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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透過已執行三年的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蘭嶼原住民媒體數位典藏與資料庫建
置」計畫為例，本文探討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與媒體資料庫，如何可以轉換成線上數位學習與教育
應用的工具，使數位典藏不再是一個靜態的名詞，而能成為新知識經濟體系下創意產業的一環。
在透過典藏品數位化、網頁設計與管理、以及典藏內容經規劃後轉換成數位學習的功能後，期待
本計畫能成為一個讓學習者有效認識蘭嶼原住民部落、並進而汲取原住民文化內涵與相關知識的
學習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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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a Database of
Orchid Island”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to E-learning. Orchid Island is inhabited by unique
aboriginal people in Taiwan. Many newspaper, documentary films, radio programs and
photographs of Orchid Island have been digitalized, stored in a database and
presented in a well-established website. This article aims to find out how these
digital contents could be utilized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Issues of digital
archive’s relation to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new knowledge economy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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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註 1），同時也希望因其具有彈性及
去除時空限制等特性，促使學習可以
「無時無地」地進行。
此外，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
應用於數位學習，除與 e 世代的學習方
式有關外，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的概念也有密切的關係。創
意產業的發展最早是由英國開始推廣，
和歐洲一樣，這個名詞的使用相當重視
文化與傳統的內涵，不像美國比較重視
消費者與市場的定義。創意產業在英國
獲得相當的成長與獲利後，澳洲、紐西
蘭、新加坡、其他大英國協國家、以及
臺灣與香港等地也都逐漸重視這個領域
的發展。根據 Hartley 對創意產業一詞
所下的定義為「創意產業的意思是，在
以 『 新 知 識 經 濟 』（New Knowledge
Economy ） 為 基 礎 的 資 訊 傳 播 科 技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 ICT）之脈絡下，將

一、數位典藏、數位學習與新知識經濟
在數位匯流的時代與全球 e 化的熱
潮下，網際網路與相關教育和商業方面
的應用，正方興未艾地發展著，無論是
教育模式、學習方法、以及資訊與知識
的傳遞方式均隨之改變，而數位學習便
是其中的一項變革，對於 e 世代（或稱
網路世代）而言，數位科技、網路資
訊、個人化通訊、無線行動化器具的使
用，以及網誌、Google、MSN 與線上
遊戲等相關網路的應用，都早已成為他
們生活的一部份，教育與學習模式與網
路的使用已密不可分，也是未來必然的
發展趨勢。現今，已有不少企業應用數
位學習來進行員工訓練，以提升企業的
競爭力，並降低企業的教育訓練成本。
而在教育界亦期盼藉由數位學習，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果和降低老師的授課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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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新經濟的「結構」而言，服務
與資訊（Service/Information）是核心，
數位典藏本質是資訊型式的一部分，而
典藏內容轉換成知識供學習、或加值資
訊供付費使用時，就與服務密切相關
聯；（3）就新經濟的「生產組織」來
看，彈性生產（Flexible Production）是
主要模式，由於可以利用網路上傳典藏
檔案、透過 FTP 分享檔案、資料庫後
端管理權限可以加以設定，所以，數位
典藏的工作人員很有彈性，工作執行地
點也不需要受到限制，
「蘇活族」
（SOHO,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兼職人士
均可參與數位典藏之建置工作；
（4）就
「成長動力」這個層面來看，創新與知
識（Innovation/Knowledge）是促進成
長的主要力量，數位典藏內容的創新、
網頁與資料庫設計與應用的創新，典藏
內容如何轉換成有用、方便近用的概念
或知識體系，都是數位典藏成敗的關
鍵；以及（5）就新經濟的「教育需求」
角度來看，終身學習是一個重要的價值
體系，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就是這樣
的一個精神體現，數位典藏應用在數位
學習之上，其實也就是推展終身學習的
一種新科技媒介的重要型式（註 3）
。
此外，Cunningham 針對所謂「創
意企業」（Creative Enterprises）的概念
進行分析時，也提出此概念的知識層面
是跟數位內容與應用相扣連的，並進而
說明在文化與創意產業上，將創意產業
應用在更廣的服務業之上是一種新經濟
模式（註 4）。因此，透過數位典藏建

『創作藝術』（個人才能）與『文化工
業』（大規模生產）進行在概念上與實
務上的整合，並提供給『新興互動公民
與消費者』（Newly Interactive Citizen。
（註 2）
Consumers）使用」
這個「新興互動公民與消費者」當
然和過去大眾傳播時代的閱聽眾有所不
同，過去的閱聽眾多數都是被動的，與
媒體少有互動的機會，即使有，也侷限
在少數人與很小的規模內。然而，互動
的公民在網路時代中處處可見，數位學
習其實也是最能展現此種特性的場域之
一。數位典藏屬於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產業建置的一環，主要功能
是資訊儲存與檢索，所建置的內容若經
過良好的網站創意設計，與使用者需
求、人機互動因素結合考慮，又能夠建
置互動性高的網路平台，有效地使用所
典藏之資料與數位內容，那麼便能達成
數位加值的目的，成為創意產業的一部
分，進而得以運用在教育、學習與其他
領域之上。
數位典藏透過數位內容建置與網站
之創意設計，並應用在數位學習之上，
其實也是上述 Hartley 所稱的「新知識
經濟」或 Flew 所謂「新經濟」（New
Economy） 的一環。運用 Flew 新經濟
的觀點來闡述其與數位典藏的關聯性，
首先，
（1）就「價值的源頭」來看，新
經濟強調「人與社會資本」（Human
and 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所以透過
人的素質與能力去選擇典藏品、建構典
藏內涵，便是創造新經濟價值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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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物，亦可說是「電腦輔助教學
（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 或
「 電 腦 輔 助 學 習 （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的網路版。基本上，數位
學習是一種以 Web 為媒介，突破時間
和空間限制，將資訊與活動傳遞給學習
者，促使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的革新教
學方式（註 5）；換句話說，數位學習
就是學習者藉由網際網路環境，在線上
存取流通的數位教材，進行訓練與學
習；且與其他學習者互相溝通時，不受
空間與時間限制，快速地利用存取彼此
數位內容，進行知識交換，達成提昇學
習經驗與績效的目的。經由資訊傳播科
技的輔助，讓學習活動不只超越時空限
制，更可朝多元發展、共享和創新等方
向持續進行。然而，數位學習應是要善
用科技進行學習，最終仍需回歸學習的
本質，亦即關注學習本體，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設計與規劃（註 6）
。
數位學習是學習者自主性較高的學
習方式，對於學習的時間與進度可以有
自己的安排與步調，不過因為知識的傳
遞是透過虛擬的方式，學習者與教師及
同儕之間沒有真正的實體接觸，彼此間
的溝通方式主要是透過電子郵件、即時
通或電子佈告欄等方式進行，與傳統課
堂的上課方式差異甚大（註 7）。總體
而言，比起傳統的課堂教學，數位學習
的優點有(1)學習者可不限時間與地點
皆可達到學習效果；(2)非線性的學習
(學習者不需循序漸進的學習，可依自
己程度選擇課程)；(3)易於追蹤及評量

置數位內容、加以應用並推廣到其他如
教育或商業的服務範圍，都與新經濟的
發展息息相關。從以上的討論得知，數
位典藏的建置，透過創意設計與加值，
並將之應用於數位學習，即是一種「新
知識經濟」或「新經濟」的一環。
本文藉由「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的數位化成果來
探討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與媒體資料庫，
如何與數位學習進行連結，以產生相互
為用的效果，亦即思索將數位典藏成果
轉化成線上學習與教育應用的可行性。
在此思考下，數位典藏將不再是一個靜
態的名詞，而是能夠成為新知識經濟體
系中創意產業的一環。本計畫期待在利
用相關的平台與技術將數位典藏成果轉
換成數位學習的功能後，「蘭嶼原住民
媒體資料庫」不僅是一個詳實記錄和保
存蘭嶼在文化、社會和歷史等方面發展
軌跡的資料庫，更能成為一個讓學習者
有效認識蘭嶼原住民部落，並進而汲取
原住民文化內涵與相關知識的學習資料
庫。
二、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Digital Learning 或 eLearning），又稱為「網路教學（Web」或「網
based Instruction，簡稱 WBI）
路學習（Web-based Learning）」，是指
利用資訊傳播科技來加強學習，主要是
將網際網路應用於各項教學活動上。因
此，數位學習可謂是傳統「遠距教學」
（Distance Education）或「遠距學習」
（Distance Learning）在網路時代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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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數位化成果在數位學習方面的可
能應用。

學生的學習成果；(4)互動式與合作式
的學習；(5)教材便於更新、即時且一
致性；(6)全球通用的傳送媒介，用戶
端的使用門檻低；(7) 高科技鼓勵學
習；及(8)降低成本等。而其可能的缺
點則有(1)教材枯燥，互動不足；(2)學
生易感覺孤獨無助；(3)太輕易得到的
東西，不會珍惜；(4)學生盲目追求資
訊，常消化不良；(5)好老師因材施教
的能力會比自動化教材好；(6) 手藝
性、技術性、運動教學還是適合老師親
自教；(7) 面對面教學有助於人際交
流，並能啟發社會角色扮演、管理方面
的學習；及(8) 一面勝過千言萬語等
（註 8）
。
儘管技術是數位學習的重要因素，
但數位學習成功的關鍵並不在技術，而
是在於教學與學習的方法，及教學成效
之評鑑。因此，數位學習的課程設計如
何強化其優點，降低上述缺點之產生是
各方參與者，如數位內容（教材）提供
者、系統設計和管理者、教學者和學習
者共同努力的目標。現今在數位化趨勢
的發展下，各數位典藏計畫已累積了相
當豐碩的數位內容或物件。而數位典藏
支援教育，特別是數位學習方面的應用
更是近幾年學者關注的議題，有不少文
獻討論數位典藏支援數位學習的應用性
（註 9），因此，如何將數位典藏的成
果轉化成數位學習的機制，也就成為數
位典藏計畫思考其加值應用的一個發展
方向。以下將以「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
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為例，探討該

貳、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數位典藏計畫與成果
一、計畫內容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建置與數
位典藏計畫」由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與
蘭嶼的蘭恩文教基金會合作，自民國
94 年 3 月加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內容分項計畫之公開徵選計畫」至
民國 97 年 2 月止，在 3 年的時間內以
蘭恩文教基金會產製之各種媒體資料為
基礎建置「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建置該資料庫的目的為除要透過數位典
藏機制來保存蘭嶼原住民的珍貴媒體資
料外，亦希望促成原住民部落對自我認
同的建構及族群文化的交流，讓外界有
更加瞭解蘭嶼原住民社會、生活、文化
與歷史的管道。基本上，該資料庫涵蓋
之媒體類型甚為多樣，包括平面刊物/
雜誌、影像、廣播及書籍等，其中平面
刊物/雜誌包括《蘭嶼雙週刊》、《蘭青
通訊》與《蘭恩通訊》等三種刊物。
《蘭嶼雙週刊》創刊於民國 74 年，發
行至今已有 22 年歷史。蘭恩文教基金
會創立雙週刊的目的在於希望讓島上居
民「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眼光來看的刊
物」，成為外界了解蘭嶼，並凝聚蘭嶼
島民共識的管道。雙週刊內容包括蘭嶼
地方新聞、旅台蘭青動態、鄉音、政令
宣導、人物專訪、雅美傳說、歌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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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聲音。此外，該資料庫中尚包括一
些其他出版品的內容，如蘭恩文教基金
會在民國 80 年為其附設之蘭恩幼稚園
傳承雅美族的文化教學所需而編製的
《私立蘭恩幼稚園雅美文化教材—兒
歌、故事篇》一書。此外，敘述蘭恩文
教基金會概況的《蘭恩筆記》一書亦收
錄其中。
二、計畫成果
在這三年中（民國 94 年月 3 月至
民國 97 年 2 月）
，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
料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所執行的成
果（數位化物件與逐字稿）共有影像資
料 225 卷（合計 18,557 分鐘）
、幻燈片
490 片、照片 2,550 張、廣播節目 245
集（共 8,760 分鐘、全文 685,923 字）
、
《蘭嶼雙週刊》380 期（約 1,520 頁，
全文 3,600,848 字）
、
《蘭青通訊》39 期
（共 78 頁，全文 241,000 字）
、
《蘭恩
通 訊 》 147 期 （ 約 800 頁 ， 全 文
、書籍 166 頁等。目前為這
735,000 字）
些資料所建置的 Metadata 約有 6,000
筆，而輸入工作持續進行中。
此外，本計畫亦選取資料庫中較為
重要的內容形成製作專題項目，在網頁
中呈現給閱聽人，以加強本計畫之附加
價值，亦即吸引一般民眾閱讀相關資
料，以達推廣之目的。在這些專題中除
將資料庫中相關的文字數位資料、影像
或圖片集合在一起外，並經網頁美工設
計、程式開發，使蘭嶼媒體資料庫的專
題資訊能夠發揮公眾資訊之效用。完成
的 18 項專題包括飛魚季、豐年祭、芋

俗、蘭嶼文學、青少年創作園地、健
康、農漁業、法律、勞工專欄和蘭嶼生
態等資訊，目前在資料庫中共收錄 380
期的內容。至於《蘭青通訊》與《蘭恩
通訊》則分屬蘭嶼天主教文化發展協會
與蘭恩文教基金會發行之通訊刊物，內
容除有該會的各項消息與動態發佈外，
亦有不少蘭嶼當地的訊息與其文化等相
關內容。《蘭青通訊》創刊於民國 73
年，發行至第 39 期（民國 82 年）後停
刊，其資料內容全數鍵入資料庫中，供
社會大眾查尋。而《蘭恩通訊》則創刊
於民國 68 年，目前發行至 144 期，其
資料內容亦全數收錄。
在影像資料部分，資料庫中包括蘭
恩文教基金會針對蘭嶼島上各種活動和
祭典，以照相機或攝影機所記錄下來的
幻燈片、照片、VHS 和 DV 影帶內
容。目前資料庫中已建置超過 200 卷
VHS 和 DV 帶的影像內容，除提供基
本資料供人檢索外，亦對影像內容擷取
若干關鍵畫面與影像檔提供觀看。在聲
音資料方面，則是以蘭嶼廣播電台播放
的節目為對象。為彰顯蘭嶼在地的口傳
媒體，選取兩個純由當地雅美人製作和
主持的廣播節目—「嘎發發旦嫩：雅美
傳說故事」（63 集，每集 1 小時）和
「黑潮傳遞」
（72 集，每集 1 小時）為
著錄對象，將其聲音內容鍵入資料庫中
供人查尋與聆聽。而第三年計畫則是完
成另一個廣播節目—「開口說達悟」
（108 集，每集 5 分鐘）的輸入工作，
讓更多的人能夠透過網路聆聽屬於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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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祭、小米豐收祭、出生與懷孕、結
婚、死亡、蘭嶼傳統住屋、蘭嶼船隻製
造與下水典禮、超自然〈神、鬼、祖
先〉、天主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傳說
故事、聽傳說故事、傳統歌謠、傳統舞
蹈、蘭嶼核廢料場、及蘭嶼與巴丹島文
化交流等。這些豐富的專題內容，充分
展現本計畫之核心典藏價值（網頁設計
範例見圖一與圖二）
。

三、網站的建置
本計畫建置「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
庫 」 網 站 ＜ http://hakka.nctu.edu.tw/
database/lanyu/＞（見圖三），作為傳播
計畫成果之用。該網站除提供資料庫的
檢索，查尋目前該資料庫所收錄的各項
資料內容外，另提供蘭嶼快訊，讓大眾
能夠瞭解蘭嶼島上的最新動態。其次，
在專題報導部分，則是擷取資料庫中的
各類資料，以主題的方式將這些資料串
連在一起，讓使用者能夠透過主題的方
式瀏覽資料庫中所收錄的各類型資料，
省卻繕打關鍵字之檢索步驟。為讓對蘭
嶼有興趣的民眾能與蘭嶼當地有更即時
與緊密的聯繫，該網站還提供蘭恩文教
基金會、《蘭嶼雙週刊》與蘭嶼廣播電
台的連結。若有想要閱讀《蘭嶼雙週
刊》或聆聽蘭嶼廣播電台節目的人可以
透過這個連結，直接上網觀看或收聽。
基本上，本計畫透過該網站建立起一個
數位出版與發送（Digital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平台，讓蘭嶼當地少數⁄弱
勢族群的傳播活動資訊，能夠透過資料
庫的上線運作，有系統地被記錄和整
理，並逐步提供可供民眾線上閱讀與檢
索的數位文本。這隱含著如此的資料庫
與網路傳播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蘭嶼當地媒體的能見度，改善其傳播權
之落差現象，讓少數/弱勢族群的媒
體，藉此取得較多的自主發言權利，進
而爭取更多的社會注意和資源。

圖一：專題首頁設計之頁面

圖二：
「飛魚季」專題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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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在保存蘭嶼當地媒體資料的同時，
亦可有進一步的加值應用，創造資料庫
更多的效益。
依據資料庫的資料類型與內容，其
在數位學習方面的應用，可從下列幾個
方向思考與發展：
一、語言學習
如同其他原住民的語言困境一般，
達悟語的傳承在蘭嶼當地也面臨重要的
挑戰，亦即在漢語優勢下，達悟語逐漸
被年輕的一代所遺忘。語言是文化的重
要基礎，而如何保存，甚至發揚達悟語
便成為蘭恩文教基金會的一個重要使
命。為此，他們製作以達悟語發音的廣
播節目，或拍攝傳統母語歌唱與說故事
比賽，其目的均是希望藉此保存和傳承
達悟語。而這些聲音和影音資料都已收
錄在資料庫中，是製作學習達悟語教材
的最佳材料。這些聲音與影音資料不僅
有音訊檔和視訊檔，亦有其內容的全文
文字檔，能夠提供多元的教學內容。舉
例來說，「開口說達悟」此一廣播節目
內容，即是一個很好的達悟語教學材
料。該節目每集依據不同的主題教導大
家相關字彙的達悟語發音。在課程的設
計除可呈現內容文字，讓學習者有所對
照外，亦可藉由音訊的播放，重複學習
該字彙的發音。由於廣播節目的播放時
間不定，學習者可能無法依據電台的播
放時間進行學習。若將此節目轉換成數
位學習課程放置到網路上，學習者便可
隨時隨地進行達悟語的學習，如此將可
擴大此一廣播節目的效益。此外，亦可

圖三：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首頁

參、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在數位學習的可能應用
透過網路的傳播，「蘭嶼原住民媒
體資料庫」除了改善蘭嶼當地媒體的傳
播權的落差問題外，該資料庫中的豐富
資料內容，亦成為建立數位學習機制的
來源。有鑑於以蘭嶼為中心的數位學習
尚不多見，計畫團隊開始思考這樣的資
料庫能夠提供什麼樣的素材，進行進一
步的加值，創作相關的教材或課程，來
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相關的學習活動，一
方面讓蘭嶼的學校或相關單位，以此作
為傳承與教導其無形資產之工具外，另
一方面亦可讓對蘭嶼有興趣的個人或團
體，藉此學習其相關知識與技能。
基於數位學習課程的設計涉及許多
議題，本文討論的議題不在於如何設計
和執行數位學習課程，而是思考「蘭嶼
原住民媒體資料庫」能為以蘭嶼為主題
的數位學習內容，提供哪些可行的應
用，亦即資料庫中的數位內容或物件，
能夠支援什麼樣的數位學習活動，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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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呈現，以傳承其相關知識外，亦可將
影片資料中有關拼板舟製作的技藝展示
出來，讓學習者在影片配合文字說明的
情況下，對製作拼板舟的知識與技能更
完整的認知。當製作拼板舟這項技藝逐
漸凋零之時，若能透過數位學習課程的
設計，將能更有效地保存該項重要技
能。在技能導向的數位學習課程內容
中，除設計以圖片、影音或動畫方式呈
現拼板舟的製作過程或步驟，讓學習者
能夠重複觀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課程
中引導學習者能夠實地參與拼板舟的製
作，並將實作成果回饋到課程當中。如
此一來，學習者將不只是單向的靜態學
習，而是更能從實地參與的實作經驗中
達到「做中學」實際效果，因而強化瞭
解和操作該項技能的熟稔程度。
三、知識學習
與技能學習著重於「做中學」的概
念有所不同，知識學習的部分主要是以
目前在計畫網站中所呈現的「專題報
導」為基礎來加以延伸，亦即將一主題
視為一個課程主題來進行規劃和設計。
此類課程的內容可依據設定的學習對
象，將每一主題應有的基礎概念與知
識，分為若干小主題與單元。之後，再
依據這些小主題與單元，將「專題報
導」各主題中的各個資料內容重新整
合，以文字、圖片、影音或動畫的方式
呈現，以增進學習成效。除此之外，該
類課程亦可考慮提供完整的課中與課後
測驗，及相關的延伸學習，以便讓學習
者能夠掌握和安排自我的學習情況。基

利用現有的影音資料內容開發如「唱歌
學達悟語」或「從傳統故事中學達悟
語」等課程單元，從歌曲與故事中學習
達悟語。此等課程內容可視為進階之達
悟語學習課程，主要之目的是要讓學習
者能夠依其能力與興趣，從更多元的管
道接觸達悟語的學習。目前有關達悟語
學習的網站已有「蘭嶼達悟語線上學習
網」＜http://www.cs.pu.edu.tw/~s9373009/
9pl/index.htm＞及「蘭嶼達悟語數位教
學網」＜http://yamiproject.cs.pu.edu.tw/
yami/＞兩個網站，因此，在課程內容
及功能的設計上需與此二者有所區隔，
亦即以蘭嶼原住民資料庫中的資料特色
來進行規劃，以突顯該資料庫在保存和
傳承達悟語方面所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技能學習
在雅美（達悟）族中有許多的文化
是透過做中學的方式來學習和傳承，因
此，可針對這方面的文化規劃技能學習
課程。此類的數位學習課程內容除了該
項文化的基本概念與知識外，可再加強
「做中學」之實作經驗的學習。在課程
設計的規劃上可以某種單一技能為導
向，傳遞與該技能有關的知識與操作過
程，並在課程設計中融入對實作經驗的
要求。基本上，在資料庫中有許多的影
音資料可以提供技能操作的過程，讓學
習者除閱讀文字之外，更可透過影音內
容的重複播放與觀看，來練習該項技能
的內涵。以雅美的拼板舟為例，除將資
料庫中有關拼板舟的資訊，加以整合為
有系統的知識體系，用靜態的文字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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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此外，老師亦可將這些課程
當作是正式課程的延伸，引導同學利用
這些數位學習課程從事課前預習或課後
的複習。如此一來，學生的學習不會只
限於固定時空的正式課堂教學，亦能依
據老師的課程進度，進行隨時隨地的自
主學習。
傳承當地無形文化資產
對保存與傳承蘭嶼當地的無形文化
資產來說，這些以主題或技能為導向的
數位學習課程，讓蘭嶼當地的無形文化
資產能夠透過有形的教材內容，做有效
的保存與傳播。透過數位學習平台的建
置，這些寶貴的無形文化資產能以另一
種形式被保存下來，並以更有系統的方
式來被呈現；而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
則是讓這些無形文化資產超越地理空間
的限制，與蘭嶼以外的世界產生更緊密
的連結，而使得這些無形的文化資產更
廣為人知。總括來說，透過轉化無形文
化資產為有形可被利用之實際課程內
容，將讓當地的文化資產得以獲得傳
承，亦即將可避免因當地耆老的凋零，
而使得這些文化資產亦隨之滅絕的情形
發生。
蘭嶼文化與觀點的傳播窗口
當大眾接觸到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
庫網站後，對蘭嶼有興趣，想要學習蘭
嶼文化的其他族群都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的數位學習課程，依據自己的興趣與學
習狀況來進行線上學習。如此一來，蘭
嶼文化將可藉此窗口做更廣泛的傳播。
此外，由於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的資

本上，這樣的課程設計除可作為自學課
程，亦即學習者依據本身的情況定期安
排進度進行線上學習外，亦可與學校內
的既有課程相結合，也就是請學校老師
不妨於課前指定學生先就相關主題進行
自我學習，以形成教室課程進行前的先
備知識。舉例來說，以「蘭嶼生態資
源」為一課程主題，其內容可區分為動
物與植物兩大範圍，再分別以當地特有
的動植物，如珠光鳳蝶、椰子蟹、紅
蟲、角鴞做為動物主題單元及以野百
合、欖人舅、羅漢松等為植物主題單
元，提供其相關概念與知識，如外型、
特色、生產環境、習性、生存危機和保
育須知等作為課程單元的架構。之後，
將檢索自資料庫中的相關文字、圖片、
聲音與影片等內容，重新組合與安排，
以適當的方式呈現來形成可學習的單元
內容。在這樣的課程設計下，除可讓有
興趣的人學習到瞭解蘭嶼生態資源的相
關知識與概念外，亦可藉此傳遞和強化
對大家對瀕臨絕種動植物的保育觀念。
利用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內的各
種資料內容，進行上述各項學習的應用
後，其可能達到的效益包括：
作為當地中小學教學之輔助教材
以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內容為基
礎而建構的數位學習課程，將可作為當
地中小學鄉土教學的輔助教材，與教師
的正式課堂教學有所互補；換句話說，
在正式的課堂教學上，教師除使用既有
的教科書外，亦可利用這些數位學習課
程內容將其轉化為上課教材，以豐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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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料來源都取自於當地團體或個人產製的
資料，是以當地人的觀點來呈現資料內
容，因此，接觸到以蘭嶼原住民媒體資
料庫為教材內容來源的數位學習課程的
其他族群，當更能瞭解蘭嶼當地居民的
價值觀及他們與其他族群在各方面的差
異。如此一來，透過以蘭嶼為中心的數
位學習課程，學習者不僅可以學習到有
關蘭嶼的知識，更能從中養成對多元文
化與原住民族群的包容與尊重。
社區資源的結合
有些蘭嶼當地居民家中或許沒有適
當的資訊設備可以接觸到這些數位學習
課程，造成他們在使用上的不方便。因
此，在當地推廣數位學習課程時，可以
藉由當地既有的資源，如中小學、圖書
館或蘭恩文教基金會等機構之資訊設
備，作為當地居民接觸此一數位學習課
程的管道。此外，亦可與這些機構合作
進行課程的宣導和推廣，集合當地社區
的相關資源，以當地人的方式做事，來
提高當地居民對數位學習課程的接納程
度。
其他學習方式之內容基礎
這些數位學習課程內容或資料除可
在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的數位學習區
中呈現，並透過網路的方式提供學習者
進行線上學習外，亦可將這些教材內容
製成光碟或電子書的形式，方便學習者
做離線學習。此外，這些數位學習課程
內容亦可與行動載具，如 PDA 或手機
相結合，亦即提供內容下載以作為行動
學習的資料來源。

在數位化趨勢的發展下，數位學習
已成為傳統教學方式外的另一個學習管
道或選擇。由於學習者能夠不受時空限
制，依據自己的情況規劃學習時程，因
而越來越受到學習者的青睞。今日，數
位學習的技術或系統已越來越成熟，雖
說技術仍是設計數位學習或可不缺的部
分，但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數位學習究
竟要傳遞什麼樣的內容給學習者，進而
在教材的編撰與設計，如何引發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才是建置數位學習
機制的重要考量，亦是決定數位學習成
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近幾年，我國極力
推動數位典藏計畫，至今各參與計畫已
累積相當豐富與多元的成果。這些成果
是建置數位學習教材內容的最佳材料來
源，因而如何將其數位典藏成果轉化成
數位學習機制，也就成為各個數位典藏
計畫從事加值應用的一個發展方向。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建置與數
位典藏計畫」以蘭嶼當地媒體為資料來
源，可說是充分保存與展現蘭嶼的在地
觀點與達悟文化。透過網站的建置，除
提升當地文化的能見度，並強化蘭嶼原
住民的傳播權外，亦可藉此傳遞一個以
蘭嶼為中心主題的數位學習課程。依據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的資料類型與內
容，其在數位學習方面的應用可從語言
學習、技能學習與知識學習這三方面來
思考，利用資料庫中的文字、圖片、聲
音與影音等方面的資料來呈現蘭嶼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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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文化的課程內容。這樣的數位學
習課程希望達到作為當地中小學教學之
輔助教材、傳承當地無形文化資產、作
為蘭嶼觀點與文化的傳播窗口、與當地
社區資源相結合，以及做為其他學習方
式之內容基礎等方面的效益。在現今的
時代中，數位典藏不能只是扮演一種靜
態的典藏價值，而是要透過數位學習這
類型的創新與加值服務，來體現其另一
種存在價在，如此才能在數位全球化與
新知識經濟的體系下，讓數位內容的建
置充分發揮功能，進而促進創意產業與
教育學習的發展。

註3

註4

註5

* 本文係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所補助之「蘭嶼原住民媒體資
料庫建置與數位典藏計畫 III」部分成
果，計畫編號 NSC 96 - 2422 - H 009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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