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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公民數位典藏平台 
 以公民團體社會行動為主要典藏內容的數位典藏系

統，提供紀錄、保存與傳佈的平台，以提供草根性
的思維，平衡主流媒體傾斜的現況，並透過公民團
體理念與文化的多元展現，累積民間社會行動經驗，
擴大社會動能。 

• 使用者研究 
 數位典藏內容的影響力，繫於使用者對系統的接受

度。唯有提升數位典藏系統與服務的使用經驗，才
能深化數位典藏的影響與價值 (林珊如，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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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 
 數位典藏是數位圖書館的形式之一 

1. 以數位形式有效保存與發揚有價值的
資料 (陳和琴，2001)，也指涉建立有
效率且長久的資訊整合系統，提供便
利的資訊保存、管理和擷取服務 (嚴
漢偉，2000)。 

2. 除了提供與管理資訊的機構，也可指
涉多媒體資訊的擷取系統，或是支援
數位內容創造、使用及搜尋功能的資
訊系統 (Borgman, Sølvberg, & Kovács, 
2002; Xi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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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 
 數位典藏的使命 

1. 研究人員觀點將數位圖書館視為代表
使用者社群的組織，重視對目標社群
的實質意義；圖書館員的觀點則視數
位圖書館為以數位型態提供資訊的組
織，關心資訊保存等實務性的問題 
(Borgman, 1999; Saracevic, 2000)。 

2. 當代的數位典藏涵蓋了數位圖書館的
兩種觀點，在保存文化多元性時，也
要關切跨時代與地域傳播資訊的使命，
以及各種社群的近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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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數位典藏的使用者研究 
 近十年來，由於對使用者重要性的體認，

對數位典藏使用性的評估也成為重要的
議題 (Chowdhury, Landoni, & Gibb, 2006)。 

 除了使用性 (Usability) 議題，使用者的
使用情境及執行的任務也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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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法 (User-

centered design，UCD)，以讓使用者融
入設計過程為主要特色，不僅重視對使
用情境的瞭解，也強調使用者在設計過
程中的持續參與。 

 針對 UCD 的設計取徑，Jokela  指出應該
瞭解並具體定義使用的情境，然後界定
使用者及其組織的需求，訂定使用性指
標，再擬定對應方案與策略，然後根據
需求，評估設計結果的使用性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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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並具體定義 
使用的情境 

具體定義使用者及 
其組織的需求 

根據需求進行設計中 
所達成之使用性評估 

進行設計的對應方案與策
略 (融合HCI的各種知識)  

確保系統符合這些系
統功能、使用者與 

組織的需求 

了解需求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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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 
 在實際的操作上，使用性測試、低效度

的原型設計 (Low Fidelity Prototyping)、
啟發式評估 (Heuristic Evaluation) 和任務
分析為較成功的應用方法，尤以使用者
訪談、原型設計和使用性測試最受推崇 
(Gunther, Janis, & Bulter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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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輪廓 

使用性測試 

離線原型設計
線上原型設計 

卡片分類法 
使用者訪談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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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設計 

• 使用者輪廓 
 初步調查 

根據現有資料或詢問相關人員，推測使用者的身分並進
行訪談。 

 進行分類 
根據群組屬性 (cluster the attributes) 分析法， 針對每位
受訪者列出特質，並以團體討論方式分類。 

 建立使用者輪廓 
針對每個使用者特質群組，以敘事連結 (narrative glue) 
串連特質。 

 進行排序 
分辨主要和次要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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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設計 

• 使用性測試 
 可學習性 (Learnability) 
 效率性 (Efficiency)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可記憶性 (Memorability) 
 錯誤率 (Error) 
 滿意度 (Satisfaction) 
(Nielsen, 1993; Preece, et a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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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設計 

• 使用性指標標準值 

推廣理念型 關心時事型 搜集資料型 

可學習性 38.75% 38.5% 52% 

效率性 475 秒 60 秒 82 秒 

有效性 100% 100% 100% 

可記憶性 100% 100% 100% 

錯誤率 0 0 0 

滿意度 52.7% 81% 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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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設計 

• 原型設計 
 離線原型 

不需使用電腦，又稱為紙本原型，製作快速、成本
低，可以在設計週期的早期階段使用。 

 線上原型 
需要使用電腦，和離線原型相較之下成本較高，製
作也較為繁複，適合在設計週期的晚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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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推廣理念型 (主要使用者) 
• 關心時事型 (主要使用者) 
• 搜尋資料型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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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推廣理念型 - 使用者類型特徵 
 對公民議題及相關活動有高度涉入。 
 經常瀏覽公民網站，對公民團體相關內容

有充分的知識與瞭解。 
 會產製公民數位典藏平台的內容，也會回

應文章，希望透過公民數位典藏平台讓多
元觀點向外發聲，傳遞與分享給對公民議
題有興趣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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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推廣理念型 - 角色人物 
現年 35 歲的 User1 跟父母同住在彰化縣，個性嚴

肅寡言的他，是一位記錄片工作者。過去 8 年的網路使
用經驗，讓 User1 對網路瀏覽的活動駕輕就熟，每天都
會在自己房裡花 2 小時左右上網，除了瀏覽新聞、各種
社會運動與紀錄片工作者的討論區，也會寫部落格。 

User1 當初開始使用公民數位典藏平台，僅是跟著
朋友使用，希望能夠發表影片，但其實不太懂怎麼搜尋
影片。在使用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時，User1 大部分
時間都在上傳自己拍攝的影片，而在上傳過程中，除了
注意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的狀態，也會關心有興趣的
議題，或是回應其他的相關影片，同時會很仔細的在網
頁上回應別人對自己影片的意見，經常和其他使用者互
動，每次在此網站都會停留約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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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推廣理念型 - 問題情境故事 
User1準備把影片上傳到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就從我的

最愛連結到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進入網頁後，User1 先找了
一下上傳影片的功能在哪裡，才想到忘記要先登入。等到登入後，
畫面就跳到了 Peopo 公民網站的主控台，於是 User1 點選主控台
下面的發表文章，在加入必要的標題與分類之後，開始上傳剛剪
好的影片。然而，因為影片大小超過規定，User1 只好打開剪輯
軟體再次修改。等到上傳成功後，User1想回到公民數典影音網站
平台，但並沒有提供超連結，他只好不斷按「上一頁」，才能回
到該影音網站平台。 

回到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之後，User1 先點選幾則最新消
息觀看，並且針對幾個問題提出想法。接著，他想到自己上個月
的影片不知道有沒有新的回應，就想從網站右邊的文章彙整搜索，
卻沒有找到，才想起是上上個月上傳的。經過一天疲累，User1 
很想就寢，但又想看完之前上傳的影片，可是因為必須登入網站
平台的主控台，不能從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直接點選會員的上
傳，而且剛剛他又不小心按到登出，想想連找個影片也這麼麻煩，
就決定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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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關心時事型 - 使用者類型特徵 
 對公民議題及相關活動的涉入程度遜於推

廣理念型的使用者，但對特定的公民議題
有潛在興趣。 

 多半在接收到主流媒體對特定議題的報導
後，因為想要更深入瞭解公民運動的多元
面向，才主動上網搜尋相關的公民議題報
導資訊。 

 多使用一般的搜尋引擎，僅不定期使用公
民網站。 

 多屬於潛水型使用者，只會瀏覽資訊，並
不會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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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關心時事型 - 角色人物 
個性謹慎靦腆的 User2 是 21 歲的大學生，自己住

在嘉義市的小套房，十分關心新聞，經常在房裡看各種
電視新聞節目，或瀏覽 BBS 上的熱門社會議題。User2 
喜歡閱讀、攝影，慢跑或看電影，但也花很多時間在網
路上。已經有 9 年網路經驗的他，主要都在家裡上網，
每天都會花上至少 5 小時，因此網路可說是主要的資訊
來源，除了網路新聞、BBS 討論區，也經常使用 MSN，
且會瀏覽特定的部落格。 

在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中，User2 除了有興趣的
特定主題外，也會隨意點選影片瀏覽，每次大約會停留
一個半小時左右。對User2而言，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
台經常有最新議題的影音，可以補充相關知識，做為談
資或上課報告的題材，因此才會使用。User2 並未註冊
成為會員，所以不能回覆他人所發表的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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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關心時事型 - 問題情境故事 
User2 想搜尋今天看到的幾則議題，就進入公民數典影音網

站平台，開始瀏覽左上角的最新文章列表，但看了幾則新聞的標
題之後，卻發現一些有趣的議題，就先點選超連結進入觀看。看
著看著，User2 找到和今天吃飯時看到議題相關的影片，有當地
居民跟學者的訪談，就點選收看。之後，他又從公民數典影音網
站平台的文章分類進入文章列表，想找尋有沒有更多相關的影片。 

不過找了一會兒，因為沒有發現相關影片，他就打開 BBS 
瀏覽新聞討論區。看了幾篇和剛剛看到的議題相關的文章後，他
發現有人提到在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發現相關影片，於是就回
到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分頁搜尋影片。可是無論從最新文章或
文章分類，User2 都找不到網友說的影片，就開始厭煩起來，不
懂為什麼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沒有站內搜尋引擎，而且試了好
幾個文章分類還是找不到。就在他想要放棄的時候，突然看到網
頁最右下方一個不起眼的站內搜尋引擎，趕緊輸入關鍵字，而找
到網友說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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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搜尋資料型 - 使用者類型特徵 
 對公民網站的使用多半屬於非自願性，可

能是基於工作或課業等需求。 
 主要的使用目的是搜尋資料。 
 搜尋的資訊內容多半是過往的影音資訊，

較不會關心最新動態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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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搜尋資料型 - 角色人物 
24 歲的 User3 在台北市念研究所，住在學校的宿舍

裡，是個樂觀開朗的女孩子，最喜歡逛街、看棒球，或和
朋友閒話家常。因為住在宿舍，網路是她主要的資訊來
源。已經有 11 年網路使用經驗的她，每天在網路上的時間
超過 8 小時，除了搜尋資訊、看網路電視或 Youtube，也經
常使用 MSN、Skype、Facebook和朋友交流，還會瀏覽 
BBS、朋友相簿及收發電子郵件。 

User3是因為工作的需要，必須搜尋公民相關資訊，
才開始使用公民數位典藏平台。她並不認為自己是公民團
體的一份子，也只將公民網站視為工具。在使用公民數典
影音網站平台時，User3都會專心瀏覽與搜尋需要的資料，
找到資訊立刻關閉網頁，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小時，使
用頻率也不高。對 User3 來說，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沒
有提供文章列表，也沒有站內關鍵字搜尋，是搜尋資料的
一大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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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者輪廓 

• 搜尋資料型 - 問題情境故事 
在進入公民數典影音網站平台之後，User3快

速瀏覽頁面，馬上在「文章分類」中找到需要的
主題，就點進去瀏覽相關影音內容。不過儘管找
到需要的影音內容，User3 還想找到更多資料，
就決定試試「文章彙整」功能，並按月份點開瀏
覽，可惜找了很久都沒發現有用的資訊。正當 
User3 想要放棄時，忽然發現網頁右邊底部有站
內搜尋引擎的功能，就趕緊輸入關鍵字搜尋，馬
上找到了更多資訊。這讓 User3 覺得又氣又好笑，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搜尋引擎，卻放在這麼不醒目
的位置！  

2012 

DADHIC



研究結果：使用性測試 

• 推廣理念型 
 推廣理念型使用者普遍會使用「會員登入」區塊，

而在站內搜尋文章時，因為對網站很熟悉，所以會
由「文章分類」搜尋。 

 可學習性和錯誤率未達到標準。造成這個結果的可
能原因有二，第一是回覆文章時，系統未要求先登
入會員，才會造成回覆失敗，因此易於發生錯誤，
使用者也不易修正。第二個原因是類似連結造成混
淆，提高發生錯誤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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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性測試 

• 關心時事型 
 普遍使用「文章分類」區塊及「站內影音搜尋」功

能，較少從「最新文章」區塊瀏覽影音內容。 
 可學習性、效率性和滿意度都未達使用性標準。造

成這個結果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是「站內影音搜
尋」功能的位置不明顯，影響使用者執行任務的效
率，也不容易學習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式。第二個原
因在於資料庫內部的檢索及網頁連結速度太慢，導
致執行任務的效率不佳，進而影響對網站的整體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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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使用性測試 

• 搜集資料型 
 普遍使用「文章分類」區塊及「站內影音搜尋」功

能。 
 可學習性、有效性、錯誤率和滿意度都未達使用性

標準。可能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站內影音搜尋」
功能與「GOOGLE影音搜尋」功能容易混淆，影響
使用者的學習和任務執行；再者，資料庫內部的檢
索及網頁連結速度太慢，影響執行任務的效率；最
後，「文章分類」區塊的分類不具排他性，易於造
成混淆，不僅難以學習，也容易產生錯誤，並影響
有效性。上述所有問題都會間接影響使用者的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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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離線原型設計 

• 介面配置 
 重要功能的位置不明顯，會影響使用者

的學習與使用效率。 
 在資訊搜尋及瀏覽方面，網站應根據使

用者的確實需求及功能使用頻率，重新
安排介面位置。 

 使用者是基於對公民議題的關心而瀏覽
網站，因此最新的公民事務及最多人關
心的議題較為重要，但使用者需求較高
的相關欄位卻不明顯。 

 建議修正網頁中多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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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離線原型設計 

• 資訊分類 
 現行的文章分類法不夠清楚。 
 分類辭意過於接近，不具排他性，反而

讓使用者無法區分其間的功能差異，而
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建議對分類類目重
新簡化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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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離線原型設計 

• 功能選擇 
 功能相近的介面，會讓使用者產生混

淆，應適當取捨。 
 在目的重疊的功能方面，如｢留言版｣和

｢信箱｣功能，實際上可以其中一項即
可，而且可以在位置方面，根據使用者
的需求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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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線上原型設計 
• 針對公民數位典藏平台的宗旨與理念，
以及紙本原型的分析和訪談結果，並探
討色彩意象，完成一線上原型設計，可
做為公民數位典藏平台改善的參考基
礎。 

• 綠黃色系似乎較為符合公民數位典藏平
台的精神，且此一觀點也受到受訪者意
見的印證，因此本研究以綠黃色系進行
原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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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線上原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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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數位典藏能否發揮作用，使用者更扮演著關鍵的角
色。 

• 本研究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式進行使用者研究，
透過使用者輪廓、使用性測試和原型設計，讓使用者
參與系統設計的修正與評估。 

• 公民數典網站有三類型的使用者，分別是推廣理念
型、關心時事型與搜集資料型使用者。 

• 公民數典網站目前介面在可學習性、錯誤率、有效性
和滿意度皆不盡理想。 

• 本研究結果發現介面有三方面的問題，分別是介面配
置、資訊分類及功能選擇。 

• 本研究結合介面修正與色系變更的線上原型設計，可
做為網站設計修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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