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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大數據產學前沿應用教學研討會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Education on Digital Humanitie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the Big Data Era 2019 (WEDHIA 2019) 
 

時間：2019 年 12 月 5-6 日 
Date: December 5-6, 2019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愛樓 612 教室 
Venue: Classroom 612, Bo Ai Build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主辦單位：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教學資源中心 
Organizer: The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Project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議程 / Program Schedule 
 

12 月 5 日（星期四） / Thursday, December 5, 2019 

09:00 ~ 10:40 

主題演說 1/Keynote Speech 1: 
主講人 Speaker: Prof. Soichiro Takagi（University of Tokyo） 
題目/Titl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mplications from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主持人/Chair: 陳樹衡/Shu-Heng Chen 

10:40 ~ 11:00 茶敘/Coffee Break（joint with DADH 2019） 

11:00 ~ 12:20 
論文發表 1/ Session 1: 文學與語言教學/ Sin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主持人/Chair: 邱詩雯/Shihwen Chyu 

12:20 ~ 13:30 午餐/Lunch（joint with DADH 2019） 

13:30 ~ 15:10 
論文發表 2/Session 2: 視覺人文/ Visual Humanities 
主持人/Chair: 施登騰/Deng-Teng Shih 

15:10 ~ 15:30 茶敘/Coffee Break（joint with DADH 2019） 

15:30 ~ 17:10 

專題演說/Featured Talk:  
主講人/Speaker: 陳樹衡/Shu-Heng Chen 
題目/Title: On Consilience: What Do We Learn from TCDH, Two Years On? 
 
主題演說 2/Keynote Speech 2 
主講人/Speaker: Prof. Francesco di Iorio（Nankai University） 
題目/Title: On Predic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主持人/Chair: 陳樹衡/Shu-Heng Chen 

17:30 ~ 20:00 晚宴/Banquet（joint with DAD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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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星期五） / Friday, December 6, 2019 

09:00 ~ 10:40 

主題演說 3/Keynote Speech 3  
主講人/Speaker: Prof. Jonathan Allen（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題目/Title: A Model Fu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Data Science Move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clusion 
主持人/Chair: 陳樹衡/Shu-Heng Chen 

10:40 ~ 11:00 茶敘/Coffee Break（joint with DADH 2019） 

11:00 ~ 12:20 
論文發表 3/Session 3: 大數據與機器學習/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主持人/Chair: 區國良/Kuo-Liang Ou 

12:20 ~ 13:30 午餐/Lunch（joint with DADH 2019） 

13:30 ~ 15:10 
論文發表 4/Session 4: 網實融合/Cyber-Physical Space: Inclusiveness,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主持人/Chair: 施登騰/Deng-Teng Shih 

15:10 ~ 15:30 茶敘/Coffee Break（joint with DADH 2019） 

15:30 ~ 17:10 
論文發表 5/Session 5: 空間人文/Spatial Humanities 
主持人/Chair: 劉銘緯/Ming-We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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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Education on Digital Humanitie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the Big Data 
Era 2019 (WEDHIA 2019) 

2019 國際大數據產學前沿應用教學研討會 
 
 
WEDHIA 主題演說 1 / Keynote Speech 1 
主講人/Speaker：Prof. Soichiro Takagi（University of Tokyo） 
題目/Title：Innovation Capability: Implications from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摘要/Abstract 
  In the past 10 years, cryptocurrency and its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blockchain,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s as one of the most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oon after the launch of Bitcoin, the attributes of blockchain have 
started to be regarded as key drivers to realize transformativ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nti-tampering, value capturing and circulation, 
and traceability are realized through decentralized network without central 
author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posed fundamental questions on the rationality of 
conven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nd opened an opportunity to envisage 
social systems from scratch. As a result, based on the idea that are stimulated by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nnovators have been creating 
ideas and providing services in the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electricity, 
government, media, and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blockchain-based service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t stages and not practically penetrated compared to other growing 
technology drivers such as AI, IoT, and Bigdata. This lecture discus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s and several transformative use-cases, shedding light 
on how the innovative ideas are embedded in those cases. It also discusses key 
challenges for innovators to provide a service which would solve the real issues in 
the society. 

 
 
WEDHIA 主題演說 2 / Keynote Speech 2 
主講人/Speaker：Prof. Francesco di Iorio（Nankai University） 
題目/Title：On Predic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摘要/Abstract 
  While the natural sciences can predict with accuracy and precision many kinds of 
phenomenon such as, for example, solar eclipses,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are 
unable to provide any certain and detailed forecasts of social dynamics. Why 
is this so? Following Karl Popper and Friedrich Hayek,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is is 
because of three reasons: (i) the lack of deterministic laws of human action; (ii) the 
fact that relevant social phenomena are mainly extremely open complex 
systems; and (iii) the existence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that 
affect historical and social processes. Given the above, what can be said about the 
idea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predic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is 
problematic is because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less advanced than natural ones? 
According to Popper and Hayek, this idea is a prejudice that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we often tend to mistakenly compare what should not be compared, i.e. on one 
hand highly unpredictable complex social systems and on the other very predictable 
simple (and often artificial) physical systems.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even in 
physics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in detail the behavior of a very open complex 
system. 

http://www.iii.u-tokyo.ac.jp/faculty/takagi_soichiro
https://francesco-di-ior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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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HIA 主題演說 3 / Keynote Speech 3 
主講人/Speaker：Prof. Jonathan Allen（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題目/Title：A Model Fu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Data Science Move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clusion 
 

摘要/Abstract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more data-driven world--a society where digital 
technology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deciding what education we will have, what jobs we will 
perform, where we will live, who we will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what information we will see, 
and how we will be policed and disciplined. Technology will increasingly label us, categorize 
us, and predict what we will become as human beings. How can we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and shape this digital future towards inclusion and human empowerment? This 
presentation will focus 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echnology-based movement for social 
change: the rise of data science. The predictive powers of data science provide opportunity and 
hope, but are bursting forth into a pre-existing world of growing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A better data-driven world may depend on the ability of new technology-based 
movements, such as data science, to be more inclusive, and to prioritize goals of human 
empowerment over continued wealth and power concentration. 

 
 
WEDHIA 專題演說/Feature Talk   
On Consilience: What Do We Learn from TCDH, Two Years On? 

o 陳樹衡 Shu-Heng Chen（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 賴惠玲 Huei-Ling Lai（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 鄭文惠 Wen-Huei Cheng（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 王信實 Shinn-Shyr Wang（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 林敬智 Ching-Chih Lin（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EDHIA 論文發表 1/Session 1：文學與語言教學/Sin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1. 數位人文在國學導讀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o 邱詩雯 Shihwen Chyu（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國學導讀是中文相關科系學生必修入門課程，兼具著知能奠基與生涯定向的雙重功

能。數位人文是電腦運算或資訊科技與人文學的交叉學科，如何用數位人文視野，更新

「國學導讀」課程設計，是本文欲探討的主題。本研究將以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國

學導讀課程為例，以 Docusky、Corpro 等工具分析詞頻風格為例，探討導入詞頻分析系統

作為「國學導讀」課程學習任務的可能。運用問卷調查法的前測、後測，比較分析學生

對於將數位人文方法導入課程後，對於學習意願與教學成效的變化。則完成此研究，能

夠過課堂實例分析，探討數位人文工具作為課程學習任務、輔助課堂教學的效度，提出

建議，作為日後相關課程設計之參考。 
 

2. 數位科技，可否作為客語復振的方法論？ 
o 鍾鎮城 Chen-Cheng Chun（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o 施朝凱 Chao-Kai Shih（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o 林雅綺 Ya-chi Lin（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ttps://www.usfca.edu/management/faculty/jonathan-allen
http://aiecon.org/staff/shc/E_Vita.htm
http://www3.nccu.edu.tw/%7Ehllai/
https://chinese.nccu.edu.tw/people/bio.php?PID=57728
http://www3.nccu.edu.tw/%7Esswang/
https://religion.nccu.edu.tw/people/bio.php?PID=33771
http://rais.ncku.edu.tw/Personal_Report/profile.php?s=MTA2MDIwMTQ7YWxsOzsxO3BlcnNvbmFsX3JlcG9ydF9jc3NfMQ==
https://c.nknu.edu.tw/tcsl/TeacherCorner.aspx?PN=4&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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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Abstract 
  以往客語復振的操作邏輯在於透過成人影響孩子，但是，近年客籍家庭父母客語能力

不若以往，因此仰賴父母發揮復振功能，成效甚微。因此，我們翻轉方向，以 0-18 歲的

客籍世代為主角，而後回歸影響家庭場域客語溝通能力和習慣。此一課題經由七年來在美

濃地區所持續進行的「國小客華雙語教學計畫」，幾近達成。首先，該計畫的核心精神是

鍾鎮城、許秀娟(2017)所勾勒出的務實性雙語復振策略；其二，三至五年級實驗班學生在

聽力、閱讀及口語三方面的客語能力，總平均高出對照班 8.8%至 17.2%的成就表現。

而，上述成就在未來的三至五年間即會達至瓶頸。因為，目前的閩南、客家及原住民族族

語，都出現無法透過該語言連結科技世界，以及缺乏科技化詞彙的窘境。就以客語而言，

反而予人語言老態的形象。爰此，我們正試驗一種新路徑，以參與美濃客華雙語教學的教

室為孵化基地，藉由導入 Google for Education 及建置 Chromebook 教學應用環境，逐步發

展出融合客語與網路科技所建構出的 Hakka Plus 語境及語言功能。三年內，我們預期將達

成以下效益: (一)培養臺灣首批具數位素養之客華語雙語教育師資；(二)建立科技客語相關

之語料庫；(三)建立當代客語的數位科技語用功能；(四)發展出數位科技作為語言復振的

可行方法論。 
 

3. 印尼文化電玩對文化與語言教育的應用可能性：以民間傳說為題材的電玩—Pamali 的使用者經

驗為例 
o 陳添發 Theam-Fatt Tan（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在全球化的時代，間接促進印尼的文化電玩以及臺灣的東南亞文化教育的發展。 
印尼傳統傳承文化方式隨著科技進步，改變原先資訊傳播結構，引來印尼本土文化流失

的擔憂。因此設計一套符合應對時代教育的學習模式，已經是變得刻不容緩，因而產生

包括文化與語言結合電玩在內的教育研究。 
  臺灣人口出現變化源自於島外移民包括東南亞群體，帶動東南亞語言與文化教育興

起。本研究試圖在印尼文化電玩與臺灣東南亞語言與文化教育的興起之間建立聯繫性。

研究問題焦點，主要凝聚印尼的身分認同而設計的印尼文化電玩，是否與如何與臺灣教

育的東南亞教育建立輔助的可能性？ 
  本文採用使用者經驗的深度訪談法，研究對象鎖定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習印尼語

學生，並以 RPII問卷來篩選對印尼文化與語言熱忱程度高者來參與電玩測試。由於使用

者較重視音樂、動畫及藝術，因此以結合圖片與文字記錄，並且挖掘使用者深處感受的

ZMET，較適合成為主要質性研究。在主要發現與討論，以現階段訪問進度，研究對象 S
的使用者經驗顯示，遊戲設計細節上含有印尼國家元素，喚起對象本身曾經在印尼生活

的經歷，同時不失文化結合恐怖的遊戲賣點，但對缺乏遊戲操作經驗者，在說明操作的

部分需要加強。 
 
 
WEDHIA 論文發表 2/Session 2：視覺人文/Visual Humanities 
1. 大數據時代下的視覺傳達設計課程創新研究 

o 羅光志 Kuang-Chih Lo (佛光大學 Fo Guang University） 
o 洪暉鈞 Hui-Chun Hung（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視覺傳達設計課程在於培養設計者圖像思考與符號轉譯的基本概念與方法，透過設計

個案的模擬與演練，體驗各種視覺傳達設計的可能性。並使學生能理解各種視覺傳達設計

方法過程與步驟內容。藉由各種實務課題的演練，增進個人對視覺傳達設計之能力，並能

激發其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隨著大數據時代與數位科技的演進，將著重於「視覺資訊

http://pmd.fgu.edu.tw/zh_tw/member/Fulltimeteachers/%E7%BE%85-%E7%BE%85%E5%85%89%E5%BF%97-85360808
http://jimgohun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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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能力之培養與訓練之課程創新行動研究。將結合跨校跨領域師資與業界專家共時授

課，採合作學習與「國際議題」或「在地實踐」議題相結合。以學生熟悉的校園議題或校

園在地社區做為實驗基地，鼓勵學生從生活環境中做為觀察對象，藉著「推力」思維、設

計思考，實際改善社會行為與環境。並於期末進行公開展演與發表，邀請業界師資進行指

導與回饋，使學生成為具備設計思考、解決問題、社會實踐與實作能力之跨領域數位人文

創新人才。 
 

2. 臺灣糖業數位人文加值之研究 
o 王献章 HsienChang Wang（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o 陳鈺璇（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o 洪燕燊（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o 曾黃偉（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在臺灣，糖業發展已超過百年，蔗糖文化中有許多值得人文學者研究之處。在眾多

歷史文物資料中，台糖公司每 10 週年發行的紀念專刊內藏豐富的臺灣糖業發展歷史內

容，而近年來政府推動文化再創、歷史再現等議題，加上數位內容相關技術興起，本研

究基於台糖公司目前所儲存或典藏的歷史文物資料，進行數位化之處理，並針對其內容

做視覺化之呈現，做出有意思的數位人文應用系統。重點工作項目包括：(1)收集並分析

處理台糖歷史大事紀; (2)校訂資料並定義關鍵欄位; (3)以網頁技術建置臺灣糖業歷史資料

之典藏平台; (4)台糖的地理歷史時空間資料視覺化呈現。 
  本研究首先將台糖週年通訊資料數位化，並透過斷詞及詞性標記系統進行文字處理

後，從所得的大數據中擷取出台糖通訊中歷年來的重要訊息，並特別針對時間空間資訊

進行整理。研究成果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來呈現視覺化的查詢結果，建置出一套可將臺

灣糖業發展大事紀的網站系統，以提供方便取用及呈現資料為原則，讓使用者了解臺灣

糖業發展的歷史脈絡。 
  後續研究將可針對目前台糖典藏之製糖器械、歷史照片等內容進行整合，以呈現更

多樣化之臺灣糖業數位人文風貌。 
 

3. From MetaGame to MetaMuseum~論後設博物館之數位形式與敘事 
o 施登騰 Deng-Teng Shih（中國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摘要/Abstract 
  在數位科技發展的進程中，博物館學與視覺文化也逐漸在「實體/虛擬」、「存在/ 不
存在」、「文化權威」、「觀眾賦權」、「數位參與」等議題辯證下，因不再侷限「實

體/建築」觀念，而能正視無牆博物館、虛擬博物館、數位參與的功能；也因為不以單向

資訊傳播、重視觀眾參與，而使「過程/經驗」重要性超越「成果/ 結果」。而此「對話與

敘事」的新關係，不僅是「後博物館 Post Museum」的重要特性，也是「後設博物館

Meta Museum」的必要形式。 
  「後設博物館」則在數位技術與設備成熟條件下，援引「Meta Game 後設遊戲」類

似「後設戲劇 Meta Drama」的那種「戲中戲、劇中劇」的概念，能在既定規則外超越或

操作的原設定，進而更深地直接地參與遊戲/戲劇之中。不僅是破「第四道牆 the fourth 
wall」，也在破牆後有更明確的數位互動形式與參與方式。 
  本研究試圖透過「後設博物館」概念，去分析目前虛擬博物館(線上博物館、數位博

物館)的功能，並提出此類「空展示」技術如何透過虛擬整合形式去實踐數位人文之實境

與虛擬應用。 
 

4. 視覺文本的多樣化呈現 以電影圖表化之人物設計為例 

http://tweb.cjcu.edu.tw/eportfolio.php?pro_id=XXOmd%2BHEtEF0jM44t1%2FlzQ2
https://ied.cute.edu.tw/full-time-faculty/deng-teng-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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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詹鎮邦 Chen-Pang Tsan（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o 黃文宗 Wen Tsong Huang（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數位資訊的時代，群眾對於資訊接收的方式日趨多元，除了傳統的文字、圖形、影

片之外，越來越多的複合式資訊日益興盛，但不管是何種呈現方式，其最終目的皆是讓

受眾以更簡易的方式接受到所需的資訊。 
  以目前來說，各式各樣的資訊皆能以資訊圖像的方式表現，電影的資訊圖像亦然，

因為電影型態的不同，其圖表的表現方式亦不相同。電影大多經由演員詮釋，所以圖表

中的人物設定便相對重要。優秀的人物圖像設計，可以讓受眾以更易於接收的方式，來

了解圖表的全貌，進而達到資訊傳遞的目的。 
  本研究以電影人物設定此一角度切入，以小說家村上龍的的作品《69》改編的電影

《69》為例，先透過 KJ 歸島法，蒐集以人物形象為主的電影資訊圖表，歸納出目前常見

的類型包含：照片、人物剪影、人物外觀特徵插畫、主要象徵物插畫等。再透過歷史研

究法，探究出過去相關類型的資訊圖表的人物設計呈現方式，最後以村上龍小說電影

《69》片中的人物形象設計出合宜且適於資訊圖表的人物設計，希望能藉此研究，來重

新定義關於電影資訊圖表的人物設計方式。 
 
 
WEDHIA 論文發表 3/Session 3：大數據與機器學習/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1. 以機器學習法分析大學生之校園數位足跡 

o 區國良 Kuo-Liang Ou（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 陳建承（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足跡分析常應用於觀光旅遊或交通規劃等相關議題，常見的資料收集方式會利用跟

隨記錄或側拍錄影等方式進行，除了受到時間及地點的限制外，後續的資料分析工作往

往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及成本；而數位足跡的出現讓足跡分析的收集及分析工作較以往更

為容易，加上機器學習等分析技術發展，與數位足跡相關的研究及應用也更加多元，其

中與人格特質相關的之數位足跡研究，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 
  本研究利用個人智慧型手機結合 Google Maps 時間軸服務之數位資料，共蒐集了 168
位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學生在校園中的數位足跡，結合五大人格特質進行分析，結果發

現，外向性偏高或神經質偏低的學生，容易聚集於校園中社團空間與運動場所，外向性

偏低、神經質偏高或友善性偏低的學生，容易聚集於校園外租屋處或飲食區，而開放性

與嚴謹性則沒有明顯的差異性。本研究足跡資料量達 3,655,475 筆，使用機器學習之分群

演算法以及社交網路分析，並將分析結果以視覺化的呈現，相關經驗及成果可供相關學

者參考。並將分析結果以視覺化的呈現，相關經驗及成果可供相關學者參考。 
  關鍵詞：機器學習；數位足跡；五大人格特質 
 

2. 人工智慧對兒童遊戲智能鞋之研究與發展 
o 王慧婷 Huiting Wang（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 王晨瑀 Chen-Yu Wang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 彭煖蘋 Shiuan-Ping Peng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摘要/Abstract 

http://www.dmd.uch.edu.tw/zh_tw/about/teacher
https://klou.ilst.nthu.edu.tw/?page_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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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兒福聯盟 2018 年兒童運動現況調查報告，發現臺灣兒童普遍均有運動量不足、

運動強度不夠的問題，長期將會造成兒童身心健康造成影響。為解決我國兒童運動量過

少及運動強度不足的問題，本研究針對兒童開發「遊戲智能鞋」，透過遊戲增加兒童運

動的動力。遊戲的設計與選擇，藉由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 Piaget 所提出的認知發展階

段理論，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針對不同時期對應相

對應之遊戲。本研究開發之「遊戲智能鞋」，整合目前市場上智慧鞋已有之技術，例

如：定位、計步、計距離、運動傷害警告、卡路里消耗、復健、姿勢矯正等功能，加上

遊戲設計，因應兒童運動量過少及運動意願低的問題。當兒童遊戲時，可以藉由「遊戲

智能鞋」的傳感器記錄傳送個人運動資料到雲端資料庫，透過大數據分析，將兒童之身

體健康資訊，傳送到父母親手機 APP，令兒童或其家長更加了解其身體狀況。同時，提

供個人化的健康管理以及飲食管理建議，讓兒童同時改善運動習慣及飲食習慣，減少因

肥胖引起的多種疾病的機率。此外，遊戲過程中，可建立遊戲運動社群，讓兒童在遊戲

兼運動的同時還可以擴展交友圈與生活網。 
 

3. 樂齡族資訊科技接近使用權社區實踐探討 Exploring Senior Citizen’s Right to Access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 黃葳威 Wei-wei Vivian Huang（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據社交媒體調查機構 We Are Social 與品牌管理服務提供商 Hootsuite 的《2019 年全球

數位報告》，全球使用網路人口已破 40 億大關。全球上網人口數逾 5 成，臺灣 12 歲以上

上網人口已達 1738 萬人，行動上網率逐年攀升，突破七成；其中 65 歲以上上網率下

降，65 歲以上年齡者上網率僅 31.1%；64 歲以下上網率逾 6 成，形成年齡向的數位落

差。高齡人口無論在擁有智慧型手機，及使用網路或社群媒體的情況皆為總人口中比例

最低，故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致力打造友善高齡的數位環境。據內政部 2018 年統計及

WHO 的定義，臺灣為高齡社會。依人口資料推估，步入超高齡社會僅需 8 年。面對人口

結構劇變及人口老化迅速的衝擊，珍視與維護高齡人口的生活品質及人性尊嚴刻不容

緩。聯合國於 2003 年起舉行 WSIS，以社會結構的轉變為主軸，強調 21 世紀資訊社會

「如何使資訊社會惠及全人類，消除數位落差」。會中主張以全人類得自由接收、分享

或運用資訊與知識，以研究社會中資訊發展的研究成果充份辯證，建造公開包容的資訊

社會。本文將探討社區樂齡人士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動機、學習歷程與應用，作為提升樂

齡族資訊科技接近使用權的規畫與實踐參考。 
 
 
WEDHIA 論文發表 4/Session 4：網實融合/Cyber-Physical Space: Inclusiveness, Integration and 
Sublimation  
1. A Spotlight in the Big Data Era: The Role of Internet Search Volume in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o 林鴻文 Hung-Wen Lin（中山大學南方學院 Nanfang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We stud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omentum profits and abnormal returns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 abnormal return variables include size anomaly, value anomaly and turnover 
anomaly. We discover that these three anomalies are tightly related to momentum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To be detailed, we find that the stocks with high abnormal returns based on the 
three anomalies are very easy to encounter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momentum profit, while the 
stocks with low abnormal returns liberates from significantly negative momentum profit. Our 
outcome indicates that strong abnormal returns trigger price reversal risks, but subtle abnormal 

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faculties/%E9%BB%83-%E8%91%B3%E5%A8%81-4786551
http://sxy.nfu.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14&id=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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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suppress price reversal risks. 
 

2. 於社群網路平台上進行數位人文教學與研究之輔助工具的開發 
o 郭泓志 Haung-Chi Kuo（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 江玥慧 Yueh-Hui Chiang（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數位人文的發展增進了人文與科學領域的合作，在進行數位人文的教學或研究過程

中，往往需要蒐集並運用大量的數位文本，例如：社群網路可說是一個發展新興數位文

化的空間，社群網路上的言論亦會與現實生活產生交互影響，因此吸引許多學者運用社

群網路平台上的數位文本進行人文或社會科學議題的探究與教學。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個能用來支援數位人文教學與研究過程之工具。本工具的建置先

運用網路爬蟲自動抓取臺灣目前最大的 BBS 論壇 PTT 八卦版上的文章與評論並將這些資

料儲存在後端資料庫中做為數位文本。之後，開發一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的工具程

式，方便使用者能快速提取後端資料庫的 PTT 文本內容，使用者以輸入文章標題或是評

論的關鍵字進行查詢，取得相關的文本內容，以及諸如發文時間與發文者帳號等資訊。

另外，針對查詢的結果，本工具彙整出相關內容的詞頻列表，方便使用者對常出現的相

關詞有初步的了解，以此為基礎進行更進一步的數位人文議題探究。 
  此工具可以做為運用 PTT 上的數位文本進行教學或研究的輔助工具，協助尚未具備

程式設計能力的使用者能快速蒐集到 PTT 上的文本，並專注於 PTT 網路社群上與人文或

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的教學或研究。 
 

3. 真實與網絡虛擬實境學習環境中的合作學習效益研究：教學管理與學習決策 
o 許宏賓 Hung-Pin Hsu（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摘要/Abstract 
  在合作設計與合作學習中的群體溝通，由於會影響到學習者進行設計與學習之成

效，因此往往被視為是重要的議題。在電腦輔助合作學習（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Learning, CSCL）的領域中，合作學習脈絡（context）已經逐漸成為了受到關

注。隨著網路虛擬實境（Metaverse）以及頭戴式顯示器 HMD（Head-mounted display）逐

漸以消費電子產品的型態進入校園與，因此面對此重要趨勢浪潮，瞭解網路虛擬實境之

媒體空間並開發，符合合作學習脈絡之教材，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藉由前述原因，本研究之最主要之主題，是探討如何運用網路虛擬實境媒體空間之

特性，建構能夠符合群體合作學習脈絡之教材與學習環境，以協助合作學習群體在真實

學習環境及脈絡中的合作學習之效益。 
  因此本研究將研究方向設定於針對群體合作學習者，透過實地的脈絡洞察調查出合

作學習脈絡，並根據其學習脈絡，提出一款架構在網路虛擬實境中的線上即時互動教材

與學習環境，以觀察相同背景的學習者，能在合作脈絡中僅透過真實教材及學習環境，

以及透過網絡虛擬實境教材及學習環境，兩個群體於合作學習時的認知決策行為，以瞭

解此一新型態之網絡空間用於教學目的時，對於當前課程中合作學習之溝通與學習效益

的突破，以及在教學現場中教師對於教學科技與資源的管理。 
  本研究首先運用脈絡洞察法（contextual inquiry），分別蒐集群體合作學習時的溝通

行為，再分析其中的合作學習需求，並將需求轉為網路虛擬實境的媒體空間教材，並再

觀察教材應用於兩種不同的合作學習環境中，教學管理與學習決策在教學脈絡中的變

化。藉由本研究所提出之網路虛擬實境媒體空間構想，將有助於未來合作教學研究及從

業者借鏡，以網路虛擬實境技術開發出以合作學習脈絡為基底之各領域媒體空間教材。 
 

http://www.cs.nccu.edu.tw/html/03/031_professors.php
https://my.stust.edu.tw/blog.php?user=hsuhp&f=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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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 AR 實境策展之敘事技術與主題論述 
o 施登騰 Deng-Teng Shih（中國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摘要/Abstract 
  目前的 AR 已符合「展件/空間/故事」之展佈敘事教學與應用的基本需求。本研究以

教學實踐成果為基礎，透過批判設計與偽互動等觀點去分析 AR 策展教學與應用的功能。 
一、Design as Critique，談 AR 策展的批判設計: 
  展場是個非言語場域，對於創作品或展示品皆是，而且文字（展示說明卡、展板說

明）與視覺隱喻間更是種非線性的互動與連結，欣賞展覽就是在「文字閱讀」、「視覺

賞析」、「觀念辯證」不斷 交替， 過多的文字敘述並不符合展覽文法。仰賴隱喻、類比

形式功能的「視覺概念化 」於是成為橋接「言語敘事 」與「視覺敘事 」的關鍵轉譯手

法。3D AR 雖為虛像，但作為形塑空間與主題的「視覺概念化設計」之技術，不僅具有

敘事功能，也有批判力道。 
二、Design as Pseudo-Interaction，談 AR 策展的偽互動設計： 
  「偽互動」的概念，去著眼於使用數位資料（數位典藏檔案、3D 模型檔）為內容，

且在數位裝置上執行藝術鑑賞、主題論述的互動。此應用都是透過數位科技形式與內容

所完成的，不同於在實境與藝術品的「審美互動與氣氛」，因此特別採用「偽互動 」 定
義由 AR 策展技術所提供予「使用者」與「數位典藏品」進行「數位互動」 ， 在被設計

過的「偽互動」數位機制中體驗其「數位享受 」、「數位氣氛 」，仍保有其「自主

性」、「主動性」。 
 
 
WEDHIA 論文發表 5/Session 5：空間人文學/Spatial Humanities  
1. 運用 GIS 重構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宦遊蘭陽路線及其教學設計 

o 戴榮冠 Rongguaan Dai（佛光大學 Fo Guang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楊廷理，是清代開拓蘭陽的重要功臣，平生五次進入蘭陽，對於當地的建設、規劃

居功厥偉。在五次宦遊蘭陽期間，留下了不少詩歌作品。然而，在個人詩集《知還書屋

詩鈔》中，對於五次進入蘭陽的順序與內容，並沒有詳盡的標示，也因此導致閱讀與檢

索上的困難，並在課堂經營時，增加了學生檢索與理解的難度。本研究將使用 ArcGIS 平

台，透過 GIS 文本標記方式，重新建構楊廷理詩歌的宦遊路線，藉此釐清詩集中有關蘭

陽詩歌所在年代與地點，並獲得楊廷理文學地圖教材，使學生能以「圖像化」思考清人

文學路線。本文經由 GIS 考證路線後，首先能重建楊廷理蘭陽詩歌文學地圖，以提供後

續蘭陽文學研究之用。其次，經由 GIS 路線比對，也能檢核《知還書屋詩鈔》中篇章錯

簡的情形。並且，落實於教學端，則能有效改善學生檢索文本的困境，更新教材，引導

學生認識 GIS 數位人文工具，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創意發想。 
關鍵字：楊廷理、東游草、GIS、路線、錯簡 
 

2. 本科生地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数字人文教育实践 
o 何捷 Jie He (天津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论文拟介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大四学生的软件实习课程中的数字人文与空

间人文方向探索，课程面向数十位本科生，包括 ArcGIS 与空间人文概念介绍性集中授课

一周、软件技术自学和“导师-研究生-本科生”模式之课题自主发展共三周暑期学期日

程，教学与课程作业设置包括不同应用和学术取向，试图突破传统填鸭式教育，从而在容

许失败、承上启下的学术探索机制牵引下，发展环境整合的、合作的、动态的、生产的学

https://ied.cute.edu.tw/full-time-faculty/deng-teng-shih/
http://lec.fgu.edu.tw/zh_tw/Menu1/%E6%88%B4%E6%A6%AE%E5%86%A0-42040568
http://arch.tju.edu.cn/szdw/fjylx/js/201412/t20141203_249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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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综合新探索。 
  论文以 18 年「《华州参军》唐传奇小说中的空间人文研究」为例说明课程执行情

况。该课题是授课老师实验室团队唐传奇小说《李娃传》研究之衍生课题，由 3 位大四学

生选题成组，两位研究生助教协助。在指导过程中一方面为本科生展示《李娃传》从文本

到空间的数字化过程和把控过程节点，一方面借助本科生的自学软件的积极性和鲜活学术

想象力，形成师生促进良性循环——风险控制之下对《华州参军》文学空间解读和对小说

作者生平的数字时空分析所形成的比较研究，属新意数字人文成果。作业从历史名城实践

角度重构后，获大陆城乡规划新技术应用领域最高水平的学生竞赛即“城垣杯规划决策支

持模型设计大赛”二等奖，也为研究团队的唐传奇整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和方法论验

证。 
 

3. 手機作為空間介入的策略與空間修辭學的性質 The handset device as the methodology of spatial 
intervention and an approach to spatial rhetorics 

o 劉銘緯 Ming-Wei Liu （廣東石油化工学院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摘要/Abstract 
  在這個稱作「螢幕時代」的世紀，手機是當前最廣泛使用的人機介面，其操作主要

是透過各種手勢(finger gesture)來進行。人藉著手勢與機械互動,不但將成為個人的環境記

憶,也將因其操作邏輯的運作，或是把經由大數據收集過濾後的分析成果再次顯像在手機

上,而與場所既有的集體記憶相互參照，而參與了地域感的生成,經過這個「詮釋循環」一

再的操作，最後又落實為空間的「再生產」。手藉著「手勢」成為創造者的工具，不但

回應了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堂屋頂上《創世紀》（或稱《亞當受造》）裡上帝用食指

指著亞當的懷舊隱喻。而人也藉著手指在手機螢幕之間，創造了一個具有實質與虛擬場

所意義的存在方式，也就是福科(1986)指稱的介乎於名實之辯的異空間(heterotopias in the 
nominal difference)或是愛德華·索亞(Edward Soja, 1996, pp. 5-6)存在於實體與想像的「第

三空間」(The Thirding-Othering, i.e. The Thirdspace of real-and-imgined places)。不過筆者

還要強調，這種關於「第三空間」並不是米開朗基羅畫筆下上帝的手指，或筆者所指稱

的操作手機的手指並非是物質的手指，而是在那個「手勢」(藉著手)的意指(signifying)之
外超越了「人」作為主體的唯物本體論之外，的隱喻空間，才使得類似手機等操作行為

成為（物質與非物質性）場所實踐的主體。(“the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linguisticand plastic representations breaks down... but a sober-minded inspired by a fierce 
austerity” (Etchells1931/1986)。) 
  本研究中，筆者先以手機手機為例，說明數位設備如何介入於當前的空間操作，並

此空間修辭(法)的構成。其次，藉由上述所謂的異空間、第三空間等等論及了螢幕時代的

各種認識論中，筆者也歸納出「中介空間」的術語，針對於在物理實境中的空間中，筆

者在其構造物中發現，人的意識存在性，早已發展出類似於手機、甚或是米開朗基羅所

意識到的以形式超越為目的的空間哲學，其目的是人在模仿創造主，藉著被造物來自證

自身的存在價值。 
  Currently, in our “age of screen,” the most widely prevailed human-object interface must be 
the tiny applications installed on the cellular phone which functions by the operation of finger-
gestures. Thus those personal motivations, environmental feelings, collective narratives and 
memories, as far as to the results of the bid-data collection of analysis etc. have been filtered out 
and materialized into the screen icons, as well as a series encryption of interaction codes which 
practiced by physically embodied gestures are the responses. Thus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saying that the “cycling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ersonal cogn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haptic touches are the bases to formulate the body of the reproduction of space,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rhetorics” of many authors related. It’s not the hand but the “gesture” made man become 
the creator as well as that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ation the Michelangelo acquired as the 

http://web2.gdupt.edu.cn/jiangong/index.php?s=/Index/viewnews/aid/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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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algic likeness drawing illustrated. «The Creation of Adam», («Le Creazione di Adamo», in 
Cappella Sistina, in museum of Vatican in Rome) — Between the two persons is the space, 
which relies the “essence” of life-living to be enclosed. 
  As well, by means of the finger gestures, between human and the machinery objects, 
created a new cognitive space. Either in terms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s(1986)which names it as 
a space in thenominal difference, or Edward Soja (1996, pp. 5-6) prefers to employ the “The 
Thirding-Othering,” i.e. The Thirdspace of real-and-imgined places, instead of referring to any 
physical or simply imaginational space, which attach to an interaction, the space with human’s 
everyday life course’s meaning route involved in. Hence, which, relying into the body-and mind 
connection; “the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and plastic representations breaks 
down... but a sober-minded inspired by a fierce austerity” (Etchells 1931/1986) In this paper, I’ll 
first take the case of the up-to-date usage of the cellular phone to demonstrate how the 
Thirdspace notions, as well as heterotopias, of the [post-]modern epistemological formulations 
to undergone in the forming of [the post-modernism of] “space rhetorics.” In addition, based on 
virtual-reality, I have termed out an “intermediate space” to reason how the builders, with an 
attempt as a self-evidential intentions, to create those nonsense, non-meaningful creation so to 
self-witness an existence of the value of those personal existence. 
 

4. 臺北市「人權主題」文化資產與空間資訊的應用 
o 林淑慧 Shu-Hui Lin（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 王聖鐸 Sen-Do Wang（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 游鈞祥 Jun-Xiang You（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Abstract 
  文化資產保存世界各地民眾生活史的痕跡，理解文化資產歷史脈絡與意義，更能珍

視其價值，進而採取合宜的文資保存策略。本文透過空間資訊技術的應用，探索臺北市

「人權主題」文化資產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願景。將善用「地名資料庫」、「臺灣百

年歷史地圖」、「臺北市歷史圖資」等地理資料庫，在地圖或航照定出文化資產的位置

及範圍，透過疊圖分析各時期文化資產所在位置。（一）歸納臺北市人權主題的文化資

產，列表文號、位置及特色，並廣蒐臺北市歷時性文獻及檔案，呈現重層軌跡。（二）

以地理資訊系統將文化資產數化為點、線、面等圖徵，以利進行時空分析，並觀察不同

時期文化資產周遭環境之變化。（三）開發行動裝置適地性服務，以促進文化資產之空

間具象化，並影響重視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觀。進而思考維護、再利用，並以教育影響

民眾的觀念。創新空間資訊科學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歷史演變的研究，並深化在地文化的

認同，呈現人文及公共論述影響空間實踐。透過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等技術，將空間資

訊應用於有形文化資產的學術研究，以期對社會、經濟、施政永續發展評估等層面有所

助益。旅遊為重要的「體驗經濟」，藉由規劃臺北市人權之旅，深具信心將臺灣的幸福

經驗推展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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