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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瑯滿目的教科書



各式各樣的學習單、教學活動、教
案、素材、教材…



備課及教材製作的需要…

http://clipart.peirceinternet.com/educ.html



找資料，Google一下！

超載的資料量

需一筆一筆
消化的資料



上網找教材常遇到的狀況：

�透過一般搜尋引擎(如Google、Yahoo)尋找教材
，搜尋結果未必適用於教學現場，資料品質亦參
差不齊。

�雖有各種資源平台，但對教師而言，要分別到不
同的網站檢索、瀏覽資源，費時費力。

�且因網路資源大多未明確標示著作權狀態，造成
教師在使用上及分享上的疑慮。

�網站太多要記憶多組帳號密碼。

http://www.freeclipartnow.com/electronics-technology/computers/scared-of-computer.j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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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更好的
選擇！

http://www.freeclipartnow.com/society/politics/unclesam.jpg.html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1. 整合國內數位教學資源
2. 採用創用CC授權營造開放內容

的使用環境
3. 規畫數位內容品質管理機制



使用情境



教高一數學的陳老師，為了讓學生
對「排列、組合」主題有更清楚的
概念，於是到isp尋找教材



在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關鍵字教材



找到一筆「圓周上六點作三角形」動畫形式的
教材，可讓學生動手操作，加強概念的理解

`



從資源推薦裡再找尋更多可用教材



預計新增功能及改善介面





帳號登入帳號登入帳號登入帳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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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類資源分類資源分類資源分類：：：：

精選主題
縣市特輯
國中小
高中職



資源詳全文資源詳全文資源詳全文資源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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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熱門熱門熱門標籤標籤標籤標籤：：：：

突顯教師社
群較關注的
資源議題。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收藏收藏收藏收藏
達人達人達人達人：：：：

表揚熱心分享
及經營個人書
籤有成之優秀
會員，提高參
與感及榮譽感。



教師部落格教師部落格教師部落格教師部落格
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由會員推薦具
有教育價值或
擁有高人氣之
教師個人網站、
部落格連結。



建議事項



1.請縣網及校網將教學資源入口網加請縣網及校網將教學資源入口網加請縣網及校網將教學資源入口網加請縣網及校網將教學資源入口網加
入連結入連結入連結入連結

2.請縣網及校網更新學習加油站的連請縣網及校網更新學習加油站的連請縣網及校網更新學習加油站的連請縣網及校網更新學習加油站的連
結網址結網址結網址結網址

− 原content1.edu.tw 更新為 content.edu.tw

http:isp.moe.edu.tw
合併為ETOE

EDSHARE



3.上傳檔案時請同時提供資源縮圖上傳檔案時請同時提供資源縮圖上傳檔案時請同時提供資源縮圖上傳檔案時請同時提供資源縮圖

若沒有上傳縮圖，系統則依檔案格式
給予縮圖，如html、ppt、word等



4.後設資料請盡量填寫適用版本後設資料請盡量填寫適用版本後設資料請盡量填寫適用版本後設資料請盡量填寫適用版本



Isp個資保護經驗分享



�isp目前的會員資目前的會員資目前的會員資目前的會員資料料料料保護措施保護措施保護措施保護措施

–註冊會員的同意書
–網站的隱私權政策

�重點放在如何重點放在如何重點放在如何重點放在如何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第一層是資安防護
• 配合電算中心做弱點修復

–第二層是使用者要求撤銷或修正資料時，系統要
提供修正或刪除資料的管道

• 可讓使用者從會員中心修改資料。

�未來做未來做未來做未來做SSO時時時時，，，，isp也會對個資做加密動作也會對個資做加密動作也會對個資做加密動作也會對個資做加密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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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領航資訊服務教育領航資訊服務教育領航資訊服務教育領航資訊服務隊召募活動隊召募活動隊召募活動隊召募活動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多年來，教育部用心經營的數位資源蘊含豐富，例
如教學資源入口網、學習加油站等數位資源網站。

�擁有豐富資源，也需要有後續良好的維護，才能達
到永續經營的良好成效。

�民國九十九年成立第一屆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
招募志願投入教育數位資源網站的新血，共同為教
育界打造豐富數位資源。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鼓勵各級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實習教師實習教師實習教師實習教師、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師師師師
範範範範））））院校畢業生或在學學生院校畢業生或在學學生院校畢業生或在學學生院校畢業生或在學學生、及關心教育的關心教育的關心教育的關心教育的
各界人士各界人士各界人士各界人士，共同建構維護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源入口網源入口網源入口網，以提供各級學校教師更正確與充
實的學習資源，豐富教師專業發展能力，及
提昇教學品質。



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領航資訊服務隊首頁領航資訊服務隊首頁領航資訊服務隊首頁領航資訊服務隊首頁

http://isp.moe.edu.tw/volunteer

�教育訓練研習場次教育訓練研習場次教育訓練研習場次教育訓練研習場次：：：：

8/26-宜蘭場宜蘭場宜蘭場宜蘭場
9/17-台中場台中場台中場台中場

台北場台北場台北場台北場
�報名訊息詳見報名訊息詳見報名訊息詳見報名訊息詳見
http://content.edu.tw/volunteer/register/study.php

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培訓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培訓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培訓教育部領航資訊服務隊培訓



服務隊培訓課程服務隊培訓課程服務隊培訓課程服務隊培訓課程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教學資源介紹教學資源介紹教學資源介紹教學資源介紹

�網路法規基本常識網路法規基本常識網路法規基本常識網路法規基本常識─及創用及創用及創用及創用CC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教育社群教育社群教育社群教育社群─教育教育教育教育Wiki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隊審查辦法隊審查辦法隊審查辦法隊審查辦法

1. 參與並全程完成教育訓練課程之領航員得頒與研習研習研習研習
證明乙張證明乙張證明乙張證明乙張，若為教師身份另提供研習時數研習時數研習時數研習時數證明。

2. 服務內容可區分為教育教育教育教育wiki、、、、資源分享資源分享資源分享資源分享與資源維資源維資源維資源維
護護護護三個部分，根據評分表審核領航員所回傳之服務
成果，審查總分達60分（含）以上者，依排序取
前50%頒與服務證書服務證書服務證書服務證書，審查總分達80分（含）以
上者，依排序取前15名另頒優秀領航員證書乙張優秀領航員證書乙張優秀領航員證書乙張優秀領航員證書乙張及
精美贈品精美贈品精美贈品精美贈品。

3. 優秀領航員名額得視各參與培訓熱烈程度及領航員
積極參與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之服務程度，以「從
缺」、「刪除名額」或「增加名額」方式彈性調整
各組別之獎項名額。



評分表評分表評分表評分表
評審項目評審項目評審項目評審項目 分項項目分項項目分項項目分項項目

一一一一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wiki
1. 新增建立條目新增建立條目新增建立條目新增建立條目
2. 編輯修改條目編輯修改條目編輯修改條目編輯修改條目

豐富性豐富性豐富性豐富性 30﹪﹪﹪﹪

正確性正確性正確性正確性 30﹪﹪﹪﹪

資訊深度資訊深度資訊深度資訊深度 20﹪﹪﹪﹪

排版與圖片及參考資料排版與圖片及參考資料排版與圖片及參考資料排版與圖片及參考資料 20﹪﹪﹪﹪

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 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 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 資源分享資源分享資源分享資源分享
1. 分享資源上架數量分享資源上架數量分享資源上架數量分享資源上架數量

總分享資源數總分享資源數總分享資源數總分享資源數 40﹪﹪﹪﹪

分享內容之正確性分享內容之正確性分享內容之正確性分享內容之正確性 30﹪﹪﹪﹪

分享內容之資訊深度分享內容之資訊深度分享內容之資訊深度分享內容之資訊深度 30﹪﹪﹪﹪

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 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 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 教學資源維護教學資源維護教學資源維護教學資源維護
1. 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
2. 協助檢視資源數協助檢視資源數協助檢視資源數協助檢視資源數
3. 回報有誤或爭議資源並更正數回報有誤或爭議資源並更正數回報有誤或爭議資源並更正數回報有誤或爭議資源並更正數

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量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量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量檢視教學元件後設資料數量 60﹪﹪﹪﹪

檢視教學元件建議更正檢視教學元件建議更正檢視教學元件建議更正檢視教學元件建議更正 40﹪﹪﹪﹪

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 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審查評分小計 分分分分

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評審結果 審查評分總計審查評分總計審查評分總計審查評分總計
分分分分



夢想飛翔館夢想飛翔館夢想飛翔館夢想飛翔館

�成立一個公開的部落格成立一個公開的部落格成立一個公開的部落格成立一個公開的部落格
http://content.edu.tw/blog/volunteer

�分享服務隊活動的繽紛影音檔案分享服務隊活動的繽紛影音檔案分享服務隊活動的繽紛影音檔案分享服務隊活動的繽紛影音檔案，，，，傳唱承先啟後優傳唱承先啟後優傳唱承先啟後優傳唱承先啟後優
秀隊員精采的服務故事秀隊員精采的服務故事秀隊員精采的服務故事秀隊員精采的服務故事



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

�設置一個公開的討論區設置一個公開的討論區設置一個公開的討論區設置一個公開的討論區
http://content.moe.edu.tw/discuz/forumdisplay.php?fid=46

�隊員可在討論區中發表個人的心得分享隊員可在討論區中發表個人的心得分享隊員可在討論區中發表個人的心得分享隊員可在討論區中發表個人的心得分享，，，，以及互相以及互相以及互相以及互相
幫忙解決問題幫忙解決問題幫忙解決問題幫忙解決問題

�並設置有服務隊員意見箱並設置有服務隊員意見箱並設置有服務隊員意見箱並設置有服務隊員意見箱，，，，提供隊員和工作團隊保提供隊員和工作團隊保提供隊員和工作團隊保提供隊員和工作團隊保
持密切的聯繫管道持密切的聯繫管道持密切的聯繫管道持密切的聯繫管道



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領航資訊服務隊員基地



創用CC授權機制導入教學資源開
發及分享的優勢

主講者：楊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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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概要 教育合理使用之介
紹

什麼是著作權
--創作者對著作的專有排他權利

著作財
產權

著作人
格權

著作權

�是以保護著作人的人格利益及尊
嚴為目的，所以縱使將著作財產權
讓與或授權出去，著作人仍受著作
人格權保護。（不得讓與或授權）
但只要經過同意就不會構成侵害。
�包含：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
以及同一性保持權

�關於著作的經濟利益的權能
�包含重製權、散布權、出租
權、改作權、編輯權、公開口
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
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
以及公開展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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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概要 教育合理使用之介
紹

著作權存續期間

我
國

外
國

1.著作人格權:永遠保障
2.著作財產權：原則上為著作人生存期間+死後５０年，例外當著作人為法人時，
存續為著作公開發表後之50年

不同國家著作權的保護時間不同，利用外國著作需以該國法的規定為主
例如美國著作「原則上」在1923年後出版的，都仍受著作權保護。

1923

1954年，楊喚死亡

50年存續期間

2004年，楊喚作品進
入公領域，成為公共財，
不受著作權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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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概要 教育合理使用之介
紹

考試試題是否受著作權保障？

1.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
試題，不受著作權保護。例如，高普考
或基測的試題。
2.多數學者認為受著作權保護智慧財產
權局及教育部的函示認為仍屬「依法令
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故不受著作權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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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概要 教育合理使用之介
紹

概述合理使用
--著作權保護的目的，是為了鼓勵創作，其實也是基於促進公共利益的考量，所以
只要是合理的使用著作物，即使沒有得到著作權人的同意，仍然是法律保障的自由，
不會侵害著作權。

行為之目的與
性質

被利用著作物
之性質

利用的比例與
質量

對該著作市場
潛在利益之影

響

�是否是營利
使用，或者利
用行為本身構
成創作

�例如是否為
單純傳達事實
的著作，例如
新聞文章（包
含事實和評論
交錯者）。

�如果利用比
例極大，或者
雖只用少部分，
但是卻為該著
作之菁華，就
不易成立合理
使用

�例如對於已
經絕版的著作，
因為使用也不
會影響到市場
利益，所以較
易成立合理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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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mmons: 一套簡便、彈性的開放性著作權授權契約。

●2002年由美國的非營利組織Creative Commons提出。

�台灣版CC由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引進。

●開放公眾討論，版本持續更新，目前最新是3.0版

什麼是創用CC ?

http://creativecommon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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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CC 興起的背景－－
以契約方式緩和現行著作權法的僵化

1. 現行著作權法賦與著作權人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
映、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改作權 、出租權 、
重製權 、散布權 與編輯權等11種著作財產權，因此幾乎所
有利用行為皆受到規範。

2. 現行著作權法的架構是利用行為除合乎合理使用以外，應
該獲得著作權人得事先同意，但合理使用考量是由法院依
據個案綜合判斷，具有不確定性，而且取得授權往往耗時
費力、成本昂貴，讓利用人背負侵權風險， 也讓著作難以
廣泛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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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CC授權的特色

對不特定人授權
一套對不特定人授權的開放性授權契
約。減少觸法風險：任何人只要遵循
著作人所設的條件，即可自由利用。

簡化授權過程：均無須一一取得著作人的授權，
除非是要做超過授權條件的使用。

例如：想要將設定「非商業性」使用的作品商
品化，可另外跟著作權人洽談授權金等事宜。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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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CC授權的特色

保留部份權利
(Some Rights Reserved)
而非「保留所有權利」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人設定授權條件，保留自己真正需要的部份
權利，其餘釋出給公眾使用。著作人並未喪失著
作權。

若利用人違反授權條款，視同契約不存在，仍然
以侵害著作權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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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CC授權的目的

搭起著作人與利用人的橋梁
著作人可以事先表達自己的意願，利用人的使用若符合著作人的條件，
不必在另外取得授權，節省時間、精力、或避免不被認定為合理使用
的法律風險。

所以假設甲國中的歷史老師A看到乙國中B老師用創用CC授權釋出的
教材，覺得相當適合用於課堂教學， A老師只要標示教材出自B老師，
就可以直接在課堂上利用這份教材，無須再連絡B老師、徵詢其同意
或授權，因為B老師採用創用CC就是表示事先授權。

圖片採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by Lumaxrrt http://www.flickr.com/photos/lumaxart/228027450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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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核心授權要素

7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

禁止改作

相同方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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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核心授權條款

姓名標示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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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表現型態（1） ◎授權標章
本頁面是針對一般使用者將授權條款做
簡明摘要，並搭配相關要素的圖示。

即使原本不理解創用CC都可以進入此頁
面瞭解創用CC授權條款之意義。

點選標章後，即可進入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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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創用如何取得創用
CC授權標章

可至教育部創用CC資訊網下載檔案
http://isp.moe.edu.tw/ccedu/tagcc.php

創用CC標章不是認證，
也無須經過任何組織
認證，而是採用開放
性著作權授權契約的
表現，有權利者始能
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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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表現型態（2）

◎法律文字
創用CC是開放性授權契約，故有
針對「法律專業人員」設計的正式
授權契約，呈現完整的授權條款，
作為爭議解決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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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表現型態（3） ◎數位標籤
數位標籤將授權條款以機器可判讀的
形式呈現，將圖中的語法貼到網頁欄
位上，搜尋引擎就能知道您的網頁以
創用CC授權，方便其他利用人找到您
的作品。

請到臺灣創用CC網站，選擇「根據授
權方式選擇授權條款」，則選核心授
權，即可進入授權精靈的操作頁面

http://creativecommons.tw/choose-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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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家願意採用創用CC？



網頁上的創用CC授權
標章雖未註明條款版次
及管轄地，但可點選超
連結看授權資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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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creativecommons.org/

利用創用CC整合搜尋引擎
搜尋網路上免費合法的素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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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尋列旁可勾選對著作的利用方式，例如 是否有要作商業使用，或
者要加以改作(ex.修圖或剪裁)。

2. 創用CC整合搜尋引擎可一次搜尋操作列下各大網站符合搜尋字串的
資源。若老師僅要引用照片作為輔助說明，沒有要後製或涉及商業
利用，建議不要勾選右側任何限制條件，以便找到最多資源。

http://isp.moe.edu.tw/ccedu/search_cc.php



搜尋曼波魚的圖片，利用線上

英漢字典轉換成英文搜尋，可

以找到更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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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資訊]
頁面的右下角可以找到照片的授權資
訊，這張照片採用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
改作」授權。

[腦力激盪]
什麼樣的利用行為構成改作?

http://www.flickr.com/photos/goldentime/3301980935/ 黃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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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共享資源網中以創用CC授權的
南非海狗照片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rctoce
phalus_pusillus_2.jpg
Hans Hillewaert 

2010/12/22



歐洲最大的創用CC授權音樂庫，有來自世界各國音樂的音
樂專輯。目前收錄了近三萬張專輯 ，遍及各種音樂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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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上方選項操作列的「Music」，可以下拉選擇以
「Creative Commons」(六大授權類型) 進行搜尋

1. 畫面為以授權方式顯示的專

輯縮圖

2. 點選左箭即可試聽，毋須註

冊即可下載專輯

3. 「Attribution」是條件最為

寬鬆的授權類型，有製作

MV或戲劇配樂需求時，建

議選擇此類授權的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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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使用創用CC音樂影片中使用創用CC音樂
的標示示範

配樂專輯名稱：Extractes 作者：Brung Xe 本
專輯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3.0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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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流程圖示的詳細說明可
參見「創用CC授權實務參考
手冊：教育行政機關篇」，
頁8以下

教材資源網收納的教材資源是否及如何採用創用CC ？

例如平和國小第二次國語科
段考/週考/模擬考考題不受
著作權法保護。但翰林全真
基測模擬試題受到著作權法
保護，可採創用CC授權釋出

例如權利屬於個別老師時，
資源網管理者除非取得老師
同意否則不能代為宣告創用
CC授權

65

教材資源網收納的教材資源是否及如何採用創用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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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版權聲明頁統一註明「採用
CC授權」，並提供使用者引用時
如何標示作者姓名的內容，相當
完整。

不過，建議既然採用創用CC，授
權範圍最好回歸授權要素本身的
判斷，商業團體仍有可能從事非
商業性的重置或其他利用。可以
改成「利用行為若超出本網站創
用CC授權範圍，應經本計畫主持
人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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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下方統一註明「除
另用註明外，採用創用
CC授權」，並設定超連
結，可瀏覽詳細使用資
訊，相當完整。

最好可以在教材本身內
頁註明授權資訊，避免
交流分享過程未註明出
處或載點，使用者無從
得知該教材採用創用CC

授權。



如果您是著作人，如何決定採用何種條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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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示位置：通常是網站首頁下方或簡報檔版權頁，或文件、影
片檔的開頭或結尾。無固定限制，但以清楚、顯而易見為原則。

2. 將標章及文字設定授權標章說明的超連結，讓利用人可以盡一
步瞭解授權資訊的意義。

本著採取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台灣 3.0版授權釋出。

如果您是著作人，要用創用CC授權自己的作品….

創用CC + 授權要素 + 版次 + 管轄地

小提醒：

授權標章連結網頁請參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license

小提醒：
圖片標示上最好設定超連結，可連結至授權說明頁，讓利用者可以取得版本.
管轄地跟基本說明等資訊。
授權標章連結網頁請參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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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以文字及標章方式，
在教學講義簡報檔首頁
宣告創用CC授權

在教材簡報末頁製作著作權
聲明頁，列出引用他人素材
或個別圖片的著作權利狀態。

小提醒：

如果引用的創用CC素材，
含有相同方式分享要素，
但使用上並未進行修圖、
節取或後製，無須採用同
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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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資訊融入教學網站收納的教材，將創用CC標章直接嵌在Flash格式的教材
檔案畫面上，並設定授權資訊網頁超連結，可以讓使用者連結到台灣創用CC
授權標章說明，自行參照授權使用的範圍。



國內採用創用CC的教材資源網站

全國通識網是整合國內、外通識教
育資源的資訊服務平台，其資料庫
中，所有課程教材講義除另有註明
者外，採取創用CC「姓名標示－非
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台灣2.5版
授權釋出。

72

高中資訊融入教學網彙集符合高
中教學現場需求的教材，鼓勵各
校提供及分享所屬教師教學資源
與心得，提供全國教師資訊融入
各學科教學更豐富的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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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與諮詢與
推廣服務

如您有任何與創用CC或教育領域相關的著作權問題，您可如您有任何與創用CC或教育領域相關的著作權問題，您可
以與我們聯繫，在人力允許的情況，我們也提供講座的服
務。

諮詢信箱：ccedu.copyright@gmail.com

諮詢電話：02-2365-0771



報告到此結束～

歡迎您不吝給予意見與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