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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改善方法整合多項資源，利用 5W1H 與 To-be Model 改善原來的媒體結構，。

現今社會中，人們需要多個軟件，分別攝取來自不同國家的訊息，且訊息來源多

來自媒體，但媒體可能有其立場、標題過於聳動等問題，造成閱聽人的訊息偏差，

台灣的新聞自由過於寬鬆，如何在這麼龐大的訊息下快速篩選訊息，減少爬文的

時間也是很重要的。改善後主要有幾個功能：會員可以自行發送新聞、更改自己

發過的文章、利用關鍵字篩選想看的文章等。 

 未來期望可以增加更多功能，例如：在會員端篩選發表的文章、顯示會員個

人資料，以便他人查詢該會員立場等，並且加入更多已有的平台整合資源，做到

更完整性的超級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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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紹 

 

1.1研究背景 

 

近年來國人接收外界訊息多來自媒體，但多數電視台具有政治立場，媒體為

吸引撥放量，常在標題撰寫聳動標題、或擷取片面之詞，使閱聽人無法得到完整

訊息，造成事實偏差。然而最多人獲得訊息的來源可能來自於朋友圈，意指看到

的內容即為朋友分享的一部份，常侷限於生活圈，對其他外圈訊息毫不知情，加

上台灣媒體極少有國際新聞，報導的篇幅少，內容亦不夠深入客觀。 

在大眾論壇中，雖然國情自由開放，部分的報導也來自國人爆料，但大眾論

壇文章眾多，要如何在短時間內查明事實也是件難事，且論壇常有風向之疑慮，

造成多數暴力的情形。 

 

1.2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要接收來自其他國家的訊息時，往往要下載多個軟件，在其他國家偏好的

軟件中瀏覽他國的訊息，佔據多數儲存空間，沒有一個軟件可以得到所以想知道

的訊息。因此，本改善之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全面性的網頁，內含不同國家的主流

媒體，且此媒體不受會員制度所影響，在短時間內得到所有外界的訊息，並讓會

員都擁有發表文章的權利，容納多元的聲音。 

 

二、相關資料 

 

2.1 閱聽人閱讀來源 

 

七零年代時電視與互聯網的使用逐漸靠近，到了八零、九零年代時互聯網的

黏性以遠高於電視，不僅如此九零年代的網路視頻的使用已經逐漸接近電視（費

麗婷，2016）。 

用戶每天在微信平台上平均閱讀 5.86 篇文章，如圖 1。訂閱號 80%的閱讀量

來自朋友圈（盧松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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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微信用戶平均每天閱讀量 

 

 

2.2 As-is Model 

 

在背景中談到現今國人訊息多來於朋友圈，其實不只國內如此，在中國除了

新浪微博為大宗以外，來自騰訊 QQ 與微信公眾號的訊息也佔了很大的比例，各

個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也獨占鰲頭，例如：Instagram 在美國、台灣、韓國

的年輕族群中，有極大的影響力，更別提 Facebook 此種家喻戶曉的軟件。 

在還未經改善之前的模型，如下圖 2.1，由圖可見訊息凌亂的來自四面八方，

且每個訊息都須進行圖 2.2 之流程，由媒體撰寫新聞，閱聽人負責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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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As-is Model 

 

 

 

圖 2.2  As-is Model 新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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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欲改善方法 

 

3.1 5W1H 

 

 5W1H 分析法也稱六何分析法，是一種思考方法，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技

法。是對選定的項目、工序或操作，都要從原因（WHY）、對象（WHAT）、地點

（WHERE）、時間（WHEN）、人員（WHO）、方法（HOW）等六個方面提出問題

進行思考。這種看似很可笑、很天真的問話和思考辦法，可使思考的內容深化、

科學化（拉斯維爾，1948）。進而得到下表 3.1。 

 

表 3.1 5W1H 表 

WHAT 整合各大網站內容 

WHY 減少分別使用偏好平台的時間 

WHERE 網頁上 

WHO 閱聽人 

WHEN 當閱聽人瀏覽資訊時 

HOW 利用 As-is & To-be Model 進行改善                                                                                                                                                                                                                                                                                                                                                                                                                                                                                                                                                                                                                  

 

3.2 To-be Model 

 

    學生改善能力有限，最後發展出下圖 3.2.1，將資源集中之後，由一個網站輸

出，其中有四大要項，分別是：集中各國資源，由會員發佈文章、運用搜尋功能

篩選用戶觀看文章，由文章發順序決定觀看先後。 

 

 

 

 

圖 3.2 目標層級架構圖 

 

 
中日韓 

歐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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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 To-be Model  

 

網站架構圖如圖 3.2.2 所示。 

 

圖 3.2.2  網站架構圖 

 

 

四、改善結果 

 

4.1網站簡介 

 結果之網站網址：http://54.210.199.198/www/HTML/index.html。學生以上課所

學，運用 Amazon 資源，將網站建在虛擬電腦上。並以基本功能：新增會員、加入

會員、會員登入、聊天機器人等，以及新增功能（將於下一小節分別介紹）建構

網站。 

 

4.2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一、圖式化網站，如下圖 4.2.1 所示，此網頁資料來源於 PTT Movie

版，藉由自動載入網站上的文字標題以及分類，自動作圖，讓閱聽人一目了然現

在電影的趨勢，當資料變動時，表格與圖形會自動更新。 

http://54.210.199.198/www/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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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新增功能一 

 

    新增功能二，增加搜索框，使閱聽人快速找到想看的文章。其結果由圖 4.2.2

可知。 

 



8 
 

圖 4.2.2 新增功能二 

 

 功能二所用的程式碼如下： 

(function(document) { 

  'use strict'; 

 

  // 建立 LightTableFilter 

  var LightTableFilter = (function(Arr) { 

 

    var _input; 

 

    // 資料輸入事件處理函數 

    function _onInputEvent(e) { 

      _input = e.target; 

      var tables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_input.getAttribute('data-table')); 

      Arr.forEach.call(tables, function(table) { 

        Arr.forEach.call(table.tBodies, function(tbody) { 

          Arr.forEach.call(tbody.rows, _filter); 

        }); 

      }); 

    } 

 

    // 資料篩選函數，顯示包含關鍵字的列，其餘隱藏 

    function _filter(row) { 

      var text = row.textContent.toLowerCase(), val = _input.value.toLowerCase(); 

      row.style.display = text.indexOf(val) === -1 ? 'none' : 'table-row'; 

    } 

 

    return { 

      // 初始化函數 

      init: function() { 

        var inputs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light-table-filter'); 

        Arr.forEach.call(inputs, function(input) { 

          input.oninput = _onInputEv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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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ray.prototype); 

 

  // 網頁載入完成後，啟動 LightTableFilter 

  document.addEventListener('readystatechange', function() { 

    if (document.readyState === 'complete') { 

      LightTableFilter.init(); 

    } 

  }); 

 

})(document); 

 

新增功能三、辨認用戶狀態權限。在平常使用的網站中，針對各個會員顯示

個人化頁面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會員專屬權益中加入會員可使用的功能，並辦

認是否登入、登入帳號為何人，結果如圖 4.2.3 與 4.2.4 所示。 

 

 

圖 4.2.3 新增功能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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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新增功能三之二 

 

    功能四、嵌入 google 資源—google map。google map 為現今人們找路的方法之

一，與其給予地址，不如使用 google y 資源，使用戶更為便利，效果如圖 4.2.5 所

示。 

 

圖 4.2.5 新增功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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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此改善方法使用 5W1H與 As-is & To-be Model來進行改善，其中網站裡整合

多方資源、圖形化資訊、接納不同立場、訊息傳輸直接，並提供辨認用戶、整理

訊息、搜索文章等功能。 

未來期望可以增加會員權益、個人化會員介面，使他人可以查看他人的會員

簡介，可以使會員判斷他人的立場，精準接收到來自不同族群的聲音。在文章方

面，希望可以更精準篩選文章內容，，提高內容深度，並增加實時熱議字，將結

果圖形化的表現出來，減少媒體識讀差異，防止粉絲群體刷屏，造成多數決暴力，

期望可以保留少數觀點的真相，讓閱聽人擁有自我思考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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