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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生活譜記平台建置與營運”計畫，從交通出發，以民眾的需求為設計，導入優質的政令

資訊與知識加值，透過人民與政府關注的議題，連結彼此，進而發揮公益平台的新價值。 

 

    本計畫成果為： 

1. 「生活譜記平台建置」-以《首頁有縮影》、《故事有主題》、《活動有分類》、《連結

有時空》、《談論有文章》、《行影有畫面》等六大項主題架構，建置生活譜記網站

初版完成。 

2. 「導入政府 open data 」-合作完成 7 個單位共 9 項介接項目。 

3. 「導入優質的與論影響者」-向 4 個公部門、3 個網站及 6 位專欄作家…等單位合作

網站內容產出 。 

4. 「網站試營運」-106 年 8 至 12 月試營運期間，共完成 33 篇網站內容；吸引 94,350

不重複人次造訪；網站平均停留時間為 1 分 14 秒；瀏覽行為以《首頁》及《連結》 

合計 20.1%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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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由於端、網、雲、台等科技蓬勃發展後，以網路為基礎的

平台模式，交易成本極低，效率較傳統業務模式高出非常多，

因此已成為業務創新的主軸。平台創造多邊的連結，提供互動

機制，如果在供給方與需求方之外，再加入附加價值利用方，

則可以進一步形成三邊平台模式，透過多邊互動、相互加值，

達到價值共創與利益共享的新層次。 

    一般民眾生活所需不外乎食、衣、住、行、育、樂等，這

些活動多數需要透過交通設施與服務來「移動」串連，因此一

個連結交通資訊與生活的「內容」平台，就可串連各種社群與

服務，利用許多好吃、好玩、好用、好康的報導，置入交通資

訊，免費提供一般民眾作為行程規劃的參考或建議，間接改變

民眾用路時在時間、空間與運具方面的選擇，幫助抒解交通壅

塞。 

    因此本司自 106 年起規劃打造「知識匯流平台」，建構「生

活譜記」數位內容平台，以匯流鈞部及所屬單位之各類出版品、

活動資訊與研究成果資訊，俾利各界採礦與加值。 

二、 問題評析 

    資通訊技術演進與行動化應用服務之發展非常快速，交通

部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如何透過網路社群與民眾進行溝

通，已成為政府施政必需面對的課題與挑戰。 

(一) 未來網站架構： 

    未來交通部業務在與社會大眾互動溝通上，應掌握巨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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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Big Data)、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與移動閱讀 (Mobile 

Reading)三項要素，從使用者角度思考，以方便手機閱讀為設計

導向，便於與使用者互動的方式呈現。 

(二) 網站客群及內容形式設定： 

    配合目前大眾吸收資訊習慣，蒐集年輕族群的意見與想法，

並以輕鬆、活潑、有趣、溫馨、富知識性的文章與圖片，使民

眾藉由趣味及實用的資訊，瞭解交通部的施政理念與作為。 

    傳統文章不易整合，關聯性不高，如何重複使用，讓文章

透過連結與使用產生新生命亦為本計畫課題。傳統成冊的電子

書可讀性很低，應以短篇方式作為呈現，將內容化整為零輕鬆

閱讀。 

    在網站營運維護部分，應著重於從後端餵入段落文字及圖

表資料，前端呈現完整文章，建立客群影響力。 

三、 計畫目標與執行 

(一) 系統環境開發及網站建置 

    其網站建置以需求訪談、風格設計、系統架設三個階段進

行，同步進行網域申請及本司內部線路配合及架設，並以運研

所-美好生活 good life 網站、台北市地政局-台北地政電子報網站

及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等，輕雜誌系統架構之網站當作參考

範例，作為本司規劃《生活譜記》網站的借鏡與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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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美好生活 good life 網站 http://iotepaper.iot.gov.tw/ 
 
 
 
 
 
 
 
 
 
 
 
 
 
 

圖 2.台北市地政局-台北地政電子報 網站 http://www.land.gov.taipei/ 

圖 3.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 http://communitytaiwan.moc.gov.tw/ 

 

http://communitytaiwan.moc.gov.tw/
http://communitytaiwan.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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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生活 good life、台北地政電子報網站及台灣社區通網站，

皆建置含文章地理資訊、標籤管理、專輯管理及高流量營運運

算等功能，屬於輕雜誌系統 2.0 版。  

    綜合上述參考網站功能及本網站定位，擬以輕雜誌 2.5 系統

版本為建立依據，強化單篇文章的分解與重組，提供文章新的

生命，並視網站營運情況，於未來考量開放民眾建立帳號使用，

達成快速協助及強化交通施政的目的。 

  表 1 輕雜誌版本功能對 

1. 系統開發環境 

(1)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 

作業系統為 Windows Server 2008，IIS7。另需安裝網頁 AJAX

延伸支援程式（Microsoft ASP.NET 2.0 AJAX Extensions 1.0）

及資料庫 Client 軟體（IBM DB2 9.7.2、Sybase 12.5.2）。 

(2)資料庫主機（DB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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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為 Windows Server 2008，MSSQL 2008。 

2. Logo 設計與 RWD 網站系統 

    全站版型延伸 LOGO 的視覺概念，用線與方形作為視

覺主軸，顏色使用黑白灰、簡潔的畫面，用以凸顯文章內容

作為強調本站生活化內容的目的。首頁使用線框作為視覺動

線的引導。 

 

 

 

 

 

 

 

圖 4  生活譜記平台 logo意象圖 

    本平台系統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RWD)，此項設計可以

針對各式行動載具，系統自動調整最佳化畫面。 

 

 

 

 

 

 

 

 

圖 5  響應式網頁設計 可配合瀏覽方式調整頁面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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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綜合性數位內容平台 

    《生活譜記》數位內容平台，初期先介接公部門資源，等

建立部分自營運規模後，邀約公、私部門的專家，串聯各種跨

界創意人、意見領袖、作家、攝影、美工、編輯、達人等合作

夥伴，向他們邀稿，打造《生活譜記》相關內容，並以生活及

交通等跨領域知識分享，協助交通施政對社會大眾進行內容行

銷，作為與民眾生活連結的媒介。 

1. 介接政府機關 Open Data 資訊： 

生活譜記平台除了介接本司公開資訊，今年度已完成向

7 個單位合作共介接 9 個項目，包含文化部《iCulture》、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服務 e 網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交通部公路總局《省道即時

交通資訊網》、交通部觀光局《臺灣觀光年曆》、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即時交通資訊資料庫》、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

務平台之《觀光景點》、《觀光旅宿》及《觀光餐飲》。 

 

 

 

 

 

 

 

 

 

 

 

 

 

 

 

圖 6  生活譜記 Open Data 介接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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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權及營運 

    本網站使用創用 CC 之”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

分享”授權，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

修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若使用者修改該著作

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類似者來散布該衍生

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創作

者可以挑選出最合適自己作品的授權條款，透過簡易的方式

自行標示於其作品上，將作品釋出給大眾使用。透過這種自

願分享的方式，大家可以群力建立內容豐富、權利清楚、且

便於散布的各式內容資源，嘉惠自己與其它眾多的使用者。 

 

圖 7  生活譜記平台採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授權 

 

    本平台測試營運採《專題模式》及《策展模式》，專題

模式配合本司技術教育頻道、交通設施維護等關題，進行系

統性文章露出與介紹；策展模式則整合介接資訊及文章，以

多方策展形式呈現，著重其內容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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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生活譜記平台營運模式示意圖 

四、 計畫成果     

    《生活譜記》內容涵蓋生活、交通、評論、活動等領域內

容，提倡其美好生活之連結性，透過標籤及特徵值，來建立連

結，設定是給民眾放內容的平台，不是製作內容的平台，結合

生活應用文章，產生自己的電子書。 

    目標以協助及強化交通施政，達成內容行銷，在交通主管

機關與社會大眾間搭起一條資訊管道，透過製造與發佈有價值

的內容，達到吸引目標讀者，快速與民眾對話。讓民眾協助分

享與交流，提升本司社會影響力。  

(一) 生活譜記平台建置 

以《首頁有縮影》、《故事有主題》、《活動有分類》、《連

結有時空》、《談論有文章》、《行影有畫面》等六大項主題

架構，建置生活譜記網站完成。並以響應式網頁設計(RWD)，

可以針對各式行動載具，系統自動調整最佳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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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活譜記功能列表 

項目 網站首頁 備註 

1 輪播圖 不限制輪播圖數量 

2 最新消息 可顯示最新的 6 則消息 

3 知無不言 可顯示最新的 6 篇談論文章 

4 美好時光 可顯示最新的 6 篇旅遊文章 

5 Fat Footer 網站架構、版權宣告、意見回饋、總瀏覽人數 

項目 主選單 分類 

1 我們家 
關於我們 

消息 

2 故事 

生活 

各單位新增文章 旅遊 

臉譜 

3 活動 

縣市分類/活動地圖 

搜查選項 

全部 本周 

本周末 本月 

特選日期/關鍵字查詢 

4 連結 

交通 
國道即時影像 省道即時影像 

路段速率 路線規劃 

旅宿 

介接交通部觀光局 餐飲 

景點 

相關連結 交通相關單位連結 

5 談論 

生活要事 

各單位新增文章 
芝麻大事 

知識經驗 

公共運輸 

6 行影 單位新增影片 

7 
會員登入機

制 

登入前 

註冊 登入 

一般註冊 Facebook 登入 帳號/FB 登入 

登入後(顯示名稱改為 "我的家") 

我的帳號 我的收藏 

資料編輯 專輯內容 登出 

項目 文章內頁右側邊攔 

1 相關文章 顯示相關類別之 6 篇文章 

2 熱門收藏 顯示站內最多收藏之 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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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生活譜記平台項目架構圖 

(二) 網站試營運 

         「網站試營運」-106 年

8 至 12 月試營運期間，共

完成 33 篇網站內容；吸引

94,350 不重複人次造訪；網

站平均停留時間為 1 分 14

秒；瀏覽行為以《首頁》及

《連結》合計 20.1%最高。 

 1.首頁(我們家)： 

         首頁以《最新消息》、最

新 6 篇《談論》及《旅遊》

文章組成。 

 

圖 10  生活譜記首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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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事 story： 

分類：生活/旅遊/臉譜。上方顯示故事最新 6 篇文章。 

 

 

 

 

 

 

 

 

 

 

 

 

 

 

 

 

 

 

 

 

圖 11  生活譜記”故事”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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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 Activity： 

    介接交通部觀光局”台灣觀光年曆、以及文化部活動資料。 

地圖：顯示所有活動地點之位置。可透過縣市搜索地區活動(下 

拉式選單)。活動搜索方式：全部/本周/本周末/本月/特選日期 

(關鍵字搜索)。 

圖 12  生活譜記”活動”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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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結 Link： 

    分類：交通/旅宿/餐飲/景點。交通地圖可顯示：國道即時影 

像/省道即時影像/路段速率/路線規劃。其內容介接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交通服務 e 網通》、交通部公路總局《省道即時交通資訊 

網》、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即時交通資訊資料庫》。 

    旅宿/餐飲/景點則介接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之 

《觀光旅宿》、《觀光餐飲》及《觀光景點》資料。 

 

圖 13  生活譜記”連結-交通”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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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談論 Talk： 

    分類：生活要事/芝麻大事/知識經驗/公共運輸。上方顯示 

談論最新 6 篇文章。 

圖 14  生活譜記”談論”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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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影 Video： 

    上方顯示最新上傳的一則影片(最大化)。其餘影片依上架順 

序排列下方。 

圖 15  生活譜記”行影”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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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關於我們 About Us： 

    關於我們位於首頁下拉式選單中可點擊”關於我們”頁面，掌 

握生活譜記建置歷程與網站簡介。 

《生活譜記》是「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的非

營利網路平台，以民眾需求導向，從交通出發，致力於公

共運輸推廣。導入優質的政令資訊與知識加值，透過人民

與政府關注的議題，連結彼此，發揮公益平台的新價值！ 

我們生活環境中，一切的創造過程或痕跡都是譜。 

我們熟悉的「譜」有：樂譜、年譜、棋譜、圖譜、食譜…

等。 

譜記-是程序的標誌，是人類生活長時間發展的表記。 

一篇言詞是一個譜， 

一張廣告是一個譜， 

我們走過的道路是一個譜、都市紋理亦是一個譜， 

 生活是一種紀錄，我們稱為生活譜記， 

你準備好生活譜記了嗎！ 

圖 16  生活譜記”關於我們”輪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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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後續工作 

“生活譜記平台建置與營運”計畫，從交通出發，以民眾的需 

求為設計，導入優質的政令資訊與知識加值，透過人民與政府關注

的議題，連結彼此，進而發揮公益平台的新價值。 

(一)結論 

    1.「生活譜記平台建置」-以《首頁有縮影》、《故事有主題》、《活 

動有分類》、《連結有時空》、《談論有文章》、《行影有畫面》等

六大項主題架構，建置生活譜記網站初版完成。 

    2.「導入政府 open data 」-合作完成 7 個單位共 9 項介接項目。 

    3.「導入優質的與論影響者」-向 4 個公部門、3 個網站及 6 位專   

       欄作家…等單位合作網站內容產出 。 

    4.「網站試營運」-106 年 8 至 12 月試營運期間，共完成 33 篇網 

      站內容；吸引 94,350 不重複人次造訪；網站平均停留時間為 1 

      分 14 秒；瀏覽行為以《首頁》及《連結》合計 20.1%最高。 

 (二)後續工作 

    帶著本平台 106 年建置與試營運之經驗，107 年將以 

「需求面」及「經營面」著手，從客戶端針對兩大誘因，《吸引 

人的內容》及《簡易的操作》提升平台曝光率與留客率。 

    1.主題式內容行銷： 

           網站內容充實的部分，延續主題式策展，107年二月將   

       研擬蘇花改通車議題；三月進行台灣國際藝術節專題；四月 

       有關客家桐花季專題；七月報導宜蘭童玩節；八月針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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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專題；九月著手全國溫泉季；十月策展臺灣自行車節等 

       專題式策展，進行網站內容充實。 

 

   2.手機導向平台操作改版： 

           考量網站營運優缺點，加強數據收集，研究如何從全站 

       流量統計到單篇數據分析。並考量平台版面優化，從手機操 

       作導向思考使用者重新改版，從後台上稿到前台呈現優化。 

六、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美好生活good life網站http://iotepaper.iot.gov.tw/ 

2. 台北市地政局-台北地政電子報網站http://www.land.gov.taipei/ 

3. 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網站http://communitytaiwan.moc.gov.tw/ 

4. 創鈺國際科技公司網站http://www.creatidea.com.tw/ 

http://iotepaper.iot.gov.tw/
http://www.land.gov.taipei/
http://communitytaiwan.moc.gov.tw/
http://www.creatid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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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輕雜誌平台建置計畫 
 -第一次工作會議- 

1 

研發組 高捷中  

106年3月23日 

2 

3 4 



2017/3/23 

2 

中華顧問工程司 
輕雜誌網站工作會議 

2017/03/23  創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執行 劉于嘉 

網站架構 

首頁項目 故事(首頁) 最新消息 專題 連結 行影 

預 
擬 
各 
項 
目 
之 
細 
項 
  

生活 活動消息 
交通設施 

 
維護管理 

交通相關 
 

資訊 
百卓百韜 

文化 活動報名 交通安全提升 
部屬相關 

 
單位連結 

百博百星 

人物 課程資訊 公共運輸推廣   百鍊成鋼 

旅遊   交通壅塞改善     

創新   中華技術     

藝術         

提供三款設計版面。 
 

依照對於架構的設定，由我司設計排版方式，
可再調整 
 

各版面設計提供兩個頁面： 
1. 首頁 
2. 專題內頁 
3. RWD示意圖 
 

 

首頁最上方的安排＞＞ 
一是提供簡潔的畫面來吸引使用者，搭配各個主題的照片排版，滑入
會有主題名稱跟簡介，並且可以直接連進該頁。 
 
二是最想要提供給使用者的資訊分類，使用者在一進入就可以被快速
吸引，logo區塊很大，可以放本站簡介副標，讓人可以一開始就知道
這個網站是要做甚麼 
 
故事區塊第一篇封面故事放有圖文是讓第一次進入本站的使用者可以
立刻知道故事文章主要是在提供甚麼樣的內容，下方四篇就是在滑入
的時候才會有文章標題，點擊後進入文章頁。 
 
旅遊一開始就提供搜尋的功能，如果有明確目標的使用者，在這裡直
接搜尋，沒目標的就繼續往下看或是看右側欄的熱門蒐藏，熱門蒐藏
這個區塊表面上讓使用者了解有熱門文章的排名～一方面也讓使用者
了解，網站有蒐藏這個功能喔，創造來網站註冊會員的意願。 

版型一： 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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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c-首頁 Pad-首頁 

Phone-首頁 

iMac-專題 Pad-專題 

Phone-專題 



2017/3/23 

4 

本設計的主要特徵是主要選項採用圖形來替代文字，例如主選單一開始都是以
圖形表示，在滑鼠移入時才會顯示文字，藉此來吸引使用者去點選。上方選單
也是用同樣的設計，滑鼠移入後，圖形下方才顯示該選項的文字。螢幕縮小時，
主選單是做成隱藏選單從側邊拉出。 
 
banner是滿版構圖，可以從後台換圖，亦可在banner上設標題做超連結。
banner下設有一個動態按鈕提醒使用者可以往下捲動。螢幕縮小時，banner
的高度會隨螢幕尺寸調整，直到平板以下的尺寸時不再縮減高度，而是左右兩
邊減少。 
 
首頁設有最新消息與專題的欄位，不限最新消息的種類或專題的分類，只有是
最新的文章就會顯示才首頁，除了顯示日期外，也可加上閱讀人數的功能。再
往下是故事的六個項目，同樣是顯示最新一則，滑鼠移入後才顯示標題。 
 
顏色選擇橘黃色系做主色調，橘黃色是安全色系，畢竟關於交通的網站還是首
推醒目的色系，搭會深灰色可塑造強烈的對比感，也給人清晰活力的感覺。 
 
為了適應新的設計，logo有重新設計過，專題的頁籤也是沿用主選單的手法，
排列方式基本上是三個一排，在螢幕縮小時才調整一排的數量。Fatfooter是展
開的選單，方便使用者點選而不需要再回上層主選單。 

版型二-概念說明 

iMac-首頁 Pad-首頁 

Phone-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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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c-專題 Pad-專題 

Phone-專題 

豐富色系 
原本交通議題會使人感到沈重有負擔，因此相對地大膽運用可愛豐富
的色系與插圖凸顯『交通』的主題性，但希望是以輕鬆貼近生活的視
覺觀感去呈現資訊。 
 
版頭banner設計 
版頭的googlemap底圖與三小段slogan將網站賣點與主軸清楚呈現，
將『自行規劃行程』放在首頁最上方讓使用者搶先體驗。 
 
吸睛動態 
佔首頁最大篇幅的六個主題頁籤『故事』，顯示每個主題最新一篇的
文章，兩大區塊上方都有動態小汽車經過，讓畫面活潑生動增加趣味
性。 
 
文章特點 
文章為網站主要資訊，因此將文章結合地圖資訊的特點
（goolgemap加上各種大頭針）顯現首頁上。 

版型三-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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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c-首頁 Pad-首頁 

Phone-首頁 

iMac-專題 Pad-專題 

Phone-專題 
故事大項 

-瀑布流設計排版 

缺點 
1. 頁面loadind 過重，影響載入速度 
2. 進入列表頁後找不到文章，無限下拉 
3. 看不到Footer 

 
建議 
保持正常網頁頁碼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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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 活動報名 連結 

行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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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w .org.tw .net.tw .idv.tw .tw .台灣 .asia .org .life 

www. 

lifescores ◎ ◎ ◎ ◎ ◎ X ◎ X ◎ 

lifescore ◎ ◎ ◎ ◎ ◎ X ◎ X ◎ 

life-scores ◎ ◎ ◎ ◎ ◎ X ◎ ◎ ◎ 

life-score ◎ ◎ ◎ ◎ ◎ X ◎ ◎ ◎ 

shpj ◎ ◎ ◎ ◎ ◎ X ◎ X ◎ 

lscores ◎ ◎ ◎ ◎ ◎ X ◎ ◎ ◎ 

scores ◎ ◎ ◎ ◎ ◎ X X X X 

140 ◎ ◎ ◎ ◎ X X X X X 

ls X ◎ ◎ X X X X X X 

1scores ◎ ◎ ◎ ◎ ◎ X ◎ ◎ ◎ 

生活譜記 X X X X ◎ ◎ ◎ X X 

6 



www. lifescores.tw 

www. lifescores.asia 

www. life-scores.org 

www. life-scores.tw 

www. life-scores.asia 

www. .tw 

www. .
 
 
 
 

www. 1scores.life 

www. 1scores.org 

www. 1scores.tw 

www. lscores.org 

www. lscores.life 

www. lscores.tw 

7 



原 LOGO 

8 



提供兩款設計版面。 
 

依照對於架構的設定，由我司設計排版方式，
可再調整 
 

提供四個頁面： 
1. 首頁 
2. 故事 

3. 談論 

4. 文章內頁 
 

 9 



版型延伸LOGO的視覺概念用線與方形作為視覺主軸 
 
顏色使用黑白灰、簡潔的畫面，用以凸顯文章內容作為強調本
站生活化內容的目的。 
 
首頁使用線框作為視覺動線的引導 
1. 生活瑣事和美好時光下方提出一段文案來代表該區塊呈現的 
    內容主題。 
2. 留白的空間示意旅遊中沉澱的時光，我們可以放慢腳步，不 
    需要一次太多的資訊，而是細細去體驗生活中的每一樣事物 
 
文章列表的呈現屬於不規則的形式，像是隨意的筆記本，帶點
凌亂，率性的生活步調。 

版型一： 概念說明 

10 



首頁 

11 



故事 
 
談論比照辦理 

12 



文章內頁 

13 



iMac-首頁 Pad-首頁 

Phone-首頁 

模擬畫面 

14 



iMac-故事 Pad-故事 

Phone-故事 

模擬畫面 

15 



設計以清楚、簡潔為主，全螢幕滿版設計來顯示大氣，力求簡潔之下，沒有
「更多」按鈕、麵包屑等雞肋的功能。顏色主色為橘色系，看起來更活潑。 
 
首頁(RR2_1、RR2_1a)以強調六個項目為主，用區塊性交錯的構圖方式呈現豐
富度與活潑度，內容均是顯示各項目的最新一則消息。 
 
網站圖片需求量大，為減輕瀏覽器讀取壓力，畫面上方的banner是固定的，只
有談論的項目用到瀑布流(RR2_2)，畫面高度會隨內容增加而拉長，但有限定數
量，超過數量會用換頁功能呈現更多內容。除了談論的頁面，其他頁面的分類
呈現都是以左右對稱為主(RR2_3)，一頁八個項目，也是用換頁功能呈現更多內
容。 
 
文章內頁(RR2_3a)，採三欄結構，不會有擁擠的感覺，看的更清晰。分享功能
在文章最下方用文字呈現。 
 
為了保持畫面乾淨，網站導覽、Google搜尋、登入等功能全都移到footer，主
選單與分類預設是會跟著畫面移動的，所以沒有設定fatfooter。 

版型二-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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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17 



故事 

18 



談論 

19 



文章內頁 

20 



iMac-首頁 Pad-首頁 

Phone-首頁 

模擬畫面 

21 



iMac-談論 Pad-談論 

Phone-談論 

模擬畫面 

22 



專輯收藏操作方式 

會員登入成功後即出現。 

http://travel.hsinchu.gov.tw/HsinChu/Article
CollectionIndex?colname=%E5%A5%BD%E5
%AE%A2%E7%AB%B9%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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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譜記平台建置與營運第三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年 5 月 15日上午 10時 30 分 

二、地  點：百世大樓 28樓第五會議室 

三、出  席：應出席人數 8人，實際出席人數 6人(詳簽到單) 

四、主  席：陳茂南執行長                     紀錄：高捷中 

五、討論事項： 

（一）案由：從 www.youput.org連上生活譜記網站前台，看網站版面設計。 

     說明：網站前台展示，解說故事、活動、行影、連結、談論等區塊設計。 

     決議：版面進行微調。 

（二）案由：從後台登入測試 PO文，再從前台檢視成果。 

     說明：針對網站標題、圖文排版事項進行討論。 

     決議：後台操作需人性化；標題字體放大；圖片以 4:3及 16:9比例做調整。 

（三）案由：談資料介接情形。 

     說明：討論介接單位、資訊及預計工作時程。 

     決議：網站《活動》、《連結》頁面優先適性介接，再逐步完善其它區塊。 

（四）案由：檢視網站內容各區資訊缺漏部分。  

     說明：討論《連結》區塊的架構及內容。      

      決議：除「交通」、「旅宿」及「餐飲」，新增「景點」區塊。 

六、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時間）：上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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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譜記平台建置與營運計畫-期中簡報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6年 06月 06日(二) 下午 13:30 

二、地點：中華顧問工程司 28F第五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陳茂南執行長、馬俊強主任、陳姵儒專員、王梅工程師、彭武鵬 

工程師、卓奕志工程師、萬家豪工程師、翁玉玲工程師、石明璋工程師、林伯勳

工程師、高捷中工程師(會議記錄)、創鈺公司劉于嘉專案經理。 

四、意見回覆： 

會議意見 回覆 

陳茂南 執行長 

1.標題：大眾運輸改為公共運輸。並將公共運輸文章移至

《談論》。 

2.《交通》請介接”道路事件”及輸入”點到點建議路線”功能。 

3.請在《交通》增加公車動態系統的介接作業。 

4.擬以一個主題(如:宜花東旅遊)來串連網站個功能，做為

期末的呈現。 

1. 6/9 已調整完成。 

2.預計 6/27 加入 google 建議路線。 

3.預計 6/16 完成加入公車資訊；  

預計 6/21 完成 google 路況圖層。 

4.目前已有做各項搜尋功能，會在

期末以主題式網站導覽呈現。 

馬俊強 主任 

1.請以民眾使用需求：如轉乘資訊或旅行時間，來設計《交

通》的內容。 

2.請問歷史《活動》數據有無保留。 

1.轉乘資訊以及旅行時間目前程式

正在尋找介接方法。預計 6/16 再回

覆此項結果。 

2.活動保留在資料庫,以免介接更新

資訊時資料遺失,所以都有保留。 

王梅 工程師 

1.網站載入速度慢，請檢查調整。 

2.後臺操作：有文章至頂及上下架時間等作業需求。 

已記錄，細項作業將在網站整體功

能初步完成之後,後續調整。 

彭武鵬 工程師 

1.文章除了儲存後到上一層預覽，在撰寫文章時有無增加

預覽的可能性。 

2.新增列(1 欄) 新增列(2 欄)，目前固定於第一欄位置，建

議隨著新增欄位下降。 

3.兩欄操作時：若有標題，圖片與文字排版無法對齊。 

已記錄，細項作業將在網站整體功

能初步完成之後,後續調整。 



會議意見 回覆 

卓奕志 工程師 

1.在編輯文章時，沒有明確取消功能，是否離開該網頁，

無自動存檔功能。 

2.地圖可拖曳標註點只想要的地方，但無明確說明，會以

為直接點擊即可標註或是必須透過地址才可標註，建議加

入提示說明。 

3.編輯區塊建議有些說明提醒，不太知道可輸入區塊為何? 

4.完成編輯儲存按鈕不明確，會令人誤解。另外暫存功能

為何，是否可以重新讀回來編輯? 

5.建議頁面提供回到頂部之按鈕功能。 

6.《交通》之道路速率路線圖，可參考介接交通部科技顧

問室之”路網數值圖”。 

已記錄，細項作業將在網站整體功

能初步完成之後,後續調整。 

林伯勳 工程師 

1.行動版首頁之 Menu ，”關閉”功能移至最上方或提供箭

頭收縮功能。 

2.建議管理介面首頁下方功能說明增加操作連結 

3.建議網站 Icon 改為生活譜記 logo 

4.內文行間距建議由 1.5 調為 1.8：site.css body.front_layout 

line-height: 1.8 

5.旅宿若無飯店圖片，可增設預設圖。 

已記錄，細項作業將在網站整體功

能初步完成之後,後續調整。 

石明璋 工程師 

1.文章照片有無解析度的最低需求或最高限制，感覺照片

不清晰。 

已記錄，細項作業將在網站整體功

能初步完成之後,後續調整。 

五、結論： 

(一)現階段各頁面收集數據為主，未來將整合為主動推播式的網頁。 

(二)本網站遠期目標為：給每一個人都能使用。 

六、下午 15 點 05 分 散會。 





生活譜記平台建置與營運第四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 年 7 月 4 日下午 14 時 00分 

二、地  點：百世大樓 28 樓第五會議室 

三、出  席：應出席人數 12 人，實際出席人數 11 人(詳簽到單) 

四、主  席：陳茂南執行長                     紀錄：高捷中 

五、討論事項： 

（一）案由：介接進度及狀況討論。 

     說明：觀光局資料介接完成；文化部圖面資料缺漏較多，需檢核後上架； 

            災防中心資料介接於首頁〝訊息〞及交通地圖〝即時事件〞；續介 

            接台北市公車站牌資料及研究動態資訊可行性。 

     決議：介接作業依進度及檢核狀況調整。 

（二）案由：本網站授權條款及設計定位。 

     說明：參考創用 CC 架構，依〝姓名標示〞、〝是否具商業性〞、〝文章是否  

            同意改作〞及〝分享方式〞這五項指標進行設計。 

     決議：依據著作權及本網站〝文章重組〞之特性，採用姓名標示─非商業 

            性─相同方式分享之授權方式。 

（三）案由：談資料介接情形。 

     說明：討論介接單位、資訊及預計工作時程。 

     決議：網站《活動》、《連結》頁面優先適性介接，再逐步完善其它區塊。 

（四）案由：文章充實及期末展現方式 

     說明：以〝宜蘭〞作為故事、活動、連結、談論及行影的呈現主題。     

      決議：找尋宜蘭地區及宜蘭縣政府相關資源，作為期末網站情境式展示主 

            題。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時間）：下午 1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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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完成路線規劃介接 
6/17 全台道路速率介接 
6/19 省道CCTV介接完成 
6/20 完成轉乘資訊介接 
6/26 完成後台群組全線以及LOGO放置 
6/27 完成ICUTURE展覽表演介接 
6/28 完成後台2.5輕雜誌功能 
 
7/2 預計完成FB登入註冊 
7/3 預計完成活動地圖大頭針可顯示活動內容 
7/4 預計完成後台群組公告單位區塊 
7/5 預計完成專輯地圖模式大頭針 
7/6 預計MAP根據使用者所在位置定位以及介接公車資訊 
 
 
 
 

 



生活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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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4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9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7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3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59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5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55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1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15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1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4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8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87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8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8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8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4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6

https://ptx.transportdata.tw/PTX/Service

https://alerts.ncdr.nat.gov.tw/index_V3.aspx

https://ptx.transportdata.tw/PTX/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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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 資訊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4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9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7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3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6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59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5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55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12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15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1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4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78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87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8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6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0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298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8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4

http://opendata.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detail?datasetId=306

https://ptx.transportdata.tw/PTX/Service

https://alerts.ncdr.nat.gov.tw/index_V3.aspx

https://ptx.transportdata.tw/PTX/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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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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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  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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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
以及修改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惟使
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或授權人所指定的方
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
及修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使
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網站授權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若使用者修
改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
類似者來散布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
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
（包括商業性利用），但不得修改該著作。使
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
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該著作。
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
修改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若使用者修改
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
類似者來散布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
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故事願景 準備開始的工作 進行中的工作 完成的工作 完成的願景故事 

工作板 

生活譜記網站 
打造知識匯流平台， 
連結政府與人民關係。 

《活動》觀光年曆介接 

《活動》iculture藝文資訊介接 

《消息》最新消息可接故事或談論? 

《連結》版面設計 

以手機操作為使用導向設計 網域OK 

文章發布時間上移 

麵包屑加長 

大頭貼及發佈者資訊 

單篇瀏覽人數 

版底資訊內容調整 

平台簡介及理念 

網站版權申明 

瀏覽速度提升 

子選單切換不重新載入 文章重組操作人性化 

文章重組出處說明 

第二期付款完成 

《連結》台北市旅遊網介接 【路況】國道介接 

【交通】公車介接 

【相關連結】軌道 

防災示警  介接 文章可否重組《活動》《連結》 

FB粉絲團設立營運 

123公分的樂腳運匠  購買 

8/18錄影推廣生活譜記 

修改工作計劃書 

第一期付款完成 

夜市 人工更新 露營區 人工更新 

Lline生活圈設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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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團 商業方案 

Liine群組 商業方案 



生活譜記 目標 
 
第一階段、導入政府open data(交通、觀光、防災…)。 

第二階段、導入民間優質的與論影響者(免費資源網路社群、交通知識庫、作家…等)。 

第三階段、開放民眾參與、使用、分享、進行網站加值。 

第四階段、收集數據與民意，進行交通預測以及政策反饋。 

誠摯邀請貴網站”免費資源網路社群”的加入！ 
 
高捷中 敬上 
(02)8732-5567 #1305 
jagnkao@ceci.org.tw 





 

生活譜記平台建置與營運計畫-網站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6年 07月 20日(四) 上午 10:00 

二、地點：中華顧問工程司 28F第五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主席-林志明董事長、陳茂南執行長、觀光局資訊室葉文健主任、

交通部科顧室張季倫博士、馬俊強主任、陳姵儒專員、王梅工程師、彭武鵬工程

師、卓奕志工程師、萬家豪工程師、翁玉玲專員、石明璋工程師、林伯勳工程師、

高捷中工程師(會議記錄)、創鈺公司賴鴻詮總經理、創鈺公司劉于嘉專案經理。 

四、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陳茂南 執行長 

一、網站簡介再調整，以一般民眾為對象來設計。 

二、文章內容可以研究報告及書籍拆解重組利用。 

一、配合辦理。 

二、尊重貴司內容設定。 

葉文健 主任 

一、關於我們(網站簡介)的內容是否提及公部門，請

評估提供比較生活化的版本。 

二、請問吸引民眾使用網站的誘因在哪裡??讓別人

分享文章的意圖在哪裡?? 

三、可思考利用回饋學生公益服務點數的方式，來

更新及檢核網站的巨量資訊(介接資料)。 

四、請問不當文章(文字)是否可以有 AI 可以抵擋?  

五、請思考以使用手機的思維設計(按鈕)，減少打字

的介面。 

六、如何篩選民眾有興趣的主題?餵養民眾想看的

文章? 

七、請思考未來提供相關廣告的商業模式。 

一、配合貴司評修改網站簡介紹。 

二、可於網站簡介闡述網站的多功能性以及便

利性當作使用誘因；本站分享文章之特色著

重”專輯”功能，以增加民眾分享文章意願。 

三、目前介接資料以交通部觀光局及文化部

iCulture 為大宗，每日自動更新，暫時無人

工檢核規劃，可納入後續考量。 

四、本案暫無此機制，建議納入後續營運評估。 

五、本案以響應式網頁操作設計手機操作介

面，以按鈕操作設計居多。 

六、本案保留擴充及修改各區文章分類(下拉式

選單)之功能；文章內容尊重貴司營運範疇。 

七、網站每頁皆有保留廣告區塊。 

張季倫 博士 

一、請思考輸入關鍵字之後，如何自動利用網站圖

文內容，產生一篇新的文章。 

二、編輯器可否有更友善的環境，利用拖拉及按

鈕，減少文章打字的介面。 

一、本案輕雜誌 2.5 版尚未有自動產生新文章之

功能，建議納入未來研究方向。 

二、本案後臺編輯器採雜誌型編輯器，建立文章

內容需自行編輯。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三、請思考未來提供 sdk 的後續維護與效益，是否

符合本站營運。 

三、SDK 維護議題研議中，後續回覆。 

馬主任工程師 

一、文章審核方式建議先審人，核准後就可以讓他

在後台自行上稿文章，如果有AI檢核模式更好。 

二、整個網站需要人工上稿，覺得後台沒有方便

性，覺得人工上稿要改進。 

一、本案已提供貴司自行建立帳號之機制，後台

使用者均由系統管理員操作設定，本案尚無

AI 檢核模式。 

二、本案活動類資訊以介接網站作為自動上稿

機制，文章類則需人工上稿；後臺編輯器可

依貴司操作需求進行微調。 

張芳旭 主任 

一、網站定位請思考清楚，要服務到怎樣的地步。 

二、目前採用人工編輯上稿，請問有沒有自動產生

文章的機制。 

三、footer 的文字有誤，請進行修改。 

一、網站定位尊重貴司之設定方向。 

二、本案輕雜誌 2.5 版尚未有自動產生新文章之

功能，建議納入未來研究方向。 

三、配合辦理，已修改完成。 

陳姵儒 專員 

一、故事、活動、連結、談論、行影是否增加下拉

式選單，才可以知道內容是甚麼。 

二、活動的地圖標記點可以直接連結到活動內容

嗎? 

三、路線規劃未來是否會增加捷運及火車等? 

四、旅宿的資訊有可能可以連到別人的部落格嗎?

或是連結 google搜尋?(因為現在的旅宿資訊

有點少) 

五、每個網頁下面可以增加”返回鍵”嗎? 

一、本案保留擴充及修改各區文章分類(下拉式

選單)之功能，配合貴司需求辦理。 

二、配合辦理，修改進行中。 

三、本路線規劃採用 google map api 系統，大眾

運輸介面提供最快路徑建議，正在研究是否

有更多資訊可介接。 

四、目前旅宿資訊為介接交通部觀光局的旅宿

資料，尚未開放連結至其他網站之區塊。 

五、配合辦理，已處理完成。 

林伯勳 工程師 

一、網站功能及使用者介面微調及除錯。 

二、文章重組需考量標明出處及原文連結 

三、google map 功能介接完善(點到點路線規劃)。 

四、續進行 iCulture 介接作業。 

五、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介接作業。 

六、報導者 open RSS 介接研究。 

七、公車定時、定點資料介接作業。 

八、請完善需求說明書相關工作項目。 

 

 

一、配合辦理，修改進行中。 

二、配合辦理，原文部分會有文字說明不會帶連

結。 

三、輸入地址之路線規劃功能已上線；但隨意觸

及點到點之路線規劃，研究測試中 

四、配合辦理，修改進行中。 

五、配合辦理，研究介接呈現於《交通》及《訊

息》版面。 

六、配合辦理，介接研究中。 

七、將視伺服器負載及相關問題回報確認，不建

議介接公車定時定點資料，全台公車站資料

非常龐大，每 30 秒更新一次定點資訊有很大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機會造成伺服器癱瘓問題。 

八、配合辦理，修改進行中。 

彭武鵬 工程師 

一、請問《活動》的介接資料(數據)有無保留?若有，

如何保留與再利用。 

二、本站可否自行新增餐飲、住宿及景點等資料。 

三、於文章地圖中點擊其他文章座標可否連至該篇

文章全文。 

四、大頭照跟作者名稱請提供超連結功能，供民眾

搜尋該作者於本站所有文章。 

一、現有的介接資料可於後台進行顯示與否的

控制，其資料皆有保留機制，存放於資料庫

中；可於後台使用關鍵字及時間查詢功能利

用資料。 

二、可自行新增餐飲、住宿及景點資料，修改進

行中。 

三、配合辦理，修改進行中。 

四、配合辦理，處理中。 

 

五、結論： 

(一) 請計畫團隊安排本司後續教育訓練事宜。 

(二) 請計畫團隊研究評估是否需要成立臉書粉絲團及 line 生活圈推廣。 

(三) 本審查案擬於審查意見修正通過後，進行第三期付款作業。 

六、下午 12 點 05 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