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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弘法 e 生無量
楊季容 慈濟基金會總志業中心資訊處數位資料設計室組長
【摘要】從 1985 年慈濟世界廣播節目開播以來，慈濟算是已邁入數位化學習時代。「e 生無量慈濟
數位學習網」於 2008 年建置起來，提供全球慈濟人同步的學習資訊，也提供開放性課程，讓社區會
眾能有修習佛法的機會。同時，也建置慈濟人專有的 Vmeet 即時視訊，將上人每日講經說法同步傳
送到全球慈濟社區道場。
因科技的演進，與現代人忙碌的現狀，慈濟從 2009 年開始研發電子書，2010 年正式發表。從個
人電子書到全球線上讀書會，上人利用科技，廣開修習佛法的方便法門，讓大家無論是時間、空間
的阻隔或差異，因為科技，而沒有秒差！因應科技的發展，除數位學習網及電子書外，展望 2014 年，
期待能進入行動學習領域！

關鍵詞：數位學習網；科技弘法；佛法生活化；電子書；慈濟

各位法師、各位先進，大家下午好。我是慈

位學習了。如早期的慈濟世界廣播節目、錄音帶

濟基金會總志業中心資訊處楊季容，上人給我的

（如：「渡」系列），一直到大愛電視台，以及

法號是懿揚，今天很開心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現在的慈濟全球資訊網，我們一直在做科技弘法
的傳播。

科技弘法 無遠弗屆
在慈濟，「e 生無量慈濟數位學習網」算是幼

e 生無量

稚園而已，到目前為止，推展的時間大概只有五

「e 生無量慈濟數位學習網」大概是六年前我

年多。就像上午悟因法師所提到的，弘揚佛法是

回到志業體之後，才建立的一個學習網的概念。

每一位佛弟子的家務事。所以，在整個科技弘法

記得當時我剛回來的時候，法師曾問我說：「為

的領域，上人一直告訴我們，要用科技來弘法的

什麼我們需要數位學習網？」因為在慈濟裡講求

觀念。

的是人與人的互動，而科技就像上午很多專家所

從數位學習的概念來講，慈濟很早就進入數

提到的，是一個你可能自己在家裡面學習，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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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只有一百多位而已，而可以吸收到這樣好的課

了人的互動。
另外，賴麒宇總經理也有提到，學習真的是

程就只有目前在座的大家；同樣的，慈濟也面臨

要有自發性，尤其是數位學習。我以前在美國做

這樣的狀況。在慈濟全球的道場，只有臺灣實際

數位學習的時候，學校有很多學生，即使 content

有法師在弘法，當海外慈濟人回到僑居地之後，

做得再好，學生如果沒有自發性的學習，就不會

就沒有法師在那邊弘法。為了他們回到臺灣大概

想去學。早期做數位學習的時候，對於學生到底

只有五、六天的時間，我們會把課程放到網路上，

學了什麼，還有他的成效、所有的學習行為，根

讓他們能夠實際做學習。

本完全不知道。

另外，「e 生無量慈濟數位學習網」還有一個

「e 生無量慈濟數位學習網」發展到現在，算

選課系統。因為慈濟有不同的角色，如慈誠委員、

是一個全球慈濟人精進的平臺，但還沒有進入到

榮董等，不同的角色所需要的學習內容是不一樣

一個學校體系、教育體系的發展。

的；也有功能組的不同角色，有一些專業技能，

除了慈濟數位學習網的平臺外，還有 Vmeet。

比如說人文真善美的志工需要一些不同的技能。

所謂 Vmeet 是我們現在
所用的視訊同步的機
制 。 整 個 學 習 的
channel，從網路學習一
直到現在，我們也有靜
思電子書，後續期許能
走向行動學習。

e 生無量慈濟數位
學習網
「e 生無量慈濟數
位學習網」（見圖 1）
這個平臺所提供的內容
來源，是和實體有做一
些結合的。初步來講，
慈濟有很多實體的課
程，所以我們將實體課
程錄製之後，就放到平
臺上面。比如說今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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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e 生無量慈濟數位學習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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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會根據不同的角色，提供不同的課程

管理（VIS）、課程管理系統（CMS）、選課系統

內容。

（EMS）、影音串流平臺（PMS）的部分，則是
由我們資訊處自行建置。整個學習架構分為內容

學習網架構

管理、人員管理、課程管理三個部分。就像學校

圖 2 左邊的部分是這五、六年來的一些變化。

的教務系統一樣，有選課系統，可以根據你的身

從過去的 Powercam，就是只有老師的聲音、圖

分來選課。另外，為了因應未來的發展，也提供

片、講義，來因應大家接收訊息的改變。因為現

了一個影音串流平臺。所以，除了 Moodle 的部分

在的影像愈來愈普遍，需求性也愈來愈高，所以

是一個免費的 open source 的 CMS 學習管理平臺

我們就加了一個影音串流課程。

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我們資訊處為慈濟的需

在整個學習網的架構上，採用一個免費的管
理系統──Moodle 學習管理平臺；其他包括人員

要所做的開發。
雖然我們不是一個學校，但還是有一整個課

圖 2：慈濟數位學習網系統架構示意圖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8 期 103 年 6 月

37

專題論述

程需求提出的流程。（見圖 3）
其中分成管理的角色、課程製
作的角色，還有一些推廣的角
色。這部分不全然是資訊處的
同仁在做，很大的部分是結合
了社區志工。也有些是沒有社
區志工的，像我這個 team 就只
有四個人而已，大家所看到
的，都是我們在做，會比較辛
苦一點。目前大概有七百多堂
課，都是這四年所累積下來
的。所有課程的錄製，我們只
負責系統及課程管理的部分，
把這整個流程 run 下來。

課程型式

圖 3：課程需求流程

我們的課程內容大部分比
較偏向是講述式（講義為主），

行的設定。

就像現在把聲音錄下來，就是一門課程了。其次

另外，知識庫的部分，已經累積這兩、三年

是愈來愈多為了因應現在，課程改變為講座式（影

來的資料。每年在受證的時候，功能組人員都會

片／聲音為主），或是強調一些比較活潑的互動

有一些變化，我們就會利用這個平臺來進行互

式。另外，還有一個是知識庫的資源分享，比如

動；還有每年歲末祝福要受證的一些必要性的功

說我們在各社區有很多功能性的需求，就會利用

能組的 knowledge。這是一個培養人才的系統。在

學習網的平臺，當大家在功能性操作上有問題

過去，法師每年要去全省巡迴，就要講解歲末祝

時，我們會在上面提問。

福整個的流程，但是現在只要透過學習網的平

我簡單的介紹一下平臺操作的部分。首先，

臺，裡面有累積這兩、三年的資料，比如一個新

登入我們 Moodle 平臺的首頁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的組長可以在平臺裡，找到自己必須學習的一些

有必修或推薦課程。根據在慈濟所屬的身分，每

資訊。

個所屬的身分會有各自專屬的推薦課程或選修課
程，這都是依據前端 VIS 人員管理系統，還有課
程建置時，課程管理員對這堂課的學習角色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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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轉製，還有製作小組製作的課程。

數位學習網去學習；如果真的還是沒有辦法學
習，我們過去有所謂的光碟。像海外的菩薩如果

錄製志工

不能回來，透過 Vmeet，讓他可以在海外同步連

我們也要負責全省錄製志工的教育訓練。除

線；如果在連線的當時有時間上的限制，就轉製

了慈濟的志工外，還有結合人文真善美志工教育

成數位學習；如果還是無法學習，以前會燒錄光

訓練、志業體部門培訓講解、數位資料設計室媒

碟給他，但為了環保，現在已經不燒錄光碟了，

體小組，就像一般公司的培訓。

有另外一個資料庫可以提供直接下載。所以，這
些設計林林總總，都是要讓很忙碌的慈濟人在有

Vmeet 視訊系統
圖 4 是剛才和各位分享的 Vmeet 視訊系統。
我們會用同步連線，但只能在我們社區道場進
行。在社區道場進行同步連線後，會把課程轉成
數位學習，讓沒有辦法連線的菩薩，有機會透過

限的時間或手邊有限的平臺，可以去取得這些學
習資源。

專案小組
整個數位學習專案小組必須負責志工端的教

圖 4：Vmeet 即時視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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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數位技能培訓，還有課程設
計／製作、課程經營與推廣，以及客
戶服務。（見圖 5）這些全部都是在
花蓮的四人小組要做的。
數位學習網做到現在，也面臨了
一些瓶頸。所謂的瓶頸，就是我們做
的是希望給臺灣的菩薩，但發現一個
現象，就是在臺灣的菩薩取得資源很
容易，我們所有的法師都在臺灣，頂
多坐火車回花蓮就可以了。後來我們
還發現，數位學習網最多的學員是來
自海外，因為他們非常需要這些資
源，在連線上也就有非常大的需求。

圖 5：資訊處數位資料設計室職務示意圖

靜思電子書 空中現妙有
除此之外，上人一直在告訴我們
學習這件事情。今日研討會都在談數
位學習、運用科技的學習，不曉得各
位有沒有發現，任何科技的硬體或軟
體的發展，都是給年輕人使用，很少
是為了老菩薩而設計的。所以，大概
在三年前，慈濟開始有電子書（見圖
6）出現，當時上人要我們設計成連老

圖 6：靜思電子書

人家都可以使用的電子書，目的是用
來閱讀，不是一個平板電腦 3C 產品。

多法師要出坡，沒辦法在當時聽到上人開示。所

上人說它是一種「空中現妙有」的工具。在連線

以，我們就利用內部網路，把上人當天早上開示

之後，可以把上人的所有著作，還有一些像法師

的聲音檔放上去，法師他們就可以透過網路

們早上誦經的經典，都放在電子書裡面。

download 到電子書，背著電子書一邊出坡，一邊

除了很多老菩薩以外，法師他們每天學習、
拜經的時候，像每天早上上人有開示，可是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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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整個學習來講，很多老菩薩對 3C 產品有

總是很喜歡玩新的東西，對我們來講這是一個很

恐懼感。我們現在的電子書是黑白的，大家應該

大的挑戰。上人一直告訴我們要把電子書做好，

很少看到黑白的東西。我想當時上人會決定要使

是因為電子書純粹只能閱讀，而且電子紙不會傷

用黑白的電子書，真的是和現在大家手邊 3C 產品

害眼睛。我們也曾經跟上人報告過，上人說：「我

不一樣。我們也想過可以用現在的平板，但人是

們的電子書不會有臉書啊！」上人知道有臉書，

有惰性的，這我們都知道。我曾經問過很多師姑、

可是在學習過程中，不論是數位學習或者是電子

師伯，如果有平板電腦或手機，你有五分鐘的時

書的學習，最怕的就是這些雜訊中斷學習過程、

間，會先閱讀還是先 check email？大家都說是

閱讀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怎麼樣靜下心來

email。現代人很忙碌，時間很多都是因為這樣點

好好的修學佛法，或是上人的法，這些都是我們

點滴滴而流失掉，沒有辦法靜下心來學習、修學。

在做科技發展的時候，要去省思的。（見圖 7）

到目前為止，上人還是很堅持，因為我們資訊人

圖 7：靜思電子書專案小組執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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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渧先墮 以湮欲塵
不管是佛經或是上人的著作，大家帶在身上
會很重。所以，無論是數位學習或電子書，現在
的作法是每天找一篇三到五頁的文章上傳，大家
從電子書下載下來，每天只要花三分鐘、五分鐘，
一定會修學、學習到這些內容。我常常問慈濟人
說你可能已經忙到一天沒有一個小時可以讓你坐
下來數位學習，甚至看書，絕對沒有。但是你有
沒有十個五分鐘？所以，十個五分鐘的概念，不
管是用在電子書，還是數位學習，就像《無量義
經》所提到的「微渧先墮 以湮欲塵」，用小小的
來累積學習。以上這些都是為了因應這整個社會
的變化而設計的。

為導向，如 Ted、iTunes U，重點是剛才大家都有
提到的短小精幹。我們現在的課程與實體課程一
樣是五十分鐘到七十分鐘，真的是太長了；未來
從行動學習來考量，預計大概是十分鐘到二十分
鐘的短片，再搭配即時互動增加大家的學習。
在我剛回來的時候，法師問我：「如果有一
天上人問你：『慈濟為什麼需要數位學習？』你
要用一句話跟上人講。」那時我想了很久，第一
個是要傳承慈濟的法，但在我來跟大家分享之
前，我們的指導法師說：「慈濟數位學習網最重
要的是要讓佛法生活化。」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隨
時隨地都可以接收到佛陀的教法，讓他有機會可
以修行。不管用什麼方法，無論是電腦、手機或
是紙本，為的就是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做的內

行動學習（2014 規劃）
2013 年算是「e 生無量慈濟數位學習網」一
個很大的轉型，原因是整個環境的變化，整個科
技進步這麼快，還有人接收訊息行為的改變。我
做數位學習大概有十多年了，開始做的時候，覺
得數位學習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它涉及
到人的行為的改變，不只是將內容、平臺做好，
而是整個所有人類行為一個很大的改變。所以，
這個部分真的要去改變它，確實不是那麼容易；

容是比較多元化的，包括網路、手機、平板都有，
什麼都做。另外，在 2014 年度，從內容面、從傳
遞訊息的平臺面，我們需要做很大的轉型。
最後，用上人的靜思語和大家一起勉勵：「任
何事情都是從一顆決心、一粒種子開始。」我回
來大概六年多了，這六年多的時間，我們的成長
像龜速一樣，但我們一直堅信上人告訴我們科技
弘法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e 生無量慈濟數位
學習網」的課程也希望各位先進給我們一些建
議。謝謝，感恩。

再加上目前慈濟大團體的組織成員結構的改變，
也讓我們必須面臨內容的呈現、平臺的呈現。年

【編者按】本文為 2013 年 10 月 12 日「佛教與數

齡層慢慢下降，年輕人很多，這是好現象，但是

位學習發展研討會」第一場研討論文發表之錄音

如何做一個適合他們的 channel 以及內容的呈

謄稿，經編輯組整理，講者審閱後刊載。

現？未來我們會從量轉為質。過去因為有社區志
工的幫忙，每年的量非常的多，但質是出不來的。
現在當然也是為了因應整個大環境，會以影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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