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威電腦教室裡的秘密
   教育部 校園自由軟體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中心

http://ossacc.moe.edu.tw
 執行秘書 孫賜萍 eric629@gmail.com

當 Windows XP 正式走入歷史，似乎也正宣告著資訊時代也即將開啟另一個新頁，如果

大家認同科技日新月異，那麼新和異也正意味著改變是必然的趨勢，回首 Windows XP 
陪伴著我們的這 10 幾年，我們的資訊應用與資訊教育有什麼新和異的改變？而我們又即將
進入一個什麼樣的資訊應用時代，以什麼樣的資訊教育培養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近年來因為 3D 印刷技術的進步，掀起了一場人人都能為自己量身訂做產品的自造者運
動，這讓原本只有在一定規模的企業或工廠才能做到的事，變成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實現，自
造者運動是一場桌上型製造革命，而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的資訊教育又將會有什麼樣的衝
擊與變化？

談到資訊教育，免不了的一定會聯想到電腦教室裡的教學，你對電腦教室的電腦印象是什

麼？你能想像電腦打開來不是進入 Ｗ indows 系統嗎？去年新北市在中小學的教室電腦採

購案，決定全面採用以自由軟體為基礎的電腦作業系統，在這個名為 NTPC 的電腦作業系
統計劃中，我們看到了，打造這一個系統的一群人，不是國際知名軟體公司的工程師，而是
新北市的老師和學生家長，你知道嗎？原來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可以由老師和學生家長自行
打造學校電腦環境的時代。

而造就這個時代的主因，正是因為開放所帶來的力量，不可否認的受保護的智慧財產權我們
要予以尊重，但可別忽略，還有其他開放的授權模式，讓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共創共享
的基礎下，創造和享用全世界開放授權的資訊智慧結晶，當我們看到我們所使用的電腦，不
論是裡面的作業系統、應用軟體甚至是硬體零組件，都已經有更開放的技術可以讓我們自行
打造，但我們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嗎？如果我們這一個世代做不到，那麼下一個世代呢？可
以肯定的是，如果現在的孩子還只是上跟爸爸媽媽那個年代一樣的電腦課程，那麼我們將很
難培養自造者時代所需要的技能。

然而對任何一個自造者而言，有一個很重要的學習來源就是社群，特別是在網路應用和社群
媒體如此發達的年代，知識的取得與經驗的交流更是因為社群的發展而有無限的可能，我們
看到有越來越多元的應用社群在形成，而這也加速了各領域的自造者不斷的在成長與精進。
特別是在台灣我們關心教育，那其他國家呢？相信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在關心教育，只是不
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資源投資在教育上，並且形成了不同的社群與組織，打造了各種教育計
畫，但這些計畫我們知道的有多少？實際參與的又有多少？很明顯的，如果我們不去積極的
了解別的國家做了哪些努力，而哪些成果又是我們可以借鏡和參與的？這不就是我們的損失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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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由軟體的一些思辨與想法  ...

• 關於科技日新月異
◦ 10 年前電腦課與現在電腦課的差異？
◦ 10 年後電腦課與現在電腦課的差異？

• 關於選擇
◦ 我們知道我們有其他選擇嗎？
◦ 我們有能力選擇其他選擇嗎？

• 關於選擇
◦ Windows 還是唯一的選擇嗎？
◦ Windows 還是不變的選擇嗎？

• 關於資訊教育
◦ 我們要培養小朋友什麼樣的能力？
◦ 現在的資訊教育可以滿足的了嗎？

• 關於資訊教育
◦ 我們要培養小朋友學會軟體套用的能力？
◦ 還是我們要培養小朋友活用軟體的能力？

• 關於資訊教育
◦ 資訊教育還只是電腦老師的事嗎？
◦ 難道學科領域就沒有自由軟體可以著力的地方嗎？

• 關於與國際接軌
◦ 現在，我們接軌的是國際大廠還是國際計畫？
◦ 未來，我們如果還是只有跟國際大廠接軌，這樣夠嗎？

•  如果 ...
◦ 如果台灣的小學只談自由軟體，我們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  如果台灣的小學不談 Windows，我們的損失會是什麼？

•  如果 ...
◦ 如果台灣的小學只談自由軟體，台灣學生未來資訊應用的能力會更差嗎？
◦  如果台灣的小學不談 Windows，台灣學生未來資訊應用的能力會更差嗎？

•  如果 ...
◦ 如果這是最後一場自由軟體演講，這會不會是一個好消息？

•  如果 ...
◦ 如果台灣不再推動自由軟體，這會不會是一個更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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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軟體有那麼重要嗎 ？

當您看了左邊的圖之後，然後思考一下子標題這一句話
『自由軟體有那麼重要嗎？』
呃！沒關係，你可以勇敢的回答，自由軟體一點都不重
要！這是事實，沒有必要因為這是自由軟體的推動會
議，就覺得自由軟體萬歲，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解釋為什
麼自由軟體一點都不重要，就比例原則來看，中小學一
週大約只有一節電腦課，與其他課程相比約為 1:30，再
加上電腦課要談的內容這麼多，自由軟體不過是佔 1/30
的一小部份，你說自由軟體重要嗎？

但若是換成左邊這一張圖，再請您回顧一下文章標題，
然後重新思考一下『自由軟體有那麼重要嗎？』

嗯！沒關係，這一次你真的可以很肯定的回答，自由軟
體好像變重要了，至少看起來當自由軟體可以跟電腦課
外的其他課程發生關係，它就變得更重要更有價值了，
是不是？
當自由軟體談的不只是原本電腦課會談的事而已，你預
見到它的價值了嗎？

◎記憶中電腦課所認識的資訊世界 ？

不知道您在學校的電腦教室學了些什麼？ 

先說說我的學習經驗好了，記得在一次的計
算機概論課堂中，老師畫了三個圈圈，我才
開始弄懂，原來我們所學的電腦軟體，就是
在這三個圈圈打轉，從此我的電腦課就是循
著 Windows ， 然 後 Word 、 Excel 、 
PowerPoint  ，接下來就是美工、網頁，一
個版本又一個版本的學，當學生的我很慶
幸，還好學校只教這些，所以電腦課也一直
是大家的營養學分，以上我必須說，我並沒
有一點對所有教過我的電腦老師有任何的不
敬之意，只是想表達我對電腦課的印象。

◎自由軟體的存在只為取代商業軟體 ？

而當我接觸了自由軟體，才發現有另外三
個相同性質的圈圈，一樣可以做到這三個圈
圈可以做到的事，只是掛著開放旗幟的自由
軟體，並沒有如預期得到所有人的擁抱，對
很多人而言，自由軟體挑戰了個人軟體的使
用習慣，甚至以為推動自由軟體就不能使用
商業軟體，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資訊教育
只是陷於，商業軟體或自由軟體的選擇之
爭，那犧牲的還是我們的資訊教育  !!   相信
大家都可以認同，商業軟體有其存在的事實
與價值，當然自由軟體也是一樣，當我們提
昇了看待資訊應用的視野，您會發現，商業
軟體和自由軟體都是資訊應用的解決方案之
一，只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很理智的去選擇解決方案，而非為了用而用某一種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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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開放的心胸和遼闊的視野，何來真正的自由？

當然，自由軟體若只是為了取代商業軟體
而存在，那麼我們資訊應用的視野和思維並
沒有進步多少，當Web2.0後，雲端運算已
悄悄的改變資訊應用的面貌，需要被取代
和改變的是我們資訊應用的視野和思維，
站在高一點的位置，您會發現資訊的視野因
此而無限延伸!!

相信站在高一點的位置，你也會看到原來
所謂的資訊世界，不是只有我們所熟悉的三
個圈圈所能涵蓋的，也不是只有為電腦課所
量身打造的辦公室應用和美工網頁應用就可
以呈現的。

◎我們的資訊教育是要和國際接軌，還是跟國際大廠接軌？ 

當我們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軟體匯整網站 sourceforge已經有超過數十萬個自由軟體
計劃在進行（http://sourceforge.net）

當我們使用 ezgo9或其他開放源碼的作業系統，只要連上網路，按一下系統內建的套
件管理程式，就可以享用無數的自由軟體，而這無數的自由軟體還包含了我們最關心的
學科應用軟體，如數學、化學、天文、地理等學科應用軟體，相信您就更能體會我們的
資訊教育，最終是要選擇和國際接軌，還是只有跟國際大廠接軌就好。

◎不論是 Windows or ezgo
別忘了，這並不是一個單選題，而是一個觀念題，相信選擇Windows or ezgo的答案不
只一個，是的，您可以只選Windows  或者是 ezgo，當然您也可以全選，重要的是，您是
否很清楚自己的選擇，而非無奈的做選擇，最後，提醒您，這個選擇將攸關我們國家資
訊教育的未來，您，想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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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軟體應用推廣光碟 ezgoezgo
http://ezgo.westart.tw

◎不只與國際大廠接軌，更要與國際接軌

當您開啟 ezgo您會看到一個多元的資訊世界，您可以在「應用程式」選單中看到各種
類別的自由軟體，內容包含辦公、美工、影音、網路、教育、遊戲...等，您還可以透過
「Muon軟體中心」或「Muon套件管理員」新增更多的自由軟體，每一個自由軟體都代
表是一個公共授權的國際計劃，相信您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原來全世界已經有這麼多的
自由軟體等著我們去享用，而關鍵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開始接觸公共授權的自由軟體，
並與全世界一起共享這些智慧結晶。

◎不只介紹給您自由軟體，更要與您分享自由教材

ezgo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不只介紹給您好用的自由軟體，並且收錄國際間很棒的自
由教材計劃，例如科羅拉多大學的 PhET自由開放的線上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和
數學模擬教學範例計畫，您可以在開啟 Firefox瀏覽器後在書籤工具列中看到自由教材的
選單，點進 PhET後您會看到非常多的動態教學範例，相信您可以感受到自由共享力量的
偉大，原本難以理解的數理科學理論，讓您一看就懂，更可貴的是經過這些作者的巧
思，完成了一個個精彩的範例後，還能無私的讓大家可以自由的使用，相信您看過之後
也會迫不及待的想要與好朋友分享。

◎不只是共享社群智慧結晶，更要邀您一起參與社群貢獻

ezgo雖然自由軟體資源匯整為主，讓大家可以更輕鬆的體驗自由軟體，但我們也希望
每一位自由軟體的使用者也可以是自由軟體的貢獻者，尤其自由軟體既然是一個共創共
享的世界，我們當然希望能因為您的參與讓這一個世界變的更好，因此除了 ezgo之外，
我們還有二個相關延伸計劃在支持 ezgo的發展，一個是以自由軟體教學資源匯整為主的
Wekey-wiki教學資源共筆網站，以及以自由軟體中文化為主的 Tryneeds-Chinese中文化
共筆平台，這二個延伸計劃和 ezgo一樣，都是建立在「應用程式」選單，辦公、美工、
影音、網路、教育、遊戲...等分類的架構下，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計劃，共享自由軟體社群
的智慧結晶，也希望能邀請您一起參與這些計劃並且成為社群的一份子，一起創造資訊
應用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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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go 製作理念 

ezgo  的設計理念聚焦在視窗環境下的自由軟體應用，相信不管是哪一套 Linux，都會
 有 X Window  視窗作業環境，而現在比較常見的桌面環境 GNOME和KDE等也都是以 X 

Window為基礎所建構而成的，然而不管是GNOME、KDE或其它桌面環境，相信一般的
 使用習慣，一定還是以系統下的應用軟體為主，在微軟 Windows下，您會透過「開始功

能表」的選單按鈕來啟動應用軟體，而在 Linux下也有類似「開始功能表」的選單按鈕，
 它的名稱叫作「應用程式」，您 可以透過「應用程式」選單按鈕，開始體驗自由軟體中

豐富多元的應用軟體，而 ezgo就是著眼於「應用程式」選單的整理，包含在軟體名稱的
前面加上分類標籤或註解!!

ezgo並不是在創造一個新的 Linux，而是一個將多元的自由軟體單純化的自由軟體應用
推廣光碟，因為 Linux已經夠多了，不需要再多一套 ezgo Linux來湊熱鬧，我們只希望可
以因為 ezgo  而讓大家更輕鬆的體驗自由軟體，享用全世界的智慧結晶。

　

◎ezgo線上參考資源 　

若您在 ezgo自由軟體應用推廣光碟的使用上，需要更多的參考資源，歡迎您到 ezgo
官方網站!!
網址是：http://ezgo.westart.tw

◎ezgo相關延伸計畫：
• ezgo 軍師團－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romgroups=#!forum/ezgo-tw

  （ 這是 ezgo  社群的討論群組，歡迎您一起來和我們討論交流 )

• ezgo 部落格－http://ezgo-tw.blogspot.tw/
 （ ezgo  部落格與你分享 ezgo  使用的各項技巧與心得 )

• Wekey-wiki自由軟體學習資源共筆－http://wekey.westart.tw
 （ 這麼多的自由軟體不知如何用起，讓我們就從Wekey  一起來累積學習資源吧 )

• Tryneeds-Chinese自由軟體中文化共筆－http://tryneeds.westart.tw
 （ 對於自由軟體中文化的參與您有興趣，歡迎您來 Tryneeds  和我們一起努力 )

-6-

http://wekey.westart.tw/
http://tryneeds.westart.tw/
http://wekey.westart.tw/
http://wekey.westart.tw/
http://ezgo.westart.tw/


ezgoezgo vs.自由教材
這是一個資訊無國界的時代，我們看到全世界一股共創共享的力量已然成形，教育不
再只是台上的老師對學生的文本教授學習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全世界的教學資源
來幫助學生學習，然而當我們看到這麼多公眾授權的教學資源，正敞開雙手歡迎大家一
起共享時，最後的關鍵就是我們的選擇，若有了自由軟體、有了自由教材可以讓老師的
教學更豐富，學生的學習更有趣，為什麼我們不熱情的擁抱這麼棒的一件事呢？

ezgo 不只是一個自由軟體計畫，ezgo 持續關注國際間與教育相關的公眾授權計畫，並
 將這些公眾授權教學資源透過 Tryneeds  計畫進行中文化處理，再進一步收錄整理到

ezgo之中，期許透過這些電腦動畫或是圖形教材的教學，可以讓學生們能更輕易的體會
艱深難懂的科學概念，並增加學習效率與樂趣。未來我們將持續收集更多的自由教材，
並搭配學科自由軟體的應用，提供更棒的教與學資訊應用資源，更期待您的支持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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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PhET
PhET 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物理系所發展的互動式教學主

 題。原始碼採 GPL  授權，而教學主題採創用 CC (姓名標
示)授權，皆不限制商業用途。教學主題包含數學，物理，
化學等領域，適合國高中課程，部份主題較難，適合大學
的課程。
官方網站：
　http://phet.colorado.edu
中文網站：
　http://ossacc.moe.edu.tw/uploads/datafile/ezgo7_win/PhET

PhET  是第一個收錄到 ezgo 的自由教材計畫，非常感謝開南大學江易原博士的促成，
 及瑞祥高中謝祿適博士、弘道國中潘建宏老師協助翻譯，才能因為 PhET，讓大家看到

ezgo  不只是自由軟體計畫，更包含服務教學應用的自由教材計畫，也讓 ezgo 的使用者
不只是電腦老師，還包含各學科領域應用的所有老師。

⊙特色範例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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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USGS 地震動畫教學

USGS是隸屬美國內政部的科學部門，提供社會對於地球
自然與生活資源的了解，減低自然環境災害以及加強水、

 生物、能源、礦物資源的資訊管理和問題解決方案，
ezgo 收錄了其中以地震為主題的動畫教學範例。

USGS  地震動畫教學官方網站：
　http://earthquake.usgs.gov/learn/animations/　

USGS 地震動畫教學中文網站：
　http://usgs.westart.tw/

USGS  地震動畫教學由惠文高中吳秉勳老師主持，這是第一個透過 Tryneeds 中文化平
台所完成的自由教材翻譯，非常感謝許仲佑老師及楊旻蒼老師的參與，讓本計畫在不到
一週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所有的翻譯與確認。

⊙特色範例擷圖：

　

　

　

　

-9-

http://usgs.westart.tw/
http://earthquake.usgs.gov/learn/animations/


◎關於化學構造資料庫

 法國人 Jerome Pansanel  創作了這個資料庫，採用 BSD 
 自由授權 (不限制商業用途)。作者依照官能基將有機分子

 分類， 不但方便老師教學，對學生學習也有很幫助。內
容深度適合國高中化學及大學有機化學及生物化學等課程。

 官方網站：
　http://chem-file.sourceforge.net/data/index_tw.html

 化學構造資料庫由開南大學江易原博士協調及翻譯，此計畫可以再搭配 ezgo 所收錄的
化學軟體 Avogadro  及 BKchem 讓化學課程的學習更完整而豐富。

⊙特色範例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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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物理動畫教學 Flash Animations for Physics 

Flash Animations for Physics 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物
 理系 David M. Harrison博士所製作。  採創用 CC  授權 (姓

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釋出。非常適合國中到大
學各階段物理教學與自修。
官方網站：
　http://faraday.physics.utoronto.ca/GeneralInterest/Harrison/Flash/
中文網站：
　

此計畫要特別感謝國立交通大學開放教育推動中心白啟光主任的支持，因為白主任的
支持，讓本計畫由原本只有弘道國中潘建宏老師在協助翻譯，後續加入了五位選修服務
學分的交大同學參與翻譯，並且在最後要感謝南港高中余瑞琮老師的審訂以及高慧君老
師的匯整才得以完成。

⊙特色範例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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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並不是非使用 ezgo 不可...
但選擇用與不用之前您可以參考一下選擇用與不用的差別。

Windows ezgo
1.論定位 作業系統

毫無疑問 Windows 依舊是個人電腦桌
面作業系統的領導者，定位上仍然是一
個提供個人電腦應用軟體作業的系統環
境。

學習系統
ezgo不只是一個 Linux作業系統，還是一
個以教育應用為主的學習系統，因此 ezgo
不僅收錄了好用的教育類應用軟體，還收
錄像 PhET這樣豐富的教學動畫模擬自由
教材。

2.論版權 私有版權
這代表您必須尊重微軟的版權聲明來使
用Windows。

公共版權
這代表您可以自由的使用、研究、改良和
散佈 ezgo。

3.論價值 商業價值－天價
不論是品牌價值，或是軟體的導入價
值，相信沒有人會否認，Windows的商
業價值－天價，若全台灣每一台電腦都
裝Windows7，計算一下你就能體會什
麼叫天價了!!

公共價值－無價
ezgo是奠基在自由軟體的基礎上，所代表
的意義是，這是由全人類共創共享的智慧
結晶，任何人皆可自由平等的享用，它背
後的自由軟體精神和公共價值－無價!!

4.論價格 不菲
windows7的公告價格：

 家用版約 6990元
 專業版約 9890元

免費
歡迎免費下載或索取
http://ezgo.westart.tw

5.論擴充 新增移除程式
新增移除程式可以新增微軟提供的應用
程式，但微軟沒有的軟體就自己想辦法
吧，這也就為什麼大部份我們都只是利
用新增移除程式來移除程式。

添加和刪除應用程式
添加和刪除應用程式可以新增無數的自由
軟體應用程式，您也可以透過 Synaptic套
件管理程式，擴充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

6.論教育 資訊教育的事
Windows的定位就是資訊應用的定位，
通常我們會將 Windows定位為電腦課
的事，也等於是資訊教育會談到的課。

整體教育的事
ezgo包含了各學科的應用，關注的是整體
教育的事，不只電腦課可以談到，連數
學、物理、化學、天文學科都有相對應的
應用軟體可以應用。

7.論未來 對台灣而言這是與國際大廠接軌
很顯然 Microsoft 代表的正是國際大
廠，選擇 Windows7 就是與國際大廠
Microsoft技術上的接軌。

對台灣而言這是與國際接軌
在共創共享的自由軟體世界，我們接軌的

 國際計畫有幾個？ 對於未來，在國際大廠
之外，我們是否應該還要有更宏觀的國際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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