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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q專案及系統背景說明
§ 系統發展策略說明

§ Web 2.0 謅義
§ Wiki .vs. Wikipedia
§ Wiki特色
§ 國內外檔案Wiki應用案例

q雛型系統展示
§ 登入/登出/建立新帳號
§ 檔案的架構與內容

§ 電子檔案監造案的架構與內容

§ 主題檔案的架構與內容

q共筆協作流程說明
§ 登入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 選擇欲編輯的條目

§ 進行內容修改

§ 預覽修改內容

§ 儲存修改內容

q課程結束後即參與的開始
§ 我應該如何參與共筆協作?
§ 我發表的內容會不會侵權?
§ 共筆內容會不會造成困擾?
§ 內容有爭議時該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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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展策略說明系統發展策略說明

國家檔案
數位服務計畫

(T.R.U.E.)
Web 2.0精神：
同儕生產

1.缺乏非官方的資料
2.檔案為靜態的形式
3.著作權法令的限制

q應用線上百科技術，創
新加值檔案內涵
(Wiki)
q創新檔案應用型態，建
構良善檔案知識
(Innovation)
q擴大檔案分享機制，行
銷推廣檔案資產
(National Archives)

邁向2011－
檔案管理

10 年發展策略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服務與監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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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Web 2.0 (開放、互動、交流、共享開放、互動、交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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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 .vs. WikipediaWiki .vs. Wikipedia

qWiki 是一種強調協作(collaboration)的開放性
Web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允許使用
者自由編寫數位內容。

q1995年Ward Cunningham（沃德·坎寧安）
創建全世界第一個Wiki 系統－
WikiWikiWeb。
q2001年Jimmy Wales（吉米·威爾斯）和

Larry Sanger（拉里·桑格）共同創立
Wikipedia（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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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 Wiki 特色特色

q優點
§ 開放性高 (協同創作)
§ 格式簡單

§ 編寫方便

§ 鏈結容易

§ 彈性分類

§ 自由編目

§ 自動索引

§ 維護快捷

§ 擴增迅速

§ 修訂追蹤 (版本控制)

q缺點
§ 讀者、作者、管理者介面
混合，對一般讀者而言顯
得過於複雜

§ 開放性導致系統安全隱憂
§ Wiki系統甚多，選擇不易
§ 不同系統語法並不統一
§ 協作者編寫觀點不一致
§ 需要大量人力合力完成寫
作、編輯、管理工作

§ 社群經營不易
§ 內容版權問題

民主的氣氛、自由的編輯、開放的討論、客觀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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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檔案相關應用一些檔案相關應用 Wiki Wiki 的網站的網站
q國外
§ 英國TNA-Your Archives
§ 美國NIH-NA-MIC
§ 加拿大溫哥華圖書館-CCG
§ 澳洲與紐西蘭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OER
§ 美國歷史學會-AHA’s Wiki
§ OLCL&Harvard Lib. - GDFR
§ 物件導向管理協會-OMG
§ Archivopeida LLC
§ EALA Wiki
§ Samurai Wiki
§ Refugee Wiki

q國內
§ 文建會-台灣大百科
§ 中研院

§ 淡江大學-台灣棒球維基館
§ 清華大學-清華記憶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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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登入//登出登出//建立新帳號建立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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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帳號建立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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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登入//建立新帳號建立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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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成功登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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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畫面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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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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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的架構與內容檔案的架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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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園地法規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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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檔案法

可以點選專有名詞，連結至
「檔案名詞彙編」中，進一
步瞭解各名詞定義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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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檔案法 →→ 國家檔案國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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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檔案法 →→ 機關檔案機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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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檔案法 →→ 檔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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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檔案 →→ 文獻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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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詞彙編檔案名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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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詞彙編檔案名詞彙編((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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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詞彙編檔案名詞彙編 →→ 彈性原則彈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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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教室檔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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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技術發展現況國內外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技術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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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技術發展現況國內外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技術發展現況((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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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教室檔案教室 →→ 教材下載教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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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小故事檔案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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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小故事檔案小故事 →→ 辨別檔案真假的趣味辨別檔案真假的趣味



30

專家黃頁專家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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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黃頁專家黃頁((續續))



32

電子檔案監造案的架構與內容電子檔案監造案的架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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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監造案的架構與內容電子檔案監造案的架構與內容((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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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電子檔案管理電子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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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電子檔案管理電子檔案管理((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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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轉置議題及相關研究轉置議題及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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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轉置議題及相關研究轉置議題及相關研究((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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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模擬議題及相關研究模擬議題及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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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模擬議題及相關研究模擬議題及相關研究((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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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過時必備軟硬體典藏過時必備軟硬體典藏



41

監造案監造案 →→ 過時必備軟硬體典藏過時必備軟硬體典藏((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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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分散式目錄分散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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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分散式目錄分散式目錄((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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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主題檔案線上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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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主題檔案線上百科((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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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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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案監造案 →→ 國際合作國際合作((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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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 國外參訪報告國外參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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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電子檔案 →→ 模擬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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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電子檔案 →→ 系統保存系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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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電子檔案 →→ 封裝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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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的架構與內容主題檔案的架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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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921921大地震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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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921921大地震大地震((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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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國民大會國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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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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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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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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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228228事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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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 228228事件事件((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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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筆協作流程說明共筆協作流程說明

瀏覽線上百科網頁瀏覽線上百科網頁
選擇想編輯的條目選擇想編輯的條目

登入登入主題檔案主題檔案

線上百科系統線上百科系統

點選點選編輯編輯功能功能
進行條目內容修改進行條目內容修改

點選點選顯示預覽顯示預覽功能功能
確認所修改的內容確認所修改的內容

點選點選保存本頁保存本頁功能功能
儲存所修改的內容儲存所修改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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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筆協作流程說明共筆協作流程說明--以「移轉」條目為例以「移轉」條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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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移轉」條目內容修改「移轉」條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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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移轉」條目內容修改「移轉」條目內容((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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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後之「移轉」條目內容存檔後之「移轉」條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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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條文」條目修訂版本回顧「檔案法條文」條目修訂版本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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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如何參與共筆協作我應該如何參與共筆協作??

q首先您必須要連結到我們的網站：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系統
q不需註冊即可瀏覽網站各則百科條目

q若要參與共筆請上來註冊，取得協作的門票

q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您所知道的大方地寫
出來，把您認為需要調整的勇敢地改下去

q不怕您亂寫，就怕您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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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表的內容會不會侵權我發表的內容會不會侵權??

q原則上，您所發表的內容都需要取得授權，以符合現
行國內著作權法的規範

q實際上，我們已經採取Creative Commons
創用授權3.0 版(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 姓名標示：您必須按照作者或授權人所指定的方式表彰其
姓名，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原作者為您背書

§ 非商業性：您不得為商業性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

§ 相同方式分享：若您更改他人著作形成衍生著作時，必需
採用與原作者相同之創用授權條款，使得散佈該衍生著作

q應用上，在不違反法令的情況下，本著開放分享的精
神盡情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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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著作權傳統著作權 .vs. CC.vs. CC創用授權創用授權

q現行著作權法無法適用線上創作環境
§ 著作權利(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全數保留於著作權人

(All Rights Reserved)
§ 合理使用界定不清楚

§ 阻礙知識在資訊社會的傳遞

q創用授權(Creative Commons)適合線上創作
§ 著作權利(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部分保留於著作權人

(Some Rights Reserved)
§ 提供簡單、彈性的著作權授權條款，由著作人自主地使
用他的特定著作

§ 以鼓勵「創作」與「使用」的精神，適合知識線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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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創用授權創用授權44基本要素基本要素

q姓名標示(Attribution)
§ 您必須按照作者獲授權人所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原作者為您背書

q非商業性(Noncommercial)
§ 您不得為商業性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

q禁止改作(No Derivatives)
§ 您不得改變、轉變或更改他人著作

q相同方式分享(Share Alike)
§ 若將他人著作改變、轉變或更改成衍生著作，必須採用
與原著作者相同的創用CC授權條款，或採用經創用CC
授權組織認可的相容授權方式，始得散佈該衍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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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創用授權創用授權66授權條款授權條款

q姓名標示

q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q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q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q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q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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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筆內容會不會造成困擾共筆內容會不會造成困擾??

q會
§ 除另有註明，本站採用Creative Commons創用授權3.0版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條款，當您在使用或
引用主題檔案線上百科系統的資料時，請遵守授權條款的
規範，如有授權規範外的使用需取得原權利人授權

q不會
§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系統不保證內容正確性

§ 主題檔案線上百科系統是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協作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對本站資料進行編輯，因此內容可能含有錯
誤資訊，使用本系統資料您自己要承擔錯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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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爭議時該怎麼處理內容有爭議時該怎麼處理??

q基本上，我們相信使用者在發表時都是經過深思熟慮
而且對於自己發表的內容勇於負責

q原則上，系統允許存在具有爭議性的內容，透過共同
討論、編輯修改方式形成群體智慧

q實際上，系統營運過程背後有個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內
容諮詢委員會，成員包含本局代表與檔案領域學者或
專家代表，定期審視主題檔案線上百科問答系統頁面
內容，針對錯誤、不當內容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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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