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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族語資料庫第一期建置內容及規劃修正報告」 

Akiw 徐中文 研究員 

壹、 前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9 年公布了「世界瀕危語言地

圖」，其中臺灣有 5 種語言被列入極度瀕危，10 種語言被列入滅絕等級。

依原民會公告之「107 年度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補助計畫」，列入瀕危語

言的語別有卑南語、撒奇萊雅語、噶瑪蘭語、邵語、拉阿魯哇語、卡那卡

那富語、賽夏語、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 

因此除了振興語言之外，亦需要積極的保存語言，正如 2016 年 6 月公

布實施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也將「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視為一

項重要的工作。Crystal（2010:349）提到保存語言的方式，即是從語言記

錄開始，以錄音（聲音與影像）、分析、文字記錄來保存語言，也能夠用於

教育。而當語料被記錄後，我們需要有一個整合性的平臺來收錄這些語

料，整理、分類後，讓更多人能夠再應用，達到語料保存的目的。 

我們查詢國內外族語保存相關的資料庫發現，國外早已有像是

AILLA、PARADISEC 這種網站，平臺提供收集多媒體語言資料及檔案，

一般人都可以將所持有的媒體語料提供給該站，就會以數位化的方式被建

置，甚至有分級訪問權限的制度，因此吸引許多研究人員或是族人願意提

供資料。而這些資料也歡迎其他研究者協助分析、轉譯，讓資料庫收錄的

越來越豐富。反觀國內，目前尚未有這種形式的資料庫，因此這也是我們

努力的方向。 

從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原住民族的語言開始有文字的記錄約莫是從荷

據時期的「新港文書」開始，到日據時期之後有多位日本語言學者如小川

尚義、淺井惠倫、土田滋、森口恒一、月田尚美、野島本泰為臺灣南島語

言研究貢獻良多（李壬癸，2009）。而民國 57 年基督教聖經公會也以羅馬

拼音將聖經翻譯成族語版，民國 1992 年則由教育部出版，委託由中央研究

院李壬癸教授編訂臺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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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傳方式保存不易，所幸尚有外來的傳教士、學者的記錄，使許多珍貴的

語料尚得留存至今，但由於早年影音記錄及保存的技術尚不發達，可能造

成部分資料因此損壞或遺失，十分可惜。爰此，如何應用現代技術，將已

留存的族語文獻資料，特別是將早期的族語資料彙整，並以數位化的方式

保存，是首要之務。將影音的部分加以轉譯成文字，以利後續研究或教學

使用，便是我們需要努力的課題。 

本年度我們主要的工作是依 2017 年「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數位

族語資料庫建置評析報告」中的規劃，開始建置第一期數位族語資料庫系

統，包含基本的網頁頁面、系統後臺、資料典藏、族語新聞、檢索功能、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書目等功能。另一方面，我們也開始著手將收集的資料

數位化，以及請族人協助語新聞轉譯編輯工作，並將這些資料建置於系統

中，目前我們有 2 篇敘事訪談、5 則族語新聞、10 筆長篇語料典藏。目前

經過測試，及經「族語資料庫修正研商會議」後，我們會再做系統的調

整，期望數位族語資料庫能做為「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典藏原住民族語料及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工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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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概念 

一、「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想像 

在進入正式的計畫討論之前，我們先談談族語「資料庫」和「語料

庫」的差別，這也是我們在規劃的過程中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簡單的來

說，資料庫（DataBase）其實就是儲存資料的地方，而較正式的定義則

是：資料庫是由一群相關資料的集合體（李春雄，2014）。而藉由資料庫管

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提供的語法功能來管理資

料庫裡的資料，而透過資料庫系統的建置，使用者就能檢索、搜尋所需資

料。Crystal（1991:117）語料庫（corpus）的觀點來看，他認為語料庫是對

語言資料收集，資料來源可以是書面語或是口語的轉譯文本，它們可以被

當做語言描述的基礎或驗證關於語言假設的方法。而陳浩然、潘依婷

（2017:2）則提到語料庫是指透過大量且根據特定原則進行文本搜集，以

電子格式儲存，也就是使用者可以將大量的語言使用情形，進行詞彙、句

子的檢索和統計。而語料庫中所收集的語料通常具有真實性、代表性、規

模性、結構性、可機讀性（何婷婷，2003:4），即可知語料庫和資料庫的最

大差異在於語料庫所使用的語料文本是會經處理，甚至分析及標記，例如

收到音檔，要先轉成文字再進而分析。資料庫則是收到資料，進行數位

化，輸入描述資訊檔編碼即儲存，未有語料標記及分析的工作。而現在也

有很多技術，如 OCR 光學字元識別(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可以幫助書面資料數位化後的字型辨識，再由人工確認，不必從頭開始打

字，增加很多效率，但辨識度還是要視資料狀態而定（程婉如，2008）。 

因此，我們認為「數位族語資料庫」 就是各種族語資料（包含書面、

手稿、錄音帶、錄影帶、音檔、影音資料等）經數位化後以電子資料形式

儲存的空間（如下圖所示），除了典藏族語資料，也讓使用者可以進行檢

索，並在合理的規範下，進一步將這些資料做其他教學、研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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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資料庫的想像示意圖 

 

當然，基於語料的保存及應用來說，進一步進行語料分析研究的工作

也是十分重要的，雖然目前以我們之能還沒辦法做到真正嚴謹、有分析和

標記的語料庫形式，但也希望能挑選部分的口語長篇語料或族語新聞先轉

譯成族語文字，並逐詞翻譯，這個部分的工作我們也積極規劃及洽談中。 

而暸解我們對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想像之後，接下來我們從國內外相

關，也一起介紹國內外的相關語言典藏／語料庫網站，做為本計畫參考的

基礎。 

 

二、現況分析：參考國內外語言資料庫與語言典藏相關網站 

為了暸解國內外建置相關語言資料的網站，我們瀏覽了很多頁

面，但因為語言性質或是所需功能不太相似，就不特別分析，下面將

以表格的方式，呈現重要參考網站的歸納與分析，這些網站對於我們

規劃系統及其功能，都有莫大的助益。 

 

表 1： 

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1 AILLA（The 大型  支援：由澳洲爾本大學 Rachel Nordlinger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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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拉

丁美洲原住民

族語言檔案館 

https://ailla.utex

as.org/ 

 

綜合

資料

庫 

授及阿德萊德大學 Ian Green 博士合作，並得

到 ARC 卓越語言動力中心的資助。 

 目的：AILLA 的使命是保存拉丁美洲原住民

族語言的錄音、文本和其他多媒體的數位語

言檔案，並將他們提供給原住民、研究人員

和其他有興趣的朋友。 

 特色與功能： 

1. 網站必須註冊及通過審核。 

2. 資料有分級限制，保存的語言資料是有

分析過的也有原始資料，他們很歡迎使

用者在合理的規範下使用，並協助轉譯

成文字或進一步的語言分析。 

3. 主要收藏是錄音、影音視頻，內容包含

敘事、詠唱、演講、對話、歌曲。 

4. 另外也有很多語言文本資料，例如語法

的分析、字典或民族誌的現場筆記。 

 

 分析：這個網站的相關權利益務很清楚，資

料也有分級，也在乎族人的隱私及知情同意

權。智慧財產權制度都可以做為參考。 

 

檢索頁面 

 

 

2 Daly 

Languages

（AUSTRALI

小型

語料

庫 

 支援：由澳洲爾本大學 Rachel Nordlinger 教

授及阿德萊德大學 Ian Green 博士合作，並得

到 ARC 卓越語言動力中心1的資助。 

                                                

1 http://www.dynamicsoflangua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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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A)，澳洲 Daly

語語料庫 

http://www.daly

languages.org/ 

 

 目的：針對研究人員和社區提供 Ian Greens

在 1980 年至 1996 年間於澳大利亞北部戴利

地區的許多語言的廣泛的實地記錄，記錄和

分析。另外還有一個目的是提供 Daly 達利語

言的入門資訊以及相關的可用資訊。 

 特色與功能： 

1. 需有 PARADISEC 帳號。 

2. 語料庫包含大量的田野筆記，以及字典

材料，未出版的手稿，其中包含大部分

語言的語法描述和語言分析，以及歷史

重建。 

3. 11 種語言共 157 小時的錄音，部分包含

語法、語音、詞彙等文字。所有錄音已

經數字化，並在 PARADISEC 中提供。 

4. 大量的現場筆記本將掃瞄後增加至

PARADISEC 中。 

 

 分析：網站資訊清楚，是有目的性的將現有

的語料數位化，但資料是儲存在外部，即

PARADISEC 網站。 

 

存有之資料 

 

語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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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檔案內容，需連結到 PARADISEC 才能下載 

 

 

3 Glottolog，世

界語言參考文

獻網

http://glottolog.

org/ 

 

大型

資料

庫 

 此為協作性的工作，哈拉爾·哈馬斯特羅姆

（HaraldHammarström）收集許多書目變成主

書目，以及關於世界各種語言證明的家譜關

係的大量訊息。 

 目的：Glottolog 旨在提供一個語言學家需要

能夠識別的 languoids（家庭，語言，方言）

的綜合列表。每個 languoid 都有一個獨特而

持久的名為 Glottocode 的標識符，由四個字

母和四個數字組成[abcd1234]。並組織大型

書目導入，是一個很大的書目、語言分類查

詢網站。 

 特色與功能： 

1. 識別語言分類，至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止，有 7384 種口語語言（指第一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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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口語）。 

2. 搜尋結果會以樹狀結構產生，點繫語別

下面會出現相關的書目。 

3. 書目有 citation 功能可直接引用。 

4. 收集世界語言多樣性遺產。 

 

 分析：這個網站主要是分類語言及語言的關

係，再導入相關的書目，並結合地理資訊系

統。 

 

分類方式 

 

書目呈現 

 

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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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4 PARADISEC

（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太

平洋地區檔案

數位資源瀕危

文化庫 

http://www.para

disec.org.au/ 

 

大型

資料

庫 

 支援：由澳洲雪黎大學、墨爾本大學、澳洲

國立大學三所大學組成的，接受捐款。 

 目的：將世界上小語種的語言以數位方式保

存。 

 特色與功能： 

1. 目前超過 1000 種語言。 

2. 主要專注於數位化錄音磁帶，但另外開

放可以存放音檔衍生而成的文本材料

（論文、字典、文章等）。 

3. 需註冊。 

4. 提供語言與音樂數據管理，錄音及數據

連接的培訓。 

5. 檢索功能可點地圖，或從搜尋欄打關鍵

字，或從語言別、國家、前 100 的收藏

或是可以自己創建目錄。 

6.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7. 標準化檔案，亦可在 OLAC（開放語言

檔案社群網）中搜尋資料。 

8. 與當地機構合作（如所羅門群島博物

館）提供備份和數據保存服務。 

9. 付費磁帶修復及數位化2。 

10. 有各式協助指南3（歸檔工作、數據儲

存、入門介紹、Metadata 說明等）。 

 

                                                

2 http://www.paradisec.org.au/deposit/costing-a-deposit/ 
3 http://www.paradisec.org.au/resources/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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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分析：網站資訊清楚，資料庫訊息一目暸

然，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檢索方式多元也很

方便。 

檢索頁面 

 

資料明細 

 

所存資料（圖為未開放） 

 

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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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5 臺大臺灣南島

語多媒體語料

庫 

http://corpus.lin

guistics.ntu.edu

.tw/index_zh.ph

p。 

 

中型

語料

庫 

 支援：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建立，原為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

「多媒體整合實驗室」子計畫之一(2001-

2003)，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蘇

以文及宋麗梅教授共同主持。 

 目的：以臺灣南島語為主軸，藉由資訊科技

運用，建構起語言資料典藏及後設資料之標

準，有系統彙整、轉寫、保存彌足珍貴的口

述語料。 

 特色與功能： 

1. 語料庫中建置賽夏語、噶瑪蘭語、鄒語

及阿美語資料庫。有聲音或影像檔。 

2. 未來展望，希望為臺灣南島語建置語言

資料典藏及後設資料之標準。並以半自

動化為目標。 

3. 不論是語言學者或是一般大眾，只要是

對南島文化及語言有興趣者，藉由本語

料庫，即可應用最便捷、多元的介面，

取得豐富而珍貴的語料。 

4. 語料庫的基本原則，普及性、口語性、

一致性、跨語言性、交叉性、相容性、

便利性、多元性。 

5. 語料文本基本上有 Pear Stories 和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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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Story，故有範圍限制，較能夠做跨語言

的比較分析。 

6. 語料呈現方式為族語句子、註解（英）、

註解（華）、完整翻譯（英）、完整翻譯

（華），有族語、華語、英語翻譯，讓國

際人士都方便查詢。 

 

 分析：網站資訊清楚，資料庫訊息一目暸

然。 

 

依語別檢索 

 

關鍵字搜尋（可跨語言） 

 

語料呈現方式 

 

 

6 臺灣南島語數

位典藏（目前

已停用） 

http://languagea

rchives.sinica.e

du.tw/cht/index.

中型

語料

庫 

以下內容整理自齊莉莎、余清華 （2007） 

 支援：是國科會 NDAP 機構計畫下分項主

題「語言典藏」的子計畫之一，整體建置作

業之規劃暨主持人為齊莉莎女士，計畫分二

期 2002-2006、2007-2011，現已停用。 

 目的：建立一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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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13 

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php.html 

 

 

 

 

能收集、保存、編輯及透過網路散播語言資

源，供使用者存取已錄製及記音的南島語。 

 特色與功能： 

1. 語料庫中經語料分析的有魯凱語、賽夏

語、泰雅語、布農語、排灣語、卑南

語。其他語料輸入有布農語、鄒語、巴

宰語、卡那卡那富語、西拉雅語、魯凱

語、排灣語、阿美語。 

2. 另外也建置語言學相關書目的資料庫。 

3. 有語言地理資訊系統了解，臺灣南島語

的分布圖，並觀察同源詞與非同源詞的

分布情形。 

4. 有進階檢索功能，也提供詞彙用字索

引，讓使用者檢視詞彙的分布。 

5. 提供原始語料與重新分析語料做對照。 

6. 有特殊符號代碼，方便查詢時使用。 

7. 因各族書寫不一致，故使用 IPA 記音，

也較不容易混淆。 

8. Metadata 包含語料的側寫（如：題目、

語言及方言、文體），田野調查（如：發

音人、田野工作者/謄寫者/編輯者/翻譯

者、資料收集/編輯/翻譯的日期）以及管

理策略（版權宣告）。 

9. 開發 AnnoTool（提供分析用縮寫，華語

英語縮寫可以翻譯）及 Chkgloos（檢，

查不同語言間的詞彙數量）兩種軟體，

協助分析者能提供更正確及一致性高的

語料。 

 

 分析：網站功能很完整，語料資源豐富，又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及建置書目，是確實可以

產出學術研究的多功能語料庫。但很可惜現

在計畫沒有繼續因此停用中。 

 

檢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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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檢索功能 

 

句子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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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段落顯示 

 
內容檢索 

 

7 蘭嶼達悟語口

語資料典藏 

http://yamiproje

ct.cs.pu.edu.tw/

yami/yami_ch/c

h_index_flash.h

tm 

小型

語料

庫 

以下內容整理自齊莉莎、余清華 （2007） 

 支援：為靜宜大學團隊執行計畫。 

 目的：有系統的使用資訊科技來保存達悟

語。 

 特色與功能： 

1. 有基本族群的介紹。 

2. 依主題劃分文章，有音檔案語言分析，

含族語、標記、翻譯。 

3. 有上課教學影片可以下載。 

4. 數位典藏部分收錄教材、語料、聖經可

以查詢。 

5. 另有連結應用功能的蘭嶼達悟語線上學

習網，有課程和字典查詢功能。 

 

 分析：網站分析語料是以 XML 方式，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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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按筆

劃） 
形式 內容分析 

線上學習網，是研究和學習達悟語很好的工

具。 

 

語料分類 

 
語料分析 

 
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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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數位族語資料庫計畫執行內容 

根據前一章的介紹，我們初步暸解了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概念，以及認

識國內外語言典藏網站的功能，而接下來要進入實際的討論，並回顧我們

今年執行計畫的工作內容。 

一、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目的 

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進行語言資料的保存及

應用。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布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九條亦明訂，

需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積極保存原住民族語料。 

因此，本計畫第一階段的目的，即是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內

含語料典藏、族語新聞轉譯及原住民族語言研書目等，未來可供民眾

檢索使用。 

 

二、計畫執行方式 

本計畫今年主要的工作目標，即是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除了將

搜集語料數位化，也檢視 2017 年的數位族語資料庫語料清單，將部分

可使用的語料試建置於資料庫中。而系統初步建置後，我們開始利用

逐字稿系統及新聞編輯系統進行族語新聞的轉譯編輯工作。另一方面

本年度共辦理 9 場研商會議，包含建置工作、轉譯工作及對系統修正

的討論等，如下圖： 

圖 2：數位族語資料庫─研究執行架構 

 

以下我們就分項說明計畫執行的方式： 

前置
工作

• 檢視2017年數
位族語資料庫
語料清單

• 文獻蒐集及諮
詢

• 將語料數位化

辦理研商
會議

• 建置族語資料
庫工作

• 族語新聞轉譯
工作

• 修正資料庫建
置規劃

建置族語資
料庫

• 基本頁面

• 系統後臺

• 資料建置測試

提出報告

• 資料庫第一階
段建置內容及
規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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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族語資料及文獻調查 

為將珍貴的族語文獻資料彙集並進行數位典藏，以利族語資

料之保存、研究及應用，因此 2017 年我們要透過國家圖書館「臺

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臺灣原

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等系統性檢索，並以及田野調查的方

式，初步彙整相關的語料清單4。 

我們將語料清單分為書面語料、口語語料及其他影音語料，

根據語料清單調查的結果，教材的數量最多有 375 筆，而詞典類

也有 51 筆，其餘類型如文學創作、口傳文學等也不多。依族群來

看，阿美族有 109 筆是數量較多，卡那卡那富族及拉阿魯哇族則

是僅列 6 筆，也反應了多方言、單方言及族群人數多寡之差距，

因此在未來資料的建置時程上，我們必須加快腳步，也一起配合

搶救瀕危語言計畫，盡量保存我們的語言資料。 

經過 2017 年田調訪談，計畫面臨到一個困境，即無法於現階

段取得私人族語文獻（語料）持有相關的資料清單，訪談的結果

一致都是希望網站能先建立起來，並且確立智慧財產權的保障，

讓資料安全且是有限制的被使用，另外也提到若能提供資料檔案

的修復，亦是一大吸引。 

因此依族語語料清單，今年我們先以 1999 年至 2000 年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學者調查的長篇語料中的太魯閣族語，先做部

分的數位化，該語料是由口語轉譯成文字，是十分重要且珍貴的

資料。一方面我們也再諮詢當時計畫主持人楊盛凃耆老，他不吝

分享，授權提供 40 卷錄音帶，我們目前亦先數位化，有一些部分

仍需要修復或技術處理，明年我們會優先處理。有了這樣的基礎

資料，可以增加族語資料庫的典藏，以建立外界對於資料庫的信

任感，而族人或研究者所持有的資料，就需要未來網站設立並有

基礎後再進一步推廣。而未來我們會繼續增加語料，讓資料庫的

語言資料更豐富。 

 

                                                

4數位族語資料庫語料清單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2017 年「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評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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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野訪談 

2017 年我們針對數位族語資料庫的建置規劃及調查個人所持

有的族語文獻清單，訪談諮詢對象共 38 人次，重點整理如下： 

問題類別 建議及討論重點 

調查經驗／資料

取得／研究論理

／授權 

(1) 需要與族人有良好的互動，另外需尊守研

究論理，不該發布的族群重要價值，就不

應該發布，才能得到族人的信任可以調查

更多資料。 

(2) 曾經幫忙族人修復卡帶再數位化，因此取

得早期的資料。 

(3) 智財權一直是數位化會面臨的問題，要去

思考合理的版權費用分配，包含著作人

（例如例研人員）、報導人，以及讓著作人

選擇開放的程度。重點是要有合理妥善的

制度，及安全的管理才會讓人願意將心血

公開。 

(4) 語言的資料，在跨領域的學科裡面都會

有，像是音樂系也會有要分析歌詞，或是

錄下聚會吟唱加上談話的自然語音。 

(5) 調查完送上一份調查訪問或是拍照的資

料，族人也許也會很樂意受訪。 

田調資料的保存 

(1) 早期有卡帶、MD 到現在有錄音筆，還有錄

影設備，分類建檔，並設置清單，可以學

習圖書管理的方式，有標準化的編碼整理

資料會很清楚。 

(2) 資料的數位化是必然，實體物件可能會因

天災人禍消失，但數位資料需注意早期燒

錄光碟也有到後期就不能讀取了。 

(3) 數位化儲存會需要非常大量的儲存空間，

還有備分問題。 

(4) 通常有原始調查資料，另外也會將需要的

部分分割另存。 

族語資料庫的建

置 

(1) 應該要有國家級的單位來統籌，否則很多

資料無法跨單位取得，層級太低，規模也

做不大。 

(2) 資料庫建立 Metadata 需先規範好。 

(3) 建置族語資料庫或語料庫需要注意每個語

言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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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族語文字書寫的一致性也很重要，或是要

給予差異的準則。 

語料的提供 

(1) 建議先完成資料庫之後，再推廣以取得更

多資料。 

(2) 有全族語的廣播節目，也很適合做為族語

資料庫的資料。 

 

而今年雖主要是在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我們亦繼續蒐集資

料，楊盛凃耆老提供 40 卷錄音帶，我們先進行數位化工作，預計

2019 年進行語料修復以及將部分音檔進一步做整理。 

另外，我們也嘗試以語言學調查中知名的 pear stories 梨子的

故事和 frog story 青蛙的故事來請耆老以講故事的方式來保存語

料，未來我們也會持續搜集相關語料。 

 

（三） 研商會議 

2017 年度一共辦理八場研商會議，邀請語言學、傳播學、語

料庫專業、工程師（詞典數位化、語料庫、語音合成、資料庫）、

研究人員、轉譯人員、原文會（族語新聞）等，依場次整理重點

如下表： 

表 2：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整理 

場次 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 

1 

(1) 若要積極建置資料庫，可以分區和各大學校院合作，特

別是原住民專班，培訓學生田調的能力，再將資料建置

於資料庫，是很好的合作模式。 

(2) 國外的語言保存網站模式值得參考，語料文獻持有者可

以將檔案資料給予該網站，他們會保存實體物件，並協

助數位化，原持有者可以選擇物件公開的程度。 

(3) 族語資料庫的經營需要持續的人力及資源維持。 

(4) 未來可以發展從各族知識體系來建構的語言學習平臺，

讓學習者能多元的學習「語言」，更能學習語言背後的

「文化」。 

2 

(1) 由原民會教文處協助語發中心與原文會的合作討論。 

(2) 族語新聞的保存、新聞稿及流程說明。 

(3) 與原文會初步討論族語新聞的合作方式，下次會議可實

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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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 

3 

(1) 至原文會新聞部實地參訪，含片庫及族語新聞編輯部的

狀況及使用的系統介紹。 

(2) 取得新聞檔案的方式有三種，需再依需求評估。 

(3) 要取得族語新聞授權及 INEWS 系統讀取權限皆需再研

商。 

(4) 與族語主播合作轉譯新聞事宜，尊重主播個人意願，再

議。 

4 

(1) 萌典 OCR 技術可參考。 

(2) 從程式設計的角度，要做的事情、處理的資料、呈現的

方式都必須思考清楚，才容易規劃。 

(3) 資料典藏可參考文化部「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網

站或是臺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形式。 

(4) 族語新聞與原文會合作，最好可以開發轉譯標記系統。 

(5) 需要很多語料，至少 80 萬以上才適合開發自動轉譯系

統。 

(6) 後續可以再線上討論，提供系統開發意見，已建立 FB

討論群組。 

5 

(1) 以語言學家的觀點來看，會比較建議做一個語言，專

精、精確就好，但也許與政策有落差，與其放很多不知

道正確與否的資料，也許就先做像族語新聞的轉譯，只

要先轉譯成文字，即便未分析，有逐詞翻譯就很好用

了。跨語言選擇同一篇新聞，也有利於跨語言比較。 

(2) 要考慮語言資料庫不要只是「典藏」而是要像活水般流

動，另外也要考慮是否能夠永續經營，否則可能會白費

工。 

(3) 若未來有調查及分析語料，需注意若是以族群的真實文

化為主題，報導人提供的故事本身是否為編造或是有謬

誤的存在。 

(4) 若未來建立學習者語料庫，需要思考「偏誤標記」誰是

標準誰是偏誤，要很小心處理。 

(5) 可善用 Toolbox、Lexique Pro 等工具。 

6 

(1) 轉譯及標記工作實際的工作時間，可能是音檔的 30 倍

以上，收到音檔最好盡快完成轉譯。 

(2) 西拉雅語的復振很大一部分是靠文獻來回復，因此能夠

保存大量的語音、文字檔案，確實是很重要的。故資料

庫的規劃是可行。 

7 (1) 針對目前規劃的系統需求評估及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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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 

(2) 欲建置輸入語料的後臺系統及自訂詞庫、建置語言資料

目錄清單系統。 

(3) 方向大致可行，細節下次會議提供。 

8 

(1) 與原文會進行實際的合作溝通，取得合作共識。 

(2) 討論包括族語新聞的版權、INEWS 的使用、新聞存取

的方式、族語新聞的後續應用、族語轉譯的工作、如何

增加族語新詞在族語新聞中的使用頻率。 

 

而今年我們邀請語言學者、資訊工程學者、工程師、族人等

進行共 9 場研商會議，會議內容包含資料庫建置工作、族語新聞

轉譯工作、資料庫規劃修正等，會議記錄於附錄，各場次討論重

點摘要如下： 

表 3：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整理 

場次 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 

1 

＊建置前評估及建議 

(1) 基本功能建置，包含資料庫後臺、網站、檢索功能。 

(2) 資料庫網站可併入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書目，以利資料整

合。 

(3) 建置之資料以多種形式測試。 

(4) 業界廠商價格過高，故建議尋找個人工作團隊，以不同

專長分工協助資料庫建置，另需注意採用開放程式編

輯，且需拿到完整程式碼。 

(5) 會後提出資料庫建置需求書。 

(6) 逐字稿系統可參考 oTranscribe 等開放程式編寫。 

2 

＊建置前與工程師討論 

(1) 本次會議主要與工程師團隊討論規劃的可行性 

(2) 基本上如需求書規劃內容執行，細節後續每一階段都再

予以調整。 

(3) 需進一步提供相關 Metadata 內容。 

3-7 

＊建置工作階段會議 

(1) 工程師說明資料庫及網站建置情形。 

(2) 進行系統及網站建置之工作協調。 

8 
＊族語新聞逐字稿及轉譯工作 

(1) 進行轉譯工作說明 

9 ＊資料庫規劃修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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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研商會議建議及討論重點 

(1) 針對目前資料庫建置情形給予建議 

(2) 未來規劃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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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族語資料庫系統建置內容 

今年我們以 2017 年的資料庫建置規劃為基礎，並經過研商會議的討

論，我們邀請工程師團隊協助進行資料庫建置。目前第一期的建置內容已

完成，「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網址為

http://dailt.ilrdc.tw。以下將分項介紹目前資料庫系統及網頁的建置情形： 

 

（一） 資料庫基本頁面 

1. 頁面規劃及架構： 

圖 3：數位族語資料庫頁面架構圖 

 

2. 網站基本頁面介紹： 

（1） 網站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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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方導覽列 

 

 首頁 

 

 最新消息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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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資料檢索 

a. 目前能只設定基本檢索關鍵字 

b. 搜索結果顯示在下方 

 

 族語新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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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播放影片一旁有逐字翻譯族語和中文的功能 

 

b. 可比對閱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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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訊呈現方式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書目檢索 

a. 檢索結果顯示在下方 

b. 呈現欄位仍在協調中 

c. 本年度將置入 2017 年語發中心彙整之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目錄彙

編之資料。 

 本站資訊檢索 

 

目前仍在優化中，用以檢索本站頁面資訊。 

 會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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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登入、註冊及找回密碼等功能 

 

 

 

（3） 底部導覽列 

 

 關於本站 

任務及

簡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9 年公布了

「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其中臺灣有 5 種語言被列入極

度瀕危，10 種語言被列入滅絕等級。因此除了進行語

言振興之外，亦需要積極的保存語言。Crystal

（2010:349）提到保存語言的方式，最基本的是從語

言記錄開始，從錄音（聲音與影像）、分析、以文字記

錄，這些都是為了教育。而這些調查的語料也應該要

有一個平臺可以收錄。 

我們查詢國內外族語保存相關的資料庫發現，國

外早已有像是 AILLA、PARADISEC 這種網站，是提

供收集多媒體語言資料、檔案的平臺，一般人都可以

將所持有的語言保存資料提供給該網，就會數位化的

被建置，甚至有分級訪問權限的制度，因此吸引許多

研究人員或是族人願意提供資料。而這些資料也歡迎

其他研究者協助分析、轉譯，讓資料庫收錄的越來越

豐富。反觀國內，目前尚未有這種形式的資料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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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從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原住民族的語言開始有文

字的記錄約莫是從荷據時期的「新港文書」開始，到

日據時期之後有多位日本語言學者如小川尚義、淺井

惠倫、土田滋、森口恒一、月田尚美、野島本泰為臺

灣南島語言研究貢獻良多（李壬癸，2009）。而民國

57 年基督教聖經公會也以羅馬拼音將聖經翻譯成族語

版，民國 1992 年則由教育部出版，委託由中央研究院

李壬癸教授編訂臺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臺灣

原住民族語言雖因口傳方式保存不易，所幸尚有外來

的傳教士、學者的記錄，使許多珍貴的語料尚得留存

至今，但由於早年影音記錄及保存的技術尚不發達，

可能造成部分資料因此損壞或遺失，十分可惜。 

爰此，如何應用現代技術，將已留存的族語文獻

資料，特別是將早期的族語資料彙整，並以數位化的

方式保存，是首要之務。將影音的部分加以轉譯成文

字，以利後續研究或教學使用，便是未來我們需要努

力的課題。故自 2017 年起我們便規劃建置「數位族語

資料庫系統」，希望能以數位化方式保存原住民族語

料，後續再擴大應用。 

歷史沿

革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九條：「需建置原住民

族語言資料庫，積極保存原住民族語料」，由原住民

族委員會於 2017 年委託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開

始規劃，2018 年開始進行第一期資料庫建置。 

2017 年規劃 

2018 年開始建置本站 

組織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7 年始委託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中心執行本計畫。 

本站使

用指南 
指引閱覽大眾之指南，待網站開放前會修訂完成。 

 

 

 檢索 

典藏資料檢索 可檢索本站典藏之族語資料。 

族語新聞檢索 
本站每年會轉譯一定數量的族語新聞，可供檢

索及查詢。 

研究書目檢索 
本站每年會增加研究書目，並提供檢索，暸解

目前研究的方向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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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資料 

資料收集內容 

為將珍貴的族語文獻資料彙集並進行數

位典藏，以利資料之保存、研究及應用，且

考量到授權問題，因此現階段語料主要是由

研究人員以訪談方式收集語料，即以有音檔

的口語語料優先，若有紙本資料再一併數位

化收錄。除此之外，我們也安排族語新聞轉

成文字的工作。 

資料提供方式 

目前本網站仍在先期建置階段，暫無開

放公開上傳資料之計畫，若您有早期族語口

說的影音資料願意提供，歡迎與我們聯繫。

本網站先期建置內容類型，可分為： 

 典藏資料：由各方言學者專家提供之長

篇語料、錄音或錄影素材進行數位典藏。 

 族語新聞：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文會）所經營之原住民族電視臺播出之

族語新聞（以影音頻道上如 Youtube 有儲存

之新聞為主），再委託各族語專家學者把口

語資料轉譯（繕打）為族語及翻譯為華語。 

 研究書目：將有關臺灣原住民語言學相

關之學術論文、期刊等研究著作建立目錄清

單。 

資料管理計畫 

目前我們管理收藏品的方式主要是將資

料數位化後，將原版資料及一份備份光碟交

還給貢獻者，並限制需同意遵守本站使用條

款及尊重智慧財產權者才得以下載資料。 

資料格式 

為進行數位典藏，本站收錄的格式皆為

數位化影音或文件格式。若取得的素材非數

為格式，本站將會進行數位化保存，再列為

本站族語典藏資源。您可以向本站連繫後再

決定如何提供典藏的方式。 

 典藏資料：包括紙本資料掃描檔案如

pdf, txt, jpg,png 等文件或圖檔格式；錄音帶

轉檔格式如 mp3, mp4 等。 

存取限制 
本站建置初期，內容不對外公開，僅開

放部分建置內容(後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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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2020 年後，視情況開放部分內容，

以對外推廣，並將回饋之建議作未來資料庫

建置大型計畫之參考。 

資料建置說明 

為考量人力及資源限制，以口語資料、

瀕危語言及政府有版權之資料為優先建置標

的，另資料之正確性亦十分重要，故目前擬

先建置： 

 族語新聞 

 口訪語料 

 政府委託計畫之語言調查成果 

以資料庫近期的規劃來說，預計在 2018

年完成資料庫前期的建置，主要功能會包含

族語資料的數位典藏及檢索，另外也開使試

辦族語新聞文字化工作。 

 

 權利說明 

本站使用條件 

 一般使用者（未註冊）：任何可上

網的人都可以瀏覽本網站。可瀏覽和讀取本

網站中資料，但無法存取任何檔案。使用者

必須建立一個帳戶並登入才能瀏覽檔案。 

 註冊的使用者：在本網站創建了帳

戶並登入的使用者。除了能夠瀏覽典藏檔案

和讀取後設資料之外，還可以查看或下載檔

案。 

典藏資源的使用條件： 

本站要求使用者在建立帳號時同意典藏

資源的使用條件。如果不同意，將無法建立

帳號，也就無法存取本站任何典藏的檔案，

包括指定為公開存取的文件。 

後設資料(metadata)：有關收集、檔案、

語言、國家/地區、組織、儲存者(depositor)

和數據的其他貢獻者的目錄或上下文信息。

一般使用者和註冊使用者都可以存取後設資

料。 

本文件屬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版權所有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33 

檔案(files)：任何數位檔案（如：影像、

聲音、圖片、文本等）。只有註冊使用者可

以看到檔案，一般使用者無法查看或下載。 

公開存取(PublicAccess)：任何使用者都

可以申請新的本站帳號，成為註冊的使用者

後即可存取本站的檔案。公開存取和開放存

取(OpenAccess)的不同之處在於開放存取意

味著資源已被釋放到公眾領域中。由於大多

數儲存於本站的檔案受版權保護，因此它們

不是開放獲取。 

公開存取政策(PublicAccessPolicy)：本

站鼓勵所有貢獻者提供族語資料（以口語為

主），我們將協助您數位化，您可以當作將

收藏品公開分享，但您還是保留您的著作

權。 

限制存取(RestrictedAccess)：存取僅限

於某些使用者帳戶，通常是收集或版權所有

者或其代理人，以及本站管理人員。 

智慧財產權 

本站所有內容，都受到智慧創作條例之

保護，我們歡迎您友善並在遵守法律原則

下，尊重資料持有者的相關權利，本站之資

源不得應用於商業使用，且任何引用皆需註

明出處。 

若是您協助口語資料轉譯，或是有相關

研究論文發表，還請回饋族人，將相關數位

化檔案存放本站以供建置。 

免責聲明 

本資料庫是基於對原住民族語言資料數

位化保存及分享的精神，善意且衷心期盼所

有加入的成員皆能尊重檔案資源創作者的知

識財產權，並且亦需尊重所載之族人和其語

言、文化。如果有任何用戶違反了本資料庫

檔案資源的使用條件，將可能面臨法律問題

或社會的抨擊。本資料庫所保存的檔案，不

得在未經過檔案資源所屬之部落或作者等同

意逕自出版。 

關於檔案資源內容的免責聲明： 

1. 如果本中心必須對本網站內容中的錯誤或

遺漏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則將無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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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典藏資源或軟體。因此，語發中心對

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本網站或使用典藏資

源而導致的任何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2. 同樣，如果本中心必須對任何典藏資源內

容的任何部分的真實性或準確性負責，本

中心網站就無法提供這些典藏資源，因此

本網站不承擔任何此類責任。 

3. 任何典藏資源的內容或檔案資源提供者所

表達的觀點、信仰或主張均不代表本網站

的意見(或信仰)。 

4. 訪問本站的資源由該存儲者和創建者決

定。可能會更改給定資源的訪問權限，恕

不另行通知；本網站不對因此類變更而導

致的任何損失或挫折承擔責任。 

5. 如果資源控制者將資源的存取限制從較低

限制改為較高限制的級別，對於在較低限

制期間可能已創建的任何存檔資源副本，

本站不負任何責任。 

6. 一旦使用者存取資源並將其下載到他的電

腦或其他存儲設備，使用者可能在未經許

可的情況下複製和散佈資源，本站將無法

掌控此類使用者行為。將典藏資源放在本

站的人（提供者），必須對該行為的後果

承擔全部責任。 

 

關於檔案資料來源的免責聲明： 

7. 如果本站對於適當的許可必須承擔責任，

恐怕無法提供典藏資源。因此，提供材料

的人必須負起全責來告知參與創建這些資

源的所有人或其代表。 

8. 因典藏資源的存在或任何人對典藏資源的

使用而造成任何可能的傷害或損失，本站

不對下述事項承擔責任。如果本站必須接

受此類責任，則可能無法提供典藏資源。 

9. 關於典藏資源的創建者和儲存者之間可能

發生的衝突，本站不負責調解。對於介於

創作者或儲存者、方言社區(的方言在這

些資源中被使用或記錄)、或任何聲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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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方言組織之間的衝突，本站不

負責調解。資源的儲存者必須在提交資源

前討論並解決所有此類潛在衝突。 

10. 本站與創作者，資源提交者或方言組織之

間的衝突，將交給本站諮詢委員會(或人

員、團體之類的)進行調解。本站同意遵

守董事會關於解決衝突的決定。 

 

關於網站和軟體的免責聲明： 

11. 在本網站上發表的意見並不代表語發中心

的意見。您在本網站或任何存檔資源中找

到的任何資訊的完整性、準確性或及時

性，中心不對此負責。 

12. 本站不對連結到任何其他網站的內容負

責，也不對任何提供連結到本站的網站的

內容負責。 

13. 我們不保證任何應用軟體的可用性或安全

性。對於相關軟體的使用風險必須由您自

行承擔。 

授權同意書 
當您提供實體資料請本網站作數位化保

存時，請您填寫並提交紙本授權同意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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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開授權或有條件工開授權之證明文件。

 

引用說明 

引用任何資源前，您都必須遵守本站的

引用指南(包括但不限於教育材料、演講稿、

出版品、展覽)。 

  本網站的資源可以用於以下用途： 

 為所有年齡和課堂開發教材。 

 用於研究。 

 藝術創作。 

 其他。 

  我們鼓勵您探索檔案並充分利用這些資

源，但我們要求您始終尊重： 

 創作這些材料的個人。 

 在這些材料中說話(發言)的人。 

 於本網站產出和儲存資源的學者

們。 

本文件屬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版權所有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未經同意請勿引用。 

 

37 

  在做出任何衍生作品之前請先請求授

權（例如：轉錄、翻譯、納入教科書或分

析、創作製作等）。 

 

 常見問題 

註冊 

您可以在不使用帳號的情況下瀏覽本網

站各頁面，但如果沒有創建帳號並登入，則

無法進行資料檢索、族語新聞檢索及研究書

目檢索。 

創建帳戶時，您會收到來自

ilrdcLangAD@gmail.com 的電子郵件，要求

您確認註冊。如果您沒有在收件箱中看到此

電子郵件，請在垃圾收件夾中(或其他相類似

之功能)尋找。按照電子郵件中的說明確認您

的帳戶，您不用回復該電子郵件。 

忘記密碼 

如果您忘記密碼，您可以點選"登入"中

的"忘記密碼"來申請新密碼。當您提交申請

後將帶您到一個頁面，您將在其中輸入您的

電子郵件地址(或用戶名)。提交請求後，您

將收到來自 ilrdcLangAD@gmail.com 的有關

修改密碼的電子郵件。 

如果您在收件箱中沒有看到此電子郵

件，請在垃圾收件夾中(或其他相類似之功

能)尋找。按照電子郵件中的說明登入並更改

密碼。您不用回復該電子郵件。使用提供的

鏈接登入後，您可以編輯您的帳戶資訊。參

照密碼欄位旁的提示來加強您的密碼，然後

在下一個框中再次輸入密碼以確認密碼。 

搜索與瀏覽 

本網站目前有三大搜索功能供您使用，

您可以從本網站上方或下方連結點擊進入各

搜索頁面，使用搜索欄搜尋族語、方言、地

區、關鍵字等： 

 典藏搜索：針對各族語的錄音或錄影，做

採集、數位化(依來源格式而定)並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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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語新聞搜索：將各族的族語新聞整理，

把口語資料轉譯為文字(中文及族語)，讓

資料庫的族語口語資料更豐富。 

 研究書目搜索：提供有關族語、語言學的

研究資料蒐尋，包括各類論文、期刊等。 

使用條款 

一般使用者(未註冊)：任何可上網的人都可

以瀏覽本網站。可以瀏覽和讀取本網站中的

後設資料，但他們無法存取任何檔案。要流

覽檔案，使用者必須建立一個帳戶並登入。 
 

註冊的使用者：在本網站創建了帳戶並登入

的使用者。除了能夠瀏覽典藏檔案和讀取後

設資料之外，還可以查看或下載檔案。 
 

典藏資源的使用條件：本站要求使用者在建

立帳號時同意典藏資源的使用條件。如果不

同意，將無法建立帳號，也就無法存取本站

任何典藏的檔案，包括指定為公開存取的文

件。 

 

後設資料(metadata)：有關收集、檔案、語

言、國家/地區、組織、儲存者(depositor)和

數據的其他貢獻者的目錄或上下文信息。一

般使用者和註冊使用者都可以存取後設資

料。 

 

檔案(files)：任何數位檔案（如：影像、聲

音、圖片、文本等）。只有註冊使用者可以看

到檔案，一般使用者無法查看或下載。 

 

公開存取(PublicAccess)：任何使用者都可以

申請新的本站帳號，成為註冊的使用者後即

可存取本站的檔案。公開存取和開放存取

(OpenAccess)的不同之處在於開放存取意味

著資源已被釋放到公眾領域中。由於大多數

儲存於本站的檔案受版權保護，因此它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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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放獲取。 

 

公開存取政策(PublicAccessPolicy)：本站鼓

勵所有貢獻者在本站免費提供其資料，並將

本站典藏作為一種出版形式。對於內容和訪

問，我們保留僅將我們認為合適的資源存檔

的權利。 

 

限制存取(RestrictedAccess)：存取僅限於某

些使用者帳戶，通常是收集或版權所有者或

其代理人，以及本站管理人員。本站有數種

不同類型的限制存取規定。 

下載 

您必須登入才能存取本網站典藏的任何

檔案。如果您已登錄但仍無法存取檔案，則

可能需要調整瀏覽器設置以接受 cookie。網

站上的大部分資源都可以由公開無受限地存

取，但有些資源受到提交者的限制。這些限

制可以保護受訪者免受傷害或尷尬。有時您

會被要求直接聯繫提交者以獲得存取該檔案

的授權。這使提交者能夠知道誰在使用他們

的資源。 

除非您的網路速度非常快，否則某些檔

案可能無法下載。您可以在開始下載之前查

看媒體詳細資訊以了解檔案大小。 

一些未壓縮的歸檔檔案（wav，mpg 和

tif）即使具有後設數據記錄也無法及時獲

取。這些檔案在資源頁面的檔案類型下沒有

列出任何內容，並且該檔案的記錄頁面上沒

有下載按鈕。很抱歉給您帶來不便。如果情

況允許，請下載壓縮過的等效檔案（mp3，

mp4，jpg 或 pdf）。 

查看與播放檔案 

本站的許多檔案-聲音、影像、圖像和文

件檔案，可以在瀏覽器中直接查看或串流。

您還可以使用可以免費的程式下載檔案並在

您自己的設備上播放它們。 

 聲音（wav, mp3）和影像（mpg, mov,avi, 

mp4, m4v 等）檔案：iTunes, Quick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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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Media Player, Audacity, VLC 媒

體播放器等。 

 圖像（jpg, png, gif, tif）：Windows Photo 

Viewer, iPhoto, IrfanView 等。 

 PDF 檔案：Adobe Acrobat Reader。 

 純文字（txt）檔案：Wordpad, 

TextWrangler, Notepad, Word, Open Office

等。注意：如果缺少所有換行(文件不如

預期情況下顯示斷行)，您可能正在嘗試

使用記事本。請嘗試用不同的程式開啟，

可能會解決您的問題。記事本有時無法正

確轉換在其他平臺上創建的文字檔案。 

 Transcriber（trs）字幕檔案：Transcriber

程序生成的轉錄，翻譯和註釋檔案，請參

考純文字檔案。 

使用與引用 

引用任何資源前，您都必須遵守本站的

引用指南（包括但不限於教育材料、演講

稿、出版品、展覽）。本網站的資源可以用於

以下用途： 

 為所有年齡和課堂開發教材。 

 用於研究。 

 藝術創作。 

 其他。 

   

我們鼓勵您探索檔案並充分利用這些資

源，但我們要求您始終尊重： 

 創作這些材料的個人。 

 在這些材料中說話(發言)的人。 

 於本網站產出和儲存資源的學者們。 

在做出任何衍生作品之前請先請求授權

（例如：轉錄、翻譯、納入教科書或分析、

創作製作等）。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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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網站： 

 臺大臺灣南島語多媒體語料庫 

http://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index_zh.php 

 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目前已停用）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yami/yami_ch/ch_index_flash.ht

m 

 達悟語線上學習網：

http://yamiproject.cs.pu.edu.tw/elearn/?&lang=zhtw 

 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所「典藏計畫」之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

（目前已停用）：

http://languagearchives.sinica.edu.tw/cht/index.php.html。 

 臺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dore.tacp.gov.tw/tacp/pingpu/index.html 

 臺灣聖經公會網站：http://cb.fhl.net/ 

 臺灣語言學會（語典及語料庫）：http://linguist.tw/zh-

tw/links/%E7%9B%B8%E9%97%9C%E7%B6%B2%E8%B7%

AF%E8%B3%87%E6%BA%90%E9%80%A3%E7%B5%90/dic

tionaries%20and%20corpus。 

 花蓮縣國小本土語文領域輔導團（太魯閣字典）：

http://teacher.hlc.edu.tw/imain9.asp?id=81&sid=259 

 阿美族、雅美族口語傳說採錄翻譯資料數位典藏計畫：

http://aya.ioe.sinica.edu.tw/ 

 阿美語萌典：https://amis.moedict.tw/ 

 阿美語線上讀經：http://www.amis100.org.tw/cudad_0_0.htm 

 政大原民中心電子書城：http://ebook.alcd.tw/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臺灣社會人文電子影音數位博物館計

畫：http://proj1.sinica.edu.tw/~video/search/index1.html 

 教育部朗聲四起（原住民族語讀文章）：https://alcd-

con.tw/alr/lobby.php 

 創用 CC 授權條款：http://creativecommons.tw/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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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相關網站： 

 AILLA: The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檔案館 https://ailla.utex 

as.org/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澳洲 Daly 語語料庫 

http://www.dalylanguages.org/ 

 Glottolog，世界語言參考文獻網 http://glottolog.org/ 

 PARADISEC: 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太平洋地區檔案數位資源瀕危文化

庫 http://www.paradisec.org.au/ 

 ASEDA（The Aboriginal Studies Electronic Data Archive），澳

洲原住民研究電子數據檔案庫：http://aseda.aiatsis.gov.au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美國當代英語料

庫： https://corpus.byu.edu/ 

 Kevin Scannell on Corpus-based language techology for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5YmEl093o 

 LDC（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美國賓州大學語言資料庫： 

https://www.ldc.upenn.edu/ 

 OLAC: Open Language Archives Community，開放語言檔案

社群網： http://www.language-archives.org/ 

 UNESCO Interactive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瀕危語言地圖：

http://www.unesco.org/languages-atlas/index.php 

 

 連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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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連繫表單 

 

（二） 資料庫系統功能（後臺） 

 

基本後臺系統功能如下圖： 

 

圖 5 管理員後臺功能列表 

 

而目前資料庫系統權限及功能如下： 

 一般使用者：個人檔案、密碼更改。 

 受指派工作者：典藏資料、族語新聞（逐字稿及族語新聞編

輯）、研究書目、消息公告、問題回報。 

 管理者：會員管理、檔案管理、逐字稿管理、族語新聞管理、

貢獻者管理、典藏資料庫理、消息公告管理、臺灣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書目系統、問題回報管理。 

 

※以下依序介紹資料庫系統功能： 

 分為會員及非會員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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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帳號系統 

（1） 註冊：  

 

a. 填入完整資料後便能註冊成功 

b. 註冊成功後會發送認證連結至該信箱進行認證 

c. 認證成功後資料庫將轉變帳號狀態，便能正常登入 

d. 認證連結有效期限為一天 

 

（2） 登入： 從網站的右上角的按鈕登入 

 

e. 登入有效期限為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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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忘記密碼：  

 

 

f. 在網址中輸入電子信箱 

g. 若資料庫有該帳號，則發送修改密碼連結至該信箱 

h. 密碼修改成功後，請使用新密碼登入 

i. 修改密碼連結有效期限為一天 

 

2. 新聞逐字稿系統 

（1） 族語新聞管理*： 

  

a. 可查看所有的項目

 

b. 可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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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刪除項目 

 

（2） 逐字稿系統*：  

 

d. 可進行逐字稿轉譯作業 

e. 可擷取時間 

f. 選定影片範圍進行播放 

g. 有快捷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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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聞編輯系統*：  

 

 

a. 可進行編輯標題、族別、方言等資訊 

b. 將逐字稿內容編輯成文章 

c. 完成後前臺即可見 

 

*為需登入帳號 

 

3. 典藏資料 

（1） 典藏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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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secure.cc.ntu.edu.tw:3000/collection/search 

a. 可進行資料檢索及排序 

b. 可進行資料編輯、刪除、匯出功能 

 

（2） 典藏資料上傳：

 

c. 輸入典藏詳細資料 

d. 可上傳文檔，預設為不可下載 

e. 輸入資料好後，送出將資料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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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檔案管理：

 

 

a. 管理已上傳之檔案，可搜索、下載及刪除 

 

b. 編輯檔案路徑為典藏資料 >點繫欲修改檔案> 檔案編輯 

c. 在此編輯檔案是否開放下載 

 

4. 研究書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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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新增、編輯、刪除及檢索書目 

b. 欄位待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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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已建置之資料 

 

1. 典藏資料： 

已上傳 2 篇敘事訪談、10 筆長篇語料 

 

 

2. 族語新聞及逐字稿 5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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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成效 

綜合以上的執行內容，我們從族語語料清單檢視、辦理研商會

議、數位化語料、辦理轉譯工作等，建置並完成第一期數位族語資料

庫，本年度的工作主要成效如下： 

（一） 數位化 39 卷族語語料錄音帶（其中 1 卷原帶損壞待修復）。 

（二） 辦理 9 場研商會議，包含資料庫建置工作、族語新聞轉譯工

作等。 

（三） 建置第一期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內

含基本頁面、公告系統、會員管理系統、檔案管理系統、逐

字稿系統、族語新聞編輯系統、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書目

系統、問題回報及管理系統等。而資料庫首頁亦正在進行標

題族語化工作，匯整。 

（四） 提出「數位族語資料庫第一期建置內容及規劃修正報告」，包

含建置內容、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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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數位族語資料庫修正規劃 

我們以 2017 年「數位族語資料庫系統的第一階段的規劃」為基礎，並

參考資料庫研商修正會議意見，提出 2019 年資料庫的維護與建置方向，並

修正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 

一、資料庫建置規劃修正 

（一） 增加各族語言介面切換功能 

1. 可提升族語的能見度，並鼓勵族語的使用，亦符合本站設

立之目的及精神。 

2. 目前已先翻譯 15 族首頁標題項目（如附錄）。 

3. 未完成的族別繼續完成翻譯工作。 

 

（二） 典藏資料功能調整 

1. 資料集合可以以提供者（目前稱貢獻者）為單位，以澳洲

paradisec 站的方式做修正。 

2. 建置資料項目內容需再調整。 

3. 檢索功能可加入類別式或進階式檢索。 

4. 上傳文件應加入版權宣告。 

5. 檔名格式可修正為自動編碼。 

6. 未來可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三） 族語新聞功能 

1. 未來可以參考 VoiceTube 英文學習網站功能，將語音、文

字結合族語教學詞庫，例如學習詞表、教材。 

2. 逐字稿功能未來也可考慮開發的更完善，可參考 youtube

功能。 

 

（四） 次網頁檢視 

1. 版型需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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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增加修改頁面功能。 

（五） 會員功能 

1. 需將個人檔案之個人資訊部分，如身分證字號、生日以星

號替代，以保障資料安全。 

 

（六） 語料建置 

1. 優先處理已收集之資料，將之數位化並進行修復工作。 

2. 品質完好之音檔，優先進行內容整理，並盡快請教耆老，

補充檔案資訊，典藏於系統。 

 

（七） 維運備份 

1. 需將資料庫原始碼製成光碟，以利還原。 

2. 備份除了伺服器外，也應定期備份於中心硬碟。 

3. 災變修復技術應回歸由中心技術人員負責，以避免外包團

隊無法繼續協助無人可修復之情形。 

 

（八） 資料庫內容架構 

目前規劃修正的資料庫的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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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族語資料庫建置規劃架構 

 

以資料庫近期的規劃來說，預計在 2019 年完成資料庫中期建置，

主要功能是完善資料庫典藏及檢索功能，而典藏資料主要以未有版權

問題，並以口語資料及瀕危語言為優先。資料的形式也會有口語及書

面資料，進行數位化的方式在書面資料的部分，會先掃瞄為 PDF 檔及

嘗試使用 OCR 光學字元識別，但仍有可能有缺字情形，尚需人工校

對，而口語資料則依人力及資源分批進行轉譯工作，將之文字化及數

位化，並請族人協助來視，完成前置工作則進行資料庫建檔，以利資

料之典藏及應用。 

 

（九） 智慧財產權與授權 

我們參考 AILLA1網站，使用者於申請創建2帳號時就應同意

網站使用的條款，內容主要是不能將資源用於商業目的、尊重網

                                                

1 AILLA（The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檔

案館，網址：https://ailla.utexas.org/ 
2 AILLA 註冊頁面及條款 https://ailla.utexas.org/user/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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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知識權和版權，而未經合法授權不得修改資料庫中的任何資

源、也不得以資料庫中的資料去創作其他作品，善意的使用系統

及尊重分級權限的限制，若下載的元數據資源中創作者和參與者

的名字需匿名，不管口頭或是書面形式都要尊重他們的匿名，最

後是會根據引用指南3引用在本站使用的資源。另外也提到，本站

有很多未經轉錄、未經翻譯及未經分析的錄音，很歡迎用戶協助

將口語資料翻譯及分析，提供貢獻，條款原文如下圖。 

 

圖 7：AILLA 網站使用條款和條件，需同意才能註冊 

 

目前網站尚未大規模開放民眾自行上傳，而是透過本站工作

人員優先處理所收集之語料，而針對要建置的資料，我們基於研

究倫理及智慧財產權，皆會簽訂調查知情同意及相關授權書。 

 

二、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 

按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第 2 期六年計畫的規劃，語發中心預期任務是到

2019 年，而未來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原語發基金

會）成立後，相關計畫應由該會繼續執行。因此我們先 2019 中期的族語資

料庫建置內容，如下圖： 

                                                

3 AILLA 引用指南說明 https://islandora-ailla.lib.utexas.edu/site/right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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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數位族語資料庫階段性建置任務及目標 

 

如上圖所呈現，2019 年主要是繼續資料庫系統功能的修正，並繼續增

加族語語料，待原語發基金會成立後，將系統移轉。而 2020 年後，則應整

合相關資源，擴大資料庫的規模及發展應用功能。 

 

 

2019年

• 任務：

• 系統功能修正

• 繼續建置族語語料

• 移轉系統至原語發基金會

2020年後

• 任務：

• 擴大資料庫規模

• 整合資源，與其他業務結
合

• 發展應用功能（如教學、
語料庫）

• 整合資源，擴大系統功能

• 發展應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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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提供語言資料的保存，就是「建置數位族語資料庫」最核心的目的。

本計畫賡續 2017 年的規劃，今年已建置第一期的數位族語資料庫網站及系

統，並將數位化的口語語料、文本及族語新聞、研究書目等逐一進行測試

及建置於系統中。  

 由於族語文字化仍可能面臨到書寫系統尚未修訂完成，以及書寫規範

尚未有共識的問題，故在族語新聞或口語語料轉寫時，我們的原則有二，

首先書寫符號使用 2005 年頒布版本，其次至少同一人使用的書寫規則前後

一致，以利後續修訂版本公告時，較容易以批次修改的方式修改。 

今年資料庫中，完成編校的資料預計有族語新聞 5 則、典藏資料 12 篇

（含長篇語料經掃瞄光學辨視檔 10 筆、故事敘事 2 篇），研究書目的部分

另於本中心研究書目報告中呈現。 

為了資料庫建置修正及維護工作更快銜接，我們試針對 2019 年工作提

出規劃： 

一、2019 年工作規劃 

（一） 執行內容 

1. 依語發中心 2018 年「數位族語資料庫第一期建置內容及規劃

修正報告」為基礎，修正數位族語資料庫系統部分功能。 

2. 將獲得授權之資料繼續數位化，並進一步訪談及整理，將完

成資料建置於系統。 

3. 辦理資料庫研商會議。 

4. 提交「108 年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報告」1 種，內容應含： 

（1） 建置內容說明。 

（2） 階段性任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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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流程 

2019 年工作流程安排如下圖： 

 
圖 9：2019 年語發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維護與資料建置」

工作規劃流程 

 

1. 參考 107 年規劃修正報告 

（1） 依修正報告內容提出系統修改細節需求書。 

（2） 辦理研商諮詢及工作會議。 

 

2. 委外進行系統修正及維護工作 

（1） 系統修正需求書。 

（2） 委外進行資料庫介面及系統修正工作。 

 

3. 資料數位化及進行轉譯工作 

（1） 資料進行數位化及修復。 

（2） 請專業人才協助族語新聞進行轉譯及編輯工作。 

 

4. 完成資料庫維護及資料建置 

（1） 確保計畫期間資料庫之運作。 

（2） 本年度建置 12 則族語新聞及 5 卷語料。 

（3） 提出本年度建置內容報告。 

 

參考107
年規劃
修正報
告

系統委
外修正
及維護

資料數
位化/轉
譯工作

建置資
料

完成資
料庫維
護及資
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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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時程規劃 

2019 年工作時程規劃預計如下： 

 

工作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基礎資料整理             

2 研商諮詢會議             

3 執行細節調整             

4 資料庫維護             

5 資料庫修正             

6 資料數位化作業             

7 族語新聞轉譯             

8 

太魯閣語料 2 卷及 6

則族語新聞建置完

成 

         

   

9 

太魯閣語料 3 卷及 6

則族語新聞建置完

成 

         

   

10 
提交「108 年數位族

語資料庫建置報告」 
         

   

 

 

二、其他建議 

（一） 未來可優先大量轉譯族語新聞，建置大型口語語料庫。 

族語新聞至今已累積大量的資料，但需要大型計畫才能支持

將大批新聞口語語料轉為書面語料。 

 

（二） 培育相關口語轉譯文字人員。 

未來需大量的技術人員，能將口語語料轉譯成文字，需能夠

辨認語音及暸解該族的書寫規範，需具一致性。 

 

（三） 跨領域與教學及語言發展應用結合。 

未來資料庫應擴大應用功能，如結合語言學習，並聘請專家

協助建置原住民族語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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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數位族語資料庫首頁介面翻譯清單 

為加強原住民族語言的使用，並提升族語能見度，本年度在建置資料庫時，亦提及首頁族語介面需求，目前仍在持續完成中，已翻譯

完成之清單，相關資訊未於網路版本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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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諮詢訪談及重要會議相關 

諮詢、訪談及重要會議清單，相關資訊未於網路版本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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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計畫相關會議簽到統計及會議記錄 

2018 年辦理之數位族語資料庫建置、轉譯工作、修正研商會議，相關

資訊未於網路版本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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