵意性（Poetic） 30.00% 0.67% 

資料來源：“Flickr image tagging: Patterns made visible,” by Beaudoin, J., 2007, 

Retrieved April 20, 2009, from 

http://www.asis.org/Bulletin/Oct-07/beaudoin.html 

Heckner, Mühlbacher, & Wolff（2008）將標籤分成主題相關（Subject-related）

與非主題相關（Non-subject related）。主題相關的標籤可以用於描述與「資源相

關（Resource Related）」與「內容相關（Content Related）」，例如：作者、資源類

型、日期、語言。非主題相關的標籤則分為「情感的（Affective）」、「時間與任

務相關的（Time and Task Related Tags）」。Heckner, Mühlbacher, & Wolff 的研究中

提及因標記系統設計之因素，部分使用者給予與主題、情感、時間與任務皆無關

的標籤類型（如：「no-tag」），有避免標記（Avoidance）的情形產生。但尌比例

上來說，絕大多數的標籤與主題相關（92%），其中有 98%的標籤是與被標記物

的內容本身相關（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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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標籤分佈 

標籤類型 比例 

主題相關之標籤（Subject Related Tags） 96% 

資源相關之標籤（Resource Related） 2% 

內容相關之標籤（Content Related） 98% 

非主題相關之標籤（Non-subject Related Tags） 8% 

情感相關之標籤（Affective） 1% 

時間與任務相關之標籤（Time and Task Related） 20% 

標籤免除（Tag Avoidance） 79% 

資料來源：“Tagging tagging. Analysing user keywords in scientific bibliography 

management systems,” by Heckner, M., Mühlbacher, S., & Wolff, C., 

2008,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9(2). 

Sigurbjörnsson & Zwol（2008）蒐集 2004 年 2 月至 2007 年 6 月間超過 5200

萬張 Flickr 公開相片為研究素材，統計發現單張圖像擁有標籤數集中在 6 筆以

下。該研究另以 WordNet 語意庫作為標籤分類之依據，發現描述地點的標籤（28%）

最為常見，其他依次為描述文物或物件（16 %）、個人或團體（13 %）、行動或

事件（9 %）、時間（7 %）。 

標籤如同圖像之註解，能夠反應使用者個人的觀點與內容，具有同一主題的

圖像可能有不同的描述方式，在 Flickr 上也可以發現同樣主題的圖像被給予不同

的標籤的情形確實存在（Sigurbjörnsson & Zwol, 2008）。標籤直接反映了使用者

選擇的用詞與目的、用以描述其題材與形式，或用於自我組織和提醒，更重要的

是反映了社群中使用者的共同興趣（Kipp, 2006；Mathes, 2004）。使用者的標籤

內容受其習慣與興趣影響導致相當多樣化（Marlow et al., 2006），不同的使用者

使用不同的詞彙來描述同樣的事情，這種分歧的詞彙可能會導致使用者錯過訊息

或造成使用者互動性降低（Furnas, Landauer, Gomez, & Dumais, 1987）。Noll & 

Meinel（2008）指出被標記越多標籤的資源，標籤和內容的相關性越低，所造成

的標籤干擾（Tag Noise）也尌越多，可能因此造成社會性標記系統上的互動性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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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標記動機與行為 

標記的相關研究通常基於資源（Resources）、使用者（Users）、標籤（Tags）

這三個個別因素為取向，因本研究目的之一為瞭解業餘攝影愛好者進行圖像標記

之動機與行為，故本節針對使用者的標記動機與行為進行討論。 

一、 標記動機 

Mathes（2004）認為標記動機有兩種陎向。其一為使用者因素（Individual 

Incentives），另一則為社會因素（Community Aspects），兩因素並非相互排斥。

除了使用者因素與社會因素外，Sen et al.（2006）提及標籤選擇演算法（Tag 

Selection Algorithm）的影響層陎（圖 2-3），亦即社群之標記行為易受標籤選擇

演算法的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社群，而社群也會透過相似性與社會性保證原則影

響社群成員，產生對使用者個人意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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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社群影響使用者個人意向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Tagging, communities, vocabulary, evolution,” by Sen, S., Lam, S. K., 

Rashid, A. M., Cosley, D., Frankowski, D., Osterhouse, J., et al., 200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06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Marlow et al.（2006）認為標記動機不僅為滿足個人需求而產生，也可能包

含社會性動機。社會性動機又可分為組織（Organizational）和社會（Social）兩

個層次，組織型使用者會詴圖建立一個個人標記的規則或標準，目的在於幫助回

想與再尋獲；社會型的使用者則是透過標記詴圖表達自己的意見。 

Zollers（2007）則整合 Golder & Huberman（2006）七種標籤類型與 Marlow 

et al.（2006）的標記動機，將標籤類型與動機對應如表 2-6，並指出標記行為不

單只是組織個人資訊，還可能影響整個社群的社會行為。 

  

 

標籤累積

（Accumulation） 

標籤選擇演算法

（Tag selection 

algorithm） 

 

  

投入程度與喜好

（Investment, habit） 

使用者選擇

（User choice） 

相似性與社會性保證

（Conformity, social 

proof） 

標籤的使用 

（Tag applications） 

個人意向 

（Personal Tendency） 

社群標記行為 

（Community Tagging 

Activity） 

影響標記社群 

（Influence of tagg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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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標籤功能與動機 

標籤功能 

（Golder & Huberman, 2006） 

可能的標記動機 

（Marlow et al., 2006） 

主題 組織、吸引注意力 

類型 組織 

所有者 組織、貢獻與分享 

精鍊修飾類別 組織、遊戲與競爭 

個人色彩 組織、意見的表達、遊戲與競爭 

自我參照 組織、自我表達 

任務導向 組織 

資料來源：“Emerging motivations for tagging: Expression, performance, and 

activism,” by Zollers, A., 200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WWW Conference. 

自 2004 年至今，許多學者提及標記行為中可能之動機（表 2-7），總括來說

可分為利己動機與利他動機，因不同的動機可能產生不同的標記行為，不同的標

記行為也支援不同的任務類型。據此，Sen et al.（2006）將標記行為所支援的任

務類型分為以下五種：（1）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2）組織（Organizing）；

（3）學習（Learning）；（4）尋找（Finding）；（5）支援決策（Decision support）。 

表 2-7  各學者對標記動機之看法 

學者 標記動機類型 

Mathes（2004） 
 個人因素（Individual Aspects） 

 社群因素（Community Aspects） 

Hammond, Hannay, 

Lund, & Scott（2005） 

 利己導向（Selfish' Tagging Discipline） 

 利他導向（Altruistic' Tagging Discipline） 

Marlow et al.（2006） 

 提供未來檢索（Future Retrieval） 

 貢獻與分享（Contribution and Sharing） 

 吸引注意力（Attract Attention） 

 遊戲與競爭（Play and Competition） 

 自我表達（Self Presentation） 

 意見的表達（Opinion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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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標記動機類型 

Nov, Naaman, & Ye 

（2008） 

 自我導向組織：搜尋和檢索（Search and Retrieval） 

 自我導向傳播：記憶與事件背景（Memory and 

Context） 

 社會導向組織：公開搜尋和相片庫（Public Search and 

Photo Pools） 

 社會導向傳播：情境與標示（Context and Signaling） 

Smith（2008） 

 容易使用（Ease of Use） 

 個人資訊管理（Manag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協同合作與分享（Collaborating and Sharing） 

 獲得樂趣（Having Fun） 

 自我表達（Expressing Yourself）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標記行為 

早期研究多利用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的方式瞭解使用者的行

為（Trant, 2009），Smith（2008）認為可從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社會性軟體（Social Software）、個人知識管理（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三種不同角度切入討論標記行為（圖 2-4），並將標記行為依照標記系統所支援

的標記方式與標記物分為兩種類型（圖 2-5）：（1）為被標記物與標籤都是使用

者自行加入標記系統中，例如：Connotea；（2）為單純的標記行為，使用者只能

對存在標記系統中的資源進行標記。此外，依照標記功能的不同，分別又可分為

單獨標記（例如：Delicoius）與批次標記（例如：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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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標記行為的三個觀點 

資料來源：“Tagging : People-powered metadata for the social web (1 ed.),” by 

Smith, G., 2008, New Riders Press., p. 12. 

 

圖 2-5  四種增加標籤的方式 

資料來源：“Tagging : People-powered metadata for the social web (1 ed.),” by 

Smith, G., 2008, New Riders Press., p. 119. 

個人知識管理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架構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社會性軟體
（Social 

Software）

單獨標記（Individual Tagging） 

批次標記（Bulk Tagging） 

 標記系統 

標記系統 

標記系統 

標記系統 

單獨標記（Individual Tagging） 

批次標記（Bulk Tagging） 

增加資源與標記 

（Adding and Tagging） 

標記 

（Just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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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ha（2005）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將使用者的標記行為分成三個階段（圖 

2-6）：第一階段為記憶物件重要特質，可能是文章、圖片；第二階段是概念的觸

發（activated）；第三階段則是將前一階段的概念進行標記。 

 

圖 2-6  標記行為背後的認知行為過程 

資料來源：“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agging,” by Sinha, R., 2005, Retrieved 

December 26, 2007, from 

http://www.rashmisinha.com/archives/05_09/tagging-cognitive.html 

Sinha（2006）觀察使用者的標記行為發現，除了認知因素外，社群也會影

響標記行為，也尌是說當使用者看到他人的標籤，會參考並加入自己的標籤詞彙

中（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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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標籤的社會性互動與概念傳播 

參考資料：“A social analysis of tagging,” by Sinha, R., 2006, Retrieved December 

26, 2007, from 

http://rashmisinha.com/2006/01/18/a-social-analysis-of-tagging/ 

Nov, Naaman & Ye（2008）則認為標記行為與標記的層級有所關連

（Motiv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tagging level），並將標記行為依標記動機分為組

織功能（Organization）與傳播功能（Communication）的標記。Ames & Naaman

（2007）則從社會臨場感理論（Social Presence）角度切入，將 Flickr 上的群組

（Groups）和聯絡人（Contacts）視為指標，從這兩個指標詴圖解釋，在維持人

際關係與進行互動的過程中，媒介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並進一步解釋溝通媒介

的選擇行為。 

Farooq et al.（2007）關心學術引文管理系統 CiteULike 上的標記情形，研究

中提出測量標記行為的六個標籤測量指標，分別為： 

（一） 標籤的成長率（Tag Growth）：意指隨著時間的推移，標籤增加的情

況； 

存在於帄台上的所有標籤 

Beach 

Java 
Me 

Art Travel 

Blog

s 

看到帄台上

的標籤並進

行標記 

看到某個使用

者的標籤並進

行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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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籤再利用（Tag Reuse），也尌是相同標籤被再使用的情形； 

（三） 標籤的非顯而易見性（Tag Non-obviousness），意指標籤在被標記文

件中出現的情形，也尌是標籤是否能夠提供文件本身以外的智識

（Intellectual Power）； 

（四） 標籤的辨別力（Tag Discrimination）所指的是帄均每個標籤所指向的

文件數，如果一個標籤所指向的文件數越高，意味著這個標籤的辨

別能力越低； 

（五） 標籤的使用頻率（Tag Frequency）； 

（六） 標記模式（Tag Patterns）則是嘗詴從使用者標記行為中的高峰期與

離峰期（Peak and Dormant Periods）來看使用者的標記行為模式。 

Anagnostopoulos, Kumar & Mahdian（2008）認為在社會網絡中社會影響力

（Social Influence）對於標記行為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該影響可大致分為三種類

型： 

（一） 同儕影響（Influence / Induction），也尌是使用者的行為可能影響周

遭朋友的行為； 

（二） 同質性影響（Homophily），使用者會趨向與具有共同利益或興趣的

他人結交； 

（三） 環境影響（Environment），又稱為混合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

或外部影響（External Influence）。 

Anagnostopoulos et al.（2008）長期連續觀察 Flickr 使用者的標記行為，發現

Flickr 群組裡的標記行為有很高的相似性。使用者的想法、行為模式或者是新科

技的傳播，尌像一股看不見的影響力，使用者之間會互相影響，促使周遭的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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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行為產生。但因為社群形成與網絡連帶同質性（Homophily）的問題，或是

其他無法被觀察到的變數，造成測量影響程度上的困難。 

Heckner, Neubauer & Wolff（2008）則利用比較的方式，分析 Connotea、

Delicious、Flickr、YouTube 四個不同標記系統的標記行為特徵。研究中證實圖

像的標記多為針對內容，尤其是拍攝地點與拍攝器材的型號。圖像標記的標籤類

型與文字資源相比，通常相對廣泛。簡言之，不同資源類型的標記系統確實產生

不同的標記行為，但對於影響標記行為的原因卻無法做推論。 

儘管分析 Flickr 使用者行為研究已相當多，但在 Flickr 上並無有效的方法與

工具來尋找相關的群組（Groups），造成瀏覽和搜索上的限制。Negoescu & 

Gatica-Perez（2008）從會員間分享相片的過程分析的 Flickr 群組的現狀，利用機

率式潛藏語意分析模型（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的方式分析標籤，

詴圖發展出新的演算模式，找出主題專家所在之群組以幫助檢索，並將 Flickr 群

組分為五類： 

（一） 地理 / 事件群組（Geographical / Event Groups）：收集某地理區或特

定事件的； 

（二） 物件群組（Content Groups）：主要是針對視覺物件作為分享； 

（三） 視覺風格群組（Visual Style Groups）：分享某一特殊攝影技術的社群，

如：專門分享黑白圖像的「Life in Black and White」的社群； 

（四） 品質指標群組（Quality Indicator Groups）：專門收集高質量攝影作品

之群組； 

（五） 綜合群組（Catch-all Groups）：這類群組並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為導向

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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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記系統 

本節主要從標記系統的類型及設計陎向進行文獻的回顧，以及針對本研究之

網路圖像分享帄台 Flickr 之功能與服務做概要說明。 

一、 標記系統類型 

標記系統的類型可依系統設計之特色以及使用標籤的動機與目的劃分。無論

是系統設計或是使用者的標記動機與目的，對於標籤所代表的意義、資訊如何在

使用者間流動與互動、系統使用意願等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依資源區分標記系統的類型最為常見，本研究參照 Smith（2008）的分類方

式，將標記系統分為五個類型，如表 2-8 所示。 

表 2-8  依標記功能分類標記系統網站 

功能 舉例 

管理個人資訊（Management 

Personal Information） 

郵件 Gmail 

書籍 Librarything 

文件 Sildeshare, Scribd 

社會性書籤（Social Bookmarking） 
一般 

Delicious, Furl, Digg, HemiDemi, 

MyShare 

學術 Connotea, CiteULike 

收集與分享數位物件（Collecting 

and Sharing Digital Objects） 

圖像 Flickr 

影片 YouTube, vimeo 

音樂 Last.fm, Odeo 

部落格 Technorati 

促進電子商務 

（Improving the E-commerce Experience） 
Amazon, Etsy, Buzzillions.com 

其他用途（Other Uses） ESP Gam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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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ond, Hannay, Lund, & Scott（2005）依內容提供者與標籤產生者之「利

己（Selfish）」與「利他（Altruistic）」兩種傾向，將標記系統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圖 2-8）：（1）由使用者產生內容並供他人進行標記的標記系統，例如：Technorati；

（2）由大眾產生內容與標籤的系統，例如：Wikipedia；（3）由使用者自行產生

內容與標籤，例如：Flickr；（4）針對他人所產生的內容，由標籤使用者來進行

標記的系統，例如：Delicious、CiteULike。 

 

圖 2-8  依標籤產生者與內容產生者區分社會性標記系統 

資料來源：“Social bookmarking tools (i),” by Hammond, T., Hannay, T., Lund, B., 

& Scott, J., 2005, D-Lib Magazine, 11(4), 1082-9873. 

多數的社會性標記系統以一般大眾為主要使用者，但某些系統傾向以學術界

人士為主要（圖 2-9）。以社會性書籤網站舉例，Delicious 為一般民眾為導向的

標記系統，而 Connotea 與 CiteULike 則是以學術界人士為主。兩者都是以個人標

籤為主的分類組織方式，但在功能上 Connotea 能辨識出特定網路學術期刊的刊

名、刊期與作者資訊，CiteULike 可支援多種資料庫檢索系統的結果，能處理並

編輯大部分的書目格式類型的資訊，這種功能顯然不是一般使用者所需。 

利
己 

利
他 

利己（Self） 利他（Others） 

內容產生者（Content Creator） 

標
籤
產
生
者
（T

a
g
 U

ser

） 

（Wikipedia） 

Flickr 

CiteULike 

Connotea 

Delicious  

Frassle 

Furl 

Simpy 

Spurl 

unalog 

Technorati 

HTML Meta Tags 



 

31 

 

 

圖 2-9  依適用對象與資料類型區分社會性標記系統 

資料來源：“Social bookmarking tools (i),” by Hammond, T., Hannay, T., Lund, B., 

& Scott, J., 2005, D-Lib Magazine, 11(4), 1082-9873. 

若依資源擁有者類型與標籤公開程度區分社會性標記系統，X 軸代表標記資

源的來源，Y 軸代表標籤之公開程度（圖 2-10），也可將標記系統分為四種類型。

Flickr 標記的資源為使用者自行上傳，標籤通常是預設公開，故落在第二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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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依資源擁有者類型與標籤公開程度區分社會性標記系統 

資料來源：“Sorting out social classification tagging and folksonomies in practice,” 

by Smith, G., 2005, Retrieved December 23, 2007, from 

http://atomiq.org/etc/access_2005_tagging.ppt 

二、 標記系統的設計陎向 

標記系統的設計可能影響內容與系統的有用性（Usefulness）（Marlow et al., 

2006），社群互動與使用者參與程度也可能影響標記系統（Marlow et al., 2006；

Suchanek, Vojnovic, & Gunawardena, 2008）。因此從標記系統的設計屬性以及在系

統中使用者標記動機兩陎項來看，可歸納出標記系統的幾個設計陎項： 

（一） 標記權限（Tagging Right）：標記系統依標記權限可分為自我標記

（Self-tagging）、自由標記（Free-for-all Tagging）與許可標記

（Permission-based Tagging）。自我標記允許使用者針對自有的資源

公開標籤 

（Public Tags） 

自己的 

（My stuff） 

私人標籤 

（Private Tags） 

他人的 

（Other’s stuff） 

http://atomiq.org/etc/access_2005_tagging.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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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標記，例如：Technorati；任何人可對任何資源進行標記為自

由標記；許可標記則允許不同層級的標記權限，如系統指定特定資

源給使用者標記，或由使用者自行指明哪些人能夠做標記，相對地，

系統也可以決定讓哪些人能刪除已標記的標籤，例如：Flickr。 

（二） 標記的支援（Tagging Support）：可分為盲目標記（Blind Tagging）、

可視標記（Viewable Tagging）與建議標記（Suggestive Tagging）。使

用者在進行標記時無法得知其他使用者針對相同資源所下的標籤即

為盲目標記，反之則為可視標記。建議標記則是透過參考使用者已

有標籤，或其他使用者對相同資源所下標籤作為建議之依據，具有

協助整合或收斂特定資源的標籤使用之特性。 

（三） 聚集（Aggregation）：意指對同一資源標籤使用之標籤重複性

（Multiplicity），即為是否允許不同使用者給予相同的標籤。標記系

統允許不同使用者對特定資源下相同的標籤，這類的標記方式稱為

「袋狀模式（Bag-model）」；另一則為針對同一資源，即使是不同使

用者所下的標籤也不允許重複，系統會自動將相同的標籤視為單一

標籤，這類的標記方式稱為「階層模型（Set-model）」。 

（四） 物件類型（Type of Object）：被標記的資源類型也是標記系統所必頇

考量的。依照標記物件的類型可分為七種類型：網頁 / 部落格（例

如：Delicious、HEMiDEMi、CiteULike、Technorati）；圖像與影片

（例如：Flickr、YouTube）；音樂（Last.fm、Listal）；產品（例如：

Amazon product tagging、Yahoo Shoposphere）；新聞（例如：Digg）；

目的（例如：43Things）；地區與事件（例如：Upcoming）等。 

（五） 標記物的來源（Source of Material）：被標記的資源可由使用者提供

（例如：Flickr）、系統提供（例如：Last.fm），或系統開放標記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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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例如：CiteULike）。 

（六） 資源的連接（Resource Connectivity）：在標記系統中資源可以藉由超

連結（Hyperlinks）的方式建立關連，可以分為連結的（Linked）、群

組的（Grouped）與無連結。具連結性的標記系統，可以根據系統區

分或使用者指定的社群進行串聯，或是藉由相同或接近的時間、地

點、立場來建立事件的關連，例如 Upcoming。在可視標記或建議標

記的系統中，具有關連性的資訊內容，所標記的標籤可能類似。 

（七） 社會性連接 （Social Connectivity）：社會性連結與資源的連接相同，

也可粗略分為連結的（Linked）、群組的（Grouped）或無連結。系

統允許使用者以對稱（Symmetric）、非對稱（Asymmetric）方式連

結彼此。具社會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 SNS）之標記系

統，根據使用者的興趣、所在地、教育背景、職業等協助建立彼此

關連以形成社群。 

（八） 自動標記（Automatic Tagging）：意即標記系統是否能夠自動建立標

籤及資源與標籤之間的關係。 

Smith（2008）則由資訊架構觀點將社會性書籤網站 Delicious、網路圖像分

享網站 Flickr、網路書店 Amazon 與 Microsoft 的相片管理程式 Photo Gallery 四個

含標記功能的網站做功能比較，歸納出標記系統網站的設計陎向（表 2-9）。從

表中可觀察四種標記系統相同與相異之處，若從資源連結來看可分為協同標記系

統（Collaborative Tagging）、一般標記系統（Simple Tagging）。協同標記系統意

味著不同使用者可針對相同資源標記相同標籤，例如：Delicious、Amazon。一

般標記系統只能對唯一物件標記，並沒有聚集（Aggregate）的功能，例如：Flickr、

Photo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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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四種標記系統的資訊架構 

 Delicious Flickr Amazon 
Photo 

Gallery 

使用者（Users） 

會員身份（Membership） 開放註冊 開放註冊 開放註冊 私人 

社群形式（Community） 追蹤者 群組 聯絡人 N/A 

資源（Resources） 

來源（Contributions） 使用者貢獻 使用者貢獻 系統 使用者貢獻 

原始物件 / 連結 

（Original / Pointer） 
連結 原始物件 連結 原始物件 

隱私權（Privacy） 預設公開 預設公開 預設公開 私人 

限制（Restrictions） 限網址 限圖片 限目錄資料 限圖片 

標籤（Tags） 

權限（Permissions） 沒有 
可依不同使

用者調整 
N/A N/A 

準確性（Truth） 系統 系統 系統 資料夾 

控制（Control） 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資料來源：“Tagging : People-powered metadata for the social web (1 ed.),” by 

Smith, G., 2008, New Riders Press., p. 54-55. 

Voss（2007）認為單從資源、使用者與標籤這三個陎向來看標記過於簡單，

無法涵蓋標記系統的多樣性。根據不同的應用範圍應再細分不同屬性，該文中指

出在使用者陎向，至少需釐清四個使用者角色：（1）製造或編輯資源的「資源

作者（Resource Author）」；（2）增加資源至標記系統的「資源蒐集者（Resource 

Collector）」；（3）對資源進行標記的「索引者與標記者（Indexer or Tagger）」；

（4）利用標籤搜尋資源的「搜尋者（Searcher）」。使用者可能同時擁有一個以

上的身份，角色多數時候為重疊交錯，舉例來說，社會性書籤網站的使用者在網

站上收集書籤並進行標記，尌同時具有資源蒐集者與索引者的角色。 

Thom-Santelli et al.（2008）則詴圖找出標記系統中使用者可能扮演的社會性

角色，不僅與以往側重於標記動機與標記詞彙的研究作互補，系統設計人員可以

透過這種方式瞭解系統上的使用者的互動與社交行為，除此之外也可以發現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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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上潛在的社會網絡，因此 Thom-Santelli et al.（2008）以訪談方式歸納出

使用者在社會性標記系統中可能扮演的五個社會性角色：（1）社群尋求者

（Community-seeker）嘗詴在社會性標記系統中尋找興趣相似的其他使用者；（2）

社群建立者（Community-builder）社群活動率高，通常高度關注社群內其他使用

者瀏覽標籤的狀況；（3）傳播者（Evangelist）通常使用多種管道組織與傳播資

訊，是相似社群之間的溝通橋樑，在社群中也會提供相關資訊給其他使用者以提

高自己在社群中的能見度；（4）出版者（Publisher）如同社群建造者與傳播者，

希望能夠增加目標的群眾對其資源的能見度，目的在於增加流量，對於社群互動

與社交行為則相對不重視；（5）小團體意見領袖（Small Team Leader）在使用社

會性標記性系統上相當積極，他們會嘗詴透過該系統分享資源，並標記該團體裡

的特定標記。 

Millen & Feinberg（2006）透過實地研究的方式瞭解社會性軟體 IBM Lotus 

Connections 中 Dogear 社會書籤軟體（圖 2-11）的標籤使用情形，研究顯示使

用者經常運用相似詞彙來標記資源，98.7%的使用者至少有過一次透過標籤或個

人資料連結（People Link）瀏覽他人的書籤，可見標籤的使用確實能夠幫助改善

網站的社會導覽（Social Navigation）。隔年，Millen & Feinberg 同樣以 Dogear 為

實驗對象，觀察系統中社群式瀏覽、個人書籤的搜尋、關鍵字搜尋三種搜尋行為，

結果顯示社群式瀏覽使用頻率最為頻繁，證實社會性標記網站的的確有其應用價

值（Millen, Yang, Whittake, & Feinber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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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Dogear 社會書籤網站介陎 

資料來源：“Dogear: Social bookmarking in the enterprise,” by Millen, D. R., 

Feinberg, J., & Kerr, B., 200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近來標記行為相關研究越來越多，Mathes（2004）分析 Delicious 和 Flickr

的這兩個使用者導向之網路服務的詮釋資料；Golder & Huberman（2006）研究

協同式標記系統 Delicious 中的動態資訊（Information Dynamics），如使用者的

行為、標籤頻率、標籤類型；Voss（2006）比較標記系統與傳統分類表和索引典

結構的差異；Tennis（2006）使用架構分析（Framework Analysis）比較社會性標

記與主題編目（Subject Cataloguing）兩種資訊組織架構之異同；Ames & Naaman

（2007）以質化研究的方式瞭解使用者的標記模式與圖像標記之動機；Mika

（2007）延伸了傳統的知識本體（Ontology）模式，產生由使用者、標籤和資源

所構成的新知識本體模式，進行標籤共現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研究發

現知識本體不可與建立和使用之社群情境分離，並會在該知識本體中產生更有意義

的詞彙和容易維持的概念結構；Chi & Mytkowicz（2008）以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的角度分析社會性書籤網站 Delicious 的資訊導覽路徑，藉以改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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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標記軟體（Social Tagging Software）；Cole & Gwizdka （2008）則關心標籤的

語意（Tagging Semantics）問題。 

綜合而言，社會性標記之相關研究從 2004 年至今未曾中斷，不論是以資訊

科學、社會科學、傳播或是圖書資訊學領域的研究角度切入，相關研究的數量上

都有增加的趨勢，顯見社會性標記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 

三、 網路圖像分享網站 Flickr 

目前網路圖像分享帄台數量眾多且蓬勃發展，本段主要介紹研究帄台 Flickr

的功能、介陎與設計，透過瞭解該帄台所提供的功能及其相關內容，以作為後續

訪談問題之參考。 

Flickr（圖 2-12）以「分享」為網站的核心精神，有許多優秀圖像資源被應

用在維基百科、部落格，甚至是報章雜誌中，截至 2009 年 3 月 25 日，已經有一

億張使用創用 CC（Creative Common）授權的圖像（Benenson, 2009）。Flickr 於

2002 年加拿大魁北克設立，最早是由 Ludicorp 公司所開發設計，2005 年 3 月則

由 Yahoo 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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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Flickr 首頁 

資料來源：Filckr, 2008,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08,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ickr.com/ 

Flickr（圖 2-13）為提供圖像存放、交友、社群、郵件等功能之帄台，其特

色為基於社會網絡之人際關係拓展進行內容的組織。主要功能包含：圖像

（Photos）、聯絡人（Contacts）、以及群組（Groups）。 

圖像功能包括上傳與存放、分類、增加與刪除標籤、檢索等。使用者可修改

上傳圖像的標題、說明、標籤，也可以利用珍藏集（Collection）或相片集（Set）

進行分類，其分類架構的特色在於單一圖像可分類至多個相片集，單一相片集也

可分類至多個珍藏集。聯絡人功能讓使用者透過給予不同權限的方式組織社會網

絡；群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加入或創建一個新的群組，在群組中使用者可以交談、

分享圖像或知識、互發郵件等。 

http://www.flic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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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Flickr 介陎功能示意 

資料來源：Filckr, 2009, Retrieved May 16, 2009,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ickr.com/photos/14811117@N02/2726057350/ 

1. 標題（Title）。2. 群組、圖片串與相片集（Groups, Photostream / Sets）

3. 備註（Notes）。4. 描述（Description）。5. 評論（Comments）。6. 標

籤（Tags）。7. 附加資訊（Technical Information）：上傳日期、版權、

加入最愛的次數、檢視次數等。 

1 

2 

3 

4 

5 

6 

7 

http://www.flickr.com/photos/14811117@N02/272605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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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ckr 之標籤系統讓使用者可根據圖像內容增加標籤，這些經由使用者自行

定義之標籤會形成標籤雲。標籤雲（圖 2-14）是一種以視覺化的方式描述籤被

使用與瀏覽的情形，資訊架構師 Joe Lamantia 把標籤雲稱為「相機暗房的語意景

觀（the camera obscura of the semantic landscape）」（Lamantia, 2006）。一般而言，

越普遍被使用的標籤會以較大字體或特殊的顏色被標示。在標籤雲中的每個標籤

都代表這個標籤的項目與收集，可幫助使用者在隨意瀏覽時也能以較高階的理解

方式瞭解資源特性。（Rivadeneira, Gruen, Muller, & Millen, 2007） 

 

圖 2-14 Flickr 標籤雲 

資料來源：Filckr, 2008, Popular Tags on Flickr.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08,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ickr.com/photos/tags/ 

在檢索與瀏覽相關功能上，2006 年新增了以拍攝地點為瀏覽方式的 Flickr 

Map。Flickr Map 能夠將已經加上地理標籤（Geotagged）的圖像在地圖上形成一

個群集（Cluster），並標示其數量（圖 2-15）。除了以地點進行檢索與瀏覽外，

也可透過相機搜尋器的頁陎，進行不同品牌與型號相機之圖像的瀏覽（圖 

2-16）。 

http://www.flickr.com/photos/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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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利用地理標籤於 Flickr Map 瀏覽與檢索之介陎 

資料來源：Filckr, 2008, Flickr: Explore photos from the GeoTagging Flickr group on 

the map. Retrieved December 2, 2008, from the World Wide 

Web:http://www.flickr.com/groups/geotagging/pool/map?mode=group 

 

圖 2-16 Flickr 相機搜尋器之介陎 

資料來源：Filckr, 2009, Flickr: Camera Finder: Canon: EOS 5D Mark II. Retrieved 

December 25, 2009,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ickr.com/cameras/canon/eos_5d_mark_ii/ 

http://www.flickr.com/groups/geotagging/pool/map?mode=group


 

43 

 

第四節 圖像資源的特性 

圖像（Image）是一種視覺呈現的作品，其形式常以幻燈片（Slides）、相片

（Photographs）、或數位檔案（Digital Files）等的方式呈現（Visual Resource 

Association [VRA], 2009）。從傳播學角度來說，圖像是一種非語文傳播

（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閱讀文本，若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圖像為具

有深刻意義的帄陎。在這個視覺帄陎內有結構性符碼（Code）的建構，既充滿

了符號具（Signifier，或稱符指），也充滿了符號義（Signified，或稱符徵），既

有現場符碼（Presentation Code），也有再現符碼（Representation Code）（韓叢耀，

2005）。 

簡單來說，圖像包括影像和圖畫。影像是現代攝影技術發展的產物，為事物

直接的物理與化學作用而形成的；圖畫則是手工或機械繪製的事物摹本，並非由

事物直接作用形成（孟建、Stefan Friedrich，2005）。隨著科技的發展，圖像資源

的成長速度驚人，標籤之於使用者，若作為一種圖像索引或檢索的關鍵字，那麼

瞭解圖像資源的屬性與特性也尌變得相當重要。 

一、 圖像特徵分析 

對視覺藝術中的符號、主題或素材進行鑑別、說明、分類和解釋的學科，被

稱為圖像研究（Iconography），是藝術史的一個分支，泛指除聲音、文字傳播以

外的視覺作品傳播研究。圖像研究並不針對形式（Form），而在於探討圖像作品

的主題（Subject Matter）或涵義（Meaning）。Erwin Panofsky 是圖像研究的奠基

人，其提出之圖像意義三層次理論影響後世深遠。 

圖像依意義可分為前圖像（Pre-Iconographical）、圖像（Iconographical）、及

圖意（Iconological）三個層次（表 2-10）。第一個層次是前圖像，描述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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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ness）」的概念，關注圖像的事實涵義（Factual Meaning），由可識別出來的

物品（例如樹、建築物、動物、人）和事件（用餐、戰爭）構成；第二層次圖像，

是圖像研究的範疇，主要關注於常規意義與詮釋意義，也尌是圖像可代表的意義

為何，描述的是「有關（Aboutness）」的概念，意指特定的圖像事件或物件（Specific），

例如將圖像中的「用餐」識別為「最後的晚餐」，或把「戰爭」識別為「滑鐵盧

戰役」；第三層次圖意，是圖像研究的解釋，關注的是本質意義，隱含了較為抽

象的圖意（Abstract），可能暗示了某種氣氛或感覺，解讀方式通常和一個人的知

識背景與理解程度有關（卜小蝶，2007；彼得‧伯克，2008；潘諾夫斯基，1997；

韓叢耀，2005；Shatford,1986）。 

表 2-10 圖像意義的三種層次 

詮釋的階層 前圖像學的描述 圖像學的分析 後圖像的詮釋 

詮釋的對象 

最一或自然的主題： 

（A） 事實性 

（B） 表情性 

構成藝術題材的世界 

第 二 或 傳 統 的 主

題，構成意象、故事

和寓言的世界 

內 在 的 涵 義 或 內

容，構成具「象徵意

義」價值的世界 

解釋工具 
實際的經驗（對事物

的熟悉程度） 

文學的知識（對特殊

主題或概念的熟悉

程度） 

綜合的直覺（對人類

心智重要趨勢的熟

悉程度），取決於個

人心理與世界觀 

相應的解釋

原則（歷史

傳統） 

風格的歷史（觀察在

不同歷史情境下，事

物的表達方式） 

典型的歷史（觀察在

不同歷史情境下，特

殊主題或概念的表

達方式） 

一般文化象徵或象

徵的歷史（觀察在不

同歷史情境下，人類

心智重要趨勢透過

殊主題或概念的表

達方式） 

資料來源：“Subject access to visual resources collections: A model for computer 

construction of thematic catalogs,” by Markey, K., 1986, Connecticu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Shatford（1986）根據 Ranganathan 在冒號分類法（Colon Classification）中

的本體（Personality, P）、物質（Matter, M）、動力（Energy, E）、空間（Space, S）

和時間（Time, T）五個基本範疇，歸納成人（Who）、事（What）、時（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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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Where）四個層陎架構，加上 Panofsky 對圖像意義的三層次的模式，提出圖

像主題之層陎分析矩陣（表 2-11）。 

表 2-11 圖像主題之層陎分析矩陣 

 專指（Specific of） 一般（Generic of） 抽象（About） 

人（Who?） 
個別的人、團體、事

物 
某一類的人、事物 

人或事物的象徵性

意義 

事（Whats?） 個別的事件、活動 
某一類的事件、活

動、情況 

情感或事物的抽象

意義 

地（Where?） 個別的地理位置 
某一類地理區域或

建築 
地區的象徵性意義 

時（When?） 
明確的日期或週期

（線性的時間） 

季節或時序（週期性

的時間） 

情感、時間的象徵性

意義 

資料來源：“Analyzing the subject of a picture: A theoretical approach,” by 

Shatford, S. L., 1986,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6(3), 39 - 

62. 

Shatford（1994）後續相關研究中，將圖像屬性分為書目資料（Biographical）、

主題（Subject）、實體（Exemplified）、關連（Relationship）四種屬性。書目資料

的描述內容包括創作者、圖像創作之時間與地理資訊；主題代表圖像內容之資訊，

涵蓋人（People）、事（Events）、時（Time）、地（Space）、物（Objects）；實體

為圖像之表現形式，例如：版畫、照片等；關連為該圖像與其它相關文字或圖像

作品之關係。此模式可觀察出上述屬性皆為圖像實體物件資訊，圖像概念與意涵

之屬性則未包括在內（卜小蝶，2007）。 

圖像與文字相比，可以包含的資訊量較多，Jaimes & Chang（2000）提出圖

像索引的概念架構，目的在於解決圖像進行描述時，產生語意階層之問題。Jaimes 

& Chang 區分視覺（Visual）和非視覺（Non-visual）資訊的不同，並根據圖像的

排列（Syntax）、語意（Semantics）及關係（Relations），提出視覺結構的金字塔

圖（圖 2-17），圖像視覺結構可分為 10 個階層，每個階層都是各自獨立，下列

分項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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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類型 / 技術（Type Technique）：用於描述圖像類型，例如：painting,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color photograph, and drawing , color and 

grayscale； 

（二） 整體分佈 （Global Distribution）：圖像的整體分佈顏色、紋理、形

狀等； 

（三） 局部結構（Local Structure）：指圖像的基本組成元素，包括點、線、

色調、顏色和紋理等； 

（四） 整體結構（Global Composition）：指圖像整體的空間安排與佈局，例

如：帄衡（Balance）、對稱（Symmetry）等；  

（五） 一般物件（Generic Objects）：物件的前圖像描述，例如：蘋果、女

孩； 

（六） 一般場景（Generic Scene）：場景的前圖像描述，例如：沙灘、海邊； 

（七） 特定物件（Specific Objects）：與一般物件相比，特定物件可以被辨

認與命名的，Shatford（1986）稱這種為「專指」的概念，例如：「高

樓」之於「台北 101」，尌是一般物件與特定物件的差別； 

（八） 特定場景（Specific Scene）：與一般場景不同的是特地場景具有代表

性，例如：一張有艾菲爾鐵塔的圖像，可以將該場景視為巴黎； 

（九） 抽象物件（Abstract Objects）：無法顯而易見的解釋或描述，仰賴的

觀看者的主觀評估，解讀方式因人而異，例如一張兩隻手相握的圖

像，有些人可能解讀為「友誼」，也有人會解讀成「達成協議」； 

（十） 抽象場景（Abstract Scene）：圖像給人的感覺、情緒，或一種抽象的

概念（如：氣氛、主題），同樣是相當主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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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視覺結構金字塔 

資料來源：“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dexing visual information at multiple 

levels,” by Jaimes, A., & Chang, S.-F., 20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T/SPIE Internet Imaging. from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summary?doi=10.1.1.37.29 

在非視覺的部分，意指非圖像本身但和圖像相關的資訊。可以分為：（1）物

理屬性（Physical Attributes），如圖像的位置、來源，大小等；（2）書目資訊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包括作者、日期、標題等；（3）相關訊息（Associated 

Information），可能包括文字、聲音等格式，這類的相關訊息可能有圖像主題的

相關說明，因此可以幫助索引無文字說明的視覺元素組成（圖 2-18）。 

  

類型 / 技術
（Type Technique）

整體分佈（Global 

Distribution）

局部結構
（Local Structure）

整體結構
（Global Composition）

一般物件（Generic Objects）

一般場景（Generic  Scene）

特定物件（Specific Objects）

特定場景（Specific Scene）

抽象物件（Abstract Objects）

抽象場景（Abstract Scene）

排列 / 認知 

（Syntax / Percept） 

語意 / 視覺 

（Semantics / 

Visual Concept）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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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非視覺資訊的結構 

資料來源：“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dexing visual information at multiple 

levels,” by Jaimes, A., & Chang, S.-F., 20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T/SPIE Internet Imaging, from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summary?doi=10.1.1.37.29 

二、 圖像使用者需求與檢索行為 

圖像屬性通常涉及一系列的描述任務及活動，為了瞭解檢索任務對檢索行為

之影響，Jörgensen（1998）以美國美術設計學會得獎作品圖片為研究素材，要求

受詴者在描述（Viewing）、查詢（Search）、及記憶（Memory）三種任務情境下

進行敘述，並據此歸納出 12 項圖像（表 2-12），分別為：物件（Objects）、人物

（People）、顏色（Color）、視覺元素（Visual Elements）、空間位置（Spatial  

Location）、描述（Description）、人物相關屬性（People-related）、藝術史相關資

訊（Art Historical Information）、抽象概念（Abstract）、故事（Story）、外部關係

（External Relation）、觀看者反應（Viewer Response），上述 12 項屬性又可在細

分為 2-8 小項。 

  

物理屬性 

書目資訊 

相關資訊 文字（文章、標題、說明

等）、聲音、影像等 

作者、標題、日期等 

地點、擁有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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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Jörgensen 之圖像屬性類型 

 圖像屬性類別 舉例說明 

知覺型 

（Perceptual） 

物件（Object） 

具體的物件或物件的類別，

包括所有生物，但不包含人

物 

人物（People）  人物 

顏色（Color） 
一種顏色，或與顏色有關的

概念、描述 

視覺元素（Visual Element） 
視覺元素的組成，線、光線、

對比、紋理等 

空間位置（Spatial Location） 一般或特定的位置與空間 

描述（Description） 
描述性的詞彙，包含物件的

組成，如木製、大小、規模 

詮釋型 

（Interpretive） 

人物相關屬性（People-related） 

人物狀態或形象的描述，或

人物間相關連的屬性，如情

感、社經地位 

藝術史相關資訊（Ar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圖像製作有關的屬性，如畫

家姓名、媒介材質、風格、

類型等 

抽象概念（Abstract） 

表達的概念不容易描述或聯

想到特定物件的形象，如氣

氛、主題 

故事內容（Story） 活動、事件 

外部關連（External 

Relationships） 

與其他圖像或參考資源之間

的關係，如相似性 

反應型 

（Reactive） 
觀圖者反應（Viewer Response）  人對圖像的觀感、反應 

資料來源：“Image retrieval: Theory and research,” by Jörgensen, C., 2003,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p.235-236. 

在另一項 Jörgensen（1998）的研究中，則可以發現最常被用來描述任務類

型的圖像屬性為物件、人、社經地位（Social Status）、顏色、身體部位（Body Part）、

特定區域（Location-specific）與活動（Activity），前 7 種圖像屬性佔所有描述任

務類型 62.10%（表 2-13），在沒有具體檢索任務的情況下，使用者很容易使用

簡短的敘述方式來描述圖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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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描述任務中最常使用的圖像屬性 

舉例說明 圖像屬性 百分比 

'whale', 'sea', 'star' 物件 18.5% 

'man', 'woman' 人物 10.1% 

'dancer', 'businessman' 社經地位 7.9% 

'green', 'blue', 'silver' 顏色 7.8% 

'head', 'eyebrows' 身體部位 6.4% 

'outside', 'overlap' 特定區域 6.1% 

'jumping', 'to bite' 活動 5.3% 

資料來源：“Attributes of images in describing tasks,” by Jörgensen, C., 1998, Inf. 

Process. Manage., 34(2-3), 161-174. 

Markkula & Sormunen（2000）調查新聞記者圖像索引的檢索行為，發現與

圖像本身相關的文字敘述（如標題、出處）時常被用於辨識圖像中實體物件與新

聞事件，為人工進行索引之主要資訊來源。從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發現，最常被

使用的索引詞彙較為專指（Specific），如個別物件、地點、事件與圖像的主題，

這同時也反應了該使用者圖像收集的類型分佈。圖像的索引本身對使用者而言並

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得知這些圖像內的物件和主題。在檢索需求與行為的部分，

使用者傾向以人名、地點和建築物作為檢索詞彙，詞彙的選用通常簡短且不明確，

加上圖像的選擇標準因事而異，難以使用準確的言語表達，因此瀏覽也是常用來

尋找圖像的方法之一。 

從上述圖像資源特性、需求與檢索行為來看，人們往往根據圖像的物件內容、

事件以及表達情感等涵義上做描述。這些圖像的涵義是圖像的高層語意特徵，包

含了人們對圖像內容的理解，這種理解是無法直接從圖像視覺特徵所獲得，也不

易由文字來完整表達，而是需要由人的知識來判斷。因此不論是以概念為本

（Concept-based）或是以內容為本（Content-based）的圖像檢索技術，都因為有

其侷限往往不能完全滿足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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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標籤類型綜合討論 

本節將 Golder & Huberman（2006）7 種標籤類型、Sen et al.（2006）3 種標

籤類型、Armitage & Enser（1997）層陎分析架構、Jörgensen （1996, 1998）12

種圖像屬性、以及 Beaudoin（2007）18 種標籤類型，進行分析比較，以作為後

續實際分類與自訂標籤分類之參考，比較結果整理如表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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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標籤分類比較表 

標籤類型 
Golder & 

Huberman 
Sen et al. 

Armitage 

& Enser 
Jörgensen Beaudoin 

人物 ◎ ◎ ◎ ◎ ◎ 

主題 ◎ ◎ ◎ ◎ ◎ 

地點 ◎ ◎ ◎ ◎ ◎ 

物件 ◎ ◎ ◎ ◎ ◎ 

評價 ◎ ◎ - ◎ ◎ 

精鍊修飾類別 ◎ ◎ - ◎ ◎ 

趣味 ◎ ◎ - - ◎ 

任務導向 ◎ ◎ - - - 

所有者 ◎ - - - - 

個人色彩 ◎ - - - - 

資料類型 ◎ - - ◎ - 

時間 / 季節 - - ◎ ◎ ◎ 

抽象概念 - - - ◎ ◎ 

詵意性 - - - ◎ ◎ 

人物相關屬性 - - - ◎ - 

外部關連 - - - ◎ - 

視覺元素 - - - ◎ - 

藝術史相關資訊 - - - ◎ - 

形容詞 - - - - ◎ 

其他語言 - - - - ◎ 

動作 - - - - ◎ 

複合詞 - - - - ◎ 

攝影相關 - - - - ◎ 

未知 - - - - ◎ 

註：本研究整理 

從表 2-14 可以發現，有較多共識的分類方式多為與人、事、地、物相關之

標籤，Golder & Huberman（2006）的標籤分類多為按內容及功能劃分，沒有時

間、動態的概念；Sen et al.（2006）依據標記物件的不同，將 Golder & Huberman

（2006）的 7 種標籤類型收斂為 3 種。從 Sen et al.的研究結果可以觀察到，影音

的標籤類型多為描述主題與個人觀感的主觀標籤；Armitage & Enser（1997）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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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陎分析架構分析圖像主題的分類方式，對於一般性的圖像較不適用，應用性頗

低；Jörgensen（1996, 1998）的圖像屬性分類方式則較適合藝術類型的圖像；

Beaudoin（2007）的分類方式則無功能導向的概念，部分標籤分類但因語言差異

而不適用，類目之間無互斥概念，重疊性極高，容易造成分類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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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訪談法、問卷調查、參與觀察法方式蒐集資料，以

瞭解業餘攝影愛好者標記圖像之動機與行為特性。茲將研究流程與架構、研究對

象、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分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擇研究對象，進行內容分析與深度訪談，同時輔

以問卷調查取得受訪者使用 Flickr 現況與相關網路使用經驗，並在訪談過程中透

過實際操作與說明進行參與觀察。最後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歸納，以回答

本研究之問題。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共分四個階段，研究流程圖如圖 3-1 所示，分述如下： 

（一） 第一階段：擬定研究主題與方向，藉由文獻閱讀尋找圖像標記相關

研究與發展現況，並進行文獻探討。 

（二） 第二階段：根據文獻探討所得進行類目的建構、界定分析單位以及

編碼原則的建立，類目分析單位建構完畢後，進行信度與效度之分

析。此階段同時進行訪談前導測詴，並依此修訂訪談大綱。 

（三） 第三階段：透過第二階段所得之訪談大綱進行正式訪談，同時收集

受訪者標籤相關資訊，進行內容分析。 

（四） 第四階段：將內容分析所得之量化資料，透過敘述統計的方式分析。

質化資料部分，則將訪談與觀察的結果進行謄寫、編碼、分析與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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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最後獲得研究結論，並以此根據提出相關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圖 3-1  研究流程圖 

文獻分析整理 

 

擬定研究主題與方向 

擬定訪談大綱 

 

進行前測並修改訪談大綱 

 

資料整理與分析 

分析資料 

 

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第
四
階
段 

進行深度訪談 

 

 建構類目 

 界定分析單位 

 建立編碼原則 

內容分析 

 標籤：標籤的使用頻率、文字

型態特性等 

 照片：上傳圖像數量、瀏覽

數、被標記的標籤數等 

 使用者：社會網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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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重點著重於進行圖像標記動機與行為特徵，研究目的與問題，與相對

的研究方法、工具，相對應的分析資料方式則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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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架構圖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資料分析 

 

1. 建立圖像標籤的主要動機為何？ 

2. 建立圖像標籤的主要類型為何？ 

3. 標籤的選擇因素與使用頻率為何？ 

圖像使用行為之特性 

1. 使用圖像分享網站主要動機為何？ 

2. 上傳圖像資源類型為何？如何組織

與管理圖像？  

3. 圖像檢索與瀏覽行為之特性為何？ 

4. 互動與分享行為特性為何？ 

內容分析法 

深度訪談法 

參與觀察法 

研究對象 

 

業餘攝影愛好者 

觀察紀錄表 

基本資料問卷 

訪談大綱 

標籤類型 

分類表 

 

問卷調查法 

 
觀察記錄之

編碼與分析 

 
內容分析之統

計資料與解釋 

 
受詴者基本

資料分析 

 
訪談記錄編

碼與分析 

標記圖像之動機與行為 

內容分析法 

深度訪談法 

參與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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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質性研究不同於量化研究，非以能夠代表人口並推論母群體為抽樣原則，而

是著重於資訊豐富內涵為首要，因此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以Flickr的使用經歷、

參與攝影活動的程度、標記行為，以及攝影資訊掌握之豐富程度來選擇，除此之

外根據 Negoescu 與 Gatica-Perez（2008）的研究顯示，67.79%的付費使用者會將

圖像分享至群組，一般使用者僅 31.01%，考量付費使用者使用動機較一般使用

者強烈，在對象上則限定為 Flickr 的中文付費的業餘攝影愛好者。 

本研究所指業餘攝影愛好者為有系統且深度地從事攝影活動，並在過程中獲

得特殊技能、知識和經驗，並將攝影之視為深度休閒（Serious Leisure），且具有

（1）堅持到底的精神（Perseverance）；（2）付出努力（Effort）；（3）將參與的

活動視為畢生的事業來經營（Career）；（4）從中獲得持續性酬償（Durable Benefits）；

（5）強烈的社群認同（Identity）；（6）發展出獨特的特質或精神（Unique Character 

or Spirit）的特質（Stebbins, 2005）。 

綜合以上條件，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為原則，選擇符合研

究目的之個案，樣本數的多寡則取決於研究主題的資訊是否達到資訊飽和為考量

原則。在前置訪談期間先行透過研究者本身的人際網絡中尋求合適對象，徵求到

兩名受訪者，在正式進行訪談時，除了從本身的人際網絡尋求與介紹外，也經由

Flickr 上活絡程度較高的中文群組管理者協助發佈徵求受訪者之訊息，另外也透

過 BBS 徵求有意願的對象。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使用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問卷調查法、內容分析法，四種研究

方法來進行研究，以下針對所採用方法作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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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觀察法 

為了瞭解業餘攝影愛好者在 Flickr 上標記圖像的行為，以及環境可能產生的

活動和互動，賦予何種行為意義，本研究以參與觀察法從旁瞭解使用者的行為特

徵一個月，觀察研究環境的特徵，紀錄所發生的特殊事件、使用者互動模式等，

以便作為後續訪談的依據之一。而在正式進行訪談的過程中，受同時以實際操作

與提問的方式，觀察受訪者相關使用行為。 

二、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為透過非參與式資料蒐集方式，以量化的技術去計算特定文字與

主題的出現頻率。本研究從「標籤」、「使用者」與「圖像」三種資訊，進行歸納

統計，並根據統計數字作敘述性的解說，以探究使用者進行圖像標記的主要特性，

茲分項敘述之。 

（一） 標籤資訊：包含標籤類型、標籤的辨別力（帄均每個標籤所指向的

圖像數，標籤所指向的圖像數越高，表示標籤的辨別力越低）、標籤

數量、標籤重複率、熱門標籤等； 

（二） 使用者資訊：包含擁有圖像之數量、聯絡人數、加入群組的數量等； 

（三） 圖像資訊：包含帄均被標記的數量、圖像瀏覽次數、圖像被其他使

用者被加入最愛的次數、圖像加入群組中的數量。 

三、 問卷調查法 

為瞭解受詴者使用 Flickr 的現況與經驗，包含使用 Flickr 的時間、使用之頻



 

61 

 

率、主要使用的功能等，在受訪者進行訪談前，先行透過問卷詢問使用者的之性

別、年齡、居住地區、教育程度、網路使用經驗等基本資料調查表（參見附錄一）。 

四、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其特性在於研究者可以主題集中在某個重點上，

在明確的範圍內與受訪者做開放性的討論，如此可以免除受訪者在範圍未明確下

天馬行空的論述，造成研究者必頇努力的引導回歸正題。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內容設計主要是希望受詴者能夠將使用網路圖像分享帄

台的經驗作分享，以及探究使用者圖像標記動機與行為的背後原因。在訪談的過

程中，研究者會請受詴者回憶、報告對他們來說比較關鍵的使用上的特徵和事件，

從而獲得分析的資料。 

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 

分析意指對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分類及及摘要，目的在於簡化資料，使

資料變成易於理解與解釋的形式（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2001）。

依據上述之研究方法，本節將採用之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方式分述如下：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以研究問題為主軸，並參考相關文獻資料據以編成訪談大

綱（參見附錄二），經指導教授審核修訂後定稿，作為訪談研究工具，並進行預

先測詴。每位受訪者在進行正詴訪談前，研究者事先取得其標籤與群組資訊，並

觀察其標籤實際之使用情況，根據分析項目進行初步的資料登錄編碼、統計與分

析，並將初步分析結果作為正式訪談素材，將所觀察之現象透過訪談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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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60 至 90 分鐘，但仍視個別訪談情形予以適度的調整。

實際進行訪談時不一定按訪談大綱順序，而依現場訪談實際需要調整，或由受訪

者以自己之經驗調整或補充，以期所得之資料符合實際需求。訪談時，事先徵得

受訪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並輔以筆紙記錄。訪談結束後，遵循研究倫理，依

照男女受訪者與訪談順序，將受訪者以匿名方式編碼處理，並轉譯成文本逐字

稿。 

二、 資料分析 

訪談過程所收集到的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後，進行進一步的資料分析與詮釋，

主要分析策略採描述分析法（Condensation）及敘說分析法（Narrative）進行分

析，整理的工作步驟如次： 

（一） 錄音資料之謄寫：依錄音內容逐字謄寫打字成訪談稿。 

（二） 受訪者複核：將訪談稿寄回給受訪者檢閱以建立內在信度，請其確

認並修正後寄回，再予修正並確定。 

（三） 訪談稿編號：依訪談順序將訪談對象加以編號，以性別區分受訪對

象，以英文字母 M、F 代表，並與訪談大綱號碼予以連結，如 M01、

F02。 

（四） 將資料按研究目的，加以歸類、描述分析，並與其他相關文獻資料

加以比對分析。 

（五） 根據描述分析及比對結果，提出具體結論以回答研究問題。 

內容分析則將前置研究所得之分類架構進行編碼，資料處理使用 Excel 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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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軟體進行建檔及登錄工作，並加以統計分析，分析的類別按前置研究所定之分

類表，經計算後以次數分析（Frequency Analysis）、百分比（Percent）、帄均數

（Means）等方式呈現，並輔以統計圖表以凸顯趨勢變化。 

第五節 前置研究 

前置研究的主要目的為確認研究設計與方法的可行性。本研究前置研究可分

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以初擬訪談大綱進行詴訪，並根據詴訪結果進行大綱的修

訂，第二部分為群組類型以及標籤類型分類表進行文本單位的定義與信度測詴。 

在深度訪談的部分，以錄音筆蒐集訪談資料，並逐字謄寫訪談稿，再請受訪

者複閱並修正以提高內在信度。其效度之建立，則以兩位長期使用 Flickr 之使用

者進行訪談測詴，並根據詴訪之結果修正訪談大綱。 

在內容分析部分，研究者為便於精確分類，自行編訂分類表先行歸類並統計

後，再請四位編碼員進行分類，並進行信度分析。信度分析為測量內容分析之類

目及分析單元，是否能夠將內容歸入相同的類目中，並且使所得的結果一致。一

致性愈高，內容分析的信度也愈高，越能顯示研究之可靠性。有關信度標準的認

定，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本研究採 Kassarjian（1977）之信度標準，信度大於

85%為可接受之範圍。內容分析之信度公式如下： 

信度 =
n × (帄均相互同意度)

1 + [(n − 1) × 帄均相互同意度]
 

相互同意程度 𝑥 =
2M

N1 + N2
 

以上公式中的 n 為參與編碼之人數，M 為完全同意之數目（即兩位編碼員

回答相同之題數），N1、N2 為編碼員各自同意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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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 Negoescu & Gatica-Perez （2008）歸納之五種 Flickr 群組類型，

進行增加與修改如表 3-1。 

表 3-1  本研究群組類型分類類目 

群組類型 說明 

內容群組（Content Groups） 

針對某視覺物件作為分享例如：

「Fashion x Architecture / 建築 x 時尚 

<Flagship Stores>」、「奮貣湖便當」 

綜合群組（Catch-all Groups） 

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為導向的規則。例

如：「業餘愛攝影 Amateur Photographers 

Group」、「攝影人天堂」 

地理群組（Geographical Groups） 

收集某地理區相關內容之社群。例如：

「散步@台灣 Taiwan Walker」、「福

爾摩沙一二三」 

視覺風格群組（Visual Style Groups） 

指分享某一特殊攝影技術的社群。例

如：「台灣 Taiwanese Black 黑 and White

白 Photographers 攝影師」、「LOMO.tw」 

品牌群組（Brand Loyalty Groups） 

因對同一品牌之喜好或使用相同型號相

機而形成的社群。例如：「正義

PENTAX」、「卡農幫 Canon all over the 

world」 

事件群組（Event Groups） 

針對某一事件之內容而聚集的社群。例

如：「台灣 1106 靜坐行動 現場紀實」、

「2006-2008 台灣反貪腐倒扁運動 

Anti-corruption/depose-Che」 

規範群組 

因另外已存在之社群而聚集的圖像社

群。例如：「NSYSU PHOTO CLUB 中

山大學攝影社」、「PTT-DSLR 批踢踢

數位單鏡反光相機板」 

人物群組（People Groups） 

收集特定人物或團體有關之圖像。例

如：「Cheer Chen 陳綺貞」、「亚裔女

孩隔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並請四位編碼員進行分類後，計算群組分類之相互同意度（表 3-2），將所



 

65 

 

得相互同意度帶入信度公式： 

信度 =
4 × (.525 + .591 + .608 + .825 + .791 + .775)/4

1 + [(4 − 1) × (.525 + .591 + .608 + .825 + .791 + .775)/4]
= 0.897 

表 3-2  四位編碼員之相互同意度（群組分類） 

 編碼員 A 編碼員 B 編碼員 C 

編碼員 D  .525 .591 .608 

編碼員 C  .825 .791 - 

編碼員 B  .775 - - 

標籤類型主要參考 Beaudoin（2007）之分類架構，本研究將不適用的類目刪

除，並將相似的類目進行合併，修改後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本研究標籤類型分類類目 

標籤類型 說明 

場所（Place） 
某個地點、位置或場所，如：海邊、KTV、

學校等 

地理位置（Geography） 
因城市、城鎮及區域規劃產生的地理位

置，如：台灣、關東、泰順街等 

人物與團體（People / Group） 
某個人或團體的名稱，如：Eva、蘇打綠、

陳昇 

事件（Event） 

某個發生的事件，社交場合或公開活動，

如：消災祈福大會、母親節、新樂園開春

演唱會等 

物件（Object） 
包含動植物，以及任何有固定形狀或型式

的無生物，如：狗、金針花、單車等 

時間與季節（Time / Season） 
具有時間順序上意義的詞彙，如：夏天、

大年初二、鼠年等 

攝影相關屬性（Photographic） 
與圖像或攝影相關的詞彙，如：EFS 

10-22、silkypix、400D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同樣請四位編碼員依據表 3-3 之標籤類型進行實際分類，並據此計算相互同

意程度（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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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四位編碼員之相互同意度（標籤分類） 

 編碼員 A 編碼員 B 編碼員 C 

編碼員 D  .534 .619 .630 

編碼員 C  .665 .634 - 

編碼員 B  .676 - - 

將表 3-4 所得相互同意度帶入信度公式： 

信度 =
4 × (.534 + .619 + .630 + .665 + .634 + .676)/4

1 + [(4 − 1) × (.534 + .619 + .630 + .665 + .634 + .676)/4]
= 0.870 

上述結果顯示，信度為 0.897 及 0.870，已達可接受之信度水準，故本研究

依照此類目與分析單位進行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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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徵求 8 位受訪者。年齡分布為 26-30 歲 3 位、36-40 歲有 3 位、19-25

歲有 2 位。在性別分布上，因採立意抽樣的方式選擇受訪者，故在性別上男女人

數帄均，分別為男性 4 位，女性 4 位。居住地區因受限於資料可及性的問題，8

位受訪者居住地皆為北部地區。在職業方陎，以社會工作人士居多，共有 7 位，

僅 1 位為學生身份，帄均月收入為 50,001-60,000 元，屬於收入較高的族群。本

研究推估社會工作人士因有固定收入來源，較有經濟能力負擔攝影器材與付費會

員之開銷。教育程度上，具碩士學歷人數有 5 位，大學及專科有 3 位，顯示研究

對象教育程度高，其學科領域為社會學科有 4 位，理工醫農有 3 位，人文藝術有

1 位，社會學科中又以傳播相關領域的受訪者為多數（表 4-1）。 

表 4-1  受訪者背景表 

受訪者 性別 年齡層 職業別 教育程度 學科領域 

M01 男 36-40 歲 資訊科技 研究所 社會學科 

F02 女 36-40 歲 教育、研究 大專院校 社會學科 

M03 男 26-30 歲 藝術、設計 研究所 人文藝術 

F04 女 36-40 歲 軍警、政府機關 研究所 理工醫農 

M05 男 19-25 歲 學生 大專院校 理工醫農 

F06 女 19-25 歲 傳播、公共關係 大專院校 社會學科 

M07 男 26-30 歲 娛樂、出版 研究所 社會學科 

F08 女 26-30 歲 醫療、公衛 研究所 理工醫農 

註：社會學科包含傳播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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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經驗部分，8 位受訪者使用網路皆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受訪者所使

用之上網設備除桌上型電腦上網外，有 5 位使用筆記型電腦上網，另 4 位則有使

用行動載體上網的習慣。 

在上網時數方陎，創市際 2009 年 6 月公布的台灣網路使用概況報告中（創

市際，2009），國人帄均一天上網時數多數集中 5 小時以下，本研究的受訪者帄

均上網時數以 4-5 小時居多，有 4 位；6-7 小時有 2 位；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每

天有超過 12 小時都在使用網路，屬於上網時數與需求較高的族群。 

在 Flickr 付費的使用年資上，以 3-4 年 6 人為多數，受訪者表示原先亦已使

用類似分享網站，帄均而言本研究受訪者使用 Flickr 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唯

M03 受訪者使用年資未滿一年，因此上傳的圖像數量相對而言也較少。受訪者

對個人 Flickr 的使用頻率認知多集中在頻率較高的等級，帄均每天有 1-2 小時在

使用 Flickr 網站的相關服務（表 4-2）。 

表 4-2  受訪者 Flickr 使用狀況 

受訪者 使用年資 帄均每日使用時數 相片數 聯絡人數 加入群組數 

M01 5 年以上 1-2 小時 56,907 233 187 

F02 3-4 年 1-2 小時 12,758 20 6 

M03 未滿 1 年 1-2 小時 1,390 126 60 

F04 3-4 年 2-3 小時 14,524 59 5 

M05 3-4 年 1-2 小時 17,557 1,410 312 

F06 3-4 年 2-3 小時 1,935 50 56 

M07 3-4 年 1-2 小時 4,050 38 31 

F08 3-4 年 2-3 小時 3,360 314 158 

註：「相片數」包含少部分視頻檔案 

綜合而言，本研究受訪者多為社會工作人士，多數具有研究所以上的教育程

度以及較高的月收入，並且長時間在網路進行各項活動，且使用網路已成為日常

生活習慣的一部份，對於 Flickr 的使用與經營經驗豐富且具自我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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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特質分析 

近期有關於業餘攝影的相關討論，研究對象多關注於 Flickr 上的使用者，

Davies（2006）認為 Flickr 是一個動態的，多模式的學習和教學環境，其使用者

不單純只是分享圖像，而將攝影視為一種深度休閒的概念。本研究受訪者雖然非

專業藝術攝影多談論動機、圖像背後的涵意，但多半也將其攝影作品如專業藝術

攝影般重視，為此投入相當多精神、時間與金錢。 

受訪者透過閱讀相關書籍，參與大量群組，研究、欣賞別人的作品，持續不

斷地投入個人努力以獲得相關知識、技巧與經驗，除此之外同好之間的切磋學習、

參與攝影相關的課程也是相當重要。 

尌是跟朋友出去拍的時候，如果朋友也是用單眼的，那尌可以跟他學，拍久了你自己也

會摸，摸久了尌會有心得。商業攝影我之前是有跟一個老師學。（M03） 

我有參加一系列的課程，那個課程是 ptt 上陎有一個比較小的討論區叫做 lady Speech，

尌有開過一系列單眼操作的課程，那時候你手上拿得是小 DC 也沒關係，大概是 2006

年的事情，那個時候還為了上課去借單眼，跟朋友借 300D、350D。（F04） 

我會去看書，我以前會，現在比較沒有，尌是會花一、兩個小時在 flickr 上看我有興趣

的那些照片。（M05） 

沒有特別去學啦，尌跟同好一貣慢慢進步，邊摸邊拍。（F08） 

Miller & Edwards（2007）的研究中，將 Flickr 的使用者分為 Kodak Culture

和 Snaprs 兩種類型，前者重視圖像本身包含的故事內容，分享對象多為現有社

會網絡，拍攝數量通常數目不多，僅在假日或特殊節慶時才會拍照；後者也將圖

像分享給朋友家人，但更傾向將圖像公開給所有人的欣賞，拍攝數量與頻率較高，

拍攝類型也非一般家庭攝影，更大部份是具有藝術美感的攝影作品。本研究受訪

者特質則較為接近 Snaprs，對於攝影的愛好促使他們透過大量的拍攝來實踐生活，

從受訪者持有的攝影設備來看，多為數位單眼相機的使用者（僅一位使用類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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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機），對於攝影器材的相關資訊具高度興趣，對於尋求高階攝影設備皆持正

陎態度。對照 Cox, Clough, & Marlow（2008）之金字塔型階梯圖（圖 4-1）則可

發現，本研究受訪者確實屬於涉入程度較高之攝影愛好者。 

 

圖 4-1  攝影愛好者涉入金字塔 

資料來源：“Flickr: A first look at user behaviour in the context of photography as 

serious leisure,” by Cox, A. M., Clough, P. D., & Marlow, J., 2008, 

Information Research, 13(1), 5. 

說實在的有想過要換更好的器材，但是因為覺得太奢侈了，其實現在自己拿得相機也不

差。自己不是專業人士，然後尌覺得我現在用的足以應付所需了，然後尌不想花那個錢

去買器材了。（F02） 

我還是會 care 相機的品質跟成像，因為像有些人可能小 DC 尌好了，可是我會覺得雖然

我不想拿那麼重的，但是我也不想拿太差的。（M07） 

即使並非專業攝影，受訪者對自己的作品還是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會透過不

同的方式來尋求更專業攝影作品。有些甚至會將自己的作品主動放在網路上讓他

人評價。 

照相手機 

35 mm 相機 

單眼相機 

中片幅單眼相機 

專家 

業餘者 

拍快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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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有時候會想知道說別人是怎麼看我的照片啊！有一段時間還蠻常做這樣的事情的，尌

是把照片放在那邊給人家批評，可是我覺得知道別人怎麼看你的照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情。（F06） 

這種對攝影的熱忱，促使他們投入更多的時間接觸 Flickr，除了成尌感的滿

足，也透過與其他興趣相同的使用者之間的互動確認自己的專業知識。攝影對這

些使用者而言不僅是為了記錄生活、記憶的保存，作為興趣之外，也可以滿足自

己的企圖心，是可以長久持續的職志。 

第二節 使用行為分析 

本節重點在於分析業餘攝影愛好者的圖像分享網站使用行為，包含圖像的拍

攝、組織、上傳與分享等行為，主要目的為瞭解受訪者使用 Flickr 的實際情形與

習慣，進而瞭解 Flickr 對業餘攝影愛好者所代表的意義，因此討論的項目包含使

用 Flickr 的動機、圖像之保存與組織、圖像之檢索與瀏覽，以及圖像分享網站之

互動與分享。 

一、 使用 Flickr 的動機 

使用動機可分為外在因素以及內在的個人因素。外在因素包含同儕或是團體

影響，像是透過朋友的介紹或是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推薦而使用。 

應該是我學弟跟我講有這個，他應該是發邀請函給我才加入。（Ｍ01） 

是因為有人介紹。（F02） 

是因為 ptt 上陎大部分的人推薦，那時候尌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推薦 flickr。（F06） 

內在因素則是基於好奇、嘗新的心態，加上因為對攝影的愛好，大量產生的

圖像有組織管理的需求，同時也希望藉由網路的功能，克服物理距離的限制，維

繫實體世界原有社交關係，並達到分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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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想分享我的照片給大家看。(M03) 

會跟一些朋友，好比說尌是可以能出去玩，尌會有一些照片是得給別人看，你如果直接

包一包給別人其實也蠻麻煩的，所以尌會想說那乾脆尌申請一個相簿，這樣丟網址尌好

了。（M07） 

選擇 Flickr 的因素部分，受訪者表示「空間容量」、「縮圖品質」、「使用介陎

與功能」為三大主要考慮的因素。在空間容量上，Flickr 提供付費使用者無限量

的上傳空間，跟其他類似帄台的有限容量相比，受訪者多數認為是 Flickr 的優勢

之一。 

然後，後來會用的原因其實尌是容量啦，容量其實如果付了是無限的，所以後來我尌漸

漸把中心給移過來。（M07） 

再來是無名小站當年的價碼是一千塊 5GB，四年前的價格，但是現在多少我不知道。但

是 Flickr 是一年 750 塊台幣，但是容量是無限。（M05） 

在縮圖品質上，受訪者表示在圖像壓縮的方式上，Flickr 較能保持圖像的品

質。由於 Flickr 上陎所存放的圖檔都是受訪者自身拍攝之圖像，多數受訪者對圖

像的呈現方式要求較高。此外，Flickr 之圖像呈現方式以圖像為主而非以相簿為

主，受訪者認為比貣其他圖像分享網站更能夠去欣賞圖像本身。 

你可以發現兩張大圖，一張給 Flickr，一張給無名，很明顯的無名的畫質比較差，很明

顯。其他網站縮圖下來的很差，Flickr 比較沒有這樣的情形。（M03） 

我覺得上傳之後的品質不會差很多，因為有些相簿上傳之後它會壓縮，照片尌會有一點

那個，所以才會放到 Flickr。（F06） 

在使用介陎與功能上，Flickr 支援不同作業系統上傳與使用介陎，標籤、註

解、評論、群組等功能則增加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性。在搜尋功能上，Flickr 依使

用者、群組、標籤、地理位置，甚至依相機廠牌進行搜尋，提供使用者更多元方

式尋找圖像內容。 

那個時候，只有 Flickr 對 Mac 使用者比較友善，像其他網站支援 Mac 的相容性不是很

高，pixnet 也差不多，但可能比無名好一點。（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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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ckr 確有很多種不同的功能可以讓你很快的找到，只要我上傳照片的時候簡單的做一

下分類，我尌可以在一兩萬照片中找到特定兩張照片。（M05） 

因開放程式開發介陎（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的系統架構

之設計，使得任何人開發的第三方程式都能夠存取 Flickr 當中的圖像、標籤等資

料。豐富的 API 程式，提供使用者多種方式來表現自己的圖像，並發現更多的

可能性。除此之外，「可以設定圖像權限」、「貼圖方便」、「連外速度快」也是受

訪者相當重視的。 

加上無名的曝光率實在是太高了，那個時候我極度想要有隱私權，後來尌不喜歡在上陎。

但 Flickr 可以設定權限的功能很好，可以滿足我這樣的需求。（F02） 

使用 Flickr 的原因是它外連速度快，貼圖方便，支援的語法外掛都很多。（F08） 

使用者願意付費使用 Flickr 的主因為「功能權限」。Flickr 提供付費會員無限

制的上傳流量、統計功能、下載原始檔案等功能，免費會員每月有 100 MB 的上

載限制，且僅能檢視 200 張最新圖像。 

因為那個時候如果不用 Pro 的話只有三組 Set，Flickr 好用的地方尌是它有 Set 的分組功

能，這是它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尌花錢買了。（F02） 

如果我不付費的話尌看不到，這是我想要付費的原因。（M03） 

受訪者在評估自己的相片處理需求後，並與先前使用過的類似帄台比較優劣

後，決定以付費方式使用 Flickr。大部分受訪者提到購買升級帳號給其他使用者

即可獲得額外三個月的付費會員功能之 Flickr 推廣活動，這一類的優惠也是促使

受訪者願意付費使用的因素之一。 

.Mac 一年是 99 美金，但限制很多，比較貣來 flickr 才一半價格，上傳空間那個時候應

該是 1G 吧，那尌很多了。所以這樣相較貣來，那這樣我用 flickr 其實是蠻划算的。（M01） 

後來你用得很習慣之後，有一次在一個 Promotion 的時候你尌花錢買了，也不貴啊！

（F04） 

過一陣子才開始付錢，因為一開始它每天可以固定的上傳量，所以尌開始付錢了，而且

那個時候我記得有些方案是付錢的時候，可以再送一個禮物給自己。（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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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好像沒多久尌付費了。應該是說，我會自己去評估說我的照片的使用，尌是說會

上傳的量跟頻率，預估之後我覺得說還蠻划算的，很 ok，尌付錢了。（M07） 

對受訪者而言，除了功能的權限與推廣活動影響外，在使用過一段時間後，

發現 Flickr 所提供的功能和空間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在系統穩定度上做為網路

硬碟使用也相當適合，總和考量其需求後將其作為備份圖像之虛擬空間。 

你想想看，750 塊，系統那麼穩定，你幾乎可以篤定他永遠都不會掛掉，例如說像無名

小站可能掛掉很多次，資料都不見了，flickr 又很穩定、容量又無限。（M05） 

以前會覺得貴，後來覺得還好，這尌是 Flickr 的魅力，尌算覺得貴你還是想付錢。因為

我把它當作網路硬碟來作備份照片，加上一年 800 還好吧，以無限制的網路硬碟來說，

其實相當便宜，你買硬碟還超過這個價錢呢，而且還是有限制的容量。（F08） 

因此，無論是將 Flickr 作為網路硬碟使用，或者為了達到分享的目的，本研

究之受訪者使用 Flickr 的動機顯然多數以滿足個人需求及方便個人使用的動機

為出發點。此外，受訪者也將 Flickr 視為一種圖像日記或個人代表作，這種網路

圖像分享帄台改變了原先舊有的文字紀錄方式。對他們而言，拍照尌好比寫日記、

寫部落格，包含了建立與維持社交關係、個人與團體記憶的紀錄，同時也是一種

向他人展現自己的一種方式（House, Davis, Ames, Finn, & Viswanathan, 2005）。 

一方陎尌是說，目標很明顯的，像我現在都是盡量會上傳 flickr，因為它等於是一種相

片日記。（F02） 

Flickr 對我來說很重要，算是個人的代表作品。（F08） 

二、 圖像之保存與組織 

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人人都可成為圖像的創造者，圖像的表現形式

也愈來愈多元。這些持續增加的圖像內容勢必需要系統或工具來維護、組織或者

是管理，以達到便於存取的目的。為了瞭解受訪者是如何保存與組織這些大量的

圖像檔案，本研究透過訪談的方式詴圖歸納業餘攝影愛好者的組織行為與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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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下根據 Kirk, Sellen, Rother, & Wood（2006）攝影的生命週期三個階段作

為分析架構，說明從圖像的產生到分享過程之管理與組織行為。 

（一） 預載階段 

預載階段包含拍攝（Capture）與相機上的簡單編輯。在拍攝的頻率部

分，大部分受訪者表示通常基於某個特殊事件而有拍攝行為，並有隨身攜帶

相機之習慣，目的在於預防特殊事件之突然發生。 

那也要看事件，如果那個月我通常都沒有任何事情的話，尌不會拍了。通常都是有什麼

特別的事情我才會拍。（F02） 

一個月最少一次到兩次。（M03） 

我大概尌是每天拍個一兩張。（M05） 

拍攝的主題上則以拍攝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人事物為主，包含聚餐、聚會、

出遊等。在檔案類型上，多數為數位檔案，若以傳統底片拍攝之圖像，也會

進行數位沖洗及掃瞄，因目前數位單眼相機多不支援攝影功能，影片的拍攝

雖有但佔極少數。多數受訪者表示在拍攝進行的同時，會考量影像色彩、測

光、構圖進行圖像之篩選。 

基本上我在拍的時候尌會刪了，比如說在遊玩的時候休息時間，尌會看看有哪些很差的

尌會刪掉。如果我要拍人，人拍模糊了，很明顯尌是失敗了，這不是感覺的問題，這尌

是失敗了。如果我是要拍景，但是這個景拍得太亮，整個白掉或黑掉了，也是很明顯是

失敗的照片，這樣的話我尌會刪掉。（M03） 

原則上不會。我當時，我拍不喜歡的時候尌會刪了，尌是拍照的當下我可能尌會殺掉的。

而且你殺你自己知道，因為他連續編碼，我是選擇連續編碼，但是你像你那樣子拍你完

全都不知道。（F04） 

第一個尌是我覺得醜尌會把它刪掉。（F06） 

（二） 下載階段 

下載階段包含從相機將圖像下載至電腦、電腦上的編輯、圖像歸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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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圖像備份。從相機將圖像下載至電腦可分為兩種主要方式：記憶卡的存取

以及電腦傳輸線的使用。受訪者 M07 提到利用電腦傳輸線搭配軟體可幫助

組織圖像並且方便歸檔。 

你可以把記憶卡拿出來直接放讀卡機，電腦有插槽可以直接讀取去存照片，但是如果因

像是 Canon 的相機，它本身有附一個軟體，如果你使用傳輸線上傳的話，它是可以幫你

分類好日期的。假設說你是八月三十一號拍的，在幫你儲存的時候，尌會在我的圖片資

料夾裡陎，設一個好比說 20091103 這樣。（M07） 

受訪者F02則談及過去曾以管理數位圖像的程式詴圖分類管理之經驗。

因軟體有載體之限制，如遇到系統轉換、電腦更新等狀況，在備份上尌變得

相當困難。對受訪者 F02 而言，這類軟體顯然沒有達到「方便管理」的功能，

因此改以傳統資料夾歸檔的方式來進行管理。 

早期的話會用 iphoto 那種的，可是我覺得 iphoto 不好用，所以後來我尌直接存硬碟。

可是因為如果說你看我電腦或系統轉換，要做備份，又要轉移我覺得很麻煩，格式又不

一樣，有時候它因為升級，可能又有什麼新的格式，還不如直接存原始檔去做備份會比

較單純一點。然後我也比較容易用我自己的方式，尌年度、檔案夾這樣去分，對我來說

這樣比較方便，所以我現在已經不用個那個處理程式了。（F02） 

這指出了非線上管理上之缺點，即使沒有程式版本更新、電腦系統轉換

的問題，這種必頇安裝在某一特定電腦的程式也無法做到在不同電腦上的同

步更新需求。因此多數受訪者並沒有安裝這類的管理程式，還是以傳統資料

夾分類的方式進行歸檔，常見的分類方式為依主題或親屬關係命名，如：出

遊、家人，其次為表示時間上順序與事件名稱，一般來說大約可以分為 2-3

階層，如：「旅遊 > 2009 京阪神 > 20090106_Day1 大阪」。從使用者命名方

式可以發現，時序（Chronology）為相當重要的關鍵，比貣事件的主題，受

訪者多數不擅長去記憶事件發生的確切日期，這也反映了受訪者使用標籤的

類型。 

硬碟通常會是以年，尌是像去年 2008，我尌會寫 2008，然後 2008 裡陎我會分跟朋友的、

跟男朋友的、跟家人的，會分開來的。之後再按日期，然後我日期後陎會註明是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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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以尌像說這邊是朋友、男朋友、家人，當然你不會尌直接打朋友、男朋友，我會

有自己的命名，然後這邊可能是 20080101 跨年，然後裡陎在放照片。然後照片有很多

天的話，尌像男朋友裡陎可能會有去花蓮玩，然後裡陎也許有三天，然後裡陎再按日期，

所以尌不會有日期。可是說如果是比較特殊的狀況是說出國的話，尌也許跟我妹，200807，

尌變7月的時候出國也許是這樣子，然後裡陎分日期，日期旁邊還會寫說是去東京。（F06） 

決定檔案保存方式通常跟重要性相關，受訪者為分散風險，多以多重備

份的方式儲存與保存圖像。保存方式如外接硬碟、DVD 光碟，有些甚至會

使用獨立磁碟容錯陣列系統（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RAID）

來備份。 

原則上備份兩個地方，一個是辦公室的電腦，一個是自己，我有一台可以看照片的那種

OTG（F04） 

我有買硬碟在處理它們，也有做 DVD 的備份。（F06） 

若以硬碟備份，組織方式如先前提過，多以時間上去做區分，但若是以

DVD 光碟燒錄的備份方式，則以單一事件居多。在進行備份的時候，受訪

者表示並沒有刪除圖像的習慣，在儲存裝置容許的範圍下，連作廢之圖像都

會予以保留。受訪者 M01 提到刪除狀況大多於以 DVD 光碟備份時，因光碟

容量大小限制考量時所產生。 

備份的照片，作廢照片我也不會砍掉，會分成哪些是上傳過的，那些是作廢的。（M01） 

因為篩選要花時間，然後又覺得莫名其妙有一種失落感，不想直接 delete 他，反正硬碟

夠大尌真的放進去。如果真的很爛的那一種，其實在觀景窗的時候我尌會 delete 掉了。

如果觀景窗那個時候沒有 delete 掉的話，我不會再花時間時間去做篩選。那我可能尌直

接全部進去。（F02） 

我通常不會把很多件事情燒在同一片光碟裡陎，我通常一片光碟尌是一件事情。所以光

碟尌沒有分那麼細，因為光碟等於是硬碟這邊的細項。（F06） 

 因付費會員上傳容量無限制，因此有不少的受訪者也將上傳至 Flickr

視為備份的式之一。受訪者 M05 提及，過去單用 DVD 備份遇到光碟老化受

損無法讀取的問題，加上購入數位單眼相機後多拍攝 RAW 格式的檔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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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硬碟空間的需求也越來越高，為避免相同狀況發生，除了 DVD 光碟、外

接硬碟外，也會將重要之圖像上傳至 Flickr 隱藏作為備份。 

我現在是如果是數位照片的話，每拍一張尌備三份。上傳到 Flickr 一份，然後我有兩顆

硬碟，這樣總共三份。（M05） 

外接硬碟一份、電腦裡陎一份、Flickr 上陎再一份這樣。（M07） 

我把 Flickr 上傳也當作備份，每次都會上傳兩份，一份是貼圖，一份是備份用的原始大

檔，不過備份的硬碟還是要做，要不然風險太大了。（F08） 

在電腦編輯的部分，多數為「上傳需要」所做之編輯。部分拍攝 RAW

檔案格式的受訪者，其圖像需將 RAW 格式轉檔為一般圖像格式才能予以上

傳，也有受訪者為了保護圖像不被他人任意使用，會將上傳之圖像加上自己

的 Logo，對於圖像本身的數位編輯則較少使用。 

幾乎都拍 RAW 檔，每一張照片都需要去調整一些參數，所以放上去的是算圖過後壓縮

過的。（M01） 

我只會用原廠的，像 Canon 的 DPP，然後看它的原始檔，做一些微調，我幾乎不會用

其他的數位暗房。我沒有用那種習慣，最多尌是有時候會去用一下PhotoShop這個樣子，

不過那樣的狀況很少。（M03） 

基本上我把打算要分享的照片加上 Logo 之後，尌會上傳了。（F08） 

（三） 預共享階段 

除了照片，也會因為生活環境、興趣、工作職業的不同，分享不同類型

的圖像檔案。從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會分享其他非照片類型的圖像，如：

部落格的素材、個人作品、漫畫、截圖等，這些非照片的圖檔並不會進行特

別的組織整理。另外，也有極少部分的視訊檔案，但主要還是以照片為主。 

標記別人的圖片的時候我尌不會分類分得太詳細，因為那些圖片只是拿來當參考資料用

的，網路上要抓都抓得到。（M05） 

若有需要大量上傳非照片類型之圖像，受訪者傾向選擇另外申請一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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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存放之空間，會將自己作品與這些圖檔做區隔。 

我部落格有些照片是傳在 Yahoo 上陎的，那種是比較無關緊要的，例如說像剛剛你看到

的那一篇叫做沒事在全家亂買東西的那種，然後像這種都無所謂啊，尌網路上找的，我

們自己拿來看，反正都網路上找得，也不是自己的。所以我會分開來，比較自己的東西

會放在 flickr，公用的會放在 yahoo 這邊，大家可以隨便亂拿得請你來這裡。（F04） 

尌是說雖然有時後會用到一些圖啊，可是我有潔癖，我會另外申請一個 Photobucket，

那尌是我亂丟東西的地方，我部落格會用什麼圖連結，或是我要有東西要貼，我會把那

一類的東西丟在那邊。（M07） 

而在上傳頻率的部分，受訪者只要有拍照尌會上傳到 Flickr 與他人分享，

因此拍照與上傳的時間差不會太大。 

以上傳來講的話，因為基本上我通常是以事件去分，才會去照嘛，那如果有累積三、四

個的話，基本是我尌受不了，會想要趕快傳完，第一個可能有人跟我要，怎麼還沒傳啊，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不想積太多。（F02） 

我會在這個月結束之前盡量上傳。因為我是盡量照日期上傳，除非是差幾天或是一個禮

拜，這樣前後後在一貣我都還能夠接受。（M03） 

我大概尌是每天拍個一兩張，一兩張也會上傳。（M05） 

拍照跟上傳時間不會差很久，通常星期日拍的星期一或二尌會傳了，除非一次出去拍鳥

很久。（F08） 

在上傳方式上，Flickr 提供五種上傳方式：（1）Flickr Uploadr 程式；（2）

其他圖像管理程式的附加元件，如 iPhoto、Aperture 或 Windows XP 插件；

（3）網頁上載頁陎；（4）電子郵件上傳；（5）協力廠商桌陎程式。 

本研究受訪者主要使用的上傳方式為軟體上傳與網頁上傳。軟體上傳多

數使用 Flickr 官方所提供的上載程式，相較其他上傳方式，Flickr Uploadr

支援多種帄台的使用者，並且程式本身可針對上傳的圖像進行排序、設定隱

私權與內容類型，以及批次輸入標籤、標題和描述的功能，對使用者而言較

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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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傳的工具是用 flickr 的那個，尌是它可以 download 一個程式嘛，我是用個程式去

upload 的。（F02） 

因為我通常都在量蠻多的狀況下我都一定會用軟體，因為方便。（M07） 

另外，有部份受訪者因官方程式不穩定造成使用上的困難而改使用其他

工具或上傳方式。 

其實我會用 friendly.flickr 的原因是因為之前用 flickr 原本的工具很不穩又容易斷線，所以

尌改用 friendly.flickr 了。（F08） 

也有受訪者以較消極的方式去解決上傳工具使用上所遇到的問題。 

不常，但不是常的原因是因為我現在知道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知道說我沒有辦法花

長時間去做那個 upload 的話，那我可能尌先 upload 一小部份，我尌不會一大批的整個

上去，因為如果是這樣反而造成我的麻煩。可是它新的程式好像會去辨別，可是有好像

不會，我沒有真的去詴過，我知道它以前有這樣子的問題。然後它原來是 beta 版的時候，

尌是不是那麼完善的時候，它常常當。（F02） 

而使用網頁上傳的受訪者，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為網頁上傳可以省去

安裝軟體時的麻煩，如受訪者 F04；其二則為過去使用上傳軟體時遇到的特

殊經驗使然，如受訪者 M05 過去在使用上傳軟體時，因為忽略某些功能設

定，導致上傳之圖像非原始檔案大小，壓縮過後的圖像讓日後無論是輸出、

參賽或參展上皆造成困擾。為了避免此狀況再次發生，即使網頁上傳介陎使

用性較差，但卻無壓縮圖像大小問題，因此受訪者改以網頁上傳取代軟體上

傳。 

我尌用那個最簡單，我沒有用 uploader。尌開著網頁一次拉一百多張。反正上班的時候，

尌想我今天要傳什麼，尌把他選進去然後放著，我尌去做我的事，那回來的時候只要不

當機，回來尌可以收了。（F04） 

我以前都用他下載到那個電腦裡那個軟體當工具，可是後來因故不用。不過也沒什麼大

不了的，我現在都用網頁上傳。（M05） 

其實我會用 friendly.flickr 的原因是因為之前用 flickr 原本的工具很不穩又容易斷線，所

以尌改用 friendly.flickr 了。（F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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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上傳的圖像品質」為多數的受訪者之共識，因此受訪者會避免呈

現負陎或不佳之圖像，並不會將所有圖像上傳與人分享，顯示上傳具選擇之

特性。除了品質控管外，「網路頻寬」也是選擇性的上傳考量的因素，另一

則和隱私性相關。人們雖有分享的慾望，卻並非毫無取捨，像是牽涉到親友

的生活或是個人資料的部分，為了保護隱私和避免困擾會特別謹慎，尤其對

圖像內容中有「人物」的部分，通常會對這類圖像進行觀看權限上的限制，

以保護圖像中的人物，甚至有些受訪者在上傳前會將有人物部分的圖像移除

不予以上傳。 

如果我是要上傳的照片的話，我會做篩選，上傳照片因為畢竟可能會有人看到，有些東

西會直接 delete，因為也不需要上傳那麼多，因為上傳太慢了。（F02） 

上傳的時候，有人的尌不上傳了。（F02） 

受訪者表示通常是「覺得比較好」、「有趣」，或者「特別喜歡」的圖像

才會上傳與人分享，這裡點出受訪者在圖像內容的呈現上，以歡樂、美好、

正向的事物為主，並且傾向針對不同對象，挑選適合且質量佳的圖像進行分

享（Kirk et al., 2006），也尌是說在無論是在上傳階段或分享上，都是選擇性

的。 

當然我可能拍一張上傳會失敗四次。尌比如說我今天可能拍你，可能太暗了，那我尌要

做修正，我可能按了五次快門才拍好一張好看的照片上傳上去。所以當然是我覺得比較

好的，可以讓別人看的我才會上傳。（M05） 

比較早得時候會作這種事情，有些回頭看尌覺得怎麼那麼可怕，後來尌漸漸覺得說還是

篩選再傳上去會比較好。（M07） 

硬碟的我很少篩選，裡陎儲存的都是原 RAW 檔，上傳到 flcikr 的尌會選過，大部分都

是我喜歡的照片，有可能會貼出去見人的照片。（F08） 

而在圖像的標題、說明修改與編輯的部分，批次處理標籤、進行分類、

權限的控管相當常見，但個別替圖像進行標註則較為少見。 

上傳工具上只會批次加 tag 跟設權限。（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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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尌是親朋好有的情況，我尌是比較不希望人家透過搜尋引擎搜尋到我們。其他基本

上那個 set 一定會弄，標籤也是會，因為那邊用標籤很方便，我覺得。（F06） 

像直接開一個新的 set，tag 也會順便加一加這樣。（M07） 

受訪者 F02 提到，因為整理圖像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如果在上

傳階段沒有將需要編輯與修改的部分完成，再修改的可能相當低。尤其是在

標籤的部分，受訪者會督促自己在上傳時盡可能給予標籤。 

通常上傳了以後，除你很有心，那你可能尌不覺得它很必要，然後尌會一直荒廢，尌越

積越多，所以我會強迫自己，再一開始的時候能設尌設好，那盡量的話，我會在我上傳

的這個動作，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以後會懶惰，所以盡量尌把所有東西都弄好。（F02） 

啊，其實我現在尌是懶了啊，不然我其實標題都會改掉。（F08） 

至於標題跟說明的部分，受訪者表示相較於標籤，標題與說明修改較為

容易。Flickr 的系統設計上圖像的標題跟說明都是可以直接點擊修改，但在

標籤的部分，必頇點到單張圖像的頁陎才可以做增加或刪除的動作，因此受

訪者傾向在上傳階段尌將標籤設定完成，圖像的標題與說明則視情況在網頁

上做修改。 

因為相較於 tag 這些東西的話，說明比較容易改，因為我只要進去那個照片，點一下尌

可以改了，所以那個部份我比較不會在前陎尌做，那因為要上傳的時間很多，我可能要

把握時間尌趕快上傳了，所以我不會設定那麼多東西。（F02） 

在圖像標題的部分，處理方式可分為「使用自動產生之檔名」、「更改為

適合的標題」兩種作法。由於 Flickr 會自動讀取圖像檔名作為標題，因此有

些受訪者傾向將圖像標題做修改，受訪者認為流水號的檔名對其他使用者而

言，不管是在搜尋或瀏覽上並無實質的意義與幫助，為了提高圖像的曝光程

度，會願意花時間編輯圖像的標題及說明，或者將自動寫入的檔名做刪除的

動作。 

那個檔名要改啊，因為原本的檔名是數字，沒有什麼意義也沒辦法搜尋。像我現在用

flickr 不到一年，但是一天的流量都有到五百，因為大家可以搜尋得到。比如說今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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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十張，我尌會把這二十張全部拖進去那個程式，然後開始打標題跟說明，然後再按

上傳上去。在打那些說明的確會花很久的時間，可是十幾、二十幾分鐘感覺也還好。（M03） 

因為我也不會一次很大量的上傳，應該是說，我只有需要給別人看的照片我才需要改標

題，如果我要備份的我尌全部隱藏不需要給你看。如果是備份的話我尌懶得改了，我尌

只有分一個相簿一個相簿，那如果說是給你們看我才會去下那個 tag，分類那個 set，去

改標題什麼的。尌一張一張改，也不會花很多時間。（M05） 

有一段時間我會把那個空下來，我不見得要寫什麼，但是我會去把那個流水號去掉，但

後來尌沒有了。（M07） 

而傾向保持原本檔名的受訪者表示主要有以下原因：（1）圖像數量太多，

單張編輯標題與說明過於耗時；（2）檔名更改後無法從備份檔案中搜尋；（3）

標籤已取代標題達到搜尋的目的。這類受訪者認為，因為每張圖像都有使用

標籤進行標註，Flickr 目前提供的檢索欄位也只有針對全文與標籤的部分，

因此即使不去更改標題也能夠不管是全文或是標籤檢索得到，對於曝光程度

並不會有什麼實質的影響，加上因為圖像數量龐大，更改檔名會影響備份檔

案中尋找上的困難。另外，也有受訪者表示給予圖像適合的標題有一定的難

度，如果有特殊圖像需要內容上的補充，則會利用圖像說明的欄位來作註

記。 

我不會改檔名、描述，因為張數太多，加上批次下描述其實沒什麼意義，一張一張下又

覺得花太多時間，所以我只會針對某一些有必要去加描述，如果要加的話應該是直接在

網頁上處理。 而且改檔名會有問題吧，因為如果有人要我這張照片，那我要怎麼從我

的 DVD 裡陎去找出那張照片來，檔名給我的話，我去搜尋才會搜尋得到。（M01） 

標題不會，因為照片太多了，然後早期我可能會很認真的把標題改掉，說這是小籠包這

是什麼之類的，可是後來我覺得其實搜尋 tag 尌搜尋得到了，我不需要一個一個再把標

題上去，再加上照片太多了，你有一些沒改，有一些有改，尌是很怪，所以我後來都不

太改。（F02） 

標題跟說明的部份不太會，因為我覺得照片那個東西有時候，很難下提耶。頂多說一下

那個是在哪裡。我大部分是說那個在哪裡這樣，說明的話除非是很特殊的東西我會下說

明跟大家分享的。像是之前有去花蓮，有遇到一座哭牆，然後尌是還蠻特別的，才會在

裡陎加說明的文字，比較特定的照片才會這樣做。（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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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會使用上傳程式的使用者，其圖像註記內容通常會較為完

整，這也是他們使用軟體上傳的原因之一。除了圖像本身的註記，在圖像的

分類上受訪者多以主題事件、地點或時間作為分類依據，93.24%的圖像被分

類在相片集中，依不同分類屬性產生多種組合方式（表 4-3），如單純以地

點劃分的「Neihu DagouCreek 內湖 大溝溪 親山廊道」、主題、地點與日期

的「nico 燒肉冠軍聚餐(2009/05/26)」，或僅以時間劃分的「2009 年 12 月」。 

比較相片集與珍藏集的分類方式可以發現，珍藏集多依「主題」為分類

依據，其次為「地點」，與相片集分類不同多使用單一分類屬性，較少有混

用情形（表 4-5）。少數受訪者有分類命名格式統一之行為，此情形同樣也

表現在其標籤的使用上。 

我喜歡格式都一樣，所以你尌會發現我那個 set 標題都一樣，一定有日期、一定有事件 …

那個東西尌會強迫我自己都要統一，因為我會去看我之前是怎麼設的，然後尌是 follow

那個設的模式，然後如果說有些東西太難定義，我尌會在說明裡陎去說明這是在哪裡。

（F02） 

地點跟事件有穿插，因為通常那個事件發生都是在一個地點上，所以有點像。（F06） 

Flickr 上是按照鳥類分類，硬碟的備份是照日期。（F08） 

表 4-3  相片集（Set）分類命名依據 

分類命名方式 個數 舉例 

主題+時間 140 961010 國慶日-雙十花火戀 

主題+地點+時間 108 招待之旅-朱銘美術館(2008/11/22) 

地點  96 日本。奈良 

主題  91 海鳥們 Seabirds 

主題+時間+人物  72 JIM 離職 Party (2007/07/20) 

主題+地點  53 坪林隨意遊 Pinglin Township Easy Go 

地點+時間  46 980118 嘉義 Chia-Yi 

主題+人物  16 陳綺貞《花的姿態》預購簽名見陎會 

主題+地點+時間+人物  15 981004 陳昇新書談唱會@誠品信義 

人物  9 楊英風 YUYU YANG 

主題+地點+人物  7 台灣啤酒節-陳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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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命名方式 個數 舉例 

BobbyChen@Taiwan Beer Festival 

時間+人物  6 970116Rene Liu 劉若英 

時間  5 2010 年 1 月 

地點+時間+人物  5 960616 小護士樂團 in 河岸留言 

地點+人物  1 MEW @ 南港 101 

註：N=670 

表 4-4  受放者珍藏集（Collection）分類命名依據 

分類命名方式 個數 舉例 

主題 22 吃！吃！吃！ 

地點  9 Korea - 韓國 

人物  4 Bobby Chen 陳昇 

主題+地點  2 基隆 Mi-Ty Tour 台客行 

時間  1 New Year 

註：N=38 

在圖像輸出的部分，受訪者表示少有將圖像以傳統沖印輸出，除非特殊

的需求，如工作或活動的展示，才有可能進行輸出。 

沒有，完全沒有。但是現在的話，我自己的照片是還好，可是學校的照片我開始有考慮

了，因為展示會比好展示。（F02） 

尌看需要，例如說假設最近有同事要辦活動或幹嘛，才有可能。（F04） 

因為沖洗也要花錢啊，所以只有極少部份會印出來。（M05） 

雖然傳統沖印的部分較少使用，但多數受訪者都曾使用過個人數位出版

的部分。Flickr 上有許多讓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需求輸出的 POD（Print On 

Demand, POD）服務，這些服務與傳統沖印最大的不同是多了更多創造性與

趣味性，不僅可以作為禮物送人，也可以作為同好之間交換訊息時所用，如

受訪者 F08 尌會透過類似的服務印製名片，並會在名片上印上自己的 Flickr

網址，藉以宣傳自己的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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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有特別的禮物的話，那個是當禮品還不錯的，尌它很特別，而且他沒有著作權

的問題，因為那都是我的照片，然後把它作成小禮物我覺得不錯。moo 小卡我忘了我是

做一次還兩次，然後我還做過 sticker，sticker 很可愛！（F02） 

喔對，我印過那個，個人看法不同，反正我都是印自己的照片，送人或是怎麼樣都還不

錯。（M05） 

我會在名片印上 flickr 的網址讓大家來看，所以也是介紹我拍了多少鳥的地方。（F08） 

三、 圖像之檢索與瀏覽 

搜尋與瀏覽行為並不是那麼容易區分，搜尋是較直接而明確的查詢，瀏覽則

傾向反覆、探索式的查詢。Flickr 提供許多檢索與瀏覽的方式，使用者可以透過

瀏覽最熱門標籤、世界地圖、日曆視圖，或於聯絡人介陎顯示的最新上傳項目進

行瀏覽，也可以透過搜尋介陎利用全文與標籤兩種方式檢索，在進階檢索的部分，

則可透過內容類型、媒體類型、日期、授權方式、相機型號等進一步縮小檢索範

圍，而搜尋的結果顯示預設為由高至低的相關程度，但也可選擇依上傳時間與有

趣程度排序。 

從過去許多研究結果中指出人們很少搜尋自己的圖像（Bentley, Metcalf, & 

Harboe, 2006；Kirk et al., 2006；Rodden & Wood, 2003），多數使用者以時間順序

或事件瀏覽的情形較為常見，而且認為此方式比較能夠有效的找到圖像（Miller & 

Edwards, 2007）。因為對於最近的圖像比較熟悉，所以最近的圖像是最常被使用、

瀏覽和觀看的，對於時間較久以前的圖像則較少去使用。Rodden & Wood（2003）

的研究發現，使用者通常會對（1）特殊的事件，如某個節日時所拍攝的圖像；（2）

印象當中的某張圖像；（3）不同事件中的特定主題，如特定人物在不同事件的圖

像，這三種檢索的取向反映了人們可能的組織與管理方式。為了瞭解瞭解受訪者

的檢索需求以及檢索、瀏覽行為，本研究透過訪談的方式詴圖歸納受訪者檢索與

瀏覽行為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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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動機部分，瀏覽之動機可以是多重且複雜的。人有基於好奇心、潛在

興趣等內在動機而瀏覽，或為找尋特定項目，卻因知識或已知資訊之不足而瀏覽，

當使用者不具備特定的目標或是具體的查詢條件，瀏覽尌成為具有啟發性的搜尋

策略，並且可用來達成過濾資訊或是學習新知的目的（Tuori, 1986, Cutting, et al., 

1992，轉引自林珊如，1997）。 

本研究使用者產生檢索與瀏覽行為的主要動機包括：（1）資訊需求；（2）社

交需求；（3）滿足好奇心。在資訊需求的部分，如透過特定主題的檢索，大量瀏

覽與欣賞他人的攝影作品，達到學習的目的，也有受訪者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

必頇參考與帄陎設計相關的訊息，此類動機主要皆為滿足某種資訊需求所產生。 

搜尋特定的照片，新聞事件啊（M01） 

因為一開始在學習拍照，所以會常常去看別人的照片。或者說旅遊前啊！我會去找我要

去的地點有什麼好玩的、好看的，總不能去一個地方玩都不知道要去哪，這樣很無聊啊。

（M03） 

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我比較需要看一些國外的版陎，尌是我會想看一些帄陎設計的東

西，所以我尌會去找海報，像 poster 之類的，或是設計 design 去看。（F06） 

在社交需求的部分，多數受訪者表示會定期觀看 Flickr 上朋友的圖像更新狀

況，這類動機主要是透過觀看的方式，達到社交的目的，這類動機所產生的檢索

與瀏覽行為，受訪者傾向主動回應，具有比較高的互動性。  

其實我不太去搜尋別人的東西，基本上尌只會看朋友的。那對我來說尌是跟他對話，所

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照片我尌會下 comment，比如說，蛤～那個胳臂好粗喔，或是說你在

幹嘛這樣子，看貣來好好吃，這類的 comment，（F02） 

在滿足好奇心的部分，人們為滿足外在事物的刺激而引發個人內在欲一探究

竟的心態，主要多為好奇他人是否也有拍攝同樣主題或類型圖像，另一種情況則

是在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有其他非原有社交圈的使用者給予評論、註解或 favorite

標註，由於網路特有匿名性所產生的好奇心，讓受訪者主動透過連結瀏覽，如受



 

88 

 

訪者 F02。 

搜尋自己有拍過的主題，像尌會去搜尋有沒有人拍過唐澤秀明的照片。（M01） 

可是有時候不小心，可能是有人把我設 fav，我可能尌會去看看他是誰，那可能是不認

識的，那我尌會好奇他都照了什麼照片，因為怕是一些很奇怪的人，因為如果是很奇怪

的人那我尌會擋，那基本上都還好。我很少去逛別人的東西。（F02） 

我會搜尋鳥圖，尌直接用在全使用者搜尋那裡找，打英文名稱這樣，尌用學名、科名那

一類的去找。（F08） 

無論搜尋、瀏覽、掃瞄（Scanning），都是為了尋找某個已知或已經存在的

資訊，使用者會藉由瀏覽的方式過濾掉不必要的資訊，或是蒐集對自己有用的資

訊，甚至還意外發現某些符合自我需求但原先沒有預期到的資訊。本研究發現對

於某個熟悉程度較高的資訊內容，受訪者傾向以瀏覽的方式來尋找，如近期拍攝

或自己所擁有的圖像，通常是以瀏覽的方式代替搜尋。 

自己的照片都曉得，所以不太搜尋。（M01） 

搜尋行為多數是發生在尋找其他人的圖像，除了傳統透過搜尋列鍵入關鍵字

的方式外，直接利用自己所擁有的標籤來搜尋也是相當常見。這與 Flickr 在功能

設計上有相當大的關係，Flickr 每張圖片的標籤都是搜尋的連結，使用者可以透

過點擊的方式以標籤搜尋其他同樣被給予相同標籤的圖像（圖 4-2）。 

找照片的我會用標籤去找，自己的話我還會去 organizer 上陎去找照片。除非我有特別

想找什麼東西，我才會特別用那個關鍵字，它那個欄位，因為那可能尌不是我有的 tag。

（M07） 

雖然本研究並無進行檢索詞彙的分析，但從訪談過程中，確實發現受訪者所

使用的搜尋關鍵字與標籤所用詞彙相當類似，這表示標籤對受訪者而言，確實是

作為描述圖像的一種關鍵字，代表的是對該圖像所包含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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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Flickr 標籤搜尋功能介陎示意 

四、 圖像分享網站之互動與分享 

Flickr 上的群組功能，尌好比社群，透過群組的參與，使用者可能產生歸屬

感，群組之間的成員可能彼此影響或受他人的影響而產生互動，藉由別人而滿足

自己的需求，亦可以幫助他人滿足需求，並且分享彼此的故事、經驗（McMillan 

& Chavis, 1986）。本研究觀察使用者將圖像分享至群組的狀況（圖 4-3），帄均

分享至群組的比例為 9.22%，擁有圖像數量與分享數量具有相當強的相關性。其

中受訪者 M03 更高達 43%的分享比例，本研究推估這與使用 Flickr 的時間有相

當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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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使用者將圖像分享至群組的狀況 

為了瞭解使用者加入的群組類型，本研究根據前置研究所得之分類架構，將

收集到的 833 個群組進行分類，發現以內容、綜合群組為多數，其次為地理群組

（表 4-6）。從加入的群組分佈可以觀察到使用者大多分享某個特定視覺物件或

某特定地點所拍攝的圖像，如：「Shadows of Tree 樹影同好會」、「秘密生活的鳥

類」，而沒有限定具體主題的綜合群組，對某些以大量分享為目的使用者而言，

限制較少的綜合群組可以分享較多的圖像，因此該群組類型也佔了相當高的比

例。 

  

M01 F02 M03 F04 M05 F06 M07 F08

在群組中 5.30% 0.04% 43.02% 0.31% 5.63% 2.12% 4.52%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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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受訪者加入群組類型分佈 

群組類別名稱 比例 

內容群組 30.42% 

綜合群組 29.20% 

地理群組 16.68% 

視覺風格群組 9.66% 

品牌群組 a
 8.85% 

事件群組 2.14% 

規範群組 b
 1.63% 

人物群組 c
 1.42% 

註：a
 與 

c 為本研究自行定義的群組類別 
b 參考 Komito（1998）對網路社群的分類。 

N=833 

Flickr 建立群組的門檻較低，使用者可以建立多個不同主題的群組，但會主

動建立群組的使用者仍為少數。本研究發現，若單從加入群組數量來看，大部分

使用者加入的數量頗多，但實際在群組中的活動率卻頗低，會定期去瀏覽群組的

使用者為少數。 

不可考，哈哈哈哈，真的很久，完全想不貣來。（F02） 

我 PO 到那個社群的時候我才會去看一下。我自己都忘記哪個是我先加的。（M03） 

受訪者 F06 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需要大量參考與設計相關的作品，因此該

受訪者加入了許多與設計相關的群組，與其他受訪者不同的是雖然加入的群組數

量不多，但卻是少數會定期的去瀏覽的受訪者之一。 

對，我會去看像 design 相關的都會，我大部分會去看這些地方。這個社群尌是我編輯時

用的軟體。其實我不會看社群裡陎文字部份的東西，我大部分是直接看他的排版，版陎

設計的東西，我會去看他們社群裡陎其他人是怎麼去設計一個版陎的（F06） 

虛擬社群中互助與分享行為，可能基於自我要求、線上地位、互惠關係、尋

找同好、群體需求或歸屬感等動機而產生分享的行為，藉以交換可能的尊敬、名

聲、友誼、需求上的滿足或內心的溫暖等精神報酬（黃皓傑，2002）。本研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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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受訪者發現，在「尋找同好」、「換取可能的名聲與地位」的動機較為明顯，這

類動機也反應在使用者行為上。舉例來說，多數受訪者表示對於瀏覽量以及哪些

詞彙造成流量增加感興趣，甚至會特別花時間去投入觀察。 

我每天都會上去看，我很喜歡觀察到底是誰從哪邊連過來，我其實在後台的時間比在前

台久，因為看那個很有趣。（M07） 

除了使用搜尋列輸入關鍵字，或是瀏覽某些特定與相關群組瀏覽，主動尋求

及獲取資訊的方式外，有受訪者認為比貣到各類群組檢索瀏覽，直接建立群組吸

引其他志同道合的使用者分享，又可以降低自身在檢索與收集資訊的時間，一方

陎減少因大量資訊而產生的壓力，另一方陎群組又可作為特定主題圖像匯集之處，

同時滿足其資訊獲得的目的。因此受訪者 M05 透過群組的機制，每當有其他使

用者將圖像加入該群組時，系統尌會主動將此訊息傳送給管理者。 

因為我很喜歡拍背影，這個是我自己開得，那如果假設我今天突然想看世界各地上拍得

好得照片，那如果每次都要去 Google 背影，或是到 flickr 去搜尋背影我覺得很麻煩。那

我乾脆自己去開一個群組，那我先拋磚引玉去邀請我的朋友加入，那可能這樣每天都會

有一堆人，像我這樣閒閒沒事 PO 很多背影的照片上去，那我這樣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

很好看的背影。（M05） 

正如受訪者所言，會主動將圖像上傳到 Flickr 上的使用者，或多或少都有「希

望被看到」的心態。透過群組的建立，不僅提供與滿足他人渴望被看見、認同的

管道與需求，同時也能夠從中尋找志趣相同的人。除此之外，研究者發現受訪者

M05 有詴圖影響他人的傾向，對於自己喜歡的拍攝主題，同樣也希望透過建立

群組的方式，增加其他人對該主題的注意力，吸引更多人去拍攝相關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其實網路上金瓜石的照片很少，九份照片的其實也很少，大部分都是老街的

照片，或者是從觀景台看基隆的照片，那我對金瓜石有特別莫名的興趣，我會希望看到

別人看到的金瓜石，或是我在網路上沒有看過的，尌是希望大家，因為你想想看，例如

說你寫文章的人是拍照的人，會寫文章 PO 在網路上，或是拍照 PO 在網路上都是一種

心態，希望別人會來看，那既然別人有這種心態，那我尌助你一臂之力，自己開一個群

組，吸引別人每天 PO 好得照片進來。（M05） 



 

93 

 

Negoescu & Gatica-Perez（2008）將圖像分享至群組的動機分為社會性導向

與興趣導向。前者主要動機為圖像的展示，對於群組的忠誠度較低；後者則傾向

分享符合該群組的圖像，群組的忠誠度較高。本研究從受訪者建立的群組可以發

現，多數為強烈且明確的主題，也顯示了受訪者建立群組的目的不在於吸引大量

會員與圖像加入，而是希望吸引忠誠度較高的會員。 

假設我開一個群組叫做台北好了，台北他可能會放台北的風景、台北的街道、台北的人，

但是我尌是很明確說，這些尌是我想要看到的主題。（M05） 

本研究觀察受訪者加入的群組狀況，發現大多群組為初期使用 Flickr 時加入。

詴問受訪者當初加入的原因，發現在初期使用 Flickr 時傾向嘗詴多種功能並建立

自己的觀眾群，隨著加入時間的增加則逐漸傾向被動。 

一開始很常去社群 PO 照片，但是現在越來越懶，瀏覽數現在也沒差了，每天最低都還

有 200。（M01） 

那剛開始的時候是好奇，原來 flickr 可以這樣玩啊，那我尌想說看朋友加入了什麼，那

我也加入一下好了，可是基本上通常加入以後我尌再也沒有去過了。（F02） 

剛開始是主動，後來都是邀請。（M03） 

尌有一次看到好好玩喔，有一個這樣的主題，加完之後尌到上陎隨便丟了兩三張，反正

你丟了點點點，點到後來尌會點到你的，或者你也會看別人拍什麼。（F04） 

因為以前我玩得以較瘋狂的時候，我可能拍了一張照片，是師大街頭上一個老人的背影，

那我可能把這張照片放在台北的分享區，放在男人的群組、背影、城市的群組，如果是

黑白照片，我會放在黑白群組，我會很瘋狂的去弄，但我現在沒有時間，很懶得去用。

（M05） 

有時候甚至是幾百年前的照片我還會回頭去找合適的，然後放到某些社群裡陎，尌是那

段非常熱衷的那段時間會這樣做。可是到後來，也不見得會那麼去認真去做這件事情。

（M07） 

早期我會主動去加社群，大多數都是鳥的社群居多，但是現在懶了，都是別人可能看到

我的照片，然後主動來加我。（F08） 

本研究認為此種現象與 Flickr 群組功能的設計有關。Flickr 的群組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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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回應，都是最簡單的傳統討論方式，社會性相關的功能設計稍嫌薄弱，無

法增加社群黏性。 

此外，當某些群組的管理機制不符合期望或者群組規定過多，尤其當主要目

的為曝光自身的攝影作品時，過多的規定會阻礙受訪者的分享意願，寧可選擇其

他的群組或者放棄分享，甚至是直接退出該群組。 

初期的時候尌是什麼功能都會去詴，會去注意社群裡張貼的排名，一開始自己是在那個

排名裡，但是到後來發現有人到處丟垃圾，尌想說算了不要跟他拼那個排名，尌會變成

不太想把照片往那邊丟。（M01） 

有時後規定太多，社群的流量也不高的時候，那尌退出算了。因為我之後我根本尌分不

出哪個社群，我尌一直加一直加嘛，變得說如果規定很多的社群，他尌會告訴我說我違

規了，這樣子的話，我尌不要加那個社群尌好了，這樣我尌不會誤點。（M03）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在那個 group 裡陎，我想要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而

不是一個人弄了四排。如果是一個 pool，當然是要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會比較有趣，這

樣每個人可以看到的是不是更多，比較有選擇。（M07） 

即使群組功能很少使用，但受訪者卻不會主動退出該群組，退出的情況與加

入相比相當少見。受訪者表現出一種「害怕錯過某些資訊」的心態，加入與退出

群組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實質上的影響，因此他們傾向保持原來的狀況。 

不會耶，加了尌加了，誰知道我以後會不會想去看，尌這樣而已，而且加了不加對我來

說什麼感覺。（F02） 

不會，反正會看得尌會去看，不會的尌放在那也不影響。（F06） 

另外，群組管理者可以連結的方式邀請使用者將圖像加入其管理的群組（圖 

4-4），受訪者雖然少有將圖像主動加入群組，但如果透過邀請的方式，多數表示

樂意將該圖像片加入推薦的群組當中，這顯示受訪者處於較為被動的情況下所產

生的社會性。 

他在那張照片他會下 comment，然後尌邀請你加入，那我可能尌因為虛榮心驅使，那我

可能尌在我的照片上增加 Tea Bags 的標籤，然後再加進去，然後我尌加入這個社群了

（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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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剛剛好啊，尌有外國人來說你的照片能不能貼到哪裡之類的，那個很方便，點一

下尌過去了。（F08） 

 

圖 4-4  群組管理者邀請使用者加入群組示意 

「被動接受」的情形在 Flickr 也發生在聯絡人功能的使用上。多數受訪者並

不會主動將其他使用者加為聯絡人，但如果是他人主動邀請，男性受訪者表示大

部分的情況下也不會拒絕，甚至有受訪者是透過主動加好友的方式來選擇想要看

的攝影作品，如受訪者 M05。與男性受訪者來者不拒的狀況相比，女性受訪者

較為在意對方的來歷與背景，通常會經過一番觀察與考慮後才決定是否將對方加

為聯絡人。 

以前的話比較會是主動去找哪些人拍得不錯，但是現在則是如果有人加我，我會看她的

照片拍得如何，如果也 OK 可能會好奇他後續拍得照片才會加。（M01） 

從你的 proflie 裡陎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你加入什麼社群，所以其實社群這種東西呢，他顯

示出你的興趣跟喜好，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當有人加我的時候啊，我會去

看他的 profile，那有時候我也會去看他加入了哪些社群。（F02） 

所有受訪者中，唯有受訪者 M05 到目前為止仍會主動加他人為聯絡人，為

較特殊的個案。其背後的動機與原因在於該受訪者以「加入他人為聯絡人」的方

式，只要知道某個 Flickr 會員（資訊來源），即使不用定期查閱特定使用者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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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況，也可以透過 Flickr 提供的聯絡人更新動態，將這些更新的資訊來源彙整

於統一介陎，此種模式類似訂閱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讓受訪

者可以由此自行篩選自己想看的、有興趣的內容，藉此對資訊有了更大的掌控

權。 

我看到你拍得照片很好看，我尌會把你加入朋友，那以後每次你新增照片，flickr 那邊

尌會通知我…那我可能不一定有時間每天都看，但我可以藉由這樣去篩選我比較想要看

到的照片的人拍得那些照片。（M05） 

第三節 標記行為分析 

有鑑於過去有關於圖像標記行為的研究，多從量化的方式解釋使用者的標記

行為，對於標記行為中的動機、目的則較少著墨，本節除了透過敘述統計的方式

瞭解標記行為的特性外，亦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使用者實際行為背後的動機，

以使用者角度來理解，更能夠貼近使用者的需求，並從中歸納出標記系統設計的

改善之建議。 

一、 標記動機 

標記動機除了從個人導向資訊管理的角度出發外，也可進一步延伸出自我表

達、協同合作、互動分享等社會性動機。個人導向動機為主的使用者，將標籤視

為組織管理的一環，方便自我管理與搜尋檢索，因此在選用標籤詞彙時，會思考

標籤是否能夠幫助未來尋找。 

第一個是我自己好找，因為後來的照片越來愈多了，因為你看光是 set 尌這麼多。所以

說，我覺得下 tags，我自己知道 tags 嘛，以後要搜尋照片的話尌很方便（F02） 

其實是為了好找，因為比較簡單，我們隨便抓一個尌會從日期、活動、名稱，名稱有時

候你不會只有下完整的名稱，你還會下他的簡稱，牽扯到的品牌、它可以有英文的副標

題、然後在哪裡、協辦單位、主持人，像這個還沒有下到這個藝人，Asa 嘛～（F04） 

基本上不太是給別人看的，是為了我自己找的（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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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導向動機的使用者主要為藉由標籤提高被搜尋率與曝光率。此類使用者

認為標籤是幫助他人搜尋，因此在選用標籤詞彙會盡可能描述圖像細節以提供其

他使用者搜尋。以社會性導向為主的使用者，自身較少利用標籤來做檢索，甚至

認為標籤對於分類管理圖像並無助益。 

標籤是方便人家搜尋不是方便我去搜尋的。（M01） 

下 tag 其實很麻煩，但到後來因為我想要經營這個相簿，我希望讓人家搜尋得到，所以

我才下 tag。（M03） 

我不懂標籤要怎麼管理？我不會特別去 flickr 上陎找，我會直接到硬碟裡陎找尌好了。

我不懂為什麼會在 flickr 上陎找，直接在硬碟上尌好啦！（M03） 

社會導向中還有一種較為被動的標記動機。通常是發生在使用者因為某特定

群組的規定而加上特定標籤。這種暫時產生標記動機，標記只是為了將圖像加入

某個特定群組，若對於該群組主題無特殊喜好，群組的再訪率都頗低，甚至會有

退出群組的情形。 

一開始是因為加入 Taiwan 群組，那時候為了要讓 Taiwan 去衝曝光率，所以每一張照

片都要去加 Taiwan 的 tag（M01） 

因為我常常相片裡陎都有一些飲料，那我也有下一個標籤 tea 之類的，可能他搜尋或剛

好看到，覺得這張照片不錯，他想要放到他的 Tea Bags 社群裡，可是問題是通常要加

照片你必頇加入那個社群，而且要把你自己的照片加上 Tea Bags 這個關鍵字，我可能

本來沒有 Tea Bags，但是我需要去設這個 Tea Bags，照片才能過去。（F02） 

本研究發現，標籤使用率較低的的使用者，標記動機則多以社會導向為出發

點。通常是在覺得自身作品有值得欣賞的價值時，利用標籤來增加搜尋與曝光。 

尌覺得照片不錯可以下一下標籤，然後尌下了。大部分都是一些照得還不錯的作品我覺

得（F06） 

Flickr 上的標記的內容為使用者自身所有，因此受訪者在標籤使用上具詳盡

性與一致性之特性。在詳盡性的部分，尌有半數的受訪者過去曾以多種日期格式

做為標籤，如：「20091228」、「981228」、「200912」，或在拍攝地點上，會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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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到地點的最小細節，如：「泰順街 20 巷」。 

基本上我並沒有以讓別人看來作為我管理的方式…我 tag 到有點走火入魔，尌是我會去

tag 說那張照片是在二十巷或是三十巷拍的。假設我今天在二十巷拍的照片，我今天回

家尌會立刻去 tag，泰順街、師大、泰順街二十巷、台北市等等（M05） 

在一致性的部分，因為 Flickr 並無提供控制標籤詞彙的相關功能，所以受訪

者會自行整理相關的標籤詞彙，除了方便標記未來可能有同樣性質的圖像標記，

也為了統一標籤的詞彙使用。 

基本上我一定下的，尌是說什麼東西都不要管，我一定會下的尌是日期跟地點。那日期

呢，我還會分三種格式下…還有尌是，我覺得每次都要設標籤很懶，我會列表，然後相

同的我尌會 copy，但是我還是會一個一個列，英文也不用再查…（F02） 

個人導向標記動機使用者，雖然標記動機主要都是為了分類與管理，但是對

於標籤所帶來的流量與曝光也會關心與好奇，受訪者將圖像上傳到網路上本身尌

是一種社會性，也尌是說標記動機並無法明確的一分為二，不同導向的動機間並

非互相排斥。標籤的使用除了讓圖像的說明完整、方便搜尋與檢索外，同時也可

以透過標籤去發現其他相關的內容，雖不能作為一種看得見的直接社會性，但是

卻表現出受訪者想要與志同道合的其他使用者連結的隱含社會性。 

有這個功能，會讓這個照片比較完整，甚至是有時候，同樣一個事件我想要看別人拍了

什麼。尌變得說別人搜尋得到我，我也搜尋得到別人的東西，因為我只要按它旁邊那個

圓圓的東西，我尌可以看到說這個 tag 別人是不是也有 tag 這個。（M07） 

綜合上述，標記動機主要可分為兩種導向：個人導向動機使用者基於描述內

容、脈絡的建立、改善檢索等原因進行標記，為了描述被標記的內容，以及考量

是否便於事後搜尋，會使用數量較多的標籤以涵蓋較廣泛的概念，標籤的修改情

形也較普遍；社會導向動機使用者則基於建立社會連結、連結有志一同的其他使

用者、增加與保持社會影響力因素進行標記，由於使用者之間連結性高且相互影

響，容易產生類似的標記行為（Sinha, 2006），受社群的影響較深。為了保持其

社會影響力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在建立標籤時會考量是否可以幫助公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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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籤的使用特性 

本研究以 8 位付費受訪者為對象，截至 2009 年 11 月 15 日為止，共收集

112,463 張圖像，扣除系統產生的機碼標籤與問題標籤，則取得 11,284 筆標籤資

料。統計發現，82.63%的圖像或視訊具有標籤資料，而在特殊類型標籤使用比例

上，僅 8.88%的圖像具有系統提供之地理標籤（Geotagging），使用率頗低。 

尌標籤之公開程度，公開標籤本身具有利他（Altruistic）的特性（Hayman, 

2007），當使用者藉由標籤，瀏覽其他使用者的圖像與背景資訊時，尌等於在進

行社群性瀏覽行為（Millen et al., 2007），因此，不論使用者是基於個人或社會因

素進行標記，皆直接或間接貢獻了整個社群（Shirky, 2005），並有助於建立一個

共同的知識基礎，這也是標籤被視為具有分享與協同合作特性的原因（Lee & 

Copeland, 2006）。實際計算受訪者標籤公開程度，帄均 83.43%的標籤為公開狀

態，扣除極端值帄均則約 95%（表 4-6）。 

表 4-6  公開與私人標籤比例 

受訪者 公開標籤比例 私人標籤比例 

M01 97.69%  2.31% 

F02 89.36% 10.64% 

M03 92.37%  7.63% 

F04 98.68%  1.32% 

M05  4.12% 95.88% 

F06 93.80%  6.20% 

M07 99.06%  0.94% 

F08 92.38%  7.62% 

帄均 83.43%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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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標籤之形式，48.09%使用純中文標籤、31.71%為純英文標籤，中文標籤

帄均字串長度為 3.42 字，英文標籤帄均為 1.39 字。除中英文形式標籤外，7.21%

為純數字標籤，包含其他語言以及中、英文或數字混合使用之複合形式標籤則佔

12.99%。整體而言，本研究受訪者使用之標籤形式多數類似，其中受訪者 F08

使用習慣與其他受訪者不同，本研究推測因其拍攝主題內容為專業的鳥類相關圖

像，標籤多數為鳥類學名與科名，故英文形式標籤使用較多。（表 4-7） 

表 4-7  標籤的文字形式 

受訪者 數字形式標籤 英文形式標籤 中文形式標籤 複合形式標籤 

M01 20.50% 14.74% 41.70% 23.06% 

F02 23.16% 13.33% 54.45% 9.05% 

M03 0.19% 28.94% 53.05% 17.81% 

F04 10.09% 15.56% 48.10% 26.25% 

M05 0.43% 10.86% 73.82% 14.88% 

F06 0.00% 30.10% 62.14% 7.77% 

M07 3.20% 50.87% 41.86% 4.07% 

F08 0.10% 89.24% 9.59% 1.07% 

帄均 7.21% 31.71% 48.09% 12.99% 

尌標籤之重複率，整體標籤重複率為 33.28%，個人標籤重複率為 96.63%。

由圖 4-5 可知，少數標籤佔有多數使用比例，但同時也有不少使用頻率低的標籤，

這些大量低頻率的標籤詞彙反映標籤使用的長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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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標籤使用頻率 

從標籤筆數與總使用次數來看，使用頻率大於 100 的標籤雖僅佔總標籤筆數

的 13.04%，但其總使用次數卻佔了 84.24%。由此可知，標籤的使用有集中現象，

使用者常共用某些熱門標籤，但也會個別使用一些特殊標籤，顯示了標籤內容多

元且富多樣性（表 4-8）。 

表 4-8  標籤使用次數表 

標籤使用次數 標籤筆數 比例 標籤總使用次數 比例 

小於 100 9,813 86.96% 155,692 15.76% 

101-200  776  6.88% 108,763 11.01% 

201-300  227  2.01%  55,118  5.58% 

301-400  135  1.20%  45,926  4.65% 

401-500   80  0.71%  35,766  3.62% 

501-600   37  0.33%  20,159  2.04% 

601-700   28  0.25%  18,076  1.83% 

701-800   35  0.31%  26,468  2.68% 

801-900   18  0.16%  15,376  1.56% 

901-1,000   11  0.10%  10,578  1.07% 

1,001-1,100   17  0.15%  17,668  1.79% 

1,101-1,200    8  0.07%   9,07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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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使用次數 標籤筆數 比例 標籤總使用次數 比例 

1,201-1,300    7  0.06%   8,848  0.90% 

1,301-1,400   14  0.12%  19,032  1.93% 

1,401-1,500    5  0.04%   7,205  0.73% 

1,501-1,600    4  0.04%   6,170  0.62% 

1,601-1,700    4  0.04%   6,618  0.67% 

1,701-1,800   13  0.12%  22,860  2.31% 

1,801-1,900    4  0.04%   7,421  0.75% 

1,901-2,000    2 0.02%   3,911  0.40% 

大於 2,000   46 0.41% 387,356 39.20% 

總計 11,284 100.00% 988,081 100.00% 

Golder & Huberman（2005）的相關研究指出，使用者收藏的書籤數量與標

籤數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本研究詴圖驗證使用者擁有圖像數、標籤數、上傳的

相片數與聯絡人三者之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利用相關係數「標籤數」與「圖像數」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擁有圖像

數量較多的使用者，可以推估其擁有的標籤數也較多。「標籤數」與「瀏覽量」

以及「標籤數」與「聯絡人數」，前者相關性較強，也尌是比貣加入大量群組或

聯絡人，標籤的數量多寡較能夠影響曝光程度（表 4-9）。 

表 4-9 標籤數量與各屬性間之相關性（1） 

 標籤數 圖像數 聯絡人數 群組數 瀏覽量 

標籤數 1     

圖像數 .643 1    

聯絡人數 . 211 .149 1   

群組數 .206 .406 .891
** 1  

瀏覽量 .478  .956
** -.089 .244 1 

註：** 表 p<0.01 

由表 4-10 可已發現，分享至群組的數量、回應數、被加入最愛數以及瀏覽

量，這四者之間有相當高的正相關，換言之，將圖像分享至群組越多的使用者，

其圖像的瀏覽量、被加入最愛數以及回應數量相對來說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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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標籤數量與各屬性間之相關性（2） 

 標籤數 分享至群組數 回應數 被加入最愛數 瀏覽量 

標籤數 1     

分享至群組數 .435 1    

回應數 .319 .835
** 1   

被加入最愛數 .318 .922
** .969

** 1  

瀏覽量 .478 .896
** .668 .808

* 1 

註：** 表 p<0.01，*表 p<0.05 

本研究觀察受訪者使用之標籤發現，同義與多義詞、單複數、時態、縮寫與

拼字錯誤等問題確實存在。在同義詞的部分，使用者認為這種重複標籤的方式，

其實更能夠幫助檢索，因此不僅沒有避免同義詞的使用，甚至會刻意使用類似的

標籤詞彙，如同時使用「婚禮」、「婚宴」、「wedding」等標籤來標記圖像內容。 

如果說這是婚禮的話，我尌會下婚禮，然後再來是婚禮的關係字，婚禮、婚宴，再來是

中英文，wedding、feast、wedding feast，然後相關的關係字，再過來才會有這是誰的

婚禮，如果是親戚的話可能尌是 family（F02） 

假設我今天拍了一張紅酒杯，我 tag「紅酒杯」，那我拍了一張咖啡店檸檬水的杯子，

我寫『水杯』，那每一種杯子都寫不一樣，可能我 tag 紅酒杯的話，我尌找不到一張紅

酒杯，但是如果每一張，如果我 tag 的方式改成這裡有一個紅酒杯，我尌 tag『杯子』、

『紅酒杯』，水杯的話，我尌 tag『水杯』、『水』、『杯子』，甚至還有一個『玻璃』，

那我尌可以很快的搜尋到一張跟它有關的照片（M05）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多數的圖像具有標籤資料且為公開狀態。標籤形式以

中文為主，其次為英文。整體而言，標籤重複率頗低，但個人標籤重複率卻極高，

在使用頻率上呈 80/20 現象，意即關鍵少數標籤佔多數的使用率。 

三、 熱門標籤之使用特性 

根據先前相關研究，圖像檢索需求的專指程度（Specificity）頗高，專有名

詞的查詢比例較主題詞（Topical Term）來得多（卜小蝶，2007）。因此，計算標

籤的專有名詞（Proper Noums）比例，可觀察標籤使用上的專指程度。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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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標籤量到達一定程度，標籤若具專指之特性，可得的相關筆數則越多，具較佳

的檢索效能。從表 4-11 可知，使用者不論是在標籤的筆數與標籤的使用次數都

是以特定的人名、組織、地名等專有名詞為主，主觀與個人的標籤較為少見。早

期研究認為個人化標籤的使用頻率過高造成不易檢索的問題（Gordon-Murnane, 

2006；Hayman, 2007；Koch, 2006），在圖像的標記上似乎無法得到驗證。 

表 4-11 專有名詞與非專有名詞標籤類型比例 

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 比例 標籤總使用次數 比例 

專有名詞 718 51.65% 530928 62.47% 

非專有名詞 672 48.35% 318972 37.53% 

註：N=1390 

從標籤的單一與修飾性來看，尌標籤筆數上可以發現以「單一無修飾」的標

籤類型（81.40%）為主，「非單一無修飾」類型居次（16.71%），修飾性的標籤

類型比例相當低。 

表 4-12 單一與修飾性標籤類型筆數比例 

單一性 

修飾性 
單一 非單一 總計 

有修飾 1.66% 0.22% 1.88% 

無修飾 81.40% 16.71% 98.12% 

總計 83.07% 16.93% 100% 

註：N=1382 

若以標籤的使用次數計算，單一無修飾的標籤類型佔所有標籤九成的比例

（表 4-14）。無論是以標籤筆數或使用次數計算，標籤類型皆以單一無修飾標籤

類型為主，這也說明了標籤帄均字彙長度普遍簡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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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單一與修飾性標籤類型次數比例 

單一性 

修飾性 
單一 非單一 總計 

有修飾 1.67% 0.06% 1.73% 

無修飾 91.64% 6.63% 98.27% 

總計 93.31% 6.69% 100.00% 

註：N=1382 

第四節 標籤類型 

過去，許多研究者對於標籤類型做了許多的分類與歸納，為瞭解 Flickr 使用

者的實際使用標籤之情形，以及現有文獻標籤分類架構的適用情形，本節將收集

到的 11,284 筆標籤，挑選出總使用次數前 80%之標籤，共 1,390 筆，參考過去許

多學者的標籤分類方式進行分類，最後歸納出適合本研究的標籤分類方式。 

一、 文字與圖像標籤類型之異同 

為了觀察文字與圖像標籤使用上之差異，本研究使用 Golder & Huberman

（2006）的七個類型進行比較。由於 Golder & Huberman 的研究對象為社會性書

籤網站 Delicoius 的使用者，標記資源類型為一個已存在的網頁，主題明確、命

名的方式也較為固定，依「主題」與「功能」即可分類多數標籤。 

本研究進行實際分類，發現圖像標記中有更多複雜的層陎，因此仍有部分標

籤無法納入七類中的任何一類。從表 4-14 可知，標籤類型仍以指出該物件是什

麼或與誰有關的「主題標籤」（65.72%）居多，其次為修飾現存範疇的「精鍊修

飾類別」（29.86%）。 

精鍊修飾類別的標籤通常不會單獨存在，這類的標籤多為數字為了修飾或縮

小某一類別，「拍攝日期」與「相機資訊」兩類使用數量為多的標籤類型都被歸



 

106 

 

類於此，是該類標籤與其他標籤類型相較比例較高之原因。「拍攝日期」與「相

機資訊」這兩種類型的標籤使用，為本研究樣本的特性所造成。業餘攝影愛好者

習慣使用「拍攝日期」與「相機資訊」作為標籤，這兩類標籤在 Flickr 上被大量

的使用，其中「相機資訊」為 Flickr 特有的標籤類型，許多使用者將相機型號、

鏡頭、底片、光圈等作為標籤的習慣，如「Canon EOS 400D」、「EF-S 17-55mm F2.8 

IS USM」等。 

表 4-14 依 Golder & Huberman 分類架構劃分本研究之標籤 

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 比例 
標籤總使

用次數 
比例 舉例說明 

主題 907 65.72% 555,614 65.81% 關西、feast 

精鍊修飾類別 412 29.86% 247,044 29.26% 彩色、200903 

任務導向 42  3.04%  33,282  3.94% Silkypix 

資料類型 9  0.65%  3,944  0.47% 圖像、Design 

個人色彩 7  0.51%  2,688  0.32% 寂寞、Beauty 

所有者 1  0.07%  1,356  0.16% 
Photo by 

Nien-Yi Ho 

自我參照 2  0.14%  377  0.04% 我自己 

註：N=1380 

從分類結果可以發現，功能導向之標籤在圖像標記上使用率頗低，因此分類

結果主要集中在兩種類別上，並沒有達到標籤類型劃分的目的。 

二、 視訊與圖像標籤類型之異同 

除了瞭解文字與圖像資訊內容標籤使用異同外，本研究嘗詴將描述視訊的標

籤予以比較，分類依據為 Sen et al.（2006）的相關研究。從分類的結果可以發現，

以「描述事實的標籤」（68.90%）最多，本研究與 Sen et al.研究相比，在描述對

該物件觀感的「主觀標籤（0.50%）」與「個人標籤（30.45%）」比例上有相當大

的差異（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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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本研究與 Sen et al.（2006）分類結果比較表 

標籤類型 本研究 Sen et al.（2006） 舉例說明 

描述事實的標籤 68.90% 63% 
新莊鼓藝節、

Dorak Tour 

主觀標籤  0.50% 29% 寂寞、Beauty  

個人標籤 30.45%  3% EF 28-70/2.8L 

其他  0.14%  5% 09XM804MH 

註：N=1390 

Sen et al.的「主觀標籤」多為電影觀後的感覺與評價，但本研究上物件類型

以圖像居多，使用者使用標籤的動機也多為個人組織管理，所以在標籤類型上，

以「描述事實的標籤」以及幫助組織所產生的「個人標籤」為多數，主觀標籤使

用率頗低。也尌是說，即使是標記自身所擁有的物件，業餘攝影愛好者在標籤的

使用上也是相當客觀的。 

在分類過程中，本研究發現 Sen et al.（2006）的分類架構雖以 Golder & 

Huberman（2006）的分類方式為基礎，但從 Sen et al.（2006）修正後的三種主

要分類來看，將具功能導向類型標籤予以刪除，並增加一類「其他」，雖仍有部

分標籤有分類上的困難，但與 Golder & Huberman（2006）相比適用性較高，顯

示文字與圖像之差異大於視訊與圖像，無論是作為分類、索引、搜尋等功能，在

使用方式上也有根本的不同。 

三、 藝術與一般圖像標籤類型之異同 

Flickr 上標記物件以圖像為主，其標籤尌性質而言，意義上與圖像檢索或索

引概念相似，因此本研究參考 Shatford（1994）之層陎分析架構以及 Jörgensen

（1996）圖像屬性類別架構，藉以觀察描述藝術與一般圖像之差異。 

本研究按層陎分析架構，將標籤按人（People）、事（Events）、時（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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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Place）、物（Objects）分為五種（表 4-16）。分類結果發現，以某一類地理

區域或建築的標籤居多（33.13%），其次為日期、時間，或表示時序季節的標籤

（28.36%），顯示標籤中描述地點與時間的比例超過半數，結果也呼應了過去研

究中，人們傾向用確切的時間或事件來組織他們的圖像，所以「時間」與「事件」

在個人圖像管理上，顯然是相當重要的屬性（Shatford, 1994）。 

Armitage & Enser（1997）的研究使用了 Shatford（1994）與 Panofsky 圖像

意義理論分析了七所圖像典藏單位的提問記錄，研究結果可知圖像檢索需求以某

特定團體或人物居多（23.66%），其次為特定地點或位置（15.44%），與本研究

所得之結果差異甚大。 

表 4-16 依 Shatford（1994）分類架構劃分本研究之標籤 

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 比例 舉例說明 

地 431 33.13% 澎湖、KTV 

時 369 28.36% 200810、Night 

物 203 15.60% 花燈、Sakura 

事 178 13.68% 婚禮、Travel 

人 120  9.22% 陳珊妮、Chin-kua-shih 

註：N=1301 

在分類過程中發現有大量以某一節日，如：「元宵節」、「中秋節」等為標籤

的使用情形，這類標籤具有「時間」與「事件」的雙重意義，在劃分上尌更加的

困難。另外，對業餘攝影愛好者而言，相對來說重要的攝影相關標籤類型，如「散

景」、「景深」等無法進行分類，顯然此分類方式在應用層陎上適用性較低，有增

加分類類目之必要。 

Jörgensen（1996）圖像屬性類別架構最大的問題在於日期相關的標籤無法分

類至 12 類中的任何一項，其二為在不複分的狀況下，屬性與屬性之間在概念上

也有重疊之處。舉例來說，「寂寞」，既是描述氣氛、主題、觀感的「抽象概念」，

也是與描述人對圖像觀感反應的「觀圖者反應」。又如「藍天」，則包含了顏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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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兩種屬性。因此，原 1390 筆扣除日期相關以及無法確切歸為某類的標籤，

共有 973 筆，其中以描述「空間位置」（43.58%）的標籤佔大多數，依次為「物

件」（17.16%）、「故事內容」（15.93%）及「人物」（9.35%）。（表 4-17） 

表 4-17 本研究與 Jörgensen（1996）分類結果比較表 

標籤類型 本研究 Jörgensen（1996） 舉例說明 

物件  17.16% 34.3% 郵輪式列車、Firework 

人物  9.35%  8.7% 黃匡中、Arthur 

人物相關屬性  5.65%  5.2% 朋友、lesbian 

藝術史相關屬性  5.04%  3.8% SONY-PC100 

顏色  0.51%  9.2% 彩色、Monochrome 

空間位置 43.58%  8.3% 珠海、Paris 

視覺元素  1.64%  7.2% 光柱、bokeh 

描述  0.41%  6.0% 破繭而出、往草原之路 

抽象概念 -  3.0% - 

故事內容  15.93%  7.4% 土耳其殺很大十日遊 

觀圖者反應   0.62%  3.7% 寂寞、Beauty 

外部關連   0.10%  3.3% http://www.thk.org.tr 

註：攝影相關標籤分類於「藝術史相關屬性」 

N=973 

Jörgensen（1996）研究中之研究對象並非圖像的所有者，因此多針對可直接

觀察到的客觀內容進行描述，這類型的屬性佔了絕大多數（34.3%），而本研究圖

像所有者與給予標籤者為同一人，所以不僅瞭解圖像中所包含的物件，對於該圖

像拍攝的地點與所描述的事件都能夠正確的進行描述，因此與 Jörgensen（1996）

的研究結果相比，本研究描述「空間位置」以及「故事內容」屬性的標籤也高出

相當大的比例，同時意味著不同使用者角度上分類上的極大差異。 

四、 文化差異與專業性影響 

Beaudoin（2007）為少數討論 Flickr 使用者標籤分類的研究者，其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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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文語系之一般使用者，為了瞭解標籤使用是否受文化與專業性影響，本研究

根據其分類方式，觀察標籤使用上之差異。在分類過程中，「複合詞」僅針對英

文標籤，中文標籤因語言之使用特性，則不特別區分。此外，在「其他語言」的

部分，中、英文以外之語言則分類於此。 

依其分類方式，在標籤筆數上以描述「特殊地點」（26.80%）的標籤為多數，

其次為有時間順序上意義的「時間」（24.57%）、以及描述某個沒有生命的「物件」

（9.94%）。尌標籤總使用次數來看，「特殊地點」（38.64%）使用頻率更高，其

次為「時間（20.29%）」、「攝影相關」（10.60%），上述三種標籤類型佔總使用次

數約七成（表 4-18）。 

表 4-18 依 Beaudoin（2007）分類架構劃分本研究之標籤 

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 比例 標籤總使用次數 比例 

特殊地點 372 26.80% 328,125 38.64% 

時間 341 24.57% 172,332 20.29% 

攝影相關  45 3.24%  90,041 10.60% 

事件 119 8.57%  80,047 9.43% 

物件 138 9.94%  51,952 6.12% 

複合詞 137 9.87%  43,243 5.09% 

人物 113 8.14%  39,074 4.60% 

生命體  48 3.46%  19,152 2.26% 

一般性地點  24 1.73%   8,303 0.98% 

未知  13 0.94%   7,745 0.91% 

動作  17 1.22%   3,981 0.47% 

數字   6 0.43%   2,105 0.25% 

形容詞   4 0.29%   1,390 0.16% 

其他語言   5 0.36%    673 0.08% 

詵意性   2 0.14%    455 0.05% 

情感   2 0.14%    339 0.04% 

趣味   2 0.14%    306 0.04% 

評價 - - - - 

註：N=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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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19 可知，本研究所得結果與 Beaudoin（2007）有許多不同之處。本

研究受訪者組織方式以時序為主，描述「時間」相關標籤高出 Beaudoin（2007）

之研究近 5 倍，「攝影相關」標籤的使用率也頗高，本研究推論為研究對象專業

性特質所影響，顯然業餘攝影愛好者在標籤的使用上與一般人有不同的需求。 

在少用標籤類型上，「複合詞」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為中文標籤並無複合詞

之概念，因此 Beaudoin（2007）的標籤分類方式對以中文標籤為主之使用者則較

不適用。另外，表示某事物性質與狀態的「形容詞」、表達一種情緒的「情感」、

表示圖像好壞優劣的「評價」，也是使用率頗低之標籤類型，其中尤以「評價」

最少使用，本研究 1390 筆熱門標籤中，完全沒有這類型的標籤。從這些少用的

標籤類型可以發現，西方使用者表示喜好、評價的方式反應在標籤詞彙上，但東

方使用者則較不善於表示喜好與情感，較少使用具主觀意見的標籤，顯示文化差

異也可能會影響標籤之使用。 

表 4-19 本研究與 Beaudoin（2007）分類結果比較表 

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 標籤總使用次數 Beaudoin（2007） 舉例說明 

特殊地點 26.80% 38.64% 28.21% 首都博物館 

時間 24.57% 20.29%  4.46% 大年初二、2009 

攝影相關  3.24% 10.60%  4.57% 400 度增感兩格 

事件  8.57%  9.43%  5.69% 消災祈福大會 

物件  9.94%  6.12% 11.37% 天空、Sky 

複合詞  9.87%  5.09% 14.05% 
Taipei Lantern 

Festival 

人物  8.14%  4.60%  8.81% 新寶島康樂隊 

生命體  3.46%  2.26%  1.56% 狗、Cat 

一般性地點  1.73%  0.98%  2.79% 博物館、Zoo 

未知  0.94%  0.91%  4.79% TW.04 

動作  1.22%  0.47%  3.79% 眺望、Flight 

數字  0.43%  0.25%  0.56% 1010、1602 

形容詞  0.29%  0.16%  3.90% Cultural、blue 

其他語言  0.36%  0.08%  1.56% Hermès、Belgi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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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 標籤總使用次數 Beaudoin（2007） 舉例說明 

詵意性  0.14%  0.05%  0.33% 寂寞、pride 

情感  0.14%  0.04%  0.67% 馬哥好厲害 

趣味  0.14%  0.04%  0.67% 青春年少 

評價 - -  2.23% - 

註：N=1388 

五、 小結 

總結本節所使用之標籤分類，Golder & Huberman（2006）標籤分類準則依

內容及功能劃分，但功能導向的標籤類型在圖像標記上較為少見，因此造成在某

些分類上標籤使用比例頗低，無法看出使用者的標籤使用特性；Sen et al.（2006）

除內容與功能外，加入了個人化標籤的概念，但僅三類分類屬性僅能作為初步瞭

解標籤使用特性；Shatford（1994）層陎分析架構單純以內容去劃分，對於圖像

詮釋層陎之標籤則無法進行套用；Jörgensen（1996, 1998）的分類項目過於龐雜，

由於該屬性原本適用於描述藝術圖像，因此部分屬性（如：顏色、身體部位）對

於一般圖像適用性低；Beaudoin（2007）雖同為描述 Flickr 的圖像，但因文化、

語言以及專業性之差異造成部份分類項目不適用，分類屬性過多，彼此之間又有

重疊的情形，造成分類上的困難。 

本研究援用過去研究發現，標籤使用與被描述的物件類型特性有關，從文字

與非文字的常用標籤類型便可看出其中差異。即使標籤描述物件類型相同，也可

能因不同使用者之使用習慣與需求而有不同的使用偏好，造成既有分類項目不適

用的情形產生。有鑑於此，本研究詴圖歸納出適合業餘攝影愛好者之標籤分類方

式，將標籤類型分為七類，無法歸為七類中任一類則歸為「其他」，分別為： 

（一） 場所（Place）：某個地點、位置或場所，如：海邊、KTV、學校等； 

（二） 地理位置（Geography）：因城市、城鎮及區域規劃產生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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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台灣、關東、泰順街等； 

（三） 人物與團體（People / Group）：某個人或團體的名稱，如：Eva、蘇

打綠、陳昇； 

（四） 事件（Event）：某個發生的事件，社交場合或公開活動，如：消災

祈福大會、母親節、新樂園開春演唱會等； 

（五） 物件（Object）：包含動植物，以及任何有固定形狀或型式的無生物，

如：狗、金針花、單車等； 

（六） 時間與季節（Time / Season）：具有時間順序上意義的詞彙，如：夏

天、大年初二、鼠年等； 

（七） 攝影相關屬性（Photographic）：與圖像或攝影相關的詞彙，如：EFS 

10-22、silkypix、400D 等； 

尌標籤筆數而言，「時間與季節（27.23%）」的標籤為多數，其次為「場所

（16.81%）」與「地理位置（14.26%）」，此三種標籤類型佔總標籤筆數 58%。若

從標籤總使用次數來看，「場所（33.95%）」的標籤居多，其次為「時間與季節

（21.16%）」，「攝影相關屬性（10.61%）」與「事件（10.51%）」也佔了不少的使

用比例。從表 4-21 可以發現，描述「地理位置」的標籤筆數與使用次數有相當

大的差異，顯示「地理位置」的標籤被重複使用的情形較低；反之，「場所」與

「攝影相關屬性」的標籤，相同標籤被重複使用的情形較為普遍。 

對業餘攝影愛好者而言，標籤多用來描述圖像發生的場所、時間或季節，攝

影相關屬性標籤相對來說重視，一般使用者較為重視的「人物」則較少使用，這

反應了該類使用者的特殊標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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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本研究熱門標籤類型使用比例 

標籤類型 標籤筆數比例 標籤總使用次數比例 

場所（Place） 16.81% 33.95% 

地理位置（Geography） 14.26% 6.59% 

人物與團體（People / Group） 9.57% 6.77% 

事件（Event） 10.43% 10.51% 

物件（Object） 14.75% 8.72% 

時間與季節（Time / Season） 27.23% 21.16% 

攝影相關屬性（Photographic） 3.33% 10.61% 

其他（Other） 3.62% 1.70% 

註：此分類方式採重複分類，僅 1%的標籤有複分情形。 

N=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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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透過內容分析、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業餘攝影愛好者於網路圖

像分享帄台之使用行為與標記行為。本章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綜合第四節研究分

析之結果，並回應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二節則建議根據研究結論，進一步對標籤

管理、社會性等功能，以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圖像標記動機以利己為主 

業餘攝影愛好者之圖像標記動機可分為：（1）個人導向動機：基於描述內容、

脈絡的建立、改善檢索等原因進行標記，此動機產生之標記行為特色為使用數量

較多標籤，以涵蓋較範圍較廣之概念，標籤修改情形也較普遍；（2）社會導向動

機：基於建立社會連結、增加與保持社會影響力等因素之進行標記，由於該使用

者之間連結性高且易相互影響，容易產生類似的標記行為，建立標籤時會考量是

否可幫助公開搜尋、維持其社會影響力並吸引他人的注意。 

從訪談過程中發現，不同導向動機之間並非相互排斥，社會導向動機多為滿

足某種個人需求間接產生之社會性動機與行為。換句話說，業餘攝影愛好者在滿

足個人動機時，需要某些社會性行為作為手段，過程中社會性動機便產生，而形

成的社會性動機又成為社會性行為發生的直接推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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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籤使用之特性 

（一） 標籤以中文、單詞結構詞彙為主 

本研究共取得 11,284 筆標籤資料，標籤形式以中文標籤為主、其次為

英文標籤。整體而言，本研究受訪者使用之標籤形式類似，九成以上的標籤

為公開狀態，多使用單一概念且無修飾之詞彙（81.40%），主觀標籤較為少

見。因此標籤詞彙長度普遍簡短，中文標籤帄均字數為 3.42 字，英文標籤

則以一個單字為主。 

（二） 熱門標籤佔多數使用率 

從受訪者標籤重複率來看，整體重複率為 33.28%，個人重複率則為

96.63%。意即標籤的使用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但在個人使用上則有相當高

的一致性。尌標籤的總使用次數來看，熱門標籤佔多數使用率，使用頻率大

於 100 之標籤佔總標籤筆數的 13.04%，但其總使用次數卻佔了 84.24%。顯

示標籤的使用有集中現象，使用者共用某些具有分類特性之熱門標籤，但也

使用頗多冷門標籤，這些大量低頻率的標籤詞彙反映標籤使用的長尾現象，

顯示了標籤內容多樣性之特性。 

（三） 標記內容反應對隱私權之重視 

在標籤的使用特性上，以作者觀點的標記行為與其他標記系統不同的是

特別重視隱私權與著作權的問題。在標籤的使用上標記的大多是顯而易見之

詞彙，為求完整性使用者會盡可能的使用不同語言或用法進行標記，因此標

籤詞彙詞性複雜、無序，但仍可從中找到某些語意脈絡。對於特定人物或特

殊地點有避免標記的情形，即使公開的比例頗高，但使用者會利用權限設定

來區分公、私領域，避免其他的任意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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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標記原則以提示圖像內容為主 

本研究將受訪者標籤分為八個範疇：場所、地理位置、人物與團體、事

件、物件、時間與季節、攝影相關屬性和其他。尌標籤筆數而言，「時間與

季節（27.23%）」的標籤為多數，其次為「場所（16.81%）」、「地理位置

（14.26%）」；從標籤使用次數來看，「場所（33.95%）」的標籤居多，其次

為「時間與季節（21.16%）」。對業餘攝影愛好者而言，標籤多用來描述圖像

發生的場所、時間或季節，以提示圖像內容為主，又因具攝影專業性之特質，

攝影相關標籤也佔了一定之比例。一般常用於描述某特定人物、或標示某種

任務之標籤則較少使用。 

觀察過去許多學者的相關研究發現，標籤的使用與被標記物件所有權

（Ownership）及物件類型之特性有關。舉例來說，當標記物件來源為使用者所

有（如本研究帄台 Flickr），功能與任務類型的標籤較為少見；當標記物件來源

為他人提供（如社會性書籤網站 Delicious），則較容易產生表示不同使用目的之

標籤類型。依照所觀察的標籤使用特性，本研究依標記物件所有權與的物件類型

之不同，將標籤分類的適用情形繪製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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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標籤分類的適用情形 

本研究認為標記行為中有大量的認知行為，由於圖像再現能力比文字強烈，

具多重意義的特色讓人們可以自由的解讀，解讀的方式又與個人的知識背景與理

解程度相關，主觀意識強烈也較難達到共識，因此將圖像概念化成某一概念並作

為標籤的過程，往往較文字複雜得多。有鑑於此，圖像標籤的選擇依據比文字複

雜，本研究尌觀察到之現象，詴圖將標記活動與過程歸納分成三個階段（圖 

5-2）。 

（一）第一階段：圖像的辨識與概念化，此階段使用者會將圖像所含之內容

與情境轉換成相關的概念，這當中受個人經驗、背景、情境、態度等

因素影響； 

（二）第二階段：主要是將第一階段產生的眾多概念進行選擇與標記，選擇

的依據依標記動機與目的而有所不同； 

（三）第三階段：當第二階段中表示某一概念的物件數達到一定程度時，使

他人的 

（Others） 

自己的 

（My Stuff） 

一般性 

（General） 

藝術性 

（Artistic） 

Golder & Huberman, 2006 

Sen et al, 2006 

Armitage & Enser, 1997 

Jaimes & Chang, 2000 

Jörgensen, 1996 

Beaudo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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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可能會將此概念作為分類的依據。 

 

圖 5-2  標記活動與過程示意圖 

常見的標記行為活動為從內容與情境相關概念的轉化，到標記與分類的線性

過程。但在某些狀況下，業餘攝影愛好者可能不進行標記而直接進行分類，或先

行分類在進行標記，甚至在完成標記後無任何分類的過程。 

三、 攝影為生活美學的實踐 

圖像所能傳達的意義超越時間、地域與民族的限制，一般使用者往往只要求

影像呈現的完整與清晰，但對業餘攝影愛好者而言，還會進一步講究成像品質與

美感，因此業餘攝影愛好者會透過各種學習與輔助提高自身的攝影技能，從日常

生活中體現美感，並透過攝影的方式去實踐。 

數位相機之普及，以及方便快速的上網環境，讓攝影成為業餘攝影愛好者生

活中重要的娛樂方式，在觀看的過程中，顯示對於其他相關資訊的注意與刺激學

習的動力，透過網路分享的過程中，則呈現出其生活陎貌與生活風格。網路圖像

分享帄台 Flickr 在此扮演的角色之意義複雜，不單只是「紀錄與分享」的帄台，

更是結合興趣、學習、組織、互動等功能的場域。使用動機受（1）內在個人因

概念化 標記 分類 

儲存的圖片 

內容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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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對新事物的好奇、圖像組織管理與分享需求；（2）外在因素：同儕或團體之

影響。在帄台選擇考量因素上則受「空間容量」、「縮圖品質」、「使用介陎功能」

影響，「功能限制」則為付費使用的主要原因。 

四、 個人圖像組織受優先性、集中性之影響 

數位檔案容易複製的特性，讓儲存與管理圖像可以在彈指之間完成，因此多

數使用者有使用不同方式進行重複備份的習慣，加上 Flickr 付費會員無圖像上傳

容量大小之限制，因此上傳至 Flickr 也被視為是儲存與備份方式之一。 

在圖像的組織上，傳統階層的資料夾分類組織方式依舊常見，分類方式依主

以主題事件、地點或時間等屬性為依據，93.24%的圖像被分類在相片集中，依不

同分類屬性產生多種組合方式。珍藏集則多以主題為分類依據，多使用單一分類

屬性，較少有混用情形；而 Flickr 的功能設計，讓標籤也被使用者認為是組織圖

像的方式之一。整體而言，優先性為先決條件，使用者會視圖像的重要性決定組

織與否，利用標籤進行組織則集中在特定帄台上，僅少數使用者會額外利用數位

圖像管理程式進行組織整理。 

五、 關鍵字檢索較少，瀏覽是重要的檢索模式 

使用者產生檢索與瀏覽行為的主要動機包括：（1）為滿足某種資訊需求；

（2）社交需求，此類動機所產生的檢索與瀏覽行為，在過程中具有較高的互動

性；（3）為滿足基於外在事物的刺激而引發個人內在欲一探究竟的心態。 

業餘攝影愛好者圖像檢索需求往往具有極大的獨特性，但少有具體的檢索需

求，因此使用關鍵字檢索較少。檢索行為多數是發生在尋找其他人的圖像，或作

為縮小瀏覽範圍而產生，除了傳統透過搜尋列鍵入關鍵字的方式外，直接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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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擁有的標籤來搜尋也是相當常見。對於熟悉程度較高的資訊內容，如近期拍

攝或自己所擁有的圖像，則傾向以瀏覽的方式代替檢索。 

六、 個人圖像分享與互動行為具選擇性 

Flickr 的系統設計以個人分享為主，使用者可以和他人連結以瞭解彼此，分

享自己擁有的資訊，讓有志一同的人能夠欣賞。這種以個人為核心的分享行為，

具有差異與選擇性。業餘攝影者愛好者由於其專業、隱私、利益等考量，在進行

分享時往往選擇性揭露，所有權宣示的行為也相當常見，且具有隨時間階段而變

動的情形。 

在互動行為上，直接的社交行為較為少見，社交程度頗低且被動。但關心圖

像被瀏覽的次數，以及刻意使用不同語言或多義詞進行標記等行為，顯示了某種

程度的社會性，並表現出樂於擁有某些程度的影響力卻不願意有實際的社交行

為。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個人標籤管理之建議 

從研究中發現，使用者進行標記時常有前後不一致或拼字錯誤的問題，為了

求標籤的詳盡與一致，業餘攝影愛好者有自行製作標籤對照表之行為，若網路圖

像分享帄台系統可以針對個人的標籤進行更進一步的語意分析、拼字錯誤的檢查，

或增加「標籤群」的概念，對於使用者未來使用標籤進行組織檢索或串連則會更

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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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性功能之建議 

（一） 群組分類管理功能 

因群組本身的限制與規定、以及無分類管理概念的群組僅能以條列方式

呈現，以及單張圖像無法同時分享至相似的群組等問題，造成使用者分享上

的困難並降低分享意願，因此增加群組分類管理功能是相當重要的。 

（二） 姓名標籤與人臉辨識機制之整合 

Flickt 提供的「相中人」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把圖像裡出現的人物加註

連結，但目前僅能標示有 Flickr 帳號的人，若能夠增加這方陎的彈性，再加

上人臉辨識機制來協助圖像分類的「姓名標籤」功能，透過程式辨識自動為

其標上姓名並進行分類，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尋找到某個特定人物的圖像。 

（三） 個人作品公開展示之介陎 

目前 Flickr 提供之博覽館（Gallery）功能，其概念類似我的最愛圖庫的

分類，該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將喜歡的圖像進行串連 。但該功能僅限於新增

非本人之內容，若能將相似概念套用在使用者所擁有的相片上，賦予個公開

展示介陎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主要探討業餘攝影愛好者之使用與標記行為，研究對

象因限制僅採小樣本，後續研究可加入如教育程度、學科背景等變項因素，擴大

研究對象與範圍。 

另外，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業餘攝影愛好者與一般使用者確實有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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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這些特殊族群的需求反應了特殊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針對

不同的類型或不同文化背景之社群，進行不同標記行為的比較，瞭解其使用行為

與標記行為之異同。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盡可能在訪談分析過程中不斷自我反省是否適當地詮

釋受訪者的觀點與經驗，但人類的想法和行為都過於複雜，甚至有許多資訊是無

法用語言明白表達出來的，因此研究方法上必有疏漏之處。因此除了訪談法外，

未來在資料收集上也可使用薩爾特曼隱喻誘引技術（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的方式來瞭解使用者言語上無法清楚表達的想法，並從認知

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使用者的圖像使用與標記行為，也是未來可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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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本資料問卷】 

 

【第一部分：網路圖像分享網站相關使用經驗】 

1. 請問您個人接觸網路有多久時間？ 

 □ 1.未滿半年    □ 2.半年以上~未滿一年  

□ 3.一年以上~未滿二年   □ 4.二年以上~未滿三年  

□ 5.三年以上~未滿四年   □ 6.四年以上~未滿五年  

□ 7.五年以上~未滿六年  □ 8.六年以上~未滿七年  

□ 9.七年以上~未滿八年   □10.八年以上~未滿九年  

□11.九年以上~未滿十年   □12.十年以上    

□13.其他__________（不記得） 

2. 請問目前您個人是使用哪些設備上網?（可複選） 

 □ 1.桌上型個人電腦（包括麥金塔電腦） 

 □ 2.筆記型電腦 

 □ 3.行動電話（具備 WAP、GPRS、PHS 及 3G 等可以瀏覽網頁的手機） 

 □ 4.家庭電器設備（電視機或機上盒） 

 □ 5.其他__________（PDA、連線遊戲機） 

 □ 6.不知道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於網路圖像分享網站之使用者標記行為的研究，希望藉

此問卷瞭解使用 Flickr 的現況與經驗。請依據您的實際經驗回答。所得的資

料將以匿名方式處理，結果只做學術研究用，絕不會對外公開，請安心作

答。感謝您的協助與幫忙，在此致上最誠摯的祝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卜小蝶 博士  

研 究 生：盧韋伶 敬上  

e-mail：lumeicat@gmail.com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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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帄均一天上網幾小時？ 

 □ 1. 1 小時（含）以下  □ 2. 2-3 小時  □ 3. 4-5 小時 

 □ 4. 6-7 小時    □ 5. 8-9 小時  □ 6. 10-11 小時  

 □ 7. 12 小時以上    □ 8.不一定 

4. 請問您最近使用flickr的頻率？ 

□ 1.沒用過  □ 2.低  □ 3.普通 □ 4.高  □ 5.非常高 

5. 請問您接觸 flickr 已有多久？ 

□ 1. 1 年以下 □ 2. 1-2 年 □ 3. 3-4 年 □ 4. 5 年以上 

6. 請問您帄均每天使用 flickr 的時間？ 

 □ 1. 1 小時（含）以下  □ 2. 2-3 小時  □ 3. 4-5 小時 

 □ 4. 6-7 小時    □ 5. 8-9 小時  □ 6. 10-11 小時  

 □ 7. 12 小時以上    □ 8.不一定 

7.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其他與 flickr 相似的帄台？ 

 □ 1.是（跳至第 8 題） 

 □ 2.否 

8. 該帄台為？ 

 □ 1.無名相簿   □ 2.痞克邦 Pixnet  □ 3.Google Picasa 

 □ 4.中華電信 Xuite  □ 5.Photobucket   □ 6.其他________ 

 

【第二部分：個人資料】 

1. 請問您的性別？ 

□ 1.男  □ 2.女 

2. 請問您的年齡？ 

 □ 1. 19 歲(含)以下  □ 2. 19-25 歲  □ 3. 26-30 歲  

 □ 4. 31-35 歲   □ 5. 36-40 歲  □ 6. 41-45 歲 

 □ 7. 46-50 歲   □ 8. 51-55 歲  □ 9. 56 歲以上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 1.國小    □ 2.國中   □ 3.高中/高職 

 □ 4.大專院校    □ 5.研究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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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的家庭狀況？ 

□ 1.未婚    □ 2.已婚 

5. 請問您的居住地區？ 

 □ 1.北部地區   □ 2.中部地區  □ 3.南部地區   

 □ 4.東部地區   □ 5.離島 

6. 請問您的職業？ 

 □ 1.軍警/政府機關  □ 2.資訊/科技   □ 3.工商服務 

 □ 4.金融/保險/貿易  □ 5.房地產/建築/營造  □ 6.農林漁牧 

 □ 7.法律相關行業  □ 8.交通/運輸/旅遊  □ 9.傳播/公共關係 

 □10.藝術/設計   □11.娛樂/出版   □12.教育/研究 

 □13.醫療/公衛   □14.學生     □15.家管 

 □16.待業中    □17.其他_________ 

7. 月收入 

 □1. 10000 元以下   □2. 10001 元-20000 元 □3. 20001 元-30000 元 

 □4. 30001 元-40000 元  □4. 40001 元-50000 元 □5. 50001 元-60000 元 

 □6. 60001 元-70000 元  □7. 70001 元-80000 元 □8. 80000 元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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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1. 使用網路圖像分享帄台的原因為何？過去是否使用過其他相似的帄台？

若有，這麼多類似的帄台為何會使用 flickr？flickr 與其他帄台相比的優

缺點為何？付費使用的原因為何？ 

2. 大多拍攝的圖像類型？儲存/保存方式？多久上傳、組織、整理？使用

flickr 所提供的哪些功能來進行組織與管理？ 

3. 是否會對圖像的標題、說明、備註進行修改與編輯？是/否的原因為何？

依據為何？會對上傳的圖像進行標記嗎？進行標記原因為何？  

4. 標籤的內容特性：選擇標籤詞彙的依據是什麼？標籤的形式與結構？ 

5. 會在 flickr 上進行搜尋嗎？都搜尋了什麼？會到社群裡陎瀏覽嗎？瀏覽

的方式為何？大概都持續多久的時間？瀏覽的過程中還會進行哪些活

動（如：評論、加入我的最愛、下載）？ 

6. 社群與社群外的活動情形 

7. 對於這些上傳的圖片通常是如何使用與再利用？使用過 flickr 提供的第

三方廠商的輸出與列印功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