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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
• 整體規劃發展方向整體規劃發展方向整體規劃發展方向整體規劃發展方向
• 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
• 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與與與與推廣服務推廣服務推廣服務推廣服務• 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與與與與推廣服務推廣服務推廣服務推廣服務
• 二期計畫及虛實整合發展架構二期計畫及虛實整合發展架構二期計畫及虛實整合發展架構二期計畫及虛實整合發展架構
• 永續經營議題與建議永續經營議題與建議永續經營議題與建議永續經營議題與建議



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加值與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
• 掌握趨勢掌握趨勢掌握趨勢掌握趨勢，，，，建立長期整體發展計畫建立長期整體發展計畫建立長期整體發展計畫建立長期整體發展計畫

• 融合實體及數位資源發揮優勢及特質融合實體及數位資源發揮優勢及特質融合實體及數位資源發揮優勢及特質融合實體及數位資源發揮優勢及特質

• 與主要族群生活及社會脈動緊密結合與主要族群生活及社會脈動緊密結合與主要族群生活及社會脈動緊密結合與主要族群生活及社會脈動緊密結合

• 長期提供獨特優質內容及加值服務能量長期提供獨特優質內容及加值服務能量長期提供獨特優質內容及加值服務能量長期提供獨特優質內容及加值服務能量

•• 結合館外專家結合館外專家結合館外專家結合館外專家、、、、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

• 具規劃力及執行力專業團隊具規劃力及執行力專業團隊具規劃力及執行力專業團隊具規劃力及執行力專業團隊

• 前瞻深入核心的決策力及領導力前瞻深入核心的決策力及領導力前瞻深入核心的決策力及領導力前瞻深入核心的決策力及領導力

• 永續維生的推廣行銷維運模式永續維生的推廣行銷維運模式永續維生的推廣行銷維運模式永續維生的推廣行銷維運模式



整體規劃發展方向整體規劃發展方向整體規劃發展方向整體規劃發展方向
• 發揮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發揮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發揮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發揮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
• 發展主流發展主流發展主流發展主流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

• 規劃虛規劃虛規劃虛規劃虛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

• 建立統建立統建立統建立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 建立統建立統建立統建立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
• 發展內容建構管理發展內容建構管理發展內容建構管理發展內容建構管理••••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



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博物館創造知識及故事的特質

Study

Education

Enjoyment

Institutes
KnowledgeResearch

Communicate

Conserve

CuratorsObject

Public

知識再利用與傳播知識再利用與傳播知識再利用與傳播知識再利用與傳播
Knowledge reuse and  diffusion

Story
Enjoyment

Exhibit
Communities

知識建構與管理知識建構與管理知識建構與管理知識建構與管理
Knowledg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知識分享與拓展知識分享與拓展知識分享與拓展知識分享與拓展
Knowledge sharing and exploration



應用加應用加應用加應用加值值值值

主流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主流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主流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主流族群及分眾加值內容與服務

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

實體會員實體會員實體會員實體會員實體會員實體會員實體會員實體會員

網路會員網路會員網路會員網路會員網路會員網路會員網路會員網路會員

會員整合會員整合會員整合會員整合 分眾服務分眾服務分眾服務分眾服務
推廣到位推廣到位推廣到位推廣到位

虛實整合虛實整合虛實整合虛實整合
推廣行銷推廣行銷推廣行銷推廣行銷

服務加值服務加值服務加值服務加值

技術整合技術整合技術整合技術整合

服務平台服務平台服務平台服務平台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
資源庫資源庫資源庫資源庫
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
資源庫資源庫資源庫資源庫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娛樂娛樂娛樂娛樂
多元加值內容多元加值內容多元加值內容多元加值內容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娛樂娛樂娛樂娛樂
多元加值內容多元加值內容多元加值內容多元加值內容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 / 展示展示展示展示 / 科教科教科教科教
整合知識庫整合知識庫整合知識庫整合知識庫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 / 展示展示展示展示 / 科教科教科教科教
整合知識庫整合知識庫整合知識庫整合知識庫

內容整合內容整合內容整合內容整合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內部專業人員內部專業人員內部專業人員內部專業人員

外部專業人員外部專業人員外部專業人員外部專業人員

科教活動科教活動科教活動科教活動 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展示主題展示主題展示主題展示主題 劇場劇場劇場劇場 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 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整合型整合型整合型整合型
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

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實體博物館

虛實整合虛實整合虛實整合虛實整合
服務入口網服務入口網服務入口網服務入口網

多媒體資源多媒體資源多媒體資源多媒體資源
典藏標本庫典藏標本庫典藏標本庫典藏標本庫
典藏知識庫典藏知識庫典藏知識庫典藏知識庫

虛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虛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虛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虛實整合博物館經營策略

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

分眾分眾分眾分眾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外部專業人員外部專業人員外部專業人員外部專業人員

網路資源網路資源網路資源網路資源

數位展示數位展示數位展示數位展示 虛擬展示虛擬展示虛擬展示虛擬展示 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數位學習
行動學習行動學習行動學習行動學習 動態推播動態推播動態推播動態推播 互動導覽互動導覽互動導覽互動導覽

老師學生老師學生老師學生老師學生

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

數位博物館數位博物館數位博物館數位博物館

服務入口網服務入口網服務入口網服務入口網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展示知識庫展示知識庫展示知識庫展示知識庫
科教知識庫科教知識庫科教知識庫科教知識庫
網站資源庫網站資源庫網站資源庫網站資源庫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

社群化社群化社群化社群化

無所不在無所不在無所不在無所不在



研究應用研究應用研究應用研究應用
教育應用教育應用教育應用教育應用
展示應用展示應用展示應用展示應用
娛樂應用娛樂應用娛樂應用娛樂應用

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媒體後製作

編輯組織編輯組織編輯組織編輯組織 / 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

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數位博物館入口網
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社會大眾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研究人員研究人員研究人員研究人員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使用者群使用者群

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統整式數位博物館建構模式

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

加值加值加值加值 / 發佈發佈發佈發佈 /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
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 資訊技術整合資訊技術整合

動物動物動物動物

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

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

博物館社群博物館社群博物館社群博物館社群

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地質地質地質地質

人類人類人類人類

展示展示展示展示

科教科教科教科教



內容建構管理內容建構管理內容建構管理內容建構管理••••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



第一期計畫架構第一期計畫架構第一期計畫架構第一期計畫架構(91~95)(91~95)(91~95)(91~95)

動物學典藏數位化
子計畫

脊椎動物標本
無脊椎動物標本

植物學典藏數位化
子計畫

台灣維管束植物相
台灣非維管束植物暨地衣
台灣菌類

資訊技術整合子計畫資訊技術整合子計畫資訊技術整合子計畫資訊技術整合子計畫

地質學典藏數位化
子計畫

人類學典藏數位化
子計畫

礦物學
脊椎動物化石
無脊椎動物化石
地質鑽探岩心
火成岩
變質岩

台灣中部考古學蒐藏
台灣原住民民族誌標本



各子計畫人力各子計畫人力各子計畫人力各子計畫人力

鳥類
獸類
兩棲

動動動動 物物物物

脊椎
動物

無脊椎
動物

昆蟲
節蜱

菌類

真菌

植植植植 物物物物

菌類維管束

維管束
植物

非維管束

矽藻
苔蘚

人人人人 類類類類

民族

布農
賽夏
卑南

大馬璘文化

-大馬璘遺址

--水窪窟遺址

漢人文化

--板頭村遺址

--笨港遺址

考古

礦物、沉積岩

火成岩、變質岩

脊椎動物化石

無脊椎動物化石

微體動物化石

澄江生物群化石

地地地地 質質質質 資資資資 訊訊訊訊

配合計辦業務

後設資料分析整合

數位化流程及標準規範

數典內容管理系統建置

整合查詢系統設計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機構計畫主持人 周延鑫館長 謝豐國代館長 李家維館長 周文豪代館長 林宗賢館長

共同主持人 梁光余副館長 周文豪副館長

兩棲
爬蟲
鯨豚
魚類

節蜱
棘皮

周文豪
顏重威
黃文山
陳彥君

助理1人

林政行
詹美齡
李坤瑄
黃坤煒

助理2人

真菌
模式
標本

維管束
植物
模式標本

吳聲華
王也珍
周文能

助理1人

楊宗愈
邱少婷
陳志雄
王秋美

助理1人

苔蘚
地衣

李曼玲
林仲剛

助理1人

卑南
阿美
排灣

王嵩山
廖紫均
董瑪女

助理2人

--崩溪缺地點

番仔園文化

--鹿寮遺址

--南勢坑遺址

--番仔園遺址

牛罵頭、大邱園文化

何傳坤
劉克竑

助理1人

澄江生物群化石

植物化石

地質鑽探岩心

何恭算、程延年
莊文星、王士偉
單希瑛、張鈞翔
董國安、鍾坤煒

助理2人

兒童數位博物館

加植應用開發

無線寬頻行動學習

周明
汪清雨
徐典裕

助理6人



自然與人文知識分類體系自然與人文知識分類體系自然與人文知識分類體系自然與人文知識分類體系

知識分類體系知識分類體系知識分類體系知識分類體系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內容專家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 展示展示展示展示 科教科教科教科教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動物動物動物動物 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地質地質地質地質 人類人類人類人類

維管束維管束維管束維管束 非維管束非維管束非維管束非維管束

菌類菌類菌類菌類



多層式可再利用知識表達結構多層式可再利用知識表達結構多層式可再利用知識表達結構多層式可再利用知識表達結構

• 多媒體物件
• 多媒體文件
• 知識單元
• 知識群組• 知識群組
• 知識網路
• 加值應用主題加值應用主題加值應用主題加值應用主題 (Story)(Story)(Story)(Story)

– 知識元件再利用知識元件再利用知識元件再利用知識元件再利用
– 藝術視覺設計藝術視覺設計藝術視覺設計藝術視覺設計



Collecting Editing Organizing Digitizing Publishing 

•Express the 

knowledge 

concept

•Decide knowledge

element type

•Collect original 

materials

•Digitize original

materials 

•Assign unique 

object  identifier

• Edit digital object 

with semantic 

metadata to 

become a core 

knowledge element  

•Store core 

knowledge element

into repository

• Reuse core 

knowledge element 

organize into 

advance knowledge 

element, multimedia 

document, 

knowledge unit, 

knowledge group, 

•Justify knowledge 

content 

•convert into 

XML-based 

structure

•Assign a 

presentation 

template

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流程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流程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流程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流程

into repository

for further reuse

knowledge group, 

knowledge network

• Store into repository

for reusing and 

sharing among 

specialists and 

applications 

template

•Generate Web

pages



統統統統整式知識內容建構管理技術平台整式知識內容建構管理技術平台整式知識內容建構管理技術平台整式知識內容建構管理技術平台
各類使用者群

聯合聯合聯合聯合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DC, DarwinC加值應用

內容專家 系統管理者

多媒體文件多媒體文件多媒體文件多媒體文件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

知識群組知識群組知識群組知識群組

知識體系瀏覽架構知識體系瀏覽架構知識體系瀏覽架構知識體系瀏覽架構

建構與維護建構與維護建構與維護建構與維護

動物專家動物專家動物專家動物專家

設計與管理設計與管理設計與管理設計與管理

植物專家植物專家植物專家植物專家

地質專家地質專家地質專家地質專家

人類專家人類專家人類專家人類專家

展示專家展示專家展示專家展示專家

多媒體物件多媒體物件多媒體物件多媒體物件
科教專家科教專家科教專家科教專家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DC, DarwinC

XSL

XML

典藏標本典藏標本典藏標本典藏標本

加值應用

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數位學習
資源庫資源庫資源庫資源庫

TW-LOM



知識單元 (knowledge unit)

多媒體文件

知識單元

多媒體物件



編輯知識體系分類架構編輯知識體系分類架構編輯知識體系分類架構編輯知識體系分類架構



編輯知識單元編輯知識單元編輯知識單元編輯知識單元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植物學植物學植物學植物學

生育地及分佈

知識單元：山黃梔

簡 介

花

葉

果
孢粉型態

組織玻片

參考文獻

典藏標本



典藏標本典藏標本典藏標本典藏標本 • 植物學植物學植物學植物學

典藏標本詳細內文

典藏標本清單

參考文獻清單

典藏標本詳細內文



影片串流影片串流影片串流影片串流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栗背林鴝栗背林鴝栗背林鴝栗背林鴝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 ••••動物學動物學動物學動物學

分類學研究分類學研究分類學研究分類學研究

生態習性生態習性生態習性生態習性

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

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

分類階層分類階層分類階層分類階層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石鹽石鹽石鹽石鹽環物環物環物環物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 ••••地質學地質學地質學地質學

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

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野外產狀野外產狀野外產狀野外產狀

重要產地重要產地重要產地重要產地

物理性質物理性質物理性質物理性質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背籃背籃背籃背籃 形制形制形制形制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 ••••人類學人類學人類學人類學

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典藏標本清單

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典藏標本詳細內文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使用方式與用途使用方式與用途使用方式與用途使用方式與用途

製作方法製作方法製作方法製作方法



編輯跨領域知識網路編輯跨領域知識網路編輯跨領域知識網路編輯跨領域知識網路 (knowledge network(knowledge network(knowledge network(knowledge network)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大透翅天蛾大透翅天蛾大透翅天蛾大透翅天蛾

設定相關資訊設定相關資訊設定相關資訊設定相關資訊



寄主植物寄主植物寄主植物寄主植物 --山黃梔山黃梔山黃梔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蜜源植物蜜源植物蜜源植物蜜源植物 --馬櫻丹馬櫻丹馬櫻丹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L.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大透翅天蛾大透翅天蛾大透翅天蛾大透翅天蛾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編輯知識群組編輯知識群組編輯知識群組編輯知識群組 (knowledge Group) (knowledge Group) (knowledge Group) (knowledge Group) ––––展示主題展示主題展示主題展示主題







知識多樣與加值多元知識多樣與加值多元知識多樣與加值多元知識多樣與加值多元
自自自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新版)



加值應用 - 虛擬展示
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知識單元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南島民族虛擬展示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Online gameOnline gameOnline gameOnline game

3D3D3D3D動畫動畫動畫動畫

•排灣族家屋

•大瑪璘考古遺址

•台灣中部考古



雅美族的人‧船與海洋展

加值應用 - 數位展示 (網路特展)
台灣特有鳥類展

台灣毒蛇展

蘭嶼植物展



加值應用整合—
知識、學習、探索、趣味之兒童數位博物館



島嶼地圖探索學習模式島嶼地圖探索學習模式島嶼地圖探索學習模式島嶼地圖探索學習模式

首頁(六大島嶼)                   地圖平台入口 空間傳送區 動物島地圖範例

地質島地圖範例 真菌島地圖範例 人類島地圖範例 植物島地圖範例



多人連線互動參與式學習多人連線互動參與式學習多人連線互動參與式學習多人連線互動參與式學習



蛙蛙樂園蛙蛙樂園蛙蛙樂園蛙蛙樂園————從養成遊戲創造蛙蛙樂從養成遊戲創造蛙蛙樂從養成遊戲創造蛙蛙樂從養成遊戲創造蛙蛙樂

園園園園

學習與遊戲模式並重學習與遊戲模式並重學習與遊戲模式並重學習與遊戲模式並重
自然與人文知識串聯自然與人文知識串聯自然與人文知識串聯自然與人文知識串聯

典藏連結典藏連結典藏連結典藏連結
延伸學習延伸學習延伸學習延伸學習



後端維護管理系統後端維護管理系統後端維護管理系統後端維護管理系統

� 學習內容擴充與串聯

� 互動平台之地圖新增維護介面

� NPCs對話元件並於前端展現串
連

� 評量試題並於前端地圖介面上� 評量試題並於前端地圖介面上

設置考試機

� 學習任務設計

� 可調整積分點數、會員升等積
分值、各級會員積分值轉換活

動／贈品的折扣數



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 –––– 環境感知行動學習環境感知行動學習環境感知行動學習環境感知行動學習



典藏內容
多元服務

多元服務與學習內容多元服務與學習內容多元服務與學習內容多元服務與學習內容

展示內容

科教內容

環境感知



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 ---- 行動語音導覽行動語音導覽行動語音導覽行動語音導覽(Wi(Wi(Wi(Wi----Fi Phone)Fi Phone)Fi Phone)Fi Phone)

˙̇̇̇特展特展特展特展////常設展常設展常設展常設展

˙̇̇̇自主編輯自主編輯自主編輯自主編輯、、、、上載上載上載上載、、、、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分眾分眾分眾分眾

˙̇̇̇多語言多語言多語言多語言

˙參觀後延伸學習服務參觀後延伸學習服務參觀後延伸學習服務參觀後延伸學習服務



第二期計畫架構第二期計畫架構第二期計畫架構第二期計畫架構

重建台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

分項一分項一分項一分項一 分項二分項二分項二分項二 分項三分項三分項三分項三

台灣兩生爬蟲類知識庫

數位台灣真菌知識館

台灣低海拔植物知識庫

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

重建台灣失落的昆蟲模式標本

台灣低海拔植物知識庫

台灣產棘皮動物及其他罕有
研究無脊椎門類知識庫

台灣產之昆蟲多樣性知識庫

地質數位典藏知識庫

自然與人文知識庫整合建構



內容建構管理內容建構管理內容建構管理內容建構管理••••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加值再利用及傳播服務架構



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加值應用 ----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虛實整合數位學習推廣服務



數位學習推廣服務平台數位學習推廣服務平台數位學習推廣服務平台數位學習推廣服務平台



最大欄位集合最大欄位集合最大欄位集合最大欄位集合

標本後設資料

+
標本資料

標本來源資料

蒐藏管理系統蒐藏管理系統蒐藏管理系統蒐藏管理系統 數位典藏管理系統數位典藏管理系統數位典藏管理系統數位典藏管理系統 聯合目錄系統聯合目錄系統聯合目錄系統聯合目錄系統
分項一及分項三分項一及分項三分項一及分項三分項一及分項三

DC,

Darwin 

Core

數位典藏內容分享與標數位典藏內容分享與標數位典藏內容分享與標數位典藏內容分享與標準化準化準化準化

聯合目錄

多媒體
資源庫

標本
資料庫

TaiBif

OAI
最大欄位集合最大欄位集合最大欄位集合最大欄位集合
(數典數典數典數典(含影像含影像含影像含影像)   

+ DC 
+  Darwin)

圖片檔案

基礎分類資料

採集地點資料

行政區域資料

標本來源資料

圖片後設資料

+

知識單元網頁

加入知識單元
圖片檔案圖片檔案圖片檔案圖片檔案

TW-LOM

數位學習

資源庫

第二分項第二分項第二分項第二分項
數位學習推廣計畫數位學習推廣計畫數位學習推廣計畫數位學習推廣計畫

TaiBif

GBIF

EOL

模式標本
資料庫

SQI

典藏
知識庫



虛實整合發展架構虛實整合發展架構虛實整合發展架構虛實整合發展架構

自然與人文
數位博物館

兒童
數位博物館

實體
數位博物館

聯合目錄 智慧查詢 智慧服務 授權服務 電子商務 推廣活動 行銷活動

虛實整合
數位學習入口網

虛實整合 分眾 個人化 社群化 無所不在

晶片卡

會員機制

虛實整合服務入口網虛實整合服務入口網虛實整合服務入口網虛實整合服務入口網

多元加值多元加值多元加值多元加值

虛實整合虛實整合虛實整合虛實整合
入口網入口網入口網入口網

典藏標本庫

典藏知識庫 展示知識庫 科教知識庫

學術知識分類 科普知識分類

模式標本庫 網頁文件庫

數位展示 虛擬展示 數位學習 行動學習 展示推播/導覽

展示活動 科教活動

商品品牌

出版品

光碟

標本

教案/ 教具

圖書/出版

生活知識分類

教育主題單元網路特展

教育部服務升級計畫
虛實整合數位博物館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會員資料庫會員資料庫多媒體資源庫多媒體資源庫

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多層式
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知識庫

多元加值多元加值多元加值多元加值
串聯服務串聯服務串聯服務串聯服務



結合館內外專家、機構及產業加值推廣行銷模式結合館內外專家、機構及產業加值推廣行銷模式結合館內外專家、機構及產業加值推廣行銷模式結合館內外專家、機構及產業加值推廣行銷模式

使用者 (B2C)
--社會大眾
--學術研究
--教育應用
(老師、學生)

--家庭
--實體參觀者
--實體卡友
--網路會員
--商品消費者

加值授權開發 (B2B)
異業合作
社教館所
旅遊業

商品開發
文具玩具
禮品用具
生活家飾

加值授權
教材商
數位學習
補教業
出版商
PDA /手機內容
圖鈴

—媒體合作—電視廣播 平面媒體網路/BLOG  戶外
行銷推廣機制網路訂購機制E化交易機制通路舖貨機制客製化機制

授權合約機制E化交易機制 個人會員機制團體會員機制虛實整合入口網站

館內資料庫整合 知識庫內容建構—館外—學術機構教育機構其他館所專業人士—館內—
動物組 展示組
植物組 科教組
地質組 典藏組
人類組
行政部門

加值應用轉化
--館外--

學校資源
其他館所
產業創意

動物組
植物組
地質組
人類組
資訊組

蒐藏資料庫
展示/科教資

訊
網站資源
圖書出版品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兒童數位博物館數位內容管理平台知識庫/資料庫/標本庫/多媒體庫 加值行銷平台加值科普單元教案資料
E化交易機制商業開發機制異業結盟機制便利快搜機制 團體會員機制平台分享機制便利快搜機制個人化服務機制 意見反饋利益反饋

利益回饋

虛實整合入口網站實體博物館
科教
展示
品牌



數位內容授權加值行銷數位內容授權加值行銷數位內容授權加值行銷數位內容授權加值行銷
• 前期前期前期前期 (96.7 ~97.6)

– 授權任務小組組成
– 版權清點與挑選
– 市場需求訪談
– 專業代理商接洽與篩選

• 初期初期初期初期 (97.7~97.10)
– 授權辦法(拆帳比例、收費機制)及行政流程
– 專業代理商
– 加值方向規劃

•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 (97.10 ~97.12)
– 加值開發與行銷推廣
– 合作廠商接洽與合作 / 招商辦法制定

• 後期後期後期後期 (98.1~    )
– 加值行銷長期營運 / 產業合作營運模式建立



永續經營發展架構及執行團隊永續經營發展架構及執行團隊永續經營發展架構及執行團隊永續經營發展架構及執行團隊



永續經營的議題與建議永續經營的議題與建議永續經營的議題與建議永續經營的議題與建議

• 積極進行評估積極進行評估積極進行評估積極進行評估，，，，尋求更精準的整體發展方向尋求更精準的整體發展方向尋求更精準的整體發展方向尋求更精準的整體發展方向
• 調適充實完整優質內容調適充實完整優質內容調適充實完整優質內容調適充實完整優質內容，，，，符合使用者期待及需求符合使用者期待及需求符合使用者期待及需求符合使用者期待及需求
• 發展具吸引力與獨特性加值內容與應用服務發展具吸引力與獨特性加值內容與應用服務發展具吸引力與獨特性加值內容與應用服務發展具吸引力與獨特性加值內容與應用服務
• 計畫發展應融合機構常態業務計畫發展應融合機構常態業務計畫發展應融合機構常態業務計畫發展應融合機構常態業務
• 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 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建構整體永續基礎須拓展人力及經費資源
• 具決策力及領導力管理營運團隊具決策力及領導力管理營運團隊具決策力及領導力管理營運團隊具決策力及領導力管理營運團隊
• 須建立館內長期內容、技術、推廣及行銷專業團隊須建立館內長期內容、技術、推廣及行銷專業團隊須建立館內長期內容、技術、推廣及行銷專業團隊須建立館內長期內容、技術、推廣及行銷專業團隊
• 擴展館外專家擴展館外專家擴展館外專家擴展館外專家、、、、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機構及產業加值能量與經營資源

• 建立虛實整合永續經營模式建立虛實整合永續經營模式建立虛實整合永續經營模式建立虛實整合永續經營模式
• 培植典藏機構適性及獨特典範納入二期目標培植典藏機構適性及獨特典範納入二期目標培植典藏機構適性及獨特典範納入二期目標培植典藏機構適性及獨特典範納入二期目標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Q & A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