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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文化產業以及藝文活動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民眾與藝術領域的交流日漸活

絡。其間，博物館與美術館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其應卸下包袱與民眾主動接

觸；又美術館、博物館已加速 E化的腳步，除主動提供各類印刷資訊外，近年來

各式各樣的電子報不啻為一個結合與民互動與數位化的最佳途徑。 

本論文以視覺設計的角度探討台灣各大博物館、美術館現有的電子報，試圖分

析比較各種電子報的設計特色與歸納何者為理想的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以及

可改進的空間。本研究目標有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

館、台北市立美術館以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國內較具規模的博物館、美術館。其

次分析美術館、博物館在台灣之形象定位；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形態；電子報

使用者族群，習性。並以問卷形式調查不同年齡階層民眾心目中的理想美術館、

博物館電子報，以期建構出美術館與博物館電子報的通則，增加其電子報的豐富

程度。以電子報為媒介刺激藝術人口成長和開發新的藝術觀眾。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電子報、美術館、博物館、設計、視覺傳達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隨著高科技時代的來臨，許多美術館博物館等展覽空間紛紛與傳播媒體和電

腦科技相互結合，並在館內增設 E 化設備，如虛擬系統、多媒體教育、具互動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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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館內導覽和展示空間，藉由這種種設備讓民眾在參觀博物館、美術館時，對

展場與展覽品有更深入且廣泛的了解，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搭起和民眾間的橋

樑，讓這些展覽空間更具親合力，卸下嚴肅不可親的包袱，使這些展覽空間不僅

僅是一個陳列展品的場域，而使之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份。 

  美術館、博物館藉由網路、展場數位化、語音導覽等等措施變得更加人性化。

但是電子報這個部分卻往往被大眾或是館方忽略，甚至有些展覽機構並無此項設

施，一個展覽的推出往往還是藉由其贊助廠商、協辦單位來告知民眾相關訊息。

甚至，近幾年來此方面的資訊日益減少，美術館方面的展覽資訊民眾不易取得，

尤其是中小型美術館展場的對外推廣更是少有。此現象將造成民眾獲取相關知識

的不便之外，久而久之展場空間將走向藝術菁英化，成為藝術階層的專屬場域，

整體藝術環境可能更加封閉。若能夠由美術館自己主動扮演告知者的角色則更具

親合力和客觀性，美術館不應該只是被參觀的場所，相關單位應該主動去尋找藝

術的流失人口。因此，如何設計民眾與美術館間互動的媒介將更為重要，藉由電

子報的發行讓民眾能夠按期得到美術館中的展覽活動，與其藉著協辦策展單位來

推銷自身所策辦的展覽來的直接、不具商業氣息。 

  電子報的研究在國內資料甚多，但是多是以新聞電子報為主，鮮少有關於美

術館或博物館方面的電子報資料。美術館、博物館應該走近民眾，不單只是以被

動者的角色等待參觀民眾，除了藉由電子媒體報導外，自身應發展內容豐富的電

子報系統。有鑑於上述因素，希望本研究能對於博物館、美術館電子報視覺方面

提出建議。 

 

二二二二、、、、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軸是分析探討台灣各主要美術館、博物館的電子報之不同的設計

風格與其設計導向，並了解使用者在接受電子報訊息中所著重的部分和需求，試

圖尋找其通則，進而引發參觀美術館、博物館展覽的欲望。研究對象以「台北市

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台灣國立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館」、「國立

歷史博物館」為主要研究對象。 

 

（（（（一一一一））））    分析美術館分析美術館分析美術館分析美術館、、、、博物館之展覽定位博物館之展覽定位博物館之展覽定位博物館之展覽定位    

    

針對前述之美術館與博物館的時空背景以及館藏資源，探討其特色和主要

定位，分析博物館和美術館在展覽屬性上的異同。並了解參觀美術館及博

物館的民眾以哪種層面的人士居多，參觀者的性別、年齡、職業、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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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習慣、使用頻率、使用喜好，歸納出何種內容及風格的電子報為最佳

設計。 

 

（（（（二二二二））））    美術館美術館美術館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形態探討博物館電子報形態探討博物館電子報形態探討博物館電子報形態探討    

    

從相關並且類似形態的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中了解其設計風格，歸納出

不同美術館、博物館間對於電子報設計屬性的異同處，找出美術館、博物

館電子報最佳的視覺構成，以及資訊內容編排。 

 

((((三三三三))))     電子報使用者族群電子報使用者族群電子報使用者族群電子報使用者族群，，，，習性之探討研究習性之探討研究習性之探討研究習性之探討研究    

    

了解使用電子報的族群層面，包括性別、年齡、職業、使用習慣、使用頻

率、使用喜好
1 

    

三三三三、、、、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所以本研究要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上述美術館、博物館的展覽形象定位為何？ 

(二)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的設計風格差異為何？ 

(三)電子報內容以及編排設計是否達到良好的傳達效果？ 

(四)分析電子報最佳設計形式，找出設計方法。 

 

四四四四、、、、    研究架構與範圍研究架構與範圍研究架構與範圍研究架構與範圍        

    

            本論文探討的範圍將以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國

立台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電子報為例，分析電子報視覺設計、編排等要項，

歸納出電子報的設計法，研析出何者為最佳的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設計。 

 

 

 

 

                                                
1羅美玲(1998):《電子報讀者之動機分析》。元智大學資訊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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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整體研究架構
 

    

    

貳貳貳貳、、、、現有調查之分析探討現有調查之分析探討現有調查之分析探討現有調查之分析探討    

    

一一一一、、、、館方沿革及定位館方沿革及定位館方沿革及定位館方沿革及定位    

    

在研究各個館方電子報之前，有幾項要素必須深入探討，一為館方沿革及展

覽定位，再者則是電子報相關研究。在電子報的功能、使用族群層面、電子報與

傳統報業比較、電子報文字內容編排等等的研究內容相當的多，但是卻較缺乏電

子報版面設計視覺構成的研究領域，因此，此研究便從版面編排、視覺傳達設計、

色彩計畫等等的方向加以探討，從中獲取資訊進行匯整。    

    

((((一一一一))))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    

    

1.1.1.1.故宮博物院沿革故宮博物院沿革故宮博物院沿革故宮博物院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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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清宮收藏，承襲自宋、元、明三朝宮廷，再加上清朝的收集，文物極為

豐盛。1925 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同時展開展覽；其下分轄古物、

圖書兩館，圖書館又分圖書、文獻兩部。民國十七年十月公佈「故宮博物院組織

法」，故宮正式成為國民政府之下的一個機構，院下分設古物、圖書、文獻三館。 

    其文物歷經戰亂展轉南遷至台灣，並建立新館，院址選定在台北近郊的外雙

溪。五十四年（1965）新館興建完成，行政院頒佈「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

臨時組織條例規程」。新館館舍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以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故宮遷來台北之後，陸續擴建數次，陳列空間逐漸擴大。故宮也展開編輯和研究

的工作，先後出版了多種期刊、專書、目錄，以及書畫、器物、善本古籍、清代

文獻等書冊和裱裝畫軸、手卷等。七十六年（1987），故宮正式成為行政院部會

級的一級機關。故宮除延續以往的部分出版計劃之外，並陸續出版許多新的集

刊、叢刊、專集、叢書、特展目錄等。 

   八十九年（2000）五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接任院長，以去政治化，

回歸藝術文化本質經營國立故宮博物院，揭櫫本土、中華與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

觀，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國家民族之榮耀為限。   

而在近期落實本土化與國際化展覽方面，如「李梅樹百年紀念特展」及「魔

幻‧達利特展」等，期望故宮與本土民眾結合，拉近與世界的距離。 

2.2.2.2.現行組織與職掌現行組織與職掌現行組織與職掌現行組織與職掌    

民國七十五年（1986）訂定「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隸屬於行政院，以

「整理、保管、展出原國立北平故宮博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之歷代古

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古代中國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以擴大社教

功能」為設置宗旨。
2 

    

((((二二二二)))) 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    

    

國立歷史博物館籌議於民國四十四年冬，於四十五年春正式開館。館內收藏

以中原文物為主，地方文物為輔，大部份係民國四十五年七月至四十六年春接收

原河南博物館遷臺及戰後日本歸還古物，其中包括河南新鄭、輝縣及安陽出土的

銅器；洛陽地區出土的先秦繩紋陶、漢代綠釉陶、六朝舞樂俑、唐三彩等。 

  四十六年裁定館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遂於是年國慶日，「文物美術館」

正式定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式定名成立後，來自政府機

關及社會賢達的文物捐贈甚為熱絡，亦逐步豐實了館藏。 

國立歷史博物館向以對國際弘揚本國文化傳統為己任，經常結合民間社會文

化資源，主動策辦有關文化、藝術方面的國際交流展，對於政府在文化外交事務

                                                
2
 

http://www.npm.gov.tw/ 節錄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傳承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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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助益頗多。陳癸淼館長任內，國立歷史博物館除屨屨辦理國外展覽，除了推動

國際交流雙向特展外，國立歷史博物館在此一時期亦聚焦於台灣本土藝術文物，

將台灣各地方博物館的特色典藏，有計畫地在國家畫廊展出，如此籌劃了一系列

的地方文物特展，以精緻化地方文物，並達到推廣示範效果。
3
 

 

((((三三三三)))) 台北市立美術館延革台北市立美術館延革台北市立美術館延革台北市立美術館延革::::    

    

民國六十五年，遵奉中央加強文化建設政策，計畫在台北市籌建一座高水準

美術館，並納入政府十二項大建設之內。市政府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成立「台北

市美術館籌建指導委員會」，選定本市第二號公園預定地—中山北路與新生北路

交叉三角地帶為館址，基地面積六、二○○坪。於六十九年十月正式開工興築，

全部工程於七十二年元月完工。八月八日「台北市立美術館」正式成立，並於七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開館，為市民提供服務。本館原隸屬台北市政府教育

局，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成立後，改隸文化局。近期美術

館朝向「現代化、國際化、本土化、精緻化」的方向發展。
4
 

        

((((四四四四)))) 國立台灣美術館延革國立台灣美術館延革國立台灣美術館延革國立台灣美術館延革::::    

    

    國立台灣美術館舊稱為「台灣省立美術館」，原本隸屬於台灣省政府， 1988

年開館營運，1999 年改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為國家級唯一的美術館。 

1999 年百年罕見的「九二一大地震」讓國美館遭到災損因而閉館整復建五年，

2004 年 7 月 3 日重新開館。強調開闊性與親和性的空間，改變過去美術館剛硬

且嚴肅的傳統意象，積極營造二十一世紀美術館兼具藝術知性與休閒功能的嶄新

面貌。 

   館方研究重點工作包括：探討台灣美術作品，規劃台灣美術常設展及研討會，

出版美術學術季刊與台灣美術相關系列叢書等。以台灣美術的發展脈絡為主研究

範疇，規劃本館典藏品的常設展，以時代及類別為區分，已分別完成了「台灣美

術丹露」系列及「台灣美術現代性」系列常設展，並與國外美術館展覽相互交流，

強化台灣美術在世界藝壇中的定位。 

    本館以視覺藝術為主導，規劃專題性的展覽，藉由多樣化的陳列展示，創造

藝術品與觀賞者的溝通管道。本館展覽主要目標為介紹台灣藝術並與國際重要美

術館相互交流，同時也舉辦國際版畫與素描雙年展及紀錄片雙年展等。 

  以典藏品為主之台灣美術常設展為本館核心展覽計畫；同時推出多項國際文

                                                
3 

http://www.nmh.gov.tw/ 節錄國立歷史博物館-博物館沿
 

4
 

http://www.tfam.gov.tw/ 節錄台北市立美術館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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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藝術交流展覽，並積極參與國際雙年展，以提升台灣藝術國際的能見度。未來

藉規劃亞洲青年藝術雙年展，期使國美館能成為亞洲藝術史料的重要網絡之一。 

    本館主要是從台灣美術史 300 年發展脈絡的面向，典藏台灣藝術家的代表作

品，為能更完整研究、架構台灣美術發展的多元樣貌，並且使民眾能藉由美術作

品的觀賞，了解台灣文化的演變與社會、環境轉換之間的關係，特由觀照地域性

的特色，開創與國際藝壇對話的平台為出發。在現有典藏的基礎上，以台灣美術

史發展脈絡體系及作品內在質地與特定時空發展關係兩大方向規劃典藏的主要

方向。 

    本館不僅以國家級美術館的定位展現臺灣藝術創作的特色與活力自許，更積

極與「全球化」所引申之議題展開對話。在文化交流上，強化館際合作、並與國

際接軌，加強與國內、外美術館和專家學者的共同合作，規劃具備對全球文化的

啟發、共享價值的藝術展覽活動。同時，藉由策展理念與模式，加強國內與國際

專題化相關的交流推廣活動，以奠定國美館在推動台灣藝術與亞洲藝術的關鍵地

位。
5
 

 

((((五五五五)))) 市立高雄美術館延革市立高雄美術館延革市立高雄美術館延革市立高雄美術館延革::::    

    

    七十七年五月一日高雄市立美術館籌備處成立，八十三年一月高美館主體建

築完工，興建地上四層地下兩層，總樓板面積八千三百一十八坪，亦完成第一期

園區周邊美術公園工程取得八公頃土地。六月十二日正式開館營運，前館長黃才

郎先生且於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就任本館第一任館長。九十二年一月一日，高

雄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營運，高美館以及高雄市相關社教單位，一併隸屬文化

局管轄，脫離以往教育局主管之時代，美術館也從以往的社教單位轉變為文化所

屬單位。 

   高雄市立美術館由高雄市政府設立，九十二年元月起隸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並規劃其性質為綜合性展覽的美術館，以引介國際性藝術活動及呈現地區性美術

發展風貌，以「台灣地區美術發展史美術館」為旨向，蒐集本土重要美術品，規

劃「專題陳列室」，從整理區域性文化藝術的自信中建立自尊，發揮美術館展覽、

典藏、研究與教育推廣功能，達成「國際本土化、本土國際化」目標。 

  邁入新世紀的高美館，積極為內惟埤文化園區的經營，擘劃嶄新的未來，戮

力懷抱國際性與在地性的文化視野，建構五位一體的全方位美術館公園，包含：

1.美術館--國際交流與地區美術發展中心；2.服務中心--兒童美術館；3.雕塑公

園--公共藝術、美術創意造型體驗場；4.戶外劇場：與大自然融合的戶外演出與

                                                
5
 
http://www.tmoa.gov.tw/home.php 節錄國立台灣美術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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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空間，期望營造一個兼具藝術、文化、創意、生態、教育的綜合性休閒園區。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放眼國際，各國博物館、美術館領域均紛紛以兒童

為主要館體設置營運對象，環顧國內公營博物館中，雖有美術、自然科學、歷史、

科學工藝、史前文化、海洋生物等不同屬性館所，但以兒童為主體考量之館所，

除台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以外，未見建置其它專業類型之公辦兒童館。 

  適逢本市內惟埤文化園區整體設置完成之際，擬運用園區內成立已十年之高

雄市立美術館既有營運經驗與資源，將園區中設置之服務中心建築主體及其週邊

場域，規劃並擴大其服務功能，將之建構為符合南部地區專屬兒童與家庭成員之

兒童美術館。期望藉此規劃內惟埤文化園區更多元的教育功能，讓南部地區的家

庭與兒童們有更好的藝術學習場域與休憩設施。
6 

    

二二二二、、、、電子報相關探討電子報相關探討電子報相關探討電子報相關探討    

    

（（（（一一一一））））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electronic newspaperelectronic newspaperelectronic newspaperelectronic newspaper））））的定義與特性的定義與特性的定義與特性的定義與特性    

    隨著資訊與傳播技術不斷的進步，線上出版（online publishing）的類型及分

類也愈趨細密（Erlindson,1995），利用電腦網路來出版報紙或雜誌已成為主要的

趨勢。關於電子報的定義，國內研究者包括陳彥豪（1995）、洪懿妍（1997）均

採用美國「密斯克研究中心」（Misc Research Center）的定義，認為電子報是「在

電腦網路上刊行，並在一至七天內更新資料的新聞性資訊服務」。在網路上刊行

新聞資訊十分容易，但是對於網路上新聞的可信度、消息來源的求證、新聞報導

的客觀公正等議題，通常仍需要透過專業的新聞組織或媒體進行編採作業才能具

有一定的信度與效度，因此本研究將電子報定義為：「經由特定單位或組織蒐集、

編輯，利用電腦網路超媒體（hypermedia）特性為界面，並經由網際網路刊行，

提供專業新聞性資訊服務之電子刊物，新聞內容原則上每天至少更新一次。」而

劉慧君（1998）則認為，刊行在電腦網路上的電子報應該只是說明了電子報的出

版型態，所以在定義電子報的同時，必須注重網路媒體的非線性、超鏈結等特性，

以及專業性的新聞資訊服務。分析電子報現有的各類生產方式，其中絕大部分的

做法是將印刷報紙的內容轉換成電子版本，或是將印刷版與原始新聞內容加以混

合，重新編輯為電子版，第三種則是特別為電子報規劃一套產製與編輯流程（張

郁蔚，1997）。無論前述三類做法在新聞產製與編輯過程中有何程度上的差異，

電子報與傳統報紙的相同處在於，兩者皆具備傳送新聞資訊的本質。但是，電子

報與傳統報紙最大的不同點是，電子報提供了閱讀方式的多元選擇，有利於閱聽

人主動性的提升。相較於傳統報紙之固定版面，新聞資訊無法加以更動的情形，

讀者在閱讀電子報的過程中，可透過網際網路超鏈結（hyperlink）的功能，選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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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興趣的資訊，編輯出具個人風格的新聞報導，滿足讀者對各類新聞報導的

不同需求。換句話說，以電子形式呈現的報紙賦予了讀者選擇新聞報導上更大的

自由度和主動權。電子報獨有的立即與互動特性，也是傳統紙本印刷報紙所無法

達成的。舉例來說，電子報可隨時更新或增加新聞內容，不須受傳統報紙出報時

間的限制；此外，電子報亦可在第一時間內處理讀者對於新聞內容的回饋，與讀

者達成雙向的互動。綜觀由印刷報紙演變至電子報的整體發展過程，可以看出，

以往單向的線性傳播，已經逐漸走向輻合式的傳播方式（羅美玲，1999）。 另一

方面，隨著相關科技的進展，電子報除了既有的新聞報導外，已更進一步結合了

既有的資源，將資訊加以分類，集結成為資料庫，提供了讀者主題式的資訊檢索

服務。如此，不僅可開發出各種加值服務，對經營者而言更增加了資訊使用的附

加價值。
7
 

 

（（（（二二二二））））電子報沿革電子報沿革電子報沿革電子報沿革    

  1.  1.  1.  1.世界電子報沿革世界電子報沿革世界電子報沿革世界電子報沿革    

    

所謂電子報（electronic newspaper），廣義是指任何利用電子訊號傳輸以文字

為主的新聞報導內容的媒體，狹義是指以電腦網路傳送報紙內容。 

最早電子報的出現，有一種說法指出是在一九七九年時，英國電信局為增加下班

後電話的使用頻率，而發展線上服務，一些傳播學者得知後，認為以此可傳播新

聞與消息，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甘奈特報團（Knight-Ridder）底下的聖荷西

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 News）在一九八三年即率先提供電子資訊服務，該報

團的構想是希望在數年內在全美主要都市構築電子新聞網。惜三年後宣告失敗。 

    奈特報團電子報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只能傳遞文字，無法傳輸圖片，不能

滿足讀者視覺的慾求，而且傳輸速度太慢，讀者必須使用價格昂貴又不易操作的

專用終端機，所呈現的畫面也很難讓讀者接受，效果自然不佳，不過，上述因素

隨著電信科技的發展，都以克服，使得電子報的發展又燃起希望。 

    電子報拜資訊及通訊科技進步之賜，而逐漸成形，報紙數位化後，從記者寫

稿、改稿、編報到發行，全部都可以在網路上進行，新聞記者在外地採訪新聞後

即可用電腦打文稿，直接利用電話線將文字轉換為數位碼進入報社電腦編輯系

統，而不須進報社去處理新聞，攝影記者也可以利用電子數位攝影機或照像機，

將所拍攝的影像透過電話線傳到報社，因此資訊的傳輸及產生將更快速。  

  聖荷西水星報 (San Jose Mercury News) 在 1983 年推出全球第一代電子報服

務，但在三年後宣告整個計畫失敗，損失了五千萬美元；1993 年，聖荷西水星

                                                
7趙雅麗(2001):《從台灣明日報的停刊看中文電子報之前景》，「新世紀新聞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李思屈主編《傳媒文化》（2001），第一輯，四川大學

出版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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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所屬的 Knight-Ridder 事業集團成立一個研究中心，重新評估電子報的未來前

景；1994 年 5 月，Knight-Ridder 事業集團於 American Online 商用網路上推出名

為《水星中心新聞》(Mercury Center News)的第二代電子報服務；1995 年 1 月 18

日，該報社成立全球資訊網網站，同時成為第一份在網際網路上提供當日印刷式

報紙全文的電子報。  

  根據 1996 年兩位傳播學者 Morris 和 Ogan 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傳統媒

體業者急著上網際網路及在電子空間上設站的兩大主因為：(1)希望先在網路上

設站搶得先機，再去考慮如何使它變成可獲利的投資；(2)害怕其它競爭對手在

電子空間上奪得先機。另外，Mike Erlindson 也指出報紙欲上線的主要原因是和

工業相關的經濟及環境因素。  

  電子出版集團（Electronic Publishing Group）的 Vincent E. Giuliano 指出報

紙的流通量自 1990 年以後就在遞減，而電子媒體服務的成長率則在增加。線上

報紙的數量從 1993 年的 20 個到 1994 年的 100 個，成長了五倍，1996 年 11 月

的統計資料顯示 WWW 版電子報有 1441 個，到了 1997 年 9 月則增加到 1879 個。

另兩項報告分別指出從 1960 年到 1990 年間，報紙的消費額少了 17.9﹪，以及在

1967 年時，30 歲以上的美國人有 75﹪每天看報，到了 1994 年時比例少了一半。    

  至於電子報的未來展望，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看法較不一致。麻州佛瑞斯特顧

問公司的研究顯示：公元 2001 年，報紙的發行量會被電子媒體奪走 14﹪，而另

外的研究也顯示，網際網路搶走的電視觀眾，反而提供報紙一個爭取回三十年被

電視奪走的讀者群的良機。聖荷西水星報研究中心預估：十年內電子報和傳統報

紙的讀者數目平分秋色，而在 2010 年以後，電子報的營收將會超過傳統報紙。

美國 Forb ASAP 雜誌的總編輯 Rich Karlgard 指出，「無紙化」的口號從 1980

年便提出，但目前的情況卻是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全球每一年的用紙量，將大幅

成長為 1980 年的四倍。游張松教授也認為，傳統報紙具有「紙」的特性，不論

時代如何改變，傳統型式畢竟會和一定人口的需要相契合。整體上，大多數人對

電子報和傳統報紙的看法是「兩者互補」，各有其特點及相契合的讀者，因此電

子報要如何界定本身的角色及功能，來和印刷式報紙有所區隔是很重要的。
8
 

 

2.2.2.2.台灣電子報沿革台灣電子報沿革台灣電子報沿革台灣電子報沿革    

  台灣電子報的發展，最早是由中國時報率先於一九九五年七月推出「中時報系

全球資訊網」（China Times Web），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也相繼在一九九九年推出

電子報。目前台灣所發行的電子報，依功能之不同及營運現狀可分為：傳統報紙

或新聞提供者所經營的電子報、大專院校的學術性電子報、非營利性的社區電子

報以及專業性電子報等四大類。分述如下： 

                                                
8電子報出處介紹：電子商務概論名詞整理，1.31 電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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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報紙或新聞提供者經營的電子報，其發行單位可又分為四類，包括： 

傳統報社業者：例如中國時報的「中時電子報」、聯合報的「聯合新聞網」、

自由時報的「自由電子新聞網」、「民報新聞網」、「勁報電子版」、「電子時

報」、「台灣立報」以及「台灣新生報」等，這些報紙都是將原印刷報紙的

內容整理分類後上網。 

廣播電視業者：如台視、中視、華視、民視、東森、TVBS、中天等電視台

之新聞網站，內容包括文字形式呈現的即時新聞及影音新聞等。 

資訊科技：如宏碁的「新聞大觀」，則是將各電子報網站的新聞作綜合性

的整理，讓讀者可以一次看到數個電子報的整合式新聞，以及電腦家庭的

「IT HOME」電腦報等等。 

通訊社：中央通訊社。  

(2)大專院校的學術性電子報，如政大「大學報」、淡江「淡江時報」、銘傳「銘

報電子報」、世新「台灣立報」等。 

(3)非營利的社區電子報，以文藝或社區發展為主題的，例如「南方電子報」、「崔

媽媽社區電子報」等。 

(4)專業性（理財、醫學等）電子報，如「健康天地電子報」、「WIN 金融理財電

子報」等。 

 

（（（（三三三三））））電子報專題的分類電子報專題的分類電子報專題的分類電子報專題的分類    

    

    1.新聞媒體電子報：由傳統媒體跨足網際網路所經營之電子報，資源互通、

無遠弗屆，可以提昇媒體影響力，進而掌控網路傳播更大之空間，如『中

時電子報』、『新新聞電子報』與『聯合新聞網』等。 

2.綜合頻道型電子報：針對不同之主題予以分類，每一主題都有專責單位或

主持人來蒐集匯整相關資料，並可以與訂戶雙向溝通，展現出獨特之魅

力，如『台北 1k 電台』、『gigigaga』等。 

3.專題型電子報：只針對某一主題發布或刊登訊息於網上，訴求小眾或分眾

之區隔，如『台灣農業電子報 (農業) 』、『Archi Net 建築電子報(建

築) 』、『台商電子報(商務)』、『鉅亨電子報(理財)』 等。 

4.地方報導型電子報：以地區周遭之相關報導為主，主打鄉親或本土之魅

力，如『美西電子報 』、與『埔里社區電子報』等。 

5.校園電子報：由校園相關系所科班等之熱心師生所籌劃建置之電子媒體，

一般而言，其影響層面較狹窄，如『高苑電子報』、『台中師院校園電子報』

等。
9
 

                                                
9趙雅麗(2001):《從台灣明日報的停刊看中文電子報之前景》，「新世紀新聞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李思屈主編《傳媒文化》（2001），第一輯，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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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電子報的發行電子報的發行電子報的發行電子報的發行    

    

1.網頁電子報：主要之訊息皆刊登於專屬之網頁上，訂戶必須經常上其網站

閱讀新的訊息，有些網站會貼心地以電子郵件告知訂戶上網來查閱，有些較小之

電子報網站則抱持著守株待兔之心態，加上頻寬不足與塞車影響，較適宜較大規

模之電子報模式。如『中時電子報』、『明日報』等。 

2.Email 電子報：所設置之網頁僅總管訂閱、更改、查詢與刪除作業，首頁

僅刊登少數新聞標題或活動訊息，所有資訊皆純粹以電子郵件伺服器(E-mail 

Server)依照上網朋友之訂閱要求而組成不同之『email 群組(mailing list)，

再分門別類，按預定之發信時間向訂戶主動發送電子訊息，這是一種價廉物美又

節省訂戶時間與金錢的好方式，如『台北 1k 電台』、與『魅力網』等。 

3.推播(PUSH) 電子報：此為新興網路傳播之技術，主要特點為當訂戶連上

網路時，系統能將其所訂閱之新訊息主動提示於訂閱戶之瀏覽器畫面前，目前國

內已有媒體提供此等服務，國外則已非常普遍了。 

4.綜合型電子報：將上述之模式去蕪存菁，提供訂戶最迅速最完整之資訊與服

務，其設置成本亦相當高，非常期待有電子媒體能同時提出這類服務。
10 

 

    

（（（（五五五五））））電子報的讀者電子報的讀者電子報的讀者電子報的讀者    

    

      電子報的讀者以年齡在 21-25 歲的未婚年輕男性居多，雖然許多研究中，

網路使用者的學歷有降低的趨勢，但研究發現電子報讀者大都具有大專以上程

度。在讀者的電子報使用行為方面，現今的電子報內容多取材於印刷報紙，因此

讀者仍以閱讀新聞為主。電子報主力讀者每週使用的頻率並不高，而且他們最常

使用的媒介是電視，由此看來電子報仍目前只是讀者的眾多訊息來源之一。 

讀者使用電子報動機有四大項，分別為「網路特性」、「打發時間／逃避」、「社會

互動」，以及「尋求資訊／省錢」。其中「網路特性」為讀者最主要的動機。這顯

示出電子報有別於其他傳統媒介的特性，為吸引讀者使用的最主要因素。值得一

提的是，男性的長時間使用者多於女性。使用時間越長及頻率越高的讀者，其因

為電子報具有「網路特性」而使用的動機也越強。 

而至於電子報的出現會不會影響讀者傳統媒介的使用時間呢？研究的結果發

現，半數以上的讀者，認為他們接觸傳統媒介的時間，並沒有因為接觸了電子報

而改變。不過，有近 1/3 的讀者認為使用了電子報之後，他們看報紙的時間減少；

                                                                                                                                       
出版社發行。

 
10網路資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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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 1/4 強的讀者認為他們閱讀雜誌的時間有減少，這顯示電子報這個新興

媒體正影響到讀者使用傳統媒介的時間。
11 

    

三三三三、、、、館方電子報分析館方電子報分析館方電子報分析館方電子報分析    

    

((((一一一一)))) 美術館美術館美術館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的定義博物館電子報的定義博物館電子報的定義博物館電子報的定義    

    

            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屬於非營利性電子報，主要目的是再告知民眾館內展

覽、特展、活動、藝品、作品介紹等等相關消息、文章。除了具一般電子報的傳

達性之外更富有教育意義。其內容除了展期、活動等項目具有時效性之外，其餘

部分為非時效性資訊；又美術館、博物館的電子報形態大致上分為快訊、藝文電

子報兩種形式。 

            

    

    

    

    

    

    

    

    

    

    

    

    

    

    

    

    

    

    

    

    

    

                                                
11羅美玲(1998):《電子報讀者之動機分析》。元智大學資訊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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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館方電子報形式分析館方電子報形式分析館方電子報形式分析館方電子報形式分析    

    
(表 2)館方電子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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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美術館無電子報系統，因此不列入討論。 

 

  

   
圖 1：故宮博物館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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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國立歷史博物館藝文電子報 

 

 
圖 3：國立歷史博物館節氣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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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北市立美術館電子報 

 

         

         
圖 5：台灣國立美術館電子報 

((((三三三三))))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故宮博物院電子報系統是就上述藝文性電子報分析中內容最豐富的電子

報，除了具備一般電子報架構之外，在於色彩的豐富性、內容的組織性、動畫的

轉場效果都較其他電子報為佳，並具有英文版的電子報系統，具備館方國際化的

要件。國立歷史博物館具有兩種電子報系統，分別為節氣電子報與藝文電子報，

節氣電子報非傳統的藝文電子報編排形式，內容也別具特色，藝品介紹搭配節氣

的交替而有所不同，每個節氣都具有主題性的色彩、藝品、內文及編排，互動性

佳。整體設計使用 Flash 動畫構成，有強烈的親合性，隨著背景的點選、色彩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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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換，使此次電子報分析中最具有互動性的電子報系統，但是介面設計過於繁

雜，入口連結區塊不明，電子報首頁和內頁風格差異太大使使用者造成瀏覽時的

不便，可加以改善。整體電子報跳脫傳統電子報形式適合年齡層較低的學習者使

用。而相較於節氣電子報，藝文電子報的設計較為傳統，主要是輔助節氣電子報

之用，非史博館預設的電子報系統，架構上較為簡單。歷史博物館是上述研究對

象中唯一具有兩種電子報系統的博物館，兩種系統所針對的瀏覽對象不同，是其

他館方可以參照之處。國立台灣美術館與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電子報是以快訊形式

呈現，無介紹館藏等具教育意義的內容，使用者只能從中得知活動訊息而無法以

電子報作為認識館方或是線上教育的媒介，其快訊具有告知作用有期效性較不具

收藏價值，應發展具規模的電子報系統才能使民眾更了解館方，並提升民眾參觀

美術館、博物館的意願。 

  從中得知美術館、博物館發行的電子報主要有館方電子報、館方快訊兩種形

式，館方電子報除了快訊所含的近期活動展覽告知以外還附有專題、精選文物、

主題網站介紹等相關具教育性的主題。而在探討電子報規劃之前，必須了解館方

的定位和藏品、展品的蒐藏展覽方向，由此評估電子報適當的風格走向。另一方

面必須了解一般電子報應具備的架構，從中比較傳統電子報以及美術館、博物館

電子報的異同以及可以發展的範圍。 

    

參參參參、、、、研究流程與步驟研究流程與步驟研究流程與步驟研究流程與步驟    

    

製定電子報所牽涉的範圍廣大，主要以視覺傳達領域包括配色、版面配置、

視覺引導等…，做深入的研究與探討，步驟過程繁瑣，主要區分出四階段，三步

驟，依此來規劃出有效的訊息和評估其可行性。 

研究過程分為三個主要階段，來進行探討，在這三個階段當中相互印證和

整合，並將其結果再細分為三步驟探討，以得知最適合瀏覽者的館方電子報設計。 
(表 3)研究階段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研究方向    內容概要內容概要內容概要內容概要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資料收集 收集類似屬性美術館，博物館資料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個案分析 分析當中可供參考的元素,同整為兩個區塊 

1. 形象定位 

2. 視覺傳達(配色、編排、字體、可視性、易

視性)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問卷調查 各階層訂閱者、觀眾之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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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實踐步驟 

 
(表 5)總體研究流程 

 

 

而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與步驟之外，於下另外分析在於製作美術館電子報所

收集資料 

 

現有電子報

分析 

問卷製作 問卷調查 問卷分析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得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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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範圍領域，而其中本人將著重於視覺設計這個項目進行研究: 

 

一一一一、、、、定位規劃定位規劃定位規劃定位規劃    

  在探討博物館、美術館的電子報設計之前必須要了解館方的展覽導向、藏品

類型再來探討該電子報的設計元素，呈現風格、以及之間的差異性。 

 

二二二二、、、、訊息告知訊息告知訊息告知訊息告知    

  訊息方面包括展品、展覽時間、展覽地點、最新消息、相關活動、相關新聞

等等…，如何將如此大量的文字作一個有效並且整合性的編排，達到最佳易讀

性，提高訊息傳遞的正確性和效率，使瀏覽者不僅能得知館方最新動態也能夠在

電子報當中得到學習的效果。 

 

三三三三、、、、視覺設計視覺設計視覺設計視覺設計    

  視覺傳達是電子報最重要的關鍵，視覺設計包括許多要像:色彩學、色彩心

理、視覺傳達、使用者心理、版面編排、導引線、以及種種構成要素，使整體呈

現清楚易懂的版面配置和鮮明引人注意的色彩，這樣不但能夠提高使用者觀看的

品質也進而提升了傳達的效率。
12 

 

四四四四、、、、使用者操作介面使用者操作介面使用者操作介面使用者操作介面    

  電子報也可以配合多媒體的運用，利用動畫，互動遊戲，互動學習等等項目

將操作介面不再是以文說圖的制式化模式，讓使用者在觀看時得到意想不到的樂

趣，增加參觀美術館、博物館的欲望以及求知的渴望。 

由此層面當中，視覺設計應說是整體版面的要角，廣義的來說視覺設計及包

含了以上四項的發展和呈現，好的視覺設計不僅可以讓使用者了解當期展覽內容

並可以觸發使用者在觀看時的內心情感，產生共鳴。也依據不同的年齡層設計不

同風格的電子報來拉近館方與普羅大眾的距離。 

        

肆肆肆肆、、、、困難點困難點困難點困難點    

    

                一、台灣無博物館法，對於博物館隸屬於何種單位，以及形象定位尚未分明 

    二、電子報讀者群不易掌控 

    三、美術館、博物館電子報訂閱率不高 

    

                                                
12鄭國裕、林盤聳編著(1989)《色彩計畫》。台北市，藝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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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隨著政府推動數位典藏，博物館美術館 E 化的推動，美術館、博物館的網站

和電子報系統是為館方的門面，除了帶給觀者在形象上的認知外，也是館方對外

的重要管道。民眾從中可得知最新訊息之外，無形當中有助於藝術人口的拓展，

提升國民文化涵養。從上述的電子報系統分析當中，可歸納出下列幾點發展方向: 

一、歸納的資料和館方風格定位歸納出符合館方電子報的元素。 

二、照問卷分析符合不同年齡層觀眾的電子報風格。 

三、增加電子報的內容，如:藝評、藝術史、連載文章、散文、親子教育互

動、虛擬展場。 

四、用美術館電子報系統拉近與民眾距離使民眾提高參觀美術館展覽的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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