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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Agency is a full-service interactive agency based in Philadelphia. For over a decade, 

we have built brands, websites, and web applications exclusively for nonprofits, foundations, 

and universities. We are a social enterprise that helps good organizations use great technology 

to enlighten, educate, engage, and enact change. 

 
We use open-source tools like Drupal to deliver feature-rich sites that are easy to use and 

administer. We also integrate Drupal with Salesforce to help clients engage stakeholders and 

streamline business processes and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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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Drupal？ 

 
 

 

 

 

 

 

，開放原始碼的網站內容管理系統
（ ），將近 的網站，約有 萬個網
站是用它做成。 從它在 年發布推出
的時候，已與非營利社群關係很密切，而這樣的
關係一直延續到今日。這個平台非常適合廣泛具
複雜性的網站，包含大型的、專業 企業層級的
網站，這些網站需要有彈性且強大的內容管理系
統。但是，它適合你嗎？ 

這種強大且具彈性的特質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這種強大其中之一的代價是對於使用者來講

是複雜的。和其他開放原始碼的網站平台
相比，例如 和 ，或是供應商提
供的架站工具，如 ，理解 的功
能和設定出你需要的功能是更加困難的。由於這
種複雜性，也不太可能讓你的組織員工具備這樣
的知識或技術來實現或維護 網站，這也意
味著將需要有更多你的專案預算去聘請一個諮詢
公司或開發者來為你設置和支援它。雖然
本身是免費的、社群支援的軟體，但實現一個專
案的預算成本可能會成長迅速。

另一個代價是 的彈性是需要透過客製化和
設計才能達到的。這個意思是說，不會有兩個

網站是以相同的方式建造而成，這不是一
個立即可用的解決方案，這可能會讓使用者的支
援很難找到。你將需要和你的開發者合作，為你
特定的網站方案建立文件，並且只要你新增或改
變功能都要持續更新文件。另一個選擇是，持續
聘請開發者或是其他顧問來給予你網站技術和使
用者的支援，然而這需要額外的資金。

但是，如果你的網站需要強大的功能和彈性，
並且在你的預算內，用 Drupal 來實踐你的網站
所花費的成本就會是值得的。你如何決定你的
網站需求是否適合這個平台？

不會有兩個 Drupal網站
以相同的方式建造而成
—這不是一個立即可用
的解決方案，這可能會
讓使用者的支援很難找
到。 

 
 

 
在這首開先例的報告中，我們結合我們的「給非
營利內容管理系統的顧客指南

」中，關於 的
發展功能第一手研究，這個指南有 個具備專業
知識和經驗的顧問、開發者、非營利員工，以及

支持者，來確認哪些主要類型的網站使用
這個平台是適合的。我們還包含了五個案例研
究，關於真實世界的非營利組織用 Drupal 來強化
他們的網站，展示是什麼讓他們使用了這個平
台，這個平台給了他們什麼優點和他們面臨的挑
戰，以及給其他非營利組織在實現一個新網站前
思考的關鍵教訓和重點。 

對於我們所確立的每種類型的網站，也簡短列出
由我們的專家和案例研究對象所推薦，由社群貢
獻幫助他們實現目標有幫助的模組。

http://www.idealware.org/reports/consumers-guide-content-
http://www.drupal.org/project/usage/dru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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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的構成要素 
 

 

 

 

 

 

 

當討論 Drupal 的時候，這個平台有四個主要的要
素需要思考：它本身的核心，以 Drupal X.X 來表
示它的版本、版型、模組，以及組合包（？

）。 的核心是模組化的，目前
最新的版本是 （關於版本的更多資訊請參閱下
節），這個意思是說它可以透過安裝一些元素
來擴充，改變平台的特徵和覆蓋原本的限制，
而不用把最底層的程式複寫掉。Drupal 本身的核
心可以被視為「官方」模組的集合，就是平台
的每個主要版本，額外社群貢獻的模組可以被
併入核心系統。安裝額外的模組、組合包，以及
版型被稱作「核心的擴充」。

版型（Themes） 

版型可以將網站基礎的外觀進行改變，不會在這
個報告多做討論，有太多關於版型的部分可以讓
我們用，我們的重點在於更多的客製網站。

模組（Modules） 

什麼是 Drupal 模組？是這個平台一個重要的部
分，也是一個強大的賣點之一，就是社群客製和
使用者貢獻的大量模組。就像是 WordPress 的
（外掛），或是 的 ，模組讓你可

以透過新增支援的額外功能到你的網站，來輕易
地擴充 的功能，包含線上捐款和電子商
城、與第三方工具或資料庫整合、或甚至是整個
支持者關係管理系統（ ）。

其他模組可以有用地調整或改善 Drupal 核心地功
能，例如可以讓你更簡單地客製管理者的介面配
置或提昇內建的網站搜尋功能。

當你要考慮使用一個模組的時候，要注意這個模
組的開發者發布更新的頻率。比起其他開放原始
碼的內容管理系統， 社群對提交的模組程
式碼品質有嚴格的準則，並且維持較長時間及澈
底的安全性評估，所以可能會導致延遲。但是定
期更新、積極地支援模組比 自己核心更新
的時程更加接近，減少你將需要等待安裝新的更
新到 平台核心的時間。一個更加緊密更新
時程的開發者對於安全漏洞或其他問題可以做出
更即時的回應。

組合包/安裝包（Distributions） 

組合包是被包裝過的 Drupal 版本，由第三方開發
和提供，通常是考慮到某個特定目的或用途的情
況下所設計的。這些組合包為了客製的需求而收集
了模組、版型和 相關的設定。我們的專家
提到以下兩項：
（ ），一個給中小型規模的企業或
是非營利組織預先訂製的 分支；以及

（ ），以圍繞在網路
社群建設和協同合作為導向，非常適合內部使用，
像是公司內部網路。 

理論上講，使用 Drupal 的組合包已經針對該類型
的網站或你考慮的使用案例來做一些訂製，可以
透過減少一些客製或開發你所實施專案的需求，
為你的組織省下可觀的時間和金錢。但是，我們
的專家對於組合包呼籲要謹慎，因為它的品質在
不同的提供者當中差距很大。儘管某些組合包有
開發和更新的計畫或藍圖，但某些可能不會有這
些更新，而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你可能發現你用
某個組合包建立的網站，那個組合包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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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版本對決： 7 vs 8 
 

 

 

 

 

 

 

在 年 月釋出， 則是
在 年 月。決定要使用哪個版本來建
造平台並不是想像中選擇最新版本就好。

Drupal 7 

是目前積極支持維護的版本中最舊
的，將會是下一個「退休」的版本。但是退休
的日期還沒決定，而我們的專家預測從現在起
應該還要好幾年才會退休。

用 建立的網站目前有最多社群貢獻的
模組可以選擇，特別是那些提供重要的客製功
能作為社群或論壇審核工具、資料組成管理工
具，或是和第三方資料庫做連結。 的
用戶也受益於一個大型社群的支援。截至
年 月，超過 萬的網站是在 運
作，而 粗略估計是 個站。

Drupal 8 

在版本 ， 開始將更多的模組和功能併
入核心的一部分，包含所見即所得文字編輯器
（ ），這個功能在先前只能透過社
群貢獻的模組來取得。對於尋求「立即可用
的」內容管理系統的非營利組織來講，這可能
使得 成為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選擇。

我們的專家還強調了它在使用者訪問性 存取
標準改善的堅持，以及對於媒體檔案更好的支
援，都比先前的版本有更顯著的改善。然而，
雖然 的核心程式已經為新網站都準備
好了，但是某些最受歡迎的模組從 升
級上來卻延遲了。因此，如果你現在的網站需
要大量的客製或社群貢獻的功能，例如網路社
群或論壇模組，或是和第三方資料庫整合，可
能要等到相關的模組在 也能相容的時
候，才會比較好。

如何選擇？ 

所以，到底是否應該考慮 的版本？我們
訪談的大部分專家認為， 將是大多數組
織取代他們舊有網站的最佳選擇，因為它讓組
織可以有更大使用者社群，以及許多建立完善
的模組等優點。事實上，這個報告中推薦的大
部分模組都只在 可以取得。但是如果
你是在尋找一個製作非常簡單的、內容驅動導
向的新網站，考慮 吧，因為可以期望
社群對於它的積極開發和支援的時期是更長
的，而且最終會讓你新增更多複雜的功能和整
合更多受歡迎的模組，它們最後都會成功地被
更新到新平台。（關於組織選擇在 Drupal 8 建造
網站，以及等待他們所需模組的案例，請閱讀
25 頁的 RAP 基金會案例研究。）

最後，使用 Drupal7 或 Drupal8 的決定將取決於
你打算如何使用你的網站，以及不久的將來你
可能希望新增哪些功能。例如，如果使用者論
壇或社群、募款或 CRM 資料庫的緊密結合，像
是 CiviCRM 或 Salesforce，或是內容創建和發布
時有複雜的使用者工作流程，以上這些事情是
必要達到的，你將比較是在尋求 Drupal 7 作為你
的解決方案。 

別忘了時機！雖然很多模組目前還在更新至支援
的階段，我們的專家強烈覺得，在未來

的一年內社群將會趕上最新版本，所以在做決定
時就，可以少考慮模組版本這個因子。

http://www.drupal.org/project/usage/dru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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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pal 適合你嗎？也許不是……  
 

 

 

 

 

 

 

幾乎在最初的版本之時，就已經是非營
利組織網站受歡迎的平台選擇。但就像是任何
其他的軟體一樣，它並不會適合每個人。

因為開放原始碼 是免費解決方案的承諾，
精打細算的組織會受到的吸引，而較大的非營
利組織喜歡它的廣泛客製化執行的彈性及強大
的用戶管理，卻比企業級的專屬解決方案，如

或 ，花費較少的持續成本。而
且，因為像是 強大使用者社群的開發
者，有能力透過模組貢獻附加的功能，以及對
於社群貢獻的模組有更積極的安全審查與標
準，使用這個平台工作的顧問公司和設計師有
更強的專業領域。

Drupal可以免費獲
取、編輯和客製，但一
個包含技術和使用者支
持的完整實行方案可能
需要可觀的預算。 

然而，Drupal 不是「任何一切」網站的解決方
案。然而，Drupal 不是「任何一切」網站的解
決方案。對於網站需求較為簡單的小型非營利
組織，會覺得它對於一個簡單的網站來講實在
過於複雜。而且雖然它是免費的，非營利組織
的技術人員通常稱開放原始碼的軟體是「免費
的小狗」，你帶牠回家，然後接下來花十年來
付出食物、訓練，以及獸醫費用。Drupal 是可
以免費獲取、編輯和客製，但是一個完整的實
行計畫包含技術和使用者支援，很可能需要可
觀的預算。不同於像是 WordPress 這種較為簡單
的平台，或是以用戶端為主要對象的解決方
案，如 Wix、Weebly，或是 Squarespace，大部分
的非營利組織內部沒有資源或知識能夠自己用
Drupal 來建造一個網站。 

有很多很好的理由讓你使用 建立網站，我
們將在本報告後面的部分說明。但在這節當中，
我們將協助你確認你是否可能更適合用其他的

來做你的網站。

為了協助你決定，我們確立了以下幾種簡單的情
境。

 你的預算很緊迫，而且你想要自己架設你的
網站。 儘管 是可以免費獲取的，你節
省授權的花費卻要用來聘請一個開發者來為
你設計、設定和實行網站。如果你的網站需
求很簡單，你可能會發現 或其他
平台更適合你。你可能可以自己加快速度開
始開發自己的網站，而且有很多版型讓你可
以容易地符合你的需求。如果你有一點點小
預算，可以考慮 的主機託管，虛
擬主機商會關注所有的維護；這大概每年約

美元左右。你也可以考慮由供應商支
援、 的網站建置工具，例如 、

，或 。這些工具提供的客
製化選項比較少，但是是為了較不精通技術
卻要自己設置網站的使用者所特別設計。 



PAGE 10  
 

 你想要某個東西讓你的網站立即可用的（套
裝工具）。 雖然 在每次主要釋出
時，它的模組和開箱即用的功能都有增加，
但我們訪談的顧問和專家表示，大部分的客
戶在實踐網站時仍然需要大量的改造。和

這類的解決方案相比， 有
相當嚴格定義的內容架構，關於什麼內容類
型是必須要有的、每個內容類型的什麼欄位
是啟用的或可編輯的，以及所有內容類型之
間的互動，都需要更多的規劃和思考。此
外， 網站主要的樣板和版型選項需要
客製的程式碼，雖然有第三方的模組將這類
的功能加入使用者管理介面，例如

（ ）。

 你想要一個「設定好就可以忘記」的網站。
用很少的技術的解決方案，期待可以在設定
好之後永遠都運行正常，而這尤其正是網站
最該如此的。除了要查看和安裝定期的更新
和安全性 ，你也需要更新更新內容來保
持網站是動態和最新的。和幾乎所有技術一
樣，你也將無法避免意外的狀況。使用開放
原始碼平台，例如 ，除了核心程式之
外，每個使用者都可以撰寫和發布他們自己
的客製程式，你也需要處理社群貢獻的模組
或 的更新，或是你可能讓你的網站暴
露在安全漏洞的風險中。我們的專家建議，
比起只是想要安裝完就忽略它的組織，那些
願意並且能夠學習系統的組織，往往是比較
適合使用 。

雖然這種為了安全性 和伺服器維護的
基礎架構更新通常是由你的託管服務的提供
者，你需要付出更多的預算（無論是給主機
商或是承包商）來獲得持續的技術支援。如
果你的組織無法負擔將網站的維護承包出
去，需要自己承擔這個維護的責任，那麼

對你的網站來講可能不那麼適合。如
果你想要所有的維護都不要在你面前出現，
請考慮使用專屬解決方案（

），例如 、 ，或是
。

 為了技術能力不熟的員工，你需要一個易於
使用的介面。 其中一個 常常遇到的抱
怨是，開箱要用它的時候，它的使用者介面
是不直覺的，而且不易於使用，至少和比較
不複雜的解決方案比起來是這樣，例如

。儘管社群已經花了多年投入大量
的努力在提升介面，我們多數的專家仍然建
議多花點時間讓你們的開發者設計一個新的
介面實踐滿足你的員工的需求。如果你需要
你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你的網站上進行編輯
或發布內容，但是沒有預算來開發一個新的
介面，你最好使用較易懂或是使用者為中心
的解決方案作為服務，例如 或

。

最終，決策來自於需求。你需要你的網站做些
什麼？它需要支持多種不同客製內容的類型，
例如：文章、事件、新聞故事，以及目錄列
表，或是它主要是由一般頁面和部落格文章為
主的結構？你需要為讀者貢獻的內容經營一個
線上社群或使用者論壇，或是只要允許留言就
夠了？你需要你的網站直接和你的支持者資料
庫或線上募捐工具做整合，或是你寧願讓它們
是分開在不同地方的？

在跳入支持任何特定的平台之前，請和你的團
隊內部先開會，定義出你的網站在組織的募
款、行銷，以及專案的進行成果所將要扮演的
角色，以及你需要達到這些目標的特定功能
（例如支援論壇或是電子商務）。根據這些手
中的清單，你可以開始與開發者和顧問公司接
觸，他們將會建議你那些方案他們覺得最適合
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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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下，你可以用任何 CMS 平台來支持
任何類型的網站，一些開發者會用他們會用他
們最熟悉的平台來製作任何網站，但這並不代
表是最適合這個網站的工具。從某整程度上
說，如果你的網站需求非常基本或簡易，那麼
內容管理系統之間的差異就不那麼重要。 

但是，一旦你的需求超過一個簡單的部落格發
布或文章的網站，平台的選擇將決定你需要聚
焦於你的資源用於發展在哪裡。

例如， 提供比 更多支援在客製
內容類型和複雜的使用者權限，但是需要更多
的開發來提升改善使用者體驗； 提供
更精簡以及使用者友善的介面套裝，但是如果

超過簡單的張貼和文章格式，就需要更多的工作
來適應更多內容類型，或是需要更多的支援才能
有更精細的帳戶權限及工作流程。

哪一種類型的網站最適合 平台？我們的
專家確立了四種使用案例，這些案例來自於非
營利組織對於他們網站的目標，可以幫助你了
解你自己的需求，以及他們是否適合 ：

 社群平台

 內容傳遞和發布

 整合資料平台和知識庫

 支援一個生態系統（群體）的所有相關網

站

針對以上各個案例，我們也提供建議的模組清
單，當你一起使用它們，可以擴充核心使其更符
合那些案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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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台 
 

 

 

 

 

 

 

非營利組織通常與他們的社區緊密連結，所以聚
焦於社區通常是它們網站的目標。我們採訪的專
家說，這是非常適合 平台，得益於它在

的功能是有強大的支持，有著開箱即用
的多種角色類型定義，精細的存取權限和複雜的
工作流程，有很多社群貢獻的模組可以支援線上
社群、論壇，或是使用者提交的內容。

對尋求匯集不同個體或獨立機構來分享資源、討
論共同話題或任務，或是尋求與非營利的目標群
眾或人口統計的連結，以社群為重點的網站最能
滿足他們的需求。例如，美國非營利組織委員會
（

）提供論壇，將個體
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網絡都連結在一起，讓它們
找到在地資源和訓練來支持他們的任務、科技，
或是組織議題。

其他組織可能會使用 Drupal 著重在社群的功
能，來支援更多在知識網絡、內部網絡或是群眾
外包，以這些形式資源為基礎的連結。不同於一
般大部分的論壇，知識網絡尋求的是將單一主題
或是關注某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匯集在一個共享的
協同合作任務中。例如，國際樂施會
（www.oxfam.org）使用它的 Drupal 網站，將它
橫跨整個全球網絡的相關組織的資源和文件做分
享，以及連結研究人員和行動主義者。 

其他網站，像是美國圖書館學會公共活動辦公
室的 （

），讓非營利組織的專
業人士可以撰寫或是上傳他們自己的內容到單
一或是群眾外包的資源庫。

Drupal 在網站的會員專
區也提供了強大的支
援，允許訂閱成會員的
支持者可以存取獨家的
內容、論壇，或是其他
資源。 

 
 

 

具體來說，Programming Librarian 讓全國的館員
可以貢獻他們在自己的圖書館執行計畫的建
議，作為和其他館員集思廣益的情報交換中
心，館員們可以使用或創建開發自己的計劃。 

與此類似的是，紐約 新州步道協會
（ ）讓志願者可以登入它的網
站，並且更新國家公園的步道狀況的資訊以及
現有設施，或是給其他網站訪客關於當地遠足
健行活動的建議。（參考第 頁的案例研
究。）

在網站的會員專區也提供了強大的支援，
允許訂閱成會員的支持者可以存取獨家的內容、
論壇，或是其他資源。例如
（ ），女權主義的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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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訪客可以撰寫或是上傳他們自己的內容到單一或是群眾外包的資源庫到
網站。

雜誌背後同名的非營利組織， 製作
了網站會員程序以及會員入口的核心環節。
（參考第 頁的案例研究。）

實踐一個以社群為焦點的網站時，要謹慎思考
關於你的支持者與你的組織以及你目前的網站
是如何互動。如果你目前在線上的狀態已經有
很可觀的社群組成，像是論壇，由於有這麼一
個蓬勃的使用者群，那麼持續社群的支持作為
你新網站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非常有道理的。但
是如果你的組織線上社群只有一個 粉
絲頁，而且只有中等的互動，那麼建立一個以
活躍或強大的社群體驗為主的網站可能沒那麼
值得你努力。

一些專家提到，他們的公司已經看到想要有
論壇或是其他社群為主網站的客戶變少了，
並且認為包含 的社群媒體管道已經

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社群互動的論壇，特別是年輕
一代的人已經很少在依賴以 作為線上溝
通。

最後，決定性的因素在於你的支持者群，如果你
的群眾偏向較為年經的族群，或是和你的組織互
動透過其他的管道比網站來得多，考慮繼續和你
的群眾在你們已經互動的地方，而不要在設計一
個群眾可能不會靠近你的網站。

可以考慮的模組 

在我們與專家的討論，以及在非營利組織案例
研究中包含的部分，以下社群貢獻的模組很常
在支援社群重點為主的網站中被提及。

http://www.programminglibrar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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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Groups 

www.drupal.org/project/og 

一些專家舉出 對群組討論和社
群論壇為主的網站來講，是一個穩定、有良
好支援的模組，它讓你可以自己定義用戶群
組，有群組的主頁，而且每個群組可以有訂
閱者的帳戶。這個模組近期正在被移植到

的進程中，目前建立在此版本中的網
站還無法獲取它。

Organic Groups (OG) Mailinglist 

www.drupal.org/project/og_mailinglist 

另一個被我們所訪問的專家和非營利組織提
到的模組是 OG Mailinglist，它和 Organic 
Groups 一起作用，用來支援瀏覽器為基礎的
討論群組，以及電子郵件服務名單社群，透
過 Drupal 管理訂閱你的電子報郵件名單或是
其他大量的 email 很有幫助，這個模組目前在
Drupal 8 還無法取得。 

Link checker 

www.drupal.org/project/linkchecker 

Link checker 雖然和線上社群沒有明顯的相關，
但是這個模組是由一個我們訪談的組織所舉
出，對於該組織的網站非常有價值，這個模組
讓它們的網站可以自動檢測它的社群所貢獻的
資源，找出壞掉和過期的連結，如果沒有這個
模組，這是非常困難追蹤的。這個模組近期正
在被移植到 Drupal 8 的進程中，目前建立在此版
本中的網站還無法獲取它。 

 

LoginToboggan 

www.drupal.org/project/logintoboggan 

另一個不是專門為了線上社群所用的模組是
LoginToboggan，它提供了大量針對 Drupal 使用
者登入系統的有用修改，這可能對正在尋找支
援使用者在他們的網站提交內容的組織有很大
的吸引力。這個模組近期正在被移植到 Drupal 8
的進程中，目前建立在此版本中的網站還無法
獲取它。

http://www.drupal.org/project/og
http://www.drupal.org/project/og_mailinglist
http://www.drupal.org/project/linkchecker
http://www.drupal.org/project/logintobog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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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美國非營利組織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Nonprofits）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www.councilofnonprofits.org 

美國非營利組織委員會佔據了非營利組織界鮮為人知的利基。它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資源與
提倡者，但是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透過非營利組織國家協會網絡。

其中一個達到國家協會的管道、座落於國家的每個角落，如你所料是它的網站，這個網站是
一個資訊庫，關於非營利組織做些什麼、非營利部門的趨勢和政策議題、委員會的倡議工
作，以及如何成功運轉一個非營利組織。

這個網站是用 所建造的，而且像很多其他的組織，委員會也在等待 變得更
為穩定，以及可以更好的支援 。這個委員會是 的長期使用者，在 年第
一次用 實踐網站。「 有很多吸引人的特點和我們的價值觀是一致的」
說。

從 2008 年以來，委員會發現每次 Drupal 的更迭都使它在 CiviCRM 的功能有更大的優勢。例
如，它現在使用 CiviMail 作為它的電子報，並且使用 和 ，他們
都和 有整合，可以幫它追蹤線上論壇的互動和參與。

特別是在 2015 年 1 月時的升級，使用了 Organic Groups 對委員會來講是前進了一大步。15 年
來，委員會是使用 Yahoo! Groups。在建立這些群組的時候，這是最簡單、最使用者友善的方
式來促使對話和資訊共享。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Yahoo! Groups 變得不再那麼有用。一、
兩年前張貼的內容都被埋沒在檔案海裡，而且很難找到。Cohen 注意到同樣的問題不段出現，
因為沒有人知道那個議題已經得到解決，而且即使成員想要先搜尋先前的討論，他們也無
法。現在使用 Organic Groups，使用者搜尋先前張貼的文章、尋找他們需要的資訊都是很簡單
的，而且讓委員會員工可以更容易看到重複的主題，並且使用這些資訊來發展網站的內容。 

委員會依賴許多不同社群所貢獻的模組。例如， 讓網站是搜尋友善的，而且像是
之類的模組，給網站正確的外觀和感覺。 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模組是

。 評估委員會的網站有超過 頁，而且大部分有連結到外部網站的其他內
容。當內容改變或是這些網站重新設計，這些連結通常會損毀，而這些內容會無法存取。委員
會去個別尋找這些壞掉的連結是很花時間的。當連結不再有效， 模組會提醒

，可以讓委員會的員工提前在使用者點到這個壞掉的連結前就去修正，同時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提示去重新審查網頁的內容，以及更新連結刷新文章。

總體而言，委員會試著讓它的模組「非常精簡」， 說。這不僅是為了網站的訪客，也是
為了管理者。在測試網站時 發現「獲得網站整個社群的使用者好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http://www.councilofnonprofi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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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紐約—新州步道協會（New York-New Jersey Trail Conference） 

莫沃，紐澤西  

www.nynjtc.org 

步道協會在 年開始和國家公園合作，幫助他們創建、推廣，以及保護這已成為超過
英里的公共步道網絡。每年超過 萬人次的訪客到訪該網站，步道協會的網站是東北部和
中大西洋地區健行者獲取資訊來源的地方。

步道協會在 年建立他們的第一個網站，而在 年決定使用 製作網站。它目前
正在轉換到 的進程中，使用了大概 個開放原始碼的模組，但沒有客製的程式
碼。

網站管理員 選擇 是因為它可以很容易讓多人貢獻張貼很多內容。「這符合我
們做事的方式。你可以輸入很多步道和公園，然後 產出它們所有的表格。」

除了提供資訊給健行者，步道協會還管理超過 位志工。志工可以登入到網站，瀏覽登
入後到達的頁面，這些頁面提供他們存取的內容和表單根據他們的志工等級所建。移到

的好處是增加使用線上表單的功能，而且更好地傳遞內容給志工。

進展到行動版是移轉到 Drupal 7 第一考慮的事情。該網站的分析顯示，它們大部分的訪客年
齡小於 45 歲，並且是在行動裝置上瀏覽網站。這個資訊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他們的志工是
比較老的。看到這些數字，使得開發一個新的、響應式的網站更增添急迫感。 

這個轉移到 Drupal 7 的舉動為步道協會帶來其他大的改變。它們終於結束使用它們的桌面版
本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從 1998 年使用，而且沒有直接和網路做連結，需要將網路上的資訊
複製和貼上進去，或是將紙本的資訊重新輸入資料庫。現在將使用 CiviCRM，因為它和
Drupal 之間整合的潛力。更多整合的推力也讓步道協會從 Ubercart 轉移到 Drupal Commerce。

和步道協會從來沒有考慮過其他的內容管理系統，他們對於 所提供的彈性是忠
實的粉絲，但是 承認它可能不會適合每個人。他建議：「仔細觀察你要做的東西是有
多複雜。 有最大的彈性。它幾乎可以做到任何事情，但是它可以變得相當複雜。」

http://www.nynj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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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傳遞和發布 
 

 

 

 

什麼東西會讓使用者來到你的網站？ 如果是內
容多元的發布文章或是多媒體內容， 是
一個值得考慮的極佳平台。它提供了強大的支
援，讓你可以簡單地定義客製的內容類型、每
個內容類型有它自己的權限、欄位、格式，以
及在哪裡、如何顯示它的規則。與 不
同，它的設計圍繞在兩種內容，「頁面」和
「張貼文章」， 讓組織和開發者可以非
常具體地定義各種不同的內容類型，並且控制
當內容編輯創建新地資源時，哪些欄位和選項
是可被該類型使用的。

我們的專家舉出 的優勢之一是，強大的
支持將各自獨立的網站內容透過內建的標籤和
分類功能連結在一起。
不同於常在部落格看到的「自由標籤（

）」，讓作者可以為每篇獨立的文章定
義幾個關鍵字， 的標籤功能取決於定義
一組可能的分類或標籤列表，它可以被運用到
所有內容，讓這些資源出現在整個網站的地方
可以具有更大的內部一致性。

這個功能最終的結果是，可以很容易地根據主
題自動產生不同內容類型的列表，例如，當正
在閱讀有關「環境倡議」主題相關的部落格文
章時，你可以看到其他和那篇文章相關資源的
建議文章，例如一篇列出給環境倡議組織有用
的工具的文章、一段強調反抗新石油管線的民
間示威遊行工作的影片或 ，或是一個即
將到來的關於環境倡議組織可以如何用社群媒
體建造它們的支持者基礎的網路聚會。

另一個 的優點是，對於內容豐富的網
站，一篇單一的內容可以關聯或是自動顯示在
網站多個不同的部分或選單，而不用為了讓它
在網站的多個地方出現，就重複建立多個同樣

我們的專家舉出 Drupal

的優勢之一是，強大的
支持將各自獨立的網站
內容透過內建的標籤和
分類功能連結在一起 

 
 

的頁面或文章。這種內容存取是彈性的、關聯
的方式，也是讓 在理解上比其他內容管
理系統更困難的部分之一。

可以考慮的模組 

在我們與專家的討論，以及在非營利組織案例研
究中，以下社群貢獻的模組很常在支援有複雜內
容傳遞或發布的網站需求中被提及。

Apache Solr Search 

www.drupal.org/project/apachesolr 

雖然 在核心平台中有將內容搜尋工具納
入其中一部分，在較早的版本中，不少使用者批
評它在建立有效索引和搜尋網站內容的能力，這
對於內容豐富的網站是一個主要的使用性問題。
我們的一些專家解釋，他們通常用

模組取代內建的搜尋功能，這個模組提供
更強大的分面搜尋（ ）功能。這個

http://www.drupal.org/project/apacheso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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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婦女權利組織

該組織利用它的網站提供內容
和介紹服務的表單，讓使用者
可以註冊成志工，或是它的電
子報等。參考第 頁閱讀案例
研究以了解更多資訊。

模組目前只有建立在 的網站可以使
用，如果在 有這個功能的需求，已由

取代
（ ）。

Chaos Tool Suite 

www.drupal.org/project/ctools 

雖然主要是集中在為開發者提供額外的背景工
具，這套模組也提供額外的功能在維護頁面，
以及透過嚮導式介面建立多步驟表單。這個模
組目前提供 的 測試，但尚未廣泛
運用於在此版本建立的網站。

Context 

www.drupal.org/project/context 

幾個我們採訪的專家提到，Context 讓顯示相關內
容在特定的資源旁邊是簡單的，讓你可以設置規
則去尋找什麼樣的內容類型和什麼標籤要顯示，
以及定義那些自動產生的結果應該顯示在哪裡。
這個模組還綁訂了另外兩個附加組件，Context UI
和 Context layouts，它提供了一個管理介面，讓你
可以管理你建立的 context 規則，以及根據 context
規則選擇特定的版面配置和頁面版型。這個模組
目前正在被移植到 Drupal 8 的進程中，目前建立
在此版本中的網站還無法獲取它。 

http://www.drupal.org/project/ctools
http://www.drupal.org/project/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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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一個婦女權利組織 * 

紐約，紐約州 

這個國家婦女法律權利組織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法庭。它提供資源與訓練給雇主、司法系統，
以及想要知道更多關於他們個人權利和責任，以避免性別歧視的人們。它分配這些基本資源
的方式是透過它的網站。

在 年使用 建造，沒有任何自行客製的模組，這個網站提供內容和介紹服務的表
單，以及註冊成為志工，或是註冊它們的電子報等。它有做一些電子商務，使用的是

。它最受歡迎的頁面是懷孕權利地圖，讓你可以查看涉及到孕婦和新手媽媽相關的法
律。

這個組織在 網站做好之後，很快的就聘請一位通訊助理（ ）。
然而，它很快就清楚地知道她的大多數員工都沒有被帶到新的內容管理系統中。他們發現它
在使用上是困難的，而且很難找到內容。她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工作人員並沒有足夠參與規劃
和執行新網站的機會。

遷移到 對該組織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它的舊網站是在 ，而且同時它也從
’ 轉移到 ，這可能讓一些工作人員更強烈地感受到挫折。就像很多初次使

用開放原始碼軟體的組織，安裝了最終並沒有使用的模組或是對組織發展沒什麼用的模組。

目前，這個網站能滿足它的需求。她發現移動選單的項目是簡單的，而且標籤的效果很好。她
特別感謝對於新發布文章的強調。「你只需要製作一個新的區塊、前方和置中，然後它就會顯
示在選單中。」她說。

她還發現，訓練一個人獲得內容或註冊一個活動並不困難，這段時間幫助工作人員在使用者個
網站上更加順利。

在不久的將來，該組織想要申請一個新的品牌，而她認為有一個更大的重新設計的需求，考慮
到內容架構和清理一些不需要的模組，但她相信在 中，即使是一個小品牌的重塑也需要
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它的複雜性和彈性既是主要的好處也是挑戰。她發現即使是小的改變，
比如包括頁面中「聚光燈」內容的縮圖，都很難理解是如何做出來的。而重大的變化通常都需
要其他的 專家來拉他們一把。「要真正了解它的細節可能是一個非常大的學習曲線。」
她說。

組織計畫在 上實踐網站，她建議在應該勤奮審查你的內容，並且在初期相關人員就要參與開
發過程。她認為經歷整個過程會讓你的網站更使用者友善，以及對於你的組織發展或變化更能適
應。

「你需要替未來做設計，」她說。「而不只是為現存的。」

註：這是一個真實組織的案例研究，由於它的要求我們將其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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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料平台和知識庫 
 

 

 

 

 

 

 

在許多方面， 比起其他有名的內容管理系
統，更像是和關聯式資料庫一樣，例如你的捐助
管理或是支持者關係管理（ ）系統。因此，

天生似乎就是在整合第三方資料庫的部分
非常強大，甚或是可作為支持者資料庫的功能性
平台。對於正在尋找儲存、分享和分析大量資料
集的主要線上平台的組織來講，這個系統資料友
善的架構也使它成為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選擇。

多年來， 一直是在尋求整合網站與內部資
料庫系統的非營利組織所首選的內容管理系統。
多年來， 一直是在尋求整合網站與內部
資料庫系統的非營利組織所首選的內容管理系
統。這可以從我們案例研究訪談的組織廣泛使用

、 以及其他有名的第三方資料
系統來證明，例如，國家非營利組織委員會和

需要讓網站設計成和他們的支持者
資料庫、 以及 高度整合。

社群貢獻的模組在快速且簡易的和多種第三方資
料庫做整合時沒有任何不足。

有一個有趣的使用案例是，把 當作資料管
理系統或資料庫。用 作為基礎來開發一個
支持者資料庫並不是不可能的，例如

（ ）就是一個低成本託
管的捐贈管理系統。前面有提到的，除了提供和
Salesforce 的連接，Springboard 在 Drupal 裡面提供線
上捐款、聯署、以及其他功能的支援。 

多年來，Drupal一直是
在尋求整合網站與內部資
料庫系統的非營利組織所
首選的內容管理系統。 

這些提供你在程式編寫標準和實踐連結這些系
統時是有益的，而不需要和開發人員簽約來花

大量的時間將東西建立連結。例如，Bitch 
使用 模組來作為整合它的

網站、 ，以及電子商務的
解決方案。

然而，正如我們的專家一再強調，如果這些連結
對你的網站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在 Drupal 
7 開發你的網站，或是等到整合的模組和 Drupal 
8 相容時。

我們訪問的一些專家也建議 Drupal 作為發布或
探索大型資料集的平台。 例如，國家健康排名
和分布圖
（ ），是羅
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

）的一個計畫，使用 來呈現
國家等級、整個美國的健康因素資料，像是照
護的獲取或是環境風險因子，讓使用者可以看
到他們社區的視覺化資料，確定整個健康趨
勢，以及甚至可以下載完整的資料集，而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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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健康排名和分布圖

計畫的網站呈現國家等級、整個美國的健康因
素資料，像是照護的獲取或是環境風險因子。

要任何特定的資料科學經驗。在另一個例子
中， （ ）使用
它的 網站來連結它的事業，像是雜貨店
和餐廳至永續收穫的海鮮供應商。

我們的專家還特別指出了 ，特別是第
版，針對一些功能做出了承諾，像是平台可自
動把資料或其他內容推送到非網站的部分，例
如行動裝置 或是簡訊通知，這些都是因為
此版本採用了完整 的結果。 或是
應用程式介面是可以讓開發者連結兩個軟體方
案的一段程式，例如網站和 。

是一個符合網路基本架構，讓伺服器可以自動
與特定媒體檔案或內容作互動，而不需要你直
接的存取那台伺服器。總而言之，內容會從你
的 網站直接載入到你的行動裝置 ，
就像你直接在瀏覽器看到的那樣。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須要記住，就是如果你在
考慮這些資料函示庫或探索，這個網站會比以往
內容驅動的網站需要更可觀的預算你也需要找一
個有建造這種介面經驗的顧問公司或開發者。 

http://www.countyhealthrankin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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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慮的模組 

在我們與專家的討論，以及在非營利組織案例
研究中包含的部分，以下社群貢獻的模組很常
在支援網站整合第三方資料庫或儲存資大量資
料集時被提及。

CiviCRM 

www.drupal.org/project/civicrm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網頁式的支持者
關係管理系統，它被設計成可以在你組織的

網站中運作。雖然它可以免費獲得，而
且也有開箱即用的功能，包括個案管理、教育
計畫，以及售票活動，你幾乎需要一家顧問公
司來為你組織的特定需求進行軟體的設定。目
前建立在 的網站還不能獲取此模組。

Drupal Commerce 

www.drupal.org/project/commerce 

非營利組之想要可以支援整合電子商務店面在
它的 Drupal 網站中，例如，販售不同等級的會
員專案或實體商品，可以考慮看看

。這個模組有一個預先釋出的
相容版本，但它仍然在開發中。

RedHen CRM 

www.drupal.org/project/redhen 

由 顧問公司積極支援維護，
是一個可以做在 網站中的輕量級支

持者關係管理系統，也是連結你的網站和第三
方 系統的基礎，如 或

。這個模組目前正在被移植到
的進程中，目前建立在此版本中的網站還無法
獲取它。

Salesforce Suite 

www.drupal.org/project/salesforce 

如果你只需要專注於整合你的 網站和
，而不需要新增額外的功能，那麼

也許是正確的解決方案。這一系
列的五個模組提供一些工具，讓網站與

的 和 一起作用、將
的物件對應到 的欄位，以及推

送或獲取和更新兩個系統間的資料。這個模組
目前正在被移植到 Drupal 8 的進程中，目前建
立在此版本中的網站還無法獲取它。

Springboard 

www.drupal.org/project/springboard 

由 Jackson River 顧問公司積極支援維護，
Springboard 在一個封裝包中提供兩個主要的解決
方案。首先，它增加了接受線上捐款的功能，並
支持其他非營利組織常見的需求，包含線上連署
或 email 報名。其次，Springboard 提供了在 Drupal
網站和 Salesforce 之間雙向作用的整合，這個意思
是說，在網站線上收集的資訊可以自動拉到你的
Salesforce 環境中，反之亦然。Springboard 是被做
成一個 Drupal 組合包，提供自有的平台到你的網
站中，但是我們提到的組織，只用了包含在裡面
的模組來整合或是電子商城，並沒有使用平台本
身。目前建立在 Drupal 8 的網站還不能獲取
Springboard。 

http://www.drupal.org/project/civicrm
http://www.drupal.org/project/commerce
http://www.drupal.org/project/redhen
http://www.drupal.org/project/salesforce
http://www.drupal.org/project/springboard


PAGE 24  
 

案例研究：Bitch Media 

波特蘭, OR www.bitchmedia.org 

是以它的雜誌聞名，但在過去十年中，它已經發展成一個媒體組織，包含部落
格、雜誌文章的電子版、 、數位閱讀器、校園參與計畫，以及寫作獎學金。它也是一
個非營利組織，提供會員、網路商店，以及捐助機會。

它需要複雜的基礎建設來在線上管理透過這些方式接觸它們的人群。它的 網站有
的協助，這是一個溝通和行銷的平台，特別擅長在 網站與 之間的連

結，這個網站是這個線上女權媒體社群的指揮中心。根據戰略合作總監 的說法，這
個網站是「女權社群的內容和計畫的數位門階」。

認為以上的全部功能和需求只有 是可能達到的。「你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客製
的網站，但不用從頭開始建造它。」她說。

這在它的會員專案的發展上是特別正確的。該組織可以在網站的每個層次建立它和它的會員
想要的體驗，包含單次或是定期的捐款。這個體驗也透過核心的 模組的功能而更提升
了，它讓編輯在建造網站時，可以用階層式的標籤來提供內容給讀者。

可以協助非營利組織建造一個有它自己觀點的客製化、社群驅動的網站，
是一個專精於開發 網站的顧問。 是這個網站持續聘

請的顧問，提供故障排除和長期的策略支援，這種維運方式可能是許多有複雜網站的組織所
會選擇的方案。當工作人員遇到問題時，可以向 尋求直接的支援。

認為對於一個組織來講，和顧問合作會比直接試著聘請一個專家來得更加划算。「你
可能會付出相同的金額，但是你會獲得更廣泛的專業知識。」

總體而言，員工是很開心網站能夠是用 做的，而且獲得了幫助， 很讚賞這個
軟體模型。「我們喜歡開放原始碼。這個精神和我們組織的價值觀是一致的。」她說。

http://www.bitch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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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Regional Access Project (RAP) Foundation 

棕櫚沙漠，加州 

www.rapfoundation.org 

在整個國家中，對於健康、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輔導的協助與資助有很大的需求。在河濱郡
東部， 基金會提供資助和技術援助給免稅的機構或組織性的服務提供商，使得在科切拉山
谷（ ）的生活可以更好一些。

它的網站最近用 建造，提供資訊和訓練給在這個地區的非營利組織，根據 的主
管 說，這個網站非常簡單使用。「它真的很簡單。（員工）登入網站後，可以
安排會議、上傳議程，然後就完成了。」

在過去，使用一個透過顧問公司客製建造的內容管理系統，這些和其他簡單的網站工作都讓員
工必須去找 McClain。當 RAP 基金會讓它的網站重新設計而招標時，它找到了教育設計和溝通
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al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CEDC），一個在華盛頓特區服務其他非營
利組織的非營利組織。 CEDC 建議 RAP 轉移到 Drupal 8，因為這可以代表比現在實行的版本可
以有更長的生命週期，同時也因為 RAP 並沒有 Drupal 8 開發者尚未解決的複雜需求。 

這個網站是在 年 月 號上線的，而且 非常高興有它，根據 的說法，新聞
的 、日曆，以及社群媒體的連結都運作得非常好，而且響應式的設計使得這個網站更為使
用者友善。

也讓 首次嘗試了論壇功能。「我們一直在尋找更多社區參與的機會。在過去的一
年裡，我們已經修正了補助的流程，更加強調協同合作。」 說。

使用 有一個缺點，就是能夠整合的資源有限，特別是 和 的
整合。目前，網站的頁面可以連結出去，讓使用者提交補助申請，但是 希望有一天它
可以完全整合進網站當中。

總體而言， 發現，如果是 角色，他可以有更多權力去更動網站，而沒有版型固
定的限制。不過，他也警告說，「彈性伴隨而來的是複雜性。任何負責設定和修改的人，必須
具備這些事物之間是如何相關聯的邏輯。 喜歡把這些內容想作在正存在於關聯式資料
庫中，這裡一部分、那裡一部分，然後知道這些部分位於哪裡是非常重要的。

http://www.rap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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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一個生態系統（群體）的所有
相關網站 

 
 

 

 

 

大型、分散式的機構，像是國家或全球性組
織，負責管理許多地區或區域分會，可能都會
想要他們的內容管理系統可以提供一個組成機
構的框架，來建造一個可以共享名號（名稱）
和功能的網站。為子公司和分會提供支援一個
有效的網路展示是一個比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
法，它可能是草根的、志工在運行的組織，缺
乏他們母單位的資源。這個使用案例非常適合

平台。

這個使用案例特別適合
那些，對於所有分會的
品牌名號一致性是重要
因子的大型、分散式組
織。 

 
 

舉個例子，我們其中之一的專家描述了一個費
郡公立學（ Fairfax County Public School）區的
專案項目，這是一個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郡
的政府機構。雖然中央機構有資源能夠開發一
個精心設計的網站，可以提供有關整體學區的
資訊，但是學區裡的 194 間小學、中學，以及
高中並沒有這樣的資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學區為每個不同學校的網站，開發和管理單一
個 Drupal 樣板，這個 Drupal 已經預先有設定、
版型和校徽。隨著繁重的設計和執行網站完成
後 

，不同的學小可以通過中央學區的網站登入，來
設定和新增內容到他們自己的網站。這個中央學
區網站也用了 強力支援的資料管理，來
主管學校的資料夾目錄，以連結家長和學生到他
們各自的學校網站。

這個使用案例特別適合那些，對於所有分會的品
牌名號一致性是重要因子，或是希望可以致力給
所有分支一個線上溝通堅實基礎的的大型、分散
式組織。不過，在招標開發者或發布需求建議書
的時候，你想要特別針對你的需求，但並不是所
有顧問或是開發人員都有建立這種類型網站的經
驗。比起一個簡單、內容驅動的網站專案，你也
需要規畫有更多的預算。

可以考慮的模組 

在我們與專家的討論，以及在非營利組織案例
研究中包含的部分，以下社群貢獻的模組很常
在支援生態系統的相關網站被提及。

Domain Access 

www.drupal.org/project/domain 

你想要支援多個網站在安裝的單一個 Drupal
中，可能需要這個功能支援，如果你想要維持明
顯的連接到中央網站，它可以指定子網域（例
如：example.com、one.example.com、
two.example.com）。Domain Access 是提供這種功
能當中積極被維護的模組之一，也可以讓你分享
使用者、網站內容，以及其他設定到所有相關的
網站。這個模組目前正在被移植到 Drupal 8 的進
程中，目前建立在此版本中的網站還無法獲取
它。 

http://www.drupal.org/project/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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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立學區在 Drupal 上
建造自己的網站，並提供
預設的版型、名號，以及
其他設定給這個學區裡的

所有學校。

個別的學校可以調整他們的
校徽和版型設定來符合他們
的學校代表色，但同時它還
是使用公立學區設置好的版

面配置和模組。

Features 

www.drupal.org/project/features 

許多使用者已經發現有一個社群貢獻的模組，
對於多網站的設定模板是有用的，那就是

模組。這個模組使你能夠建立一個設定
的封裝包，包含內容類型、版面配置，以及模
板，或是其他網站設定，這個封裝包可以簡單
地分享到你生態系群體中的每個網站。這個模
組在 和 都可以使用了。

Multi-site 

www.drupal.org/documentation/install/multi-site 

是 系統核心一個即拆即用的模
組，它讓你只要安裝一個 ，就可以建立多
個網站，共享模組、版型和核心程式碼給所有相
關的網站。因為它是核心的一部分，所以

在當前所有的 版本中都可取得。

http://www.fcps.edu/
http://www.fcps.edu/MadisonHS
http://www.drupal.org/project/features
http://www.drupal.org/documentation/install/mult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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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額外的資源 
 

 

 

 

 

 

 

給非營利內容管理系統的顧客指南 

www.idealware.org/reports/consumers-guide-content-management-systems-nonprofits 

你需要一個新的網站嗎？ 

www.idealware.org/reports/do-you-need-new-website 

執行一個新網站：規劃你的解決方法 

www.idealware.org/reports/implementing-new-website-planning-your-approach 

Drupal 的三年計畫 

devcollaborative.com/drupal-three-year-plan 

http://www.idealware.org/reports/consumers-guide-content-management-systems-nonprofits
http://www.idealware.org/reports/do-you-need-new-website
http://www.idealware.org/reports/implementing-new-website-planning-your-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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