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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開始之前 
● 這門課程將會介紹一些好用的自由軟體與免費軟體，另外也會帶給大家許多重要的觀念。希

望大家在這兩天的課程可以收穫滿滿。 
● 瀏覽器操作請使用 Google Chrome 或 Firefox，並使用無痕模式或隱私模式。 
● 所有需要圖片的地方，大家可以抽空到 https://www.flickr.com/creativecommons/cc0-1.0/ 下
找喜歡的圖片下載。其他除非確知是自己拍的相片或自己畫的圖片，不然請不要任意下載。 

● 這兩天課程所需要用到的軟體，包括 Scribus、Sigil、XMind、Gimp、Inkscape 等，請大家
利用操作時間或中午時間下載安裝好，以便上課時直接體驗。 

● 歡迎大家把自己的作品上傳到本次課程作品集跟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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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軟體與免費軟體 
 

【所有權與使用權】 
想像一下：你走進一間文具店，買了一支原子筆。請問你能不能對這支原子筆做以下的事情？ 
 

● 使用它寫字、畫畫 
● 把它交給或送給別人使用 
● 在上面貼上自己的名字宣示主權所有 
● 把筆頭打開，觀察裡面彈簧怎麼運作的 
● 把筆頭裡面的筆芯換成紅色的來用 
● 自己照著筆的樣子用 3D 印表機也來做一支 

 
換一個情境：你買了一套 Adobe Photoshop 或是 Microsoft Office。請問你能不能對這套軟體做以下
的事情？ 

● 使用它做文書處理或影像處理 
● 把它拷貝給別人使用 
● 宣稱自己擁有這套軟體 
● 對軟體做逆向工程，觀察軟體裡面某些功能怎麼運作 
● 修改軟體，把某些功能修改成自己合意的樣子 
● 把這套軟體從電腦 A 複製到自己的另一台電腦 B 

 
大哉問：請問對電腦軟體，我們是否擁有它的所有權？ 

● Microsoft Windows 
● Microsoft Office 
● Adobe Photoshop 
● Adobe Illustrator 
● Firefox 
● LibreOffice 
● Winrar 
● ………… 

 
再一問：這些需要付費購買使用權的軟體，我們付了費就一定能確保可以使用嗎？ 

● Adobe將關閉委內瑞拉的所有帳號以遵守美國制裁 
● Zoom暫關紀念天安門事件帳號 外界憂被施壓 

 
自由軟體（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與免費軟體（Freeware）的差異性： 

● 自由軟體：我們可以合法擁有它的所有權、下載它的程式碼來研究，免費軟體則未必 
● 自由軟體不一定免費（但一定可以自由下載程式碼），免費軟體不一定自由 
● 免費軟體可以免費使用，通常可以散布複製，但通常不可以拆解、逆向與修改軟體 

 
那，這場研習到底是在講自由軟體還是免費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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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談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的文化 
● 自由軟體不只是軟體，更是一種價值觀與文化：共創共享 
●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015703   ⇐ 這件事給我們什麼反思？ 
● 想一想：上次「單純因為自己喜歡而做」是何時？「為了某個目的而做」又是何時？ 
● 想一想：如果孩子跟你說他想唸歷史系或哲學系，你會如何反應？ 
● 自由軟體的世界，是由千千萬萬人貢獻、分享所堆砌起來的 

自由軟體的角色 
● 取代商業軟體？不是！ 
● 在商業軟體涵蓋的領域：提供另一個選擇 
● 在彌補商業軟體不會涵蓋到的領域：共創共享全世界的智慧結晶 
● 換言之：自由軟體的角色，是「資訊世界的公共基礎建設」 

自由軟體的輔助輪：ezgo 
● 自由軟體的特性：多元 
● 避免多元帶給新手的困擾，ezgo 將自由軟體整理，做為進入軟體自由世界的敲門磚 
● 以應用軟體為主，以選單為核心 
● 盡量貼近 Windows 使用習慣的思維 
● 包含一百多個軟體與三百多個動畫模擬教材 

【免費軟體與自由軟體的差異】 
 

● 自由軟體不一定免費，免費軟體不一定自由 
● 有很多免費軟體也是很好的工具與資源 
● 最基本的差異在：是否願意將製作軟體的知識與技術分享出來 
● 商業軟體的試用版：時間的限制、功能的限制 
● 免費軟體可不可以扮演公共基礎建設？答案：看情況 

○ 如果上了公車付 15 元只能坐一站，付更多錢才能坐？ 
○ 如果火車只能坐 30 天？剩下的時間就不給坐了，你得自己買車？ 

 
 
接下來的研習，會包含 ezgo 內的自由軟體，以及一些好用的免費軟體。有些只在 ezgo 上有，有些
則是各平台都可以使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與所有人都有「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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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文書類 

【使用 ODF 應用工具製作文件實務重點】 

規劃文件 
我們常製作簡報的範本，卻很少思考與製作文件的範本。一份規劃完整的電子文件範本，不但好維

護、容易客製化、而且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工作。以下介紹規劃文件時的一

些基本概念： 

段落樣式 
電子文件的基本單位就是段落。輸入文字後按下 Enter 鍵，就會形成一個段落。 
以下兩張圖有什麼不同？ 

 
 

 
看起來一模一樣，但對編輯器（Writer）來說，卻是完全不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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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對 Writer 來說有五個段落，下圖則為一個（不分行的）段落。 
一份通用的文件，大部份的段落都會是類似的排版方式；例如字型、大小、首行是否縮排等設定在

絕大多數的段落都會沿用相同的設定。因此規劃一份文件的第一個重要概念就是： 

重點一：以段落樣式為主，手動修改為輔

範例：loremlo6.odt 

把最主要的段落樣式都先調整好，接下來每個段落只要專注在輸入文字即可，當有需要修改顏色、

加上底線等動作時，再手動予以調整。

從國發會 ODF 應用工具的 Writer 中開啟新檔案，可以看到預設範本中幫大家準備好了不少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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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也是一個段落 
文件的大標題、中標題、小標題等，也要透過段落樣式來設定，如此在做文件的調整與客製化時，
還有製作目錄時，才能省力省時。在段落樣式的選單中的「標題」裡有「題名」、「標題1」等，透
過這些樣式設定來調整標題的外觀。 
 

重點二：標題也要透過段落樣式來設定，不要只是把字放大加粗置中 
 

縮排的計算 
建議將計算位置的定量單位設定為「點」（工具—選項—NDCODFApplicationTools Writer—一般—
定量單位）。這樣做的好處是計算縮排時比較容易。 
 
範例：縮排計算.odt 
 
「以字元為單位」的項目雖然方便，但字型大小不同時計算上可能會有偏差，特別是中（日韓）

文。 
 

重點三：定量單位建議設定為「點」，方便依照字型大小做調整 

頁面樣式 
跟段落一樣，在文件規劃時，如果有區分左右頁、直頁與橫頁，或是頁首頁尾，乃至於頁碼變換等

需求，就要在一開始先定義好頁面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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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樣式中，比較常見要調整的設定就是方向（直向與橫向）、邊距、頁首頁尾等。例如左頁與右

頁的頁尾編排可能就不一樣，要先把它設定好。 
 
要切換頁面樣式時，到「插入—更多隔斷符—手動分隔」的選單， 

 
 
選擇「分頁」並選擇頁面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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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可以選擇是否要變更頁碼：

重點四：要切換直向橫向，或是製作書本，要設定好頁面樣式

項目符號與編號樣式

當我們需要用到編號、項目符號等功能時，直接點擊工具列的按鈕產生編號或項目符號很方便，也

可以透過點擊按鈕右邊小三角形，然後選擇「更多編號」來調整編號或項目符號的設定。不過若是

我們要製作一份合約書、會用到很多層編號時，透過段落樣式來設定編號樣式，會有很多好處。

國發會 ODF 應用工具中，也幫我們準備好了許多編號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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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機水電工程契約書補充條文.odt 
 

重點五：編號與項目符號一樣透過樣式來設定 

特殊表格製作 
 
範例：特殊表格.odt 

建立自己的範本 
 
把所有樣式都調整好以後，就可以儲存成自己的範本。從選單中找到「檔案—範本—另存為範本」 
 

 
 
選擇範本的類別並輸入範本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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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開新檔案時，從選單中選擇「檔案—新增—範本」 
 

 
 
然後選擇剛才我們存好的範本 
 

 
 
剛才所做的所有段落、頁面、編號樣式設定全部都會載進來，直接沿用並在必要時做小調整即可。

若是剛才儲存範本時勾選了「預設範本」，則每次打開新檔案時，就會直接套用該預設範本。 
 

重點六：製作儲存自己的範本，可以為將來製作新文件省下大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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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樣式

最後，若是一個已經存在的檔案，想要套用自己做的，或另一個檔案中的樣式，只要在側邊欄右上

角的圖示點一下並選擇「載入樣式」

選擇要載入樣式的範本，或是用「取自檔案」載入另一個檔案的樣式，然後把下面要載入的樣式打

勾（通常會全勾）：

掌握以上重點觀念，並使用標準的開放文件格式，我們就可以輕鬆製作出互通性高又容易維護的文

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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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il：編輯電子書】 

電子書的特性 
 
電子書可以分軟體及硬體兩大類，軟體自然是指在 PC 或 Mac 上，透過閱讀器（Reader）來讀的電
子書；硬體則是利用專用或非專用閱讀器來讀的版本。 
 
無論是哪一種電子書，它大致上具有如下幾個特性： 

1. 提供全文檢索：電子書多半具有全文檢索或索引的功能，可透過幾個重要的關鍵字或名詞，
輕鬆找到書中的重點。 

2. 個人化設定：電子書可提供書籤（Bookmark）和註記（Note）的功能，另外還可依閱讀平
台的不同，而有各種個人化設定。 

3. 即時更新：電子書內容皆為數位化，因此更新及修改極為迅速，可隨時提供最新版本資訊與
訊息。 

4. 多媒體呈現：可結合音訊、視訊，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使圖書不再只是平面紙張的閱讀，
而有更多的感官體驗，甚至是娛樂的效果，提高閱讀的多元性與多樣性。 

5. 方便攜帶：電子書可將原本厚重的紙本書內容儲存在小小的記憶體中，即便是動輒數十冊的
百科全書都可以做到隨身攜帶與隨時閱讀。 

Sigil 
   

Sigil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 EPUB 格式電子書製作編輯器，可以讓使用者像寫一個文書檔案一樣，製
作出 EPUB 格式的電子書。Sigil 支援完整的 EPUB 規格，並且可以切換多種編輯模式，亦可直接編
寫程式碼檔案。Sigil 具有詮釋資料（Metadata）及多階層形式的 TOC 目錄編輯器，也可以直接匯
入現有 TXT、HTML、EPUB 檔案做修改編輯。 
 

● 官方網站：https://sigil-ebook.com/  
● 下載點：

https://github.com/Sigil-Ebook/Sigil/releases/download/1.2.0/Sigil-1.2.0-Windows-x64-Setup
.exe  

● 可以先安裝 Gimp 來處理圖片。 
● 參考講義：蔡凱如老師《電子書研習講義》 
● 接著把 Sigil 安裝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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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時注意，記得打勾，把 epub 檔與 Sigil 關聯起來 

設定電子書格式 
Epub 為電子書的國際標準格式（ISO/IEC TS 30135），以 XML 為基礎，同時也是個開放格式。目
前最新版本格式為 3.2。（參考資料：維基百科 EPub 條目） 
 
在開始製作電子書之前，我們要先設定好 Sigil 所產出的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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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編輯」裡的「偏好設定」： 

在「一般設定」中可以看到第一個區塊，「建立新的或空的 Epub 為：」，選擇「版本 3」，也就是
我們新建的電子書以 EPub3 為檔案格式。 

按下「確定」以後，關閉應用程式再重啟，就可以開始來做電子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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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igil 建立一本新的電子書 
打開 Sigil 或開啟新檔（Ctrl+N 或從「檔案」選單中找第一個「新增」，選擇「新預設值」）後，就
會出現這個畫面。 
 

 
 

在這裡製作電子書其實跟寫一個一般的文件差不多。不過電子書的詮釋資料（或稱「中繼資料」、

「元資料」，Metadata）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先填入相關的詮釋資料。點擊「工具」中的「中繼
資料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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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去後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dc.language 是這本書使用的語言。可以填入「繁體中文」、「正體中文」或 zh_TW。dc.title 是這
本書的書名。這些都是電子書在上傳到平台時，讓人方便搜尋用的。 
 
除了這兩個資料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料要加入，所以我們點擊右邊的「插入中繼資料」，就會看

到下面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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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哪一個重要的資料要加入呢？對，就是作者。點擊後，填入自己的名字吧！ 
 

 
 
好了以後就開始製作電子書的內容。新建立的空白電子書檔案會像這樣： 

大家可以先觀察一下左方的「書本瀏覽器」。Section0001.xhtml 就是中央編輯區目前看到的檔案，
也是這本電子書的第一章（不是封面喔！封面等等另外做）。nav.xhtml 是目錄，等等我們讓它自動
產生再調整。content.opf 裡則可以看到我們剛才輸入的中繼資料。對左方的檔案雙擊，則會在中間
的編輯區開啟。最右方則是目錄跟書本的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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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igil 製作電子書跟一般寫網頁或文件很像。 

文字的輸入 
Section0001.xhtml 編輯區中很多奇怪的字或符號，有做過網頁的同仁一定看得出它就是 HTML 的語
法。實際上 XHTML 是 HTML 的子集合，比 HTML 要求嚴格一點，類似 XML + HTML 的概念。要
對 XHTML 多一點瞭解可以參考維基百科的說明。 
 
我們先把第一章的標題放在 <title> 與 </title> 中間，然後放一些內容在 <body> 與 </body> 中間。
那個 <p> 就是 paragraph 段落的意思。放在 <p> 與 </p> 中間的文字會被視為一個段落，隨著載體
大小不同會做自動折行等功能。注意，如果是要出現在目錄，那必須在 body 中用 <h1>。 

基本的文字輸入就這樣，編輯時，上面的工具列可以讓你變換文字的屬性。例如上標、下標、底

線、刪除線等等。在右方的預覽區就可以看到目前的成果。我們等等透過樣式表來做一些文字上的

變化。 

圖片的設定 
 
要插入圖片，首先我們要將圖檔放進書本中。第一種方式是點擊上方的綠色 + 號，就可以選擇電腦
中的一個檔案並將它放入電子書中。但此時只是先暫放在書本檔案裡，還沒有加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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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方式則是從「插入」選單中選「檔案」，然後選擇你要放的圖片檔。 

 
在這個畫面中，沒有可以選擇的檔案，因為我們還沒上傳任何圖片檔。所以此時可以點擊右上方的

「其他檔案」，就會出現讓你選擇圖檔的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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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選好檔案以後，它就直接被加入內容中了！ 

中間編輯區的是 HTML 語法，右方預覽則出現圖片。可是問題來了，明顯圖片太大被截掉了。怎麼
辦？為了讓圖片大小能適應載體，我們可以限制它的寬度，讓它成為固定寬度，或是依載體比例來

縮放。 
 
我們在 /> 的前面加上一個空白，然後輸入 width=”90%” 變成這樣： 

可以看到右方的預覽就正常了！到這裡為止，大家就學會基本的圖文編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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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到差不多時，要記得養成好習慣隨時儲存目前的成果。 
 

 
 

 
 

其實這樣一本 epub 電子書就產生了。我們可以用電腦或手機上的 epub 閱讀器來看這本電子書。例
如 Android 上的 epub 閱讀器，或是 PC 上的 Cal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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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樣式表 
 
在書籍瀏覽區中「Styles」資料夾選按滑鼠右鍵，然後點選「新增空白樣式」。出現了一個 
Style0001.css 檔。css 是「階層式樣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的縮寫，定義結構化文件
（例如網頁或是我們現在做的 XHTML 等）中各種元素的長相、屬性等等。目前最新的 css3 與 
HTML5 還有 Javascript 的搭配非常強大，可以做互動式動畫甚至影音串流，也因此把漏洞百出的 
Flash 逼上絕路，於今年宣布停止開發。 
 
不過我們現在只使用它非常簡單的功能。建立好新的空白樣式表後，我們先點擊編輯區上方的 
Section0001.xhtml 檔，在 <head> 與 </head> 之間加入一行： 
 
<link href="../Styles/Style0001.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 
 
告訴它我們要套用這個樣式表。 

接著就可以在樣式表中定義樣式。大家如果對階層式樣式表的語法不熟悉，可以將下面的程式碼複

製貼上，然後自己玩一玩，改改大小、顏色、字型等等試試看。css 語法大家可以參考 Mozilla 網頁
開發網站對 css 的介紹。 
 
body{  

font-family: 標楷體; 

color: #000000;  

font-size: 22px; 

} 

 

p{ 

text-indent: 2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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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章節 
 
要新增章節時，在「書本瀏覽器」區中的 Text 點選右鍵，再選「空白的 HTML 檔」，即可新增章
節。 

新的章節一樣可以套用先前做好的樣式表，也可以單獨另外設定一個樣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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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目錄 
 
製作目錄時，在「工具」選單中選擇「目錄」，然後「產生目錄」即可產生章節目錄，依照我們所
設定的 h1, h2, … 排列。 
 

 
 
 
 
  

本講義以 CC-BY-SA 4.0 授權，歡迎以相同方式自由引用並註明出處  26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首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新增封面 
 
新增封面時，一樣從「工具」選單，選擇「新增封面」，我們可以選擇從書裡的圖片當封面，或是

上傳新的檔案當封面。 
 

 
 
封面會成為另外一個檔案。 
 

 
 

要注意，封面只能用圖片，所以文字要用影像編輯器放在圖片裡。 
儲存起來，傳到自己的手機上面看吧！範例檔案可以在這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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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F 開放文件標準】 

【微軟文書格式為何常跑掉？揭開 OOXML 格式大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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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效率類 

【XMind 心智圖】 

何謂心智圖 
 

● 維基百科上的解釋 
● 是一種圖像式思維的工具以及一種利用圖像式思考輔助工具來表達思維的工具。 
● 適合拿來做腦力激盪，也適合拿來做演講用的展示。 

XMind 
● 官方網站：http://www.xmind.net/ 
● 下載點： 

○ 64 位元：
https://www.xmind.net/xmind/downloads/XMind-2020-for-Windows-64bit-10.1.3-202005
082128.exe  

○ 32 位元：
https://www.xmind.net/xmind/downloads/XMind-2020-for-Windows-32bit-10.1.3-202005
102342.exe  

● 有分為自由軟體版跟商用進階版。自由軟體版到 XMind 8 以後就不再更新，新下載的免費版則會
有「試用版」字樣出現。 

用 XMind 製作心智圖 
 
下載安裝起來，一開始畫面往下拉可以看到有許多類型可以選擇。除了心智圖外，也可以用來製作組織

圖、樹狀圖、魚骨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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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做個簡單的心智圖範例。在「心智圖」區選擇一個風格，接著就進入心智圖編輯畫面。 
 

 
 

所謂的中心主題，就是我們在這張心智圖中要討論的重點主題。在任何一個節點上點兩下，都可以

編輯裡面的文字。所以我們對中心主題點兩下，就可以修改中心主題。 
 

 
 

XMind 的操作很簡單，除了用滑鼠以外，最基本的運用只有四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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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 鍵建立下一層主題。 

 
● Enter 鍵建立同一層的另一個主題。 

 
● Del 或 Backspace 刪除節點與它的子節點。 
● 把框框移到任一節點，直接輸入就可以改變節點的文字。 
● 用 Ctrl 同時選取數個節點，然後點擊上方的「概要」，可以把一些節點做個總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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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其中一個節點，然後點上面的「關連線」，再選另一個節點，可以表示兩個節點間的關

聯性。 
 
 
 
 

 
 
 
 
 
 
 

 
● 最後，右上角的「圖標」裡有些圖示、貼紙可以選擇，讓心智圖更多彩多姿。 

● 自己玩玩看吧！ 
● 參考資料：http://bigelk176xmaps.blogspot.tw/2010/08/remixed_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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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plane 心智圖】 
● 跟 XMind 類似，也是製作心智圖的軟體。在 XMind 不再自由後，Freeplane 是另一個不錯的
選擇。 

● 官方網站：https://www.freeplane.org/wiki/index.php/Home 
● 下載點：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plane/files/freeplane%20stable/Freeplane-Setup-1.8.5.e
xe/download  

● 另外需要安裝 Java：
https://www.oracle.com/java/technologies/javase/javase-jdk8-downloads.html 

● 除了加入下一層是用 Insert 而不是 Tab 、節點上按 F2 可以編輯以外，其他操作與 XMind 類
似。 

● 小圖示從選單中的「插入」—「小圖示」—「小圖示分類」中尋找，有非常多可愛的小圖示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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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note 跨平台的筆記本】 
● 官方網站：https://evernote.com/intl/zh-tw/?returning 
● 下載點：https://evernote.com/intl/zh-tw/download/?offer=www_menu 
● 網頁版：https://www.evernote.com/Home.action 
● 另外也有行動載具版本，可以下載到手機上。 
● 各版本之間可以同步，適於紀錄。若同步有衝突時，也會提示你並兩份都保存避免資料遺

失。 
● 可以與其他人共用一份筆記。 
● 參考資料：http://www.playpcesor.com/2013/05/evernote-10.html 

 

 
● 不過請留心！！免費服務不一定能永遠免費 

○ Flickr 重大改版：終止 1TB 免費空間改為 1,000 張照片！2/5 後將自動刪圖片 

【Evernote 的自由軟體取代方案：Joplin】 
● Joplin 官方網站 

○ 資料放在自己選定的雲端儲存系統，如 Dropbox、Nextcloud、... 等等 
○ 資料加密儲存與傳送 
○ 可以將 Evernote 的筆記轉移過來 
○ 跨平台應用程式（包含 Linux） 
○ 目前我自己的使用方式：Joplin + Nextcloud 

【公有雲與私有雲】 
● Microsoft Office 2016 & 365 不只傳送「軟體診斷資料」，還私下傳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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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美工類 
 

【公共授權的素材】 
真實事件： 

● 【司改之我見】靠濫訴月入十萬　地檢署成專屬討債公司 
● 成大 mp3 事件 

● 鋼琴家FB上載奏巴哈樂曲影片　卻被指侵犯Sony音樂版權 
● John Cage: 《4’33”》 

○ SoundCloud 版權爭議 
 

● 台灣創用CC計劃 
○ 四個授權要素 

■ BY：姓名標示 
■ NC：非商業性 
■ ND：禁止改作 
■ SA：相同方式分享 

● 繪圖 
○ 開放標準的向量圖格式：SVG 
○ https://openclipart.org/  

● 相片 
○ Flickr CC Photos 

● 音樂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_music 
○ Free Music Archive 

● 影片 
○ Pexel Videos 
○ Vimeo CC License 

● 3D 動畫 
○ http://www.blendswap.com/  

● 留意「免費圖庫」跟「CC 授權」的差異 
○ 網路「免費圖庫」隱含版權要小心 救國團被控違反著作權 

 

【Gimp 影像處理】 
● 官方網站：https://www.gimp.org/ 
● 下載點：

https://download.gimp.org/mirror/pub/gimp/v2.10/windows/gimp-2.10.18-setup-2.exe  
● 功能不輸 Adobe Photoshop 的殺手級自由軟體 
● 喜歡攝影的朋友可以用 Gimp 做後製 
● 這裡有一份極好的參考講義與範例：https://goo.gl/xS7m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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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104387?fbclid=IwAR0OfulbB_QoRSeIAhfv1u1WQD27Usuf8CsxvQbWOEyxq2nLVhpOYMjm1c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EFKFiXSx4
https://www.proguidescreen.com/?p=5153
http://creativecommons.tw/
http://creativecommons.tw/explore
https://openclipart.org/
https://www.flickr.com/creativecomm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_music
http://freemusicarchive.org/curator/Creative_Commons/
https://videos.pexels.com/
https://vimeo.com/creativecommons
http://www.blendsw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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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imp.org/
https://download.gimp.org/mirror/pub/gimp/v2.10/windows/gimp-2.10.18-setup-2.exe
https://goo.gl/xS7mBx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用 Gimp 做去背 
 

● 用 Gimp 做去背很方便，只要幾個步驟即可。比如說這個發票章。 
 

 
 

● 先用 Gimp 開啟這張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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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從「圖層」—「透明度」選單中選擇「加入透明色板」。 

 
 

● 然後從「顏色」選單中選擇「Levels」（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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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色階」選單。 

 
 
 
 
 
 
 
 
 
 
 
 
 
 
 
 
 
 

● 我們在「色階」選單要把背景調成均勻的白色，等一下去背的效果才會出來。用游標拉住

「輸入色階」的白色三角形往左拉，拉到背景變白色，前景顏色又不會太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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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確定以後，接著在「顏色」選單中選「反轉」把它變成負片效果。 
 

 
 

● 選完會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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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一樣是「顏色」選單中選取「將顏色轉為 Alpha」。 

 
 
 

● 會出現一個小視窗。 

 
Color 就是要變成透明的顏色。點一下白色的部份，就會出現讓你選擇要把哪個顏色變成透
明。 

 

本講義以 CC-BY-SA 4.0 授權，歡迎以相同方式自由引用並註明出處  40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首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右邊那個小滴管是顏色挑選器。我們可以按一下它，就可以在原來已經轉為負片的顏色中挑

選要變透明的顏色。所以我們就按一下小滴管，然後在黑色上面點一下。你就會看到整個黑

色變成透明。 
 

 
 

後面那個一格一格的就代表透明。按下確定之後，可以看到整張圖先反白後去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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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確定之後，再做一次反轉效果，把顏色轉回來。做完就變這樣： 

 
 

● 完成了。接下來我們把這張圖匯出（注意不是直接存檔喔！） 

 
 

要注意，匯出格式要匯出成 png 檔，才會儲存圖片背景的透明度。 
 

用 Gimp 做梯形校正 
 
梯形校正可以在我們用手機拍證件時，將傾斜的角度修正回來，非常神奇的一個功能。 
 
比方說下頁的這張健保卡。拍照時盡可能讓證件的四個邊貼邊，或是拍完後裁剪成大約放得下證件

的大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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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想不透為什麼送健保卡影本時要正反面都送 
 

● 用 Gimp 開啟這張健保卡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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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具」—「變換工具」中選擇「透視法」 

 
● 接著，用滑鼠按住右上角的菱形開始拖曳（如果「透視法」的小視窗擋住，可以按退出的圖

示讓它移開），直到健保卡右上角差不多對到矩形的右上角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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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三個角也比照辦理，直到整張健保卡跟虛線的矩形（也就是原來圖片的大小）差不多

吻合，再按下「變換」。 

 
神奇吧！記得把結果匯出成 png 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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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scape 向量圖繪製】 
● 官方網站：https://inkscape.org/zh-hant/ 
● 下載點：https://inkscape.org/zh-hant/gallery/item/18473/inkscape-1.0-x64.exe  
● 參考講義：https://goo.gl/7xPLVW  

 
● 2003 年即已誕生，經過 17 年的蘊釀與不斷地改善，終於在今（2020）年 5 月 1 日正式釋
出 1.0 版！可喜可賀！ 

 
● 使用 Inkscape 與 Gimp 將照片變成手繪風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QTU7mBWIQ 
● Google: 免費圖庫 
● Google: 免費向量圖庫 
● 向量圖庫免費下載！設計師一定要知道的五個專業圖庫 

○ FreePik 
● SVG 圖庫：OpenClipart 
● Inkscape 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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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自學資源 
● Google: 線上學習 

○ 太多了，從何講起呢？ 
● 重點在「自學」，可以自學的項目無限寬廣，保持好奇心是必要條件 
● 先從怎麼尋找資源開始 

【Google 搜尋技巧】 
● 還不錯的參考資料：Google 搜尋技巧大全 
● 搜尋最重要的是關鍵字。關鍵字要下得好，才容易找到想要的資訊 
● 善用引號 “” 減號 - 星號 * 等組合來加強搜尋條件 

● 殘酷的事實： 用英文 查會比用中文 查更容易找到想要的資料 

 

【知識類資源推薦】 

PanSci 泛科學 
● https://pansci.asia/ 
● 非常棒的知識網站，不只是科學，也包括心理學等等領域 
● 不針對時事做評論，但常常從時事中的某一個切入點去探索，非常有趣。這裡有幾個例子： 

○ 太陽花（從立法院）攻佔行政院事件：用賽局理論解讀 
○ 普篩會出現偽陽性，那之前採檢的結果還能信嗎？由貝氏統計學做解釋 
○ 快篩錯誤率高達八成，那當成反指標正確率不就爆高嗎？ 

● 另外每年的「第一屆搞笑諾貝爾獎」更是泛科學的重點活動 
○ 小朋友一天可以流多少口水？──2019搞笑諾貝爾化學獎 
○ 回憶過去～暴走的議會忘不了～那些年，臺灣曾得過的「搞笑諾貝爾獎」（上） 
○ 可樂真的能殺精？尿尿時間都是21秒？那些年，臺灣曾得過的「搞笑諾貝爾獎」
（下） 

● 手機 App: 泛讀 

女人迷 
● https://womany.net/ 
● 臺灣第一家以性別觀點為主軸的網路媒體社群 
● 有不少有趣的分類與值得深思的文章 

故事 
● https://storystudio.tw/ 
● 以各種領域的歷史為主題的文章 

○ 傳承三千年祝福──周朝的吉祥話怎麼說？ 
○ 是人還是鬼？神鬼傳奇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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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用火：十九世紀法國美食家談烹飪的起源 

維基百科 
● https://zh.wikipedia.org/ （中文） 
● 共同協作出來的百科全書 
● 有詳盡的歷史改動紀錄，以及嚴格的審查機制 

○ 2014 年 1 月 15 日的 “Microsoft Windows” 條目 
○ 2014 年 1 月 22 日的 “Microsoft Windows” 條目 （下一個版本），可以看到關於「盜
版」的敘述整個被拿掉了。但舊紀錄一直都在。 

● 當有個名詞你不知道是什麼，可以先到維基百科看看有沒有相關的條目 

● 殘酷的事實： 用英文 查會比用中文 查到更多、更完整、更新的資
料 

 

瀏覽器的外掛程式：終結內容農場 
● Google Chrome 擴充功能：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content-farm-terminator/lcghoajegeldpfkfaejegfo
bkapnemjl 

● Firefox 擴充套件：https://addons.mozilla.org/zh-TW/firefox/addon/content-farm-terminator/ 
● 覺得跳痛？ 

 

【自由軟體】 

Anki  
● 官方網站：https://apps.ankiweb.net/ 
● 下載點： 

○ Windows 版：
https://github.com/ankitects/anki/releases/download/2.1.26/anki-2.1.26-windows.exe 

○ Android 版：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chi2.anki 
○ iPhone 版：https://itunes.apple.com/us/app/ankimobile-flashcards/id373493387  
○ Mac 版：

https://github.com/ankitects/anki/releases/download/2.1.26/anki-2.1.26-mac.dmg 
● 閃卡的概念，但不是只能拿來背單字而已！ 

○ 醫學生的K書法：Anki使用心得 
● 誠實紀錄每天對內容記憶的結果（答對、答錯、印象模糊等等），它會根據你的回饋調整出

現的頻率，讓你記憶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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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orystudio.tw/gushi/%E5%B7%B2%E7%9F%A5%E7%94%A8%E7%81%AB%EF%BC%9A%E5%8D%81%E4%B9%9D%E4%B8%96%E7%B4%80%E6%B3%95%E5%9C%8B%E7%BE%8E%E9%A3%9F%E5%AE%B6%E8%AB%87%E7%83%B9%E9%A3%AA%E7%9A%84%E8%B5%B7%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icrosoft_Windows&oldid=2985281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icrosoft_Windows&oldid=29931302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content-farm-terminator/lcghoajegeldpfkfaejegfobkapnemjl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content-farm-terminator/lcghoajegeldpfkfaejegfobkapnemjl
https://addons.mozilla.org/zh-TW/firefox/addon/content-farm-terminator/
https://apps.ankiweb.net/
https://github.com/ankitects/anki/releases/download/2.1.26/anki-2.1.26-windows.ex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chi2.anki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ankimobile-flashcards/id373493387
https://github.com/ankitects/anki/releases/download/2.1.26/anki-2.1.26-mac.dmg
https://medium.com/@yvonnejiu/%E9%86%AB%E5%AD%B8%E7%94%9F%E7%9A%84k%E6%9B%B8%E6%B3%95-anki%E4%BD%BF%E7%94%A8%E5%BF%83%E5%BE%97-%E4%B8%8A-%E5%9F%BA%E7%A4%8E%E6%A6%82%E5%BF%B5-%E6%A8%A1%E7%89%88%E5%88%86%E4%BA%AB-329defff54cc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線上課程、教材資源】 

正規教育類 
● 均一教育平台：https://www.junyiacademy.org/ 

○ 靈感來自「可汗學院」 Khan Akademy 
○ 提供課業輔導、補強 
○ 曾是「行動學習」、「雲端學習」的主打站台 

● 學習吧：https://www.learnmode.net/ 
○ 類似均一平台的概念 

● 磨課師（MOOCS）：各大學成立的線上影音授課平台 
○ https://hero.nctu.edu.tw/mooc/?tag=mooc&lang=zh 
○ https://www.ewant.org/ 

 

PhET 
● https://phet.colorado.edu/zh_TW/ 

○ 科羅拉多大學開發與維護的科普動畫模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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