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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學術研討會之建置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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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術傳播的過程中，研討會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它是學術研究者最早正式

發表研究成果的場所，同時也象徵著該研究者的學術地位。近年來，由於資訊科

技的進步，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方式也受到影響，從會議的舉辦方式到出版品的發

行載體，都有很大的變化。本文旨在探討電子化學術研討會之建置與出版，首先

從學術研討會的發展說起；再探討電子化學術研討會的種類及特色；接著分析可

支援電子化學術研討會的相關技術；最後，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淡江大學資圖

系籌辦「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的過程，該研討會由於受到 SARS
疫情的衝擊，被迫必須在極短期限內從預定的傳統形式轉化成電子形式。本文將

分析籌辦單位如何以有限的時間、經費與人力，藉助資訊科技之助順利召開此次

電子化學術研討會，並歸納其成功關鍵與因素。 
 
關鍵字：電子會議、電子聊天室、學術傳播、學術研討會、數位學習 

壹、 緒論 
   在學術傳播的過程中，學術研討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先，它是學術傳

播過程中第一個正式發表研究成果的場合；其次，許多期刊的發表也是延續該研

究成果而來。因此，其重要性不言可喻。學術研討會的起源甚早，在西元十六世

紀的歐洲就逐漸萌芽成長1，其成長過程亦歷經了極大的變化。即使到了今日，

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性都未曾降低，反而成為學術工作者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場

合。從二十世紀末開始，資訊科技的進步影響了人們的生活各個層面，同時網際

網路的無遠弗屆亦突破了一些時空的限制，終身教育與數位學習的理念也逐漸受

到重視。今年的三月至六月份，「SARS」席捲全球，台灣亦受到波及，不少人因

居家隔離而造成學習上的限制，使得數位學習的重要性再度被突顯出來。今年，

淡江大學資圖系承辦「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在SARS衝擊下，

籌備小組緊急應變決定借助數位科技，以電子會議（e-Conference）的形式召開，

終於使這場學術研討會順利進行並圓滿落幕。這對於學術研討會而言，不只是一

項成功的經驗，也是最好的鼓勵。 
本文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說明學術會議在學術傳播的重要性與地位，進而

探討學術會議的舉辦類型與可以支援學術會議的相關技術；接著，使用個案研究

                                                 
1 蔡明月，學術傳播與書目計量學，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35 卷 1 期（民 86 年 9 月），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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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探討淡江大學資圖系在今年 SARS 衝擊下，利用數位平台建置了讓與會人士

能夠一起連線參與討論的電子會場，順利召開「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

研討會」的過程；最後，則以此次成功舉辦電子化學術研討會的經驗，歸納其成

功要素與建議，以供其他單位在面對類似的狀況時參考。 

貳、研討會與學術傳播 

一、研討會在學術傳播中的角色 

科學的進步是因為我們踏著前人研究步伐繼續前進，就像牛頓當年所說的名

言「我之所以看得比別人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換言之，學術傳播

表面上看起來只是研究人員與科學家交流的一種方式，但實際上卻是許多無名英

雄共同努力的成果3。至於像伽利略、牛頓、虎克等人能夠名流千古，主要還是

他們將研究成果發表出來，讓更多人瞭解到他們在研究過程中的地位。科學與技

術大幅度的進步是從十六世紀開始，當時歐洲各國競爭激烈，主要國家對於科學

研究採取鼓勵積極的態度，不僅成立各種學會作為科學知識的傳播中心4（英國

皇家學會成立於西元 1662 年、法國皇家科學院則是 1666 年、普魯士為 1700 年），

對於研究的相關產業亦鼓勵其設置，形成了一股學術討論的風氣，對於當時的歐

洲提供了進步的原動力。此後，學術傳播便迅速發展，到今日已成為一種固定模

式，如圖 1 所示。 

 

                                                 
2 Issac Newton, Quoted in Robert K. Merton,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 ,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3 同註 1，頁 40。 
4 同註 1，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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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術傳播模型5

學術傳播的流程大約以三年為一個循環，初期為個人研究筆記，等有了初步

成果可提出專利申請；接下來最重要的工作便是在學術會議（或稱研討會）中發

表，之後才有會議論文、研究報告、期刊論文等出現。因此，學術會議是研究人

員發表研究成果的第一個正式場合，與會者與發表者於會中共同討論，並針對疑

問做出回應與釐清。以此觀之，學術會議在整個學術傳播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它的地位不論現在或以後，只會愈來愈重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路對於學術傳播的影響日益深遠，學術會議的角色雖沒

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從其舉辦形式與出版品的發行方式可以看出科技正逐漸改變

學術會議的形貌。早期的學術會議論文都是以印刷的方式來出版，最近幾年，出

版的載體則逐漸改變，從紙本形式到磁片，從光碟到網站，這都說明學術會議的

出版品深受網際網路與資訊科技的影響。出版形式的改變說明了兩個現象：第

一、藉由科技與網路傳遞的便利性，學術會議的影響力將勝於以往；第二、載體

的改變代表人們愈來愈能夠接受以不同的方式來儲存知識，多元的儲存方式將有

利於知識的保存。 

二、學術研討會舉辦類型 

    我們認為，如果依照學術研討會與現代科技結合的程度來分類，大致可將學

術會議類型歸納成全傳統型、混合型和全電子型三類，可以下表來說明。 

表 1 學術研討會舉辦類型 

類別 

比較項目 
全傳統型 

混合型 

（半傳統型） 
全電子型 

舉辦方式與

特性 

與會者、發表者與主

持人均要親臨現場，

發表者和與會者進行

現場討論。 

與會者、發表者與主

持人均到現場，發表

者和與會者進行現場

討論。 

與會者、發表者與主

持人透過網際網路連

線至電子會議室。 

論文出版 

形式 

印刷形式（紙本）， 

目前仍為最方便最舒

適的閱讀模式。 

數位形式或與紙本並

存，包括：磁片、光

碟、網路等。 

便利存取與攜帶性為

其最大的優點，但是

也需要相關的工具才

能夠輔助使用。 

數位形式，包括： 

磁片、光碟、網路等。

便利存取與攜帶性為

其最大的優點，但是

也需要相關的工具才

能夠輔助使用。 

                                                 
5 K . Subramanyam ,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p. 5, New York : Marcel Dekk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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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互動性佳 

2.標準模式 

3.風險低 

1.互動性佳 

2.突破部分時空限制 

3.論文載體多元化，可

以延長保存時限 

1.突破時空限制 

2.論文載體多元化可

以延長保存期限 

3.參與人數的限制放

寬 

4.有效因應突發事

故，如：SARS 

5.匿名性可鼓勵發

言；會議不會被少數

人把持 

缺點 1.人數上的限制 

2.時空上的限制 

3.一旦發生重大事故

將無法如期舉行，例

如：SARS 

1.人數上的限制 

2.需要相關設備 

3. 一旦發生重大事故

將無法如期舉行，例

如：SARS 

1.需要具備電腦網路

設備與管理人才 

2.連線頻寬與系統穩

定度 

3.完善的管理機制與

平台 

4.需訂定線上議事規

則以便管理 

5.發言權的掌握與限

制 

6.風險高於其他兩種 

最佳使用 

時機 

1.一般時候 

2.主辦單位欠缺科技

人才與設備 

1.一般時候 

2.需要具備電腦網路

等設備與管理人才 

發生類似 SARS 的情

況導致原本面對面的

學術會議必須採用這

種模式來舉辦。 

三、電子化學術研討會與數位學習 

隨著知識經濟與知識管理風潮的盛行，儘管剛邁入二十一世紀，卻可以明顯

感受到經濟體系的改變。過去的企業一直遵守亞當‧史密斯的學說，對於傳統經

濟學中所主張的四大資源—土地、資本、勞動力及設備，一直視為決定勝敗的條

件。但是，在今天的經濟體系裡，創造財富與經濟發展不再只是光靠廣闊的土地

與豐沛的天然資源，取而代之的是，以腦力勞動者所組成的一批人，也就是能夠

掌握知識與利用資訊來創新的人。6有鑑於此，終身學習的理念就逐漸受到人們

的重視，而以數位科技輔助終身教育的作法，也因為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而大行

其道。目前，數位學習如旭日東升般，正逐漸改變傳統的教育模式。過去大家使

                                                 
6 沈雪明，「推動多元化開放教育—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經驗」，2001 年兩岸開放及遠距教

育研討會，頁 1，台北縣：空中大學，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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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廣播與電視作為進修知識的第二管道（第一管道為學校教育），因此我們稱它

是「無圍牆的校園」。如今，由於資訊科技日新月異與網際網路的普及化，社會

大眾更可以透過網路來直接存取數位學習平台的資源。 

學術研討會以電子形式舉行，可達到數位學習的幾個重要目的與理想7：（一）

開放機會；（二）開放專業；（三）開放服務對象；（四）開放課程；（五）開放師

資；（六）開放時間與空間。 

參、電子會議相關支援技術 
可支援電子會議的相關技術眾多，本文將針對較普遍被採用者進行評估，以

作為系統建置時之參考。包括：聊天室、視訊會議、討論區、電子郵件（E-Mail）、

電子報（E-Paper）、檔案傳輸協定（FTP）、隨選出版（POD）等。 

一、視訊會議 

一般提及電子化會議總是令人聯想到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e）。所謂視

訊會議，是指會議雙方使用相同的通訊協定，並採用壓縮與解壓縮技術將數據資

料、影像畫面及聲音進行編碼解碼，再透過高速數據線路進行雙向傳輸
8。頻寬、

價格與技術限制一直是推廣視訊會議的最大瓶頸，如今情況已略見改善，網際網

路的普及與通訊費用的降低，再加上相關通訊標準的成熟，使得視訊會議變得愈

來愈能夠讓社會大眾所接受。目前的挑戰是如何運用最低的頻寬需求來達成客戶

所需要的多媒體通訊方式；如何設計出客戶所需求的不同種類的應用範疇；如何

從點對點（Point to Point）的通訊拓展到多點（Multi-Point）的視訊應用等9。 

二、聊天室 

    除了影音效果俱全的視訊會議系統外，文字模式的聊天室系統也可用來建置

電子會議平台。聊天室的發展相當久遠，從早期的IRC（Internet Relay Chat，網

路閒聊系統）、BBS電子布告欄到現今的MSN、ICQ等都是屬於它的變形。10至於

Web形式的聊天室目前大多採用ASP、PHP或JSP等工具來架設11。 
 相較於造價高昂宛如貴族的視訊會議系統，平民化的聊天室系統早已在社會

大眾之間廣為流傳使用。然而，一般聊天室系統因缺乏管理與規範，經常為不法

份子所濫用，淪為網路犯罪、色情、詐財等工具，以致在學術領域中被視為不登

大雅之堂。但在本文中我們將指出，即使採用如同聊天室這樣的通俗化系統，只

要有良好的設計與規範，也能小兵立大功，建置出高效能的電子會議平台。 

                                                 
7 同註 6，頁 2-3。 
8 郭姵伶，「企業應用視訊會議系統的考量要素」，網路通訊，2000 年 1 月，頁 46。 
9 同註 8，頁 47-48。 
10 林錦泓、楊錦潭，「遠距教學中以元件式建構聊天室之設計與實作」，生活科技教育，34 卷 3
期（90 年 3 月），頁 27。 
11 張銘晃、王存國、范錚強，「電子會議使用效果之實驗室研究—群體大小、任務特性與匿名之

影響」，中山管理評論，第五卷第四期（86 年 12 月），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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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論區 

與聊天室相比，討論區如同電子論壇，提供更長更具彈性的討論時間與空

間，問題發佈者與回應者並不需同時在線上，是屬於非同步式的溝通工具。 

四、電子郵件 

目前電子郵件的使用相當普及，越來越多人不只擁有一個電子郵件。與傳統

郵件相比，電子郵件具有快速省時、免貼郵票等優勢。在舉辦電子會議前後，使

用電子郵件可以與發表者、與會者做密切的互動與聯繫。 

五、電子報 

有別於一般報紙的特性，電子報具有大量傳送、不佔空間及節省費用等優

勢。因此，在辦理電子會議的過程中，電子報不僅可以傳達重要的訊息與各種規

範，甚至可以發行問卷以瞭解與會者的看法。 

六、檔案傳輸協定（FTP） 

FTP 是檔案傳輸的工具，使用者通常拿來作為下載文件、軟體之用。現今

FTP 的軟體相當多且功能也都很齊全，相信這項工具對於辦理電子會議會有相當

大的幫助。 

七、隨選出版 

隨選出版（Publish On Demand，簡稱POD）12是這幾年才有的出版形式，與

傳統出版最大的差異在於POD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彈性調整印製量，而傳統出版

則基於成本考量，每次印製量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例如：一千本）。因此，POD

適合小眾出版的對象，對於需求量只有一、兩百本的研討會論文集，POD相當適

合。 

肆、個案研究：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 
 接著，我們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淡江大學資圖系今年順利召開電子化學術研

討會的過程與經驗，並歸納其成功要素與建議。 

一、SARS 的衝擊 

淡江大學資圖系於 2002 年 9 月起開始籌備「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

研討會」，並擬於 2003 年 5 月召開。歷經七、八個月的籌畫，從討論會議名稱、

決定公開徵稿方式、提交議程暨論文委員名單、擬定論文投稿規則、進行論文審

查程序、洽談論文印刷事宜、商借會議場地、邀請會議主持人 … 等，無一不緊

                                                 
12 蘇威州，「運用網際網路建構Publishing on Demand系統之研究」，文化大學印刷傳播所碩士論

文，民 91 年 6 月。 

 6



鑼密鼓的進行著，整個過程直到 2003 年 3 月都相當順利。然而，3 月份起大陸、

香港、新加坡等地紛紛傳出SARS疫情，但由於疫情初始台灣一直保持三零記錄，

因此我們的籌備工作仍依原定目標進行。豈料台灣防疫網不久後也宣告破裂，國

內疫情更在 4 月底的和平醫院和仁濟醫院陸續封院事件後達到高峰。13為了配合

政府的防疫措施，各界的學術交流活動也被迫暫停或延期，連帶衝擊到本次研討

會的舉行。 

然而，在籌備工作幾已完成的情況下，因 SARS 而導致本研討會停辦是相當

可惜的。我們本著最好能如期召開但又能配合防疫措施的前提，開始思考因應之

道，最後決定將此次研討會由傳統會議形式轉化成以電子會議（e-Conference）

的方式召開。換言之，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讓本研討會在防煞與學術交流上取

得一個平衡點。於是自五月初開始緊急動員，籌畫電子會議的舉辦事宜。 

二、因應作法與系統建置 

    電子會議平台的建置需要科技輔助，但因時間緊迫，如何才能有效因應 SARS

衝擊，以有限的時間、經費、人力順利舉辦此次電子化學術研討會，遂成為我們

建置系統平台時的主要考量。我們從幾個不同面向考量與評估之後，決定採行如

下的作法。 

（一）資訊傳播與聯絡管道的建立 

(1) 架設研討會專屬網站14，以便隨時將相關訊息上網公告。 
(2) 發行「會議特刊」電子報15，以E-Mail將研討會最新動態寄發給與會人士，

以因應SARS發展之高度不確定性。而為了使相關人士都能收到此份電子報，我

們除了在專屬網站上加入電子報訂閱功能外，尚動員了數名助理人員，收集整理

相關單位的電子郵件地址，以便使用郵件群組方式發送。 

 (3) 採用電話、傳真、E-Mail、Web 等多重方式，建立起與作者、審稿者、

主持人和與會人士之間的聯絡管道，以便在第一時間完成聯繫與溝通。 

（二）「同步研討室」的建置 

在我們的構想中，一個成功的電子化學術研討會，由於與會人士並不是親臨

會場而是分散各地連線上網，因此至少應有一個能讓作者發表論文並和與會者互

動討論、即時交談的「電子會場」，我們稱之為「同步研討室」。接著，則必須評

估究竟要採用何種方式來建置「同步研討室」。 

無疑的，文字模式的聊天室系統和影音互動的視訊會議系統是兩個候選方

案。最後，我們選擇了文字模式的聊天室系統而摒除了具影音效果的視訊會議，

                                                 
13 聯合新聞網，「SARS風暴」，http://issue.udn.com/SARS/，上網日期：2003/9/30。 
14 淡江大學資圖系，「研討會首頁」，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2003/5/29，台北淡

水。http://research.dils.tku.edu.tw/conference/2003/，上網日期：2003/10/2。 
15 同註 14。會議特刊， http://research.dils.tku.edu.tw/conference/2003/epaper，上網日期：20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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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如下： 

(1) 視訊會議系統 Server 端所需要的軟硬體設備價格高昂，由於 SARS 疫情

乃為突發狀況，此次研討會並無編列建立視訊會議系統之預算；再者，即使有預

算，我們依時間的緊迫性評估，也無法如期在短時間內完成建置。 

(2) 我們轉而尋求請校方協助提供現成視訊會議系統之可能。雖然本校教育

科技組有一套教學用視訊會議系統，但經深入瞭解，發現該系統之使用權有一定

限制，最多只能提供校內一百人同時上線，如果是校外連線則最多五十人。這與

報名此次研討會的人數近 200 人且大都為校外人士相比，顯然無法滿足需求。 

(3) 即使上述的經費、系統建置、使用權限、人數等問題皆獲得解決，但卻

無法強求所有與會者的 Client 端設備，在會議舉辦前全部升級加裝視訊、語音設

備，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 

(4) 即便上述所有Client與Server端的軟硬體基礎建設皆完成，仍有一個重大

瓶頸：一般視訊會議為「單點對多點單向播送」或「單點對單點雙向互動」。前

者，影音資料乃由Server端集中於會場拍攝，再廣播給所有Client端，例如「中研

院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中文新聞內容數位化研討會」之作

法
16；後者，雙方分別集中於建置了視訊會議設備與系統之會場或教室進行交流，

例如SARS蔓延期間，兩岸三地透過視訊會議進行防疫資訊交流之作法17。而我們

此次研討會的與會者卻是分散各地，必須採用「多點對多點雙向互動」方式，一

般視訊會議系統無法支援，亦即無法輪流拍攝與切換不同發言者的畫面並廣播給

所有人。 

視訊會議系統除了以上無法解決的困境外，採用文字模式的聊天室系統來建

構「同步研討室」，尚有一些附加的優勢，例如： 

(1) 文字模式對頻寬的需求較低，可提升會議的順暢度。由於此次研討會的

與會者遍布全國各地，彼此透過網路連線至大會建置的系統平台，視訊會議對於

網路頻寬與品質的要求極高，這點無法與純文字模式的研討室相提並論。 

(2) 文字模式的研討室可保持會議記錄的完整性。在一般的會議或視訊會議

當中，會議記錄的製作通常須將語言轉成文字，往往會有所出入。但是純文字模

式的研討室，每個人的發言都會被系統完整的紀錄下來，如此對會議記錄的製作

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3) 文字模式的研討室可減低發言者的恐懼感。一般的會議或視訊會議通常

會有不少人因為怯場而不敢發言的現象，這點在文字模式的研討室中，由於彼此

不必面對面，因此可以明顯改善。 

接著，便須著手進行系統的實作與建置。由於 Web 盛行，乃選擇以 ASP 作

為開發工具，設計出可以讓兩百人以上同時上線交談的「Web-based 同步研討

                                                 
16 中研院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中文新聞內容數位化研討會，民 92 年 3

月 7 日，台北南港。http://www.ndap.org.tw/active/discussion_enews/index3.html，上網日期：

2003/10/9。 
17 經濟日報，「兩岸抗疫，有請醫療視訊會議」。經濟日報，民國 92 年 5 月 7 日星期三，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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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但因一般大眾所慣用的聊天室系統功能太過複雜、花俏，又具備匿名性質，

並不適合，我們決定採用簡潔、清新的設計風格與原則，摒棄許多冗餘性的設計

和不必要的圖示，讓所有與會者皆能輕易使用。 

圖 2 便是我們所建置的同步研討室入口，根據我們所訂定的會議議程與規

範，同步研討室乃是會議當天主要的電子會場，與會者必須準時於會議開始前連

線至此，填入真實姓名、身份（先生、女士、老師、館長、主任、組長、組員、

學生）、所屬單位（例如：淡江資圖），完成報到手續才可進入；一旦發現有人以

「非真實姓名」登入，系統管理者可使用「剔除」權限強制該匿名者離開系統。 

圖 3 則是進入同步研討室後的畫面。在畫面的右上角會標示著目前線上總

人數，及其姓名、稱謂、所屬單位。在畫面的下方有一個可以輸入的文字列，當

與會者想要發言時可在此鍵入想要發言的內容。中間大部分的空間則用來顯示大

家的發言，每一個發言者所送出的語句都會出現在這個區域中。 

 

圖 2 同步研討室的入口18

 

圖 3 同步研討室的現場19

                                                 
18 同註 14。同步研討室入口畫面， http://eroom.dils.tku.edu.tw/，上網日期：2003/05/20。 
19 同註 14。同步研討室會議現場，http://eroom.dils.tku.edu.tw/Chat/chatroom.asp，上網日期：

20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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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同步研討室」的建置 

 除了建置「同步研討室」做為會議當天即時互動的討論場所外，對於會議當

天無法上線的人士，或會前、會後對會議論文有興趣者，我們決定另外開闢一個

「非同步研討室」供其發言與討論，以延伸研討會整體的時間與空間。 
我們以「討論區」方式來建置「非同步研討室」，圖 4 即為非同步研討室畫

面，這裡提供與會者與作者另外一個不限時間的討論空間。首先，我們取得作者

授權，將論文簡報與電子全文置於非同步研討室中，並提供下載的服務，讓與會

者有機會在研討會前後皆可上線來閱讀論文，並發佈他們的問題與看法，而作者

也可隨時上網回應，不限會議當天。由於正式議程限於會議當天在同步研討室中

進行，每篇論文只有十五分鐘供作者發表，另外留五分鐘供與會者提問，這樣的

時間往往是不足夠的，因此，非同步研討室可彌補這方面的不足，有效的提升了

整個研討會的交流機會。 

 

圖 4 非同步研討室20

（四）論文的排校與出版 

除了將論文全文以電子化方式上網發行之外，本次研討會仍計畫依慣例出版

正式紙本論文集。然而，因與會者並未親臨會場，也無以預估將會有多少未報名

者臨時起意連線與會，所以我們決定採用 POD，以更彈性化、更符合成本效益的

方式出版論文集，供需要紙本論文集者索取或訂購。 

至於和出版社之間的排版與校稿，由於時間緊迫，文件郵遞往返又耗時費

                                                 
20 同註 14。非同步研討室，http://research.dils.tku.edu.tw/conference/2003/read/index.asp，上網日

期：200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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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於是我們決定自行架設 FTP 伺服器，採用 FTP 方式與出版社之間進行檔案

的傳遞，以利論文出版事務之進行。 

三、公告議事規則 

在系統建置完成後，我們所面臨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才能讓整個電子會議

流程如同傳統會議一般順利進行？由於傳統會議通常都有明文規定或沿用成習

的議事規則作為議程指引，進行起來不致產生太大問題。但是，本研討會卻是首

次採用全電子化方式，從主辦單位、主持人、作者到所有與會來賓都沒有相關經

驗，如何確保會議過程順暢，的確是個嚴肅的課題。尤其網路為開放空間，更難

以規範與會者行為，極易造成發言雖踴躍，但場面混亂、無法控制之隱憂。因此，

如何在鼓勵與會者發言與議場秩序控制間得到一個平衡點，相當具有挑戰性。幾

經思考與模擬會議流程後，我們制訂了一個適用於電子會場的「同步研討室進行

規範」，連同議程發送電子報請與會者共同遵循，以確保會議順利進行。該規範

之全文如下表所示。 

表 2 同步研討室進行規範 

2003 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 
同步研討室進行規範 

 

同步研討室採用文字模式，請所有與會人士遵循下述規範，以便會議順利舉行： 

(1) 與會者請於 9:00 前連線至本研討會網站，並登入同步研討室。 

(2) 開幕致詞將以文字稿方式上網，供登入者閱讀。 

(3) 9:00 整由司儀發佈訊息：「2003 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學術研討會，同步研

討開始，恭請第一場主持人 XXX 主持論文發表。」 

(4) 主持人簡要介紹作者、論文名稱等，然後請作者開始發表論文。每篇論文發

表時間為 15 分鐘，討論時間為 5分鐘，共 20 分鐘。 

(5) 作者將預先準備好之文字講稿，依序一小段一小段發送出來，每發送一段後

暫停一下，等與會者閱讀後再發送第二段，暫停時間長短則由作者依該段內

容多寡而定。 

(6) 在第 14 分鐘時，司儀會發出「鈴～～剩 1分鐘」的訊息，請作者於一分鐘

內結束。 

(7) 在第 15 分鐘時，司儀會發出「鈴～～時間到」的訊息，請作者結束。 

(8) 主持人開始請與會來賓參與該篇論文的討論，並提醒與會者發言前先送出

「我要發言」的訊息。討論時間為 5 分鐘，未能於時間內完成者，則可至非

同步研討室提出。 

(9) 若同時有數人要發言，則由主持人依優先順序指定發言者。 

(10)與會者開始提問，然後由作者進行回應。 

(11)作者回應後，主持人進行下一回合的提問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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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討論時間剩 1分鐘時，司儀發出「鈴～～剩 1分鐘」的訊息；時間到時則發

出「鈴～～時間到」的訊息。 

(13)主持人結束此篇論文的討論，並進行下一篇論文發表 [重複步驟(4) ~ 

(13)]。 

(14)同場次的論文全數發表完畢後，由主持人宣布「第 X場論文發表結束」。 

(15)司儀發出訊息：「中場休息。請各位與會貴賓於 xx:xx 回到線上，進入下一

場研討室，謝謝！」。 

 
 

當然，會前我們大膽假設：每位與會人士都是對參與會議有興趣的同道，亦

都能遵守會議的規範，不會發生不守規則的現象。不過，為了防止突發狀況，系

統管理員仍具有「剔除」不守規定者的權限，但是我們希望這套規則是「備而不

用」。在實際會議召開當天，此份議事規則果然發揮了超乎預期的效果，使整體

會議流程進行得遠比想像中順利。所有與會者皆能遵循此份會議規範，符合我們

的假設與期待。 

四、會前測試與口語稿的準備 

雖然文字模式的研討室比影音模式所需頻寬較小，但確保連線品質的穩定仍

是此次會議成功與否的關鍵。為了測試連線的穩定程度與主機的負荷能力，在會

前幾天，我們除使用軟體自動進行壓力測試外，更實際開啟約一百台電腦一起連

線進入同步研討室，以測試系統能否順利運作。幸運的，會前測試使我們得以發

現系統設計若干小瑕疵（Bugs），經過反覆除錯、測試後，終於順利運作。 

但是測試順暢卻不能保證會議正式展開時也能順利，除了網路穩定度的考慮

外，會議時間的掌控也是相當重要。為了確保議程順暢，我們進一步要求作者針

對發表的論文謄寫三千餘字的「口語化文字稿」（簡稱「口語稿」），並在會前幾

天把稿件寄給我們。此一作法的主要目的有三： 

(1) 作者可於會前連上同步研討室進行測試，是否能於十五分鐘內順利將口

語稿發表完畢； 

(2) 會議當天，作者只要將預先準備好的口語稿依序張貼到同步研討室中即

可，免除現場打字的忙亂現象與困擾； 

(3) 會議進行中，如果作者突然發生無法連線的情形，會議現場立刻可由主

辦單位安排的專人代為張貼「口語稿」，會議不致中斷。 

此外，我們也請主持人預先準備主持用簡要口語稿，如此一來，可以有效提

升會議的流暢度與降低現場打字出錯的機率。 

由於作者與主持人均能充分配合口語稿的準備與會前的測試，替會議的順利

舉行拉開了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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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議舉辦情形 

由於以電子化方式辦理學術研討會是我們有史以來頭一遭，影響因素包括網

路連線的穩定性、主機系統的負荷量、作者準備的充分度、主持人與司儀掌控議

程的功力、與會者遵守議事規則的配合度、所有與會者使用系統互動的習慣、熟

練度等，都是我們事前評估本次研討會成敗與否的關鍵，其突發狀況與不確定性

遠比一般傳統會議高得多。 

2003 年 5 月 29 日會議終於如期召開，籌備小組與電子會議支援團隊抱著如

履薄冰的心情，祈求此次的電子會議能夠順利舉行。在一天的會議進行期間，我

們一面維持系統運作，一面觀察會議進行，發現：(1) 所有與會人士皆能遵循會

議規範，完全沒有逾矩行為發生；(2) 主持人與司儀發揮了超乎預期的議程掌控

功力，議程順利；(3) 作者由於事前充分準備，皆能流暢的在預定時間內發表完

畢；(4) 與會來賓更是熱烈的現場打字提問，作者也一一加以回應；(5) 中場休

息時間我們將研討室開放自由交談，所有與會者對於這樣的會議舉辦形式不僅感

到很新奇也覺得很有趣。 

總之，整個議程遠比預期來得順利，歸納其原因，除了籌備小組縝密的規劃

及電子會議支援團隊全力的付出外，更重要的是，與會者皆能遵循並配合我們所

發佈的各項規範及作法，使會場秩序良好、議程順暢，終能圓滿落幕。 

雖然 SARS 隔絕了人與人接觸的機會，但是在科技的輔助下，我們一樣能夠

突破重重困難，讓這次會議盡善盡美。透過網路與同步研討室就可以讓遍布在全

台各地的與會者一起討論一起發問，這也算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驗。 

伍、結論 
以往傳統會議的舉辦，多半是所有與會者共聚一堂在議場中進行發言與討

論；在電子化會議方面，雖然借助視訊會議將與會者在議場中開會的現況播送出

去，可使無法親臨現場者也能上網收看，然而，這樣的系統即使造價昂貴，也僅

止於單向傳播，線上收播者是無法即時參與現場討論的；若採用造價更高的雙向

視訊會議系統，雖可進行即時互動，但也只能達到單點對單點的雙向交流，無法

達到充分的「分散式多點對多點即時雙向互動」。我們此次於 SARS 突發狀況下，

在極短時間內以有限經費、人力與設備，捨棄昂貴的視訊會議系統，仍然成功的

以電子化方式舉辦了「2003 年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雖然不具影音

效果，卻順利達成「分散式多點對多點即時雙向互動」的目標。此次經驗證明：

要舉辦一個成功的電子化學術研討會，並不一定需要昂貴的設備，只要事前充分

的準備、謹慎的規劃與全心的投入，即使採用價格低廉、功能平凡的系統，如聊

天室、討論區、E-Mail，同樣可以小兵立大功，創造出無限的可能與價值。 

這場會議能夠在 SARS 的衝擊下圓滿達成，除了籌畫小組的精心規劃與有效

動員外，下列幾項工作的完成實是會議成功的要件： 

（一）架設會議網站，讓與會者能夠更快瞭解會議的相關資訊。不僅如此，

報名的方式也是在網路上進行。根據網站資料統計，這場會議一共有 190 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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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用電子郵件發行電子報。透過先前對於個相關單位系所電子郵件的

收集，電子報能夠迅速傳達有關會議準備的相關資訊，例如：邀稿、投稿截止日

期、會議進行方式、突發狀況的因應…等。在電子會議開始籌畫到舉行的二十餘

日內，我們一共密集的發出六期電子報，每期約 300 封，共計 1800 封。 

（三）建置「同步研討室」，讓與會者在會議當天可以透過此一平台在線上

進行論文發表、提問與回答。經過統計，會議舉行當天「同時」在線上的人數最

多約 110 人左右，全程總數約有 200 人登入系統，這與報名人數相當接近。 

（四）建置「非同步研討室」，讓與會者不僅能夠在會議當場發言討論，在

會前會後也能夠進行研討。除此之外，提供論文的全文與簡報下載更讓眾人可以

分享發表者的心血。 

（五）訂定「同步研討室」議事規則，讓所有與會者有共同的規範可以遵守。

會議結果證實了我們的假設與推論，所有的與會者均能遵守相關規定，議場發言

雖然相當熱絡，但是秩序良好。 

（六）口語稿的準備與完善的系統測試，確保了網路的穩定度與會議流程的

順暢。 

 （七）會議論文以網路發行電子版並採 POD 方式出版，可有效控制經費支

出。這也算是國內少數採用 POD 模式進行的會議。 

總而言之，在這一場 SARS 與人的戰爭中，我們終於能夠突破各種困難達到

會議圓滿落幕的成果。雖然數位學習仍有很長一段路要走，但是我們相信，數位

學習模式，將在人類往後的學習中扮演愈來愈重要的角色。在這個以知識經濟掛

帥的年代，不僅要掌握知識，更要善用知識才能夠得到更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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