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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中文摘要 

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帶領下，於 2002 年展開，同年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推出開放式課程，成為開放教育資源第一個案例實踐。開放教育

資源發展至今已逾十年，已有不少相關的研究與分析，全球各地亦有許多可供為

典範的案例，本文將從理論和案例實踐的觀點探討開放教育資源相關議題。 

在第二章的開放教育資源介紹中，本文就「開放教育資源」一詞採取最廣義

的定義，並說明由數位科技、教育、經濟、社會、法律的客觀面向，以及國家、

營利及非營利組織、個人動機的主觀面向所形成的發展背景，還有來自科技、財

務、社會、法律和政策面的阻礙；最後則是釐清開放學習、開放教育、e-learning、

開放教學、開放式課程，及開放近用出版雖皆為與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概念，但

並不等於開放教育資源。 

第三章本文討論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模式，包括第一，從推行主體、資源生

產和資源審查三個面向分析開放教育資源的經營模式，並輔以麻省理工學院、Utah 

State University，以及 Rice University 三個案例作說明；第二，說明開放教育資源

可能採用的十一種財務模式；以及第三，從行銷策略的觀點來分析開放教育資源

的市場、定位，以及產品與服務類型。 

第四章則是開放教育資源經濟議題的討論，包括開放教育資源經濟學上的公

共財本質、為教育帶來的改革價值、國際貿易議題、網路效應，以及誘因。 

第五章是法律議題的相關討論，首先從著作權例外溢現象和合理使用的不確

定性，說明開放教育資源為何興起，接著將介紹開放教育資源最常使用的創用 CC

授權方式，最後則說明創用 CC 授權與開放教育資源之間尚待解決的問題。 

第六章則為實際案例說明的部分，首先先介紹全球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概況，

以及首次由聯合國發表、宣示實踐開放教育資源政策的巴黎宣言；之後則從美洲、

歐洲、非洲及亞洲挑選幾個國家介紹該國政策及實際案例發展；最後則回到台灣，

介紹我國相關的政策及案例，並加以評析。 

第七章將第六章的案例統整為表格，並從授權方式、經營模式、開放程度、

財務模式、資源宗旨、資源類型、資源內容，以及資源對象八個面向加以分析比

較；第八章則為本文結論，從經濟、法律、營運以及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的關係



 

四個角度，提供本文對於國家和組織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建議。 

 

 

關鍵字：開放教育資源、開放式課程、開放近用、著作權、創用 CC、營運模式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bstract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movement began in 2002 under the lead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 the same year, the 

OpenCourseWare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ppeared as the first 

practice of OER movement. More than 10 years have gone while the movement is 

expanding, and many research and analyses of OER have already existed. There are 

also many models around the world.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about OER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In Chapter 2, the article takes the most general definition of OER, and discusses 

from digital technology, educational, economic, social, and law aspects, also from the 

motive of nations, profi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s’ aspects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irth of the movement. In the end of the Chapter, the article will tell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oncepts of open learning, open education, e-learning, open 

teaching, open courseware, open access and OER. 

In Chapter 3, the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models of OER, including operating 

models, financial models, market differentiation, market position, and the type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OER.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4 is about economic topic, including OER as public 

goods, the value OER brings, the trade of knowledge, network effect, and incentives. 

In Chapter 5, the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law issues. Firstly it explains that OER 

emerged because of copyright overspill and the uncertainty of fair use. Then it 

introduces the most used model of OER copyright license—Creative Commons. In the 

end, it explains the remained problems between Creative Commons and OER.  

Chapter 6 is the explanation of cases. Firs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general 

circumstances of OER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latest Paris Declaration. 

Then there are the cases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end the article will 

introduce and analyze the policy and cases in Taiwan. 

In Chapter 7,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ases in Chapter 6 from licensing models, 



 

operating models, level of openness, financial models, the purpose of the cases, types 

of the resources, contents of the resources, and the consumers of the resources these 8 

aspects. Chapter 8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ticle. It proposes its suggestion from 

economic, law, operating these three aspect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n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which will join the 

mov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OpenCourseWare, Open Access, 

copyright, Creative Commons, operat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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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選擇開放教育資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作為我的研究主題，主要是

因為在研究所期間，很幸運有機會擔任教育部創用 CC (Creative Commons)諮詢中

心兼任助理，開啟我接觸與教育相關著作權開放議題的機會，擔任助理期間主要

工作，是在向我國中小學的教師們推廣創用 CC 的授權方式，但在推行期間常遇

到學校和教師們對於創用 CC 的授權方式不甚了解、疑惑害怕，甚至認為使用創

用 CC 只是因為教育部要求要呈報績效等等情形，而我發現背後最大的原因是因

為學校和教師們並沒有真正了解和認同一件事，亦即，學校和教師們真正要去了

解和認同的應該是教育核心的理念與目的，是要促進知識和智慧的交流分享，創

用 CC 其實只是代表一種可以達到這個理念的著作權授權方式。 

循著這樣的想法，我開始進一步去了解在 2001 年由 Creative Commons 組織

引領，而開始的著作權開放運動的潮流當中，與教育相關的「開放教育資源」發

展情形，發現在 2002 年由 UNESCO 提出，以及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以下簡稱

MIT)開始實踐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於美國已經有相當蓬勃的發展，並且有非常

多的研究，國際組織像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等也都致力於調查與研究各國相關運動的發展和推行，

美國之外的加拿大、巴西、歐盟也都有相關的政策，以及許多非洲國家透過和美

國大學、基金會或國際組織的合作，亦有幾個相當出色的實踐案例，相較之下台

灣對於開放教育資源的研究相當貧乏，多半只有附屬在推行創用 CC 相關專欄文

章之下的討論，以及以大學的開放式課程為研究重心的論文，並不曾有以開放教

育資源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實踐方面雖然有幾個不錯的高等教育程度的開放式課

程平台，但比起美國的發展程度卻仍有一段距離，因此我決定以開放教育資源作

為研究主題，希望透過全盤的介紹和分析，能夠讓國內教育領域相關的參與者都

能來認識，在國外已蓬勃發展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是如何運作實踐，並且為它們

的師生、國民甚至是全世界的人民帶來哪些益處。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中外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外國案例資料的蒐集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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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本文除了針對國內外與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理論文章做蒐集與分析，亦從案

例實踐方面著手，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並且實際去使用和操作各個案例平台；

本文在資料的蒐集方面有別於其他論文，由於促成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因素包括

了網路發達與著作權開放授權方式的興起，因此非常多關於此主題的資料都是透

過網路下載相關文章和研究報告，這些文章和研究報告除了本身也大多以創用CC

授權釋出之外，亦都可以很即時的上傳更新，例如在 2012 年年底至 2013 年年初

之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連上傳多份相關報告，而我都可以即時得到資訊，在

撰寫本研究的同時，我亦親身體驗到教育資源的開放對於知識交流分享的無限益

處。 

 

第三節 研究限制 

開放教育資源在國外有非常多的案例，特別是在美國，本文無法一一研究，

僅能挑選幾個有代表性的國家和案例，期待將來台灣有更多針對其他案例所做的

研究；而開放教育資源相關資料和研究報告也不斷在更新，因此本文的資料蒐集

僅止於 2013 年 3 月，也希望有志研究開放教育資源者可再追蹤後續發展。 

此外在論文內容方面，由於台灣目前尚未有全面介紹和分析開放教育資源的論文，

因此本文是以較概括、全面性的方式去討論開放教育資源的各個面向，並點出一

些相關問題，限於研究時間和篇幅無法就各個面向一一深入探討，期待在將來有

更多相關的論文針對各個面向個別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有八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方法限制及架構；第

二章為開放教育資源定義、背景、阻礙及與相關概念的介紹；第三章至第五章則

從營運、經濟及法律三個面向分析開放教育資源的運作及發展情形；第六章則介

紹全球開放教育資源概況，以及各洲代表性的案例；第七章則為結合三至五章理

論對第六章的案例所做之評析；第八章為本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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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開放教育資源介紹 

 

第一節 開放教育資源定義 

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組織對於何謂開放教育資源各有其定義，本節主要

整理出四個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以及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對開放教育資源的定義，並

總結本文對於開放教育資源的定義範圍為何。 

 

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UNESCO)是第一個提出開放教育資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概念的組織，引領全球政府認識、協助和研究開放教育資源的推

行。開放教育資源一詞於 2002 年在 UNESCO 的開放課程論壇(Forum on Open 

Coursewa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上出現，接下來由

UNESCO 舉行的線上討論中出現更進一步的概念，確認各國將一起推行和發展開

放教育資源的目標，也影響 MIT 在同年宣布推出開放式課程，作為全球第一個開

放教育資源的實踐。 

UNESCO 對開放教育資源定義為：「任何型態、存在於公共領域或以開放授

權釋出的教育素材，任何人可以合法和免費的重製、使用、改作與分享這些資源，

包括教科書、課程大綱、演講稿、習題、試題、計畫、影音與動畫等1。」 

 

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是除了 UNESCO 之外，最主要參與開放教育資源

的跨政府組織之一，OECD 對開放教育資源的定義為：「開放教育資源是免費和開

放的數位化資源，提供給教育者、學生與自我學習者做教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

內與目的外使用(use and re-use)，包括： 

                                                 
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hat ar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s)?,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knowledge/open-educational-

resources/what-are-open-educational-resources-oers/,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knowledge/open-educational-resources/what-are-open-educational-resources-oers/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knowledge/open-educational-resources/what-are-open-educational-resources-o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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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完整課程、課程模型、學習元件、資料和期刊等； 

 學習工具：協助開發、供作目的內與目的外使用、傳布、搜尋與組織該等內

容的軟體，以及學習管理系統和線上學習社群； 

 執行工具：增進資源開放、設計完善制度並適合本地的智慧財產權授權方式2。」 

 

參、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除了 UNESCO 和 OECD，Commonwealth of Learning（以下簡稱 COL）亦是

參與開放教育資源主要的跨政府組織，以過去大英國協的成員為基礎所組成。COL

成立宗旨是要協助與開放學習和遠距教育相關知識、資源與科技的發展及分享，

並協助發展中國家改善接近有品質的教育和訓練的管道3，開放教育資源是 COL

主要的議題之一。COL 對開放教育資源的定義採廣義解釋：「開放教育資源指供

教學、學習、發展與研究免費和開放使用及改作的資源，且 COL 認為開放教育資

源不僅只有數位的形式（包括線上資源和非線上的 DVD 與 CD-ROM），也更廣泛

的包括了只是一般紙本印刷形式的資源4。」 

 

肆、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以下簡稱 Hewlett Foundation）是

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最主要的資助者之一，自 2002 年開始，和世界各地許多開放教

育資源計畫合作，提供他們資金、內容和科技方面的協助，共同合作製作高品質

的開放教育資源5。Hewlett Foundation 對開放教育資源的定義為：「開放教育資源

是存在於公共領域，或以智慧財產授權方式釋出，允許大眾免費使用，並可和其

他資料重新組合做多元使用的教學、學習和研究資源，包括完整的課程、課程素

材、模組、教科書、串流影片、試題、軟體或其他任何可幫助大眾接近知識的工

具、材料和科技6」 

                                                 
2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THE EMERGENCE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30-31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edu/ceri/38654317.pdf 
3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bout the COL and the Commonwealth, 

http://www.col.org/about/Pages/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 
4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COL’s Policy on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http://www.col.org/progServ/policy/Pages/oer.aspx,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 
5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http://www.hewlett.org/programs/education-program/open-educational-resources,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 
6
 Id.  

http://www.oecd.org/edu/ceri/38654317.pdf
http://www.col.org/about/Pages/default.aspx
http://www.col.org/progServ/policy/Pages/oer.aspx
http://www.hewlett.org/programs/education-program/open-educational-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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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文定義 

上述四個組織對於開放教育資源的定義大同小異，主要是免費（不對使用者

收取費用）與開放（著作權授權大眾使用、改作與傳布）這兩個條件，通常是來

自公共領域，以及著作權利人自願免費開放的資源，在類型上都廣泛的包含各種

形態的資源內容、學習及授權工具。 

有疑義的部分，第一，關於是否包含紙本印刷的資源，或只包含可透過電腦

使用的數位化資源，本文認為雖然科技是促使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因素之一，且

若少了科技的輔助，資源將不易供全球大眾使用，但儘管只是單純紙本印刷的資

源，只要是免費且開放的仍應被納入廣義的開放教育資源範疇，因為該等資源同

樣可供大眾免費的自由使用，且同樣可達到開放教育資源讓人人有機會學習、促

進知識分享的目的，只是在技術上較無法廣泛傳布。 

第二，若僅是可以免費的依原樣使用但不能改作，這樣是否還符合「開放」

的條件？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7僅有極少數的案例有採禁止改作的要素，其實開放

給使用者自由改作的素材才真正符合開放教育資源分享交流、修改組合，並激發

彼此創造力的理念，但本文傾向採較寬鬆的認定，只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可免費接

觸近用的資源皆符合「開放」的條件。 

總結而言，本文對於開放教育資源採取較廣義的認定，類型上包含各種教學、

學習及研究相關、且不限於數位化的素材，以及輔助該等素材的學習及授權工具，

而可免費供全世界的人接觸近用者，皆為本文所指涉的開放教育資源範疇，其中

由於屬於公共領域的素材本即可供大眾自由利用，因此本文的焦點會放在尚受著

作權法保護、但由權利人免費開放分享的部分。 

 

第二節 開放教育資源興起背景 

  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興起與遠距學習的發展，以及二十世紀後期開始出現的

開放知識、開放資源、免費分享及共同協作等概念息息相關8，本節將從數位科技、

                                                 
7
 可參考本文第七章各國開放教育資源的案例分析表格整理。 

8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24 (Neil Butcher prepared, Asha Kanwar and Stamenka Uvalić-Trumbić ed.)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357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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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其他客觀面向（包括經濟、社會及法律），以及國家、非營利組織、營利組

織和個人動機的主觀面向說明開放教育資源興起的背景。 

 

壹、數位科技面向 

科技設備與網路的進步讓知識能夠更快速且無遠弗屆的傳播，而教學和學習

的方式也可透過科技設備做更多元化的改革，透過網路掙脫傳統教學的時空侷限，

拉近師生及同儕之間的距離；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的興起，則為智慧財產權帶

來免費與開放的新觀念，進而影響教育領域看待智慧財產權的觀點，除了在理念

上影響之外，也讓教育領域有免費且開放的軟體來建置平台；數位科技的發展分

別自硬體、軟體以及理念的角度促成開放教育資源的興起。 

一、科技設備的進步 

  網路寬頻的可用性增加、硬體和網路速度的成本變低、可以分享、傳布和創

作的科技及軟體興起，以及聲音、影像和影片的科技裝置成本降低且品質提升9，

都是讓開放教育資源興起的原因。 

科技發展帶來個人化學習和互動性學習的出現，個人化學習方面，越來越多

學生使用各種行動裝置，隨時隨地可以自己選擇想要學習的課程內容，因此學習

變成一種很個人化的活動，隨之帶動在內容方面也要能夠依每個學生的需求客製

化，且不再像傳統的教育是拿相同課程內容、一整套，傳授給所有的學生，課程

內容應該要能夠拆解成一個個單元，由學生自行擇其所需（類似音樂產業不再是

販售完整的一張 CD，而是可以只買喜歡的單一的歌曲）；而個人學習系統的興起

也帶動學習方式的改變，學生可以將學習進度、內容、課後作業等等儲存在個人

學習系統中，甚至可以做線上討論，且這樣的系統將從過去以「課程」為中心朝

向以「使用者」為中心發展，不再是由教育機構透過系統指定安排使用者的學習

內容，而是由使用者自己決定要學甚麼、怎麼學，以及進度如何10。 

  互動性學習方面，透過交流平台、網誌、互動書評等等功能，電腦和網路可

帶動學習者之間的交流，以及創作者之間的共同協作，每個學習者對於一個知識

一點點的回饋或評論，就能累積成共同的智慧，且透過網路的即時交流也改變傳

                                                 

9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58-60. 

10
 Id. at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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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被動學習的模式，讓學習者可以透過主動的參與和創造，花一點時間和心力貢

獻一些的創作，亦可累積成龐大的知識體系11。 

科技的發展中又以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以下簡稱 ICT)的發展，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為教育帶來很大利益，

加速教育資源的創造與散布。ICT 讓教學者可選擇的教學方式增加，包括教學設

計、教學結合的設計，以及教學行政及管理的設計；教學機構的營運範圍不再受

地理界線的限制，可透過網路在全球傳布；使用者亦增加接近和使用資訊及資源

的便宜管道，並且透過網路與彼此互動連結，促使共同分享及知識世代興起，共

同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和業餘(amateurization)大眾開始跨越學術的界線；而

透過上述 ICT 為教學者、教學機構以及一般使用者帶來的好處，更可進一步促使

生理能力缺陷、經濟能力不足、於學校外想自我進修，或因各種原因沒有機會接

受教育的人，有多元的學習機會和管道12。 

  在這些新興科技出現以前，其實下文將論及教育面向當中的遠距教學和資源

型學習，都不可能被達成，科技使資訊可以很快並大量的在全球分享，帶動遠距

教學和資源型學習，遠距教學和資源型學習的風潮再進而吸引人們對創意與智慧

分享交流的重視13，科技的發展讓人們可以更有效率、更低成本14的分享知識，但

我們會發現若著作權法對使用科技的行為有過多限制，法律將成為新興科技使用

的枷鎖，新興的科技變得非但不是分享交流的工具，還可能讓人隨時有觸法可能

因而卻步15；開放教育資源則可以解決這樣的兩難，亦即開放教育資源高度利用

                                                 
11 Id. 
12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30-31. 
13

 Id. at 32. 
14

 例如一本紙本 250 頁的書若以手抄複製成本約 250 美元，以隨需列印( print-on-demand)的服務

印製則成本為五美元，若直接在網路上複製則是 0.0008 美元；以運送來說，運送一本上述紙本書

運費為五美元，但若是以網路傳送電子版本則是 0.0007 美元；可參考 EDUCAUSE, GAME 

CHANGER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82 (Diana G. Oblinger ed.)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ducause.edu/research-publications/books/game-changers-education-and-information-techno

logies 
15

 例如各國面對科技發展對著作權法的衝擊，醞釀一波增訂科技保護措施的立法風潮，而我國亦

於 2003 年增訂防盜拷措施，但學者多有批評認為著作權法的利益平衡逐漸向著作權人傾斜，如章

忠信，美國著作權法科技保護措施例外規定之探討，萬國法律，151 期，頁 44-54，2007 年 2 月，

作者認為若回頭檢視我國著作權法的『防盜拷措施』條款會發現，這項立法制度引進不全，過於

傾斜向著作權人；沈宗倫，論科技保護措施之保護於著作權法下之定性及其合理解釋適用，臺大

法學論叢，38卷 2 期，頁 293-369，2009年 6 月，作者認為科技保護措施的保護過於注重抽象著

作權侵害的危險，無形中創設了「準著作財產權性」，顛覆傳統著作權法所建立的著作權人與著作

使用者間的利益平衡；劉孔中，著作權法有關技術保護措施規定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119期，

頁 70-90，2005 年 4月，作者認為壓力團體不斷要求各國政府擴大技術措施的保護，導至學界憂

http://www.educause.edu/research-publications/books/game-changers-education-and-information-technologies
http://www.educause.edu/research-publications/books/game-changers-education-and-information-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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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為教育帶來的好處，並同時透過開放的著作權授權方式，讓科技帶來的

好處不會因法律而受到限制。 

二、自由軟體/開放原始碼的興起 

Richard Stallman 在 1983 年開始提倡自由軟體運動，1985 年成立自由軟體基

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該運動發展至 1998 年出現一群參與這波運動的

人士，主張以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取代原本「自由軟體」的名稱，成立開放原

始碼組織(Open Source Initiative)，雖然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在定義上略有不同16，

但其理念都是要推行軟體程式碼可不受限制的被接觸使用、修改和散布，支持自

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的兩群人後來逐漸分道揚鑣，但無論是自由軟體或開放原始

碼所帶來自由、開放的理念，都開啟了在法律、學術和教育領域提倡自由、開放

的呼聲。 

不過本文認為，自由軟體運動的理念是從上位的道德層次出發，站在推行一

個社會運動的公益觀點而認為，應該透過開放原始碼這種手段達成軟體自由，恢

復往昔在軟體社群中，程式碼都是可以自由交流、分享、修改，激發彼此的創意

和精益求精的社群精神，相較於開放原始碼的推行者比較是站在軟體工程師的角

度，認為程式碼的開放是為了除錯與優化的實用目的，自由軟體運動的理念與開

放教育資源運動的理念又更為吻合，教育領域和軟體社群的情形其實有類似性，

教育的精神應該講求在教師和學生群體中知識的分享、交流，與相互激盪，但著

作權法卻一定程度限制了知識的自由流通，因此自由軟體運動給予學術和教育界

靈感，可以藉由類似的開放運動推行來重建教育社群分享知識的核心精神。 

  自由軟體這個概念慢慢在學術和教育領域發展出各種面向，首先在高等教育

領域出現「開放接觸近用」(open access)的觀念，意指透過網路的開放近用出版

                                                                                                                                              
慮「自由文化」會被限縮為「許可文化」，單方面增加對著作權人的保護，使合理使用範圍被縮減，

但同時卻不見著作權人義務的增加，是偏袒著作權人的立法；馮震宇，數位內容之保護與科技保

護措施—法律、產業與政策的考量，月旦法學雜誌，105 期，頁 68-91，2004年 2月，作者認為

我國制定科技保護措施當中的禁止規避行為規範時，應做好配套措施，而禁止準備行為方面則不

能採取最高標準的立法，否則會對我國資訊電子產業造成傷害，使科技保護措施這個「超著作權

法」所賦予的「超著作權」影響資訊電子產業發展。 
16

 關於自由軟體與開放原始碼的發展歷史、定義、相異處等可參考國內論文，朱俊銘，電腦軟體

相關智慧財產權法制之探討—從開放原始碼運動出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3-68，2003 年 6 月；張憶嬋，開放原始碼軟體商業模式及相關法律問題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

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17，2006 年 6 月；以及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hat is Free 

Software, http://www.fsf.org/about/what-is-free-software,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與 Open Source 

Initiative, 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 http://opensource.org/osd,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皆有詳細說

明。 

http://www.fsf.org/about/what-is-free-software
http://opensource.org/osd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二章 開放教育資源介紹 

10 

 

(open access publishing)、開放近用期刊( open access journal)等資料接觸的管道(主

要指學術出版方面，後文將再詳述17
)，讓所有人都能免費閱讀和使用，而開放原

始碼和開放接觸近用的概念再進一步的促使開放教育資源興起18。開放教育資源

除了在理念上受到自由軟體運動的影響之外，在實際執行上亦有開放教育資源的

平台是使用自由軟體來建置（例如 Connexions
19和 Utah State University

20）。 

 

貳、教育面向 

前述的科技發展進而帶動教育領域的改變，影響了教學型態和資源內容。教

學形態方面，學生不再一定要進入學校才能學習，可以在學校之外透過科技帶來

的轉變，學習與傳統課堂之中相同的知識，對於教師而言，除了可以將教學範圍

擴及無法進入學校學習的學生之外，也可以利用科技創作更多的教學內容，例如

補充資料、課後閱讀或習題等等，這是教育領域新興的第一個趨勢--遠距教學

(distance education)。 

教學資源方面，除了因為遠距教學的出現，讓教師能夠透過網路分享更多資

源之外，科技的發展也讓教師可以利用科技製作出更豐富的教材，例如圖片、影

片、音樂、動畫，甚至是網頁、互動式學習的軟體、學習管理系統和討論區等等，

跳脫傳統單純演講式搭配文字教材的教學資源，這則是教育領域新興的第二個趨

勢--資源型學習(resource-based learning)。 

本文接下來將進一步說明這兩個教育面向的新興趨勢--遠距教學與資源型學

習是如何促成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 

一、遠距教學 

各種科技軟硬體和 ICT 的進步，促成人類在教育和學習的形態上有所轉變，

過去傳統的教育與學習模式，是學生們必須進入實體的學校課堂當中，跟著老師

學習，並在通過考試後獲得文憑，這樣的形態使得沒有時間、經濟能力不足，或

是生理有缺陷的學生有學習上的困難，他們沒有辦法進入學校課堂就無法接受教

育，科技的發展克服時空的限制，使學生不需要在特定時間進入學校就能夠學習，

即使對於以傳統、進入學校方式學習的學生而言，這樣的科技也可以作為學習的

                                                 
17

 可參考本文第二章第四節伍、。 
18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32-34.  
19

 可參考本文第六章第三節壹、案例說明。 
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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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工具，方便課堂外的課前預習、課後複習、補充資料的閱讀、自我測驗、同

儕討論等等，這是科技進步帶動的第一個教育面向新興特色，即遠距教學(distance 

education)的出現。 

  遠距教學原本僅被視為是學生於金錢或時間上無法負擔時，才退而使用遠距

教學的方式，近來漸漸發展成為克服空間限制而利用遠距同步上課，面對面的教

學也會加入遠距課程的內容，遠距教學與實體面對面教學的界線漸漸模糊21，無

論是一般的學生或是前述因種種原因無法上學的學生，都獲得更多元的學習管

道。 

  遠距教學讓教師可自由運用面對面和遠距的教學方式，且對於教學品質而言，

並沒有哪個教學方法一定比較好的問題，完全取決於教學內容及教學目標，並可

讓教師自由組合22，這樣的彈性將有效提升教育品質。 

二、資源型學習 

（一）資源型學習定義與興起背景 

    面對面與遠距的界線模糊，傳播知識的媒介選擇增加，使用這些媒介的成本

也降低，教育面向的第二個特色--資源型學習繼而興起23。資源型學習意指學生和

教學者之間許多的溝通都不是單純面對面、演講式的教與學關係，而是運用不同

的媒介，例如影音和課後作業，再搭配無論是課堂上或遠距的教學形態混合使用，

教學者要自己選擇使用甚麼樣的媒介、和甚麼課程以及如何混合使用24。 

其實資源型學習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一直以來，教學者就必須在許多教學

資源當中取捨，不過，現在大家漸漸發現，單靠演講式（talking lecturer）的教學

無助於教育品質的提升，且新興的科技可製作出多采多姿的教學資源，因此更加

重視資源型學習的運用25。 

南非遠距教學機構(South African Institute for Distance Education)的學者 Wally 

Morrow 在幾年前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高等教育的基本問題，他認為高等教育

是由「教學」(teaching)的形象組成，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機構的結合，讓高等教

育樹立起一道不可接觸和不可使用的高牆，Morrow 認為應該要以「資源型學習」

                                                 
21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24-25. 
22

 Id. at 25. 
23

 Id. 
24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EXPLOR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10 

(Neil Butcher and Sarah Hoosen prepared.)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421 
25

 See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25-26.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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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取代「教學」的概念才能瓦解這道牆
26
。 

  資源型學習再搭配前述的遠距教學，讓教育機構從「接觸模式」 (contact- 

mode) 轉變為「雙重模式」( dual-mode)，同時提供由各種教學資源搭配而成的面

對面與遠距教學，發展出各種教學方式，並解決上課空間不足的問題，使不同科

技媒介的運用變得更豐富多元27，透過資源型學習，教育不再只是面對面的知識

傳授而已，也包括各種可以輔助學生學習的工具，同時激發教師和學生的想像力

與創造力，而師生及同儕間的討論交流、課後閱讀、習題等都讓學習不再只是被

動地聽講，而是積極主動的去發問、表達和實際演練。 

（二）資源型學習運用的目標 

資源型學習可運用的目標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資源型學習打破傳統

上認為，教師在面對面的課堂上授課就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的迷思，教師可以使

用各種經過設計的教學資源來取代傳統講習授課的方式，但要注意的是，這不當

然等於教學品質的提升，教學品質提升與否有賴於這些資源的品質，以及教師如

何運用，雖然投入越多金錢不當然會提升資源品質，但若是資金不足則通常一定

沒有好品質的資源，很多教育計劃都受限於資金，因此這個目標並不容易達成28。 

第二，資源型學習也改變了教學者的角色，教學者可以融入在學生之中並有

所互動，不再是過去單純的教與學關係，但這也要教師們願意去參與，有時候教

師們並沒有融入，只是單純用資源型學習為基礎(resource-based)的資料繼續從事

傳統的教學，就像許多教師們只是將自己上課內容做成檔案上傳，就認為這樣就

已經參與了開放著作權和教學數位化的潮流29。 

最後，資源型學習將新的教學科技融入可以改善並提升教學和學習環境，如

同前述，資源型學習興起是和 ICT 的發展相關，而資源型學習的發展也回過頭來

帶動 ICT 越來越融入教學當中，帶動新的教學方式並改革教學環境30。 

三、遠距教學與資源型學習的交互影響 

  教育面向的兩個趨勢--遠距教學與資源型學習，是相輔相成但不相同的兩個

概念，遠距教學指的是一種可以克服教學者與學生時空分隔困難的教學方式，它

可以用在各種教學方案當中；而資源型學習是指學生和教學者之間有關課程的內

                                                 
26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26. 
27

 See Id. 
28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28. 
29

 Id. at 29. 
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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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以透過各種資源和媒介的使用，它同樣也可以用在各種教學方案當中，亦

可以和遠距教學結合，不過它並沒有意指時空上的分隔，但當然也有許多資源型

學習是被用在時空分隔的情況下31。 

遠距教學的出現讓教學不再受時空的限制，而資源型學習則帶動豐富的教學

資源內容，雖然遠距教學或資源型學習為教育領域帶來變革，但如果遠距教學仍

受限於必須是繳交學費、有註冊的學生才能使用，而資源型學習的教材製作仍受

限於各種素材的著作權利釐清、權利人不明或者需繳交權利金等限制，那麼遠距

教學和資源型學習的效益就無法做最大發揮，為了完全利用遠距教學和資源型學

習帶來的好處，進而促使開放教育資源觀念的出現，如果有免費開放的素材，再

加上不受時空限制的遠距教學及多元組合的資源型學習，隨時隨地、終身學習的

目標就更能夠被達成。 

 

參、其他客觀面向 

科技面向和教育面向是開放教育資源興起最主要的兩個背景，科技的發展縮

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擴大教育可觸及的範圍，軟體方面興起自由軟體運動風潮，

免費、開放的概念隨之擴及教育領域；科技的發展進一步改變教育的型態與資源

內容，因而出現遠距教學和資源型學習；除了這兩個主要的背景之外，在其他的

客觀面向，包括經濟、社會及法律的背景也都有利於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發展 

在經濟方面是考量效率的問題，雖然使用科技教學和學習必須投入一筆建置

硬體設備及網路的費用，而教師和學生也必須投入時間和金錢學習使用科技設備

及網路，但一旦設備建置完成並具備能力後，知識的傳布、分享及交流的效率將

有所提升，最簡單的例子如過去師生必須至圖書館才能查詢所需資料，現在透過

網路不到一分鐘就可以找到相關資訊，但效率提升還有一個前提，就是網路上的

資訊必須是開放、容易被接觸到的，否則空有科技設備和網路也沒有辦法找到資

源，因而有開放教育資源這種對於資源免費開放的訴求出現，希望能藉此改善教

學及學習的效率。 

社會方面，人類原本就會心存利他的動機，同時也渴望互動及接觸新群體的

機會，科技發展讓人可以透過網路創造社群，更容易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知識，因

此在各個領域中都出現許多無償分享交流的社群，無償的分享交流正是教育領域

                                                 
31

 Id.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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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知識傳布最重要的精神，無論是師生之間還是同儕之間的分享交流，都可以

在討論的過程中增進知識並刺激彼此的思考，這種因科技發展，而使人類的利他

動機透過網路社群更容易被實現的社會轉變，也是促成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背景

之一
32
。 

最後在法律方面，要讓開放教育資源能夠發展，就必須有一套清楚明瞭的著

作權授權方式，如果沒有一個授權方式讓教育資源的權利人清楚表達自己免費分

享的意願，對使用者而言並沒有辦法安心使用該等資源，且即使使用了也不知道

可以免費使用到甚麼程度，例如可不可以改作、可不可以拿來做商業上使用等等，

新興著作權授權方式創用 CC (Creative Commons)的出現即以清楚明瞭的方式鬆

綁傳統的著作權法，進而使免費分享的法律難度降低，使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有

一套簡便的授權方式可循，免費開放的理想能夠被實際執行
3334

。 

 

肆、主觀動機 

目前世界上正蓬勃發展的各種開放教育資源網站平台，參與推行的主體主要

包括國家、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和個人，前面說明過開放教育資源興起的客觀

背景後，接下來將說明對於這四個主要的主體而言，各自有哪些考量而形成他們

主觀上的動機，願意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推行。 

一、國家的動機 

在本文後述的各國案例當中可發現35，各國政府對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佔有

一定分量，較顯著的如中國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國大學參與，以及巴西

政府以立法及制定全國政策的方式推動，此外尚有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亦

以立法及政策的方式推行開放教育資源；除了明顯是由政府以行政命令、政策或

立法推動的例子之外，有些國家的開放教育資源發展雖無顯著政府參與的跡象，

但細究各個開放教育資源計畫，其背後的推動者或經費來源就有來自政府的支持，

例如我國大專院校的開放式課程除了各校自編預算建設之外，都有來自教育部的

經費補助，或是歐洲的 European Schoolnet，雖然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但其背後的

組成成員其實是歐盟各國的教育部門，而經費則來自歐盟及歐洲各國的支持；因

                                                 
32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58-60. 
33

 See Id. 
34

 關於開放教育資源法律方面的議題可參考本文第五章。 
35

 可參考本文第六章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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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國政府分別從行政、立法，和經費等方面程度不一的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的推行。 

  本文認為國家之所以會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可能有以下幾個動機： 

（一）實踐人權理念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宣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

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技術和職業教育應

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36。」，著作權法的立法終極

目的也是在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並促進國家文化發展37，開放教育資源可促使人民

有更多管道去使用教育資源，讓人人都有受教的機會以實踐人權理念。 

（二）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以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而言，開放教育資源讓更多人有機會學習，可縮小國

家內部教育資源不均等問題，進而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全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 

（三）在地知識體系的彰顯及回饋 

從國際層面來看，透過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則可消弭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之

間的鴻溝，除了讓開發中國家透過開放教育資源的運用能夠與世界接軌之外，更

可重塑在地的知識體系，進而回饋全球社會，彰顯該國的社會文化價值。 

（四）對納稅義務人的回饋 

政府或國家級的學術和研究機構所做的報告、研究計畫，或學術研討會等等，

其製作和研究經費實為納稅義務人的貢獻，因此其研究成果不應由國家保有著作

權，而是應該開放由全民共享使用；當然對於這樣的論點有人會說，如果把資源

開放了，那麼非納稅義務人的外國人也可以搭便車使用，不過知識的使用在經濟

學的意義上是不具排他性38的，且知識經由越多人使用越能建立該機構學術創作

或研究的名聲，而這些使用者在累積一定知識後也會有創作產出回饋全體人類社

會39。 

二、非營利組織的動機 

非營利組織係指不能將任何利益分配給和該組織相關之任何人的組織，因此

                                                 
36

 世界人權宣言，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human%20rights.htm, last visited June 6, 2013. 
37

 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

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38

 關於排他性的解釋可參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39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64. 

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human%20righ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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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的目標並非尋求財務利益分配的最大化，學者將此「不分配限制」

(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的特性視為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特徵40。基於智慧財產

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可比擬性，James Boyle 認為公地運動(commons movement)亦猶

如環保運動，出現組織多樣性(institutional diversity)的現象，有各種不同的組織出

現，並以不同的方法去處理與公地運動相關的議題41。 

目前多數的非營利組織理論都認為該組織的存在，是為了提供特定的公共財

42，本文參考學者以公共財的類型所做的非營利組織分類43，將推行開放教育資源

運動的非營利組織區分為： 

 提供社會規範與授權條款的非營利組織：在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中最典型的代

表，就是提供法律授權條款規範的 Creative Commons。 

 提供資訊近用與典藏的非營利組織：在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中，提供資訊近用

與典藏所指者，即為提供這些開放教育資源、資料庫、學習工具等等的組織，

這個分類包含了大多數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中的非營利組織，例如傳統的學校，

像台灣的交通大學或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以下簡稱 MIT），或者是由傳統

學校組成的聯盟，像全球的開放式課程聯盟；遠距教學，或類似我國空中大

學的學校，像北京開放大學(Beijing Open University, 以下簡稱北京廣播電視

大學 )或馬來西亞的 Wawasan Open University（以下簡稱 WOU）；由民間成

立從事教育相關活動的組織、基金會或社群平台，例如美國的基金會 Khan 

Academy 和 the Monterey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以下簡稱

MITE），以及全球知名的 Wikimedia 建立的 Wiki 系列平台。  

 提供財務支援的非營利組織：這類的組織主要是在提供其他組織推行開放教

育資源所需的財務支援，這種組織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國的 Hewlett Foundation

和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此外本文認為這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還可

以延伸到不僅是提供財務支援者，而是提供其他組織像是科技設備、社群網

絡聯繫、科技能力訓練、運動推行指導與建議等資源的組織，前述舉例的兩

個組織也都是提供這些資源的代表，另外還有例如非洲發起OER Africa的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Distance Education。 

                                                 
40

 Jyh-An Lee, The Greenpeace of Cultural Environmentalism, 16 WIDENER. L. REV. 1, 7 (2010)  
41

 Id. at 8. 
42

 Id.  
43

 前註文的李治安教授將資訊共享環境中的各類非營利組織分為五類，除了本文用到的三種之外，

還包括提供法律扶助以及提供公益遊說這兩種，see Id. at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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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非營利組織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動機，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一）利他主義 

非營利組織除了前述不分配限制的最大特徵之外，其成立是為公共利益而存

在亦是其最大特徵，因此這三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最大動機，

都來自利他主義的想法，提供社會規範與授權條款的非營利組織像是 Creative 

Commons，它的唯一目標為面對著作權制度與日俱增而對創作產生限制的預設規

定，建立一層合理、具彈性的著作權機制44，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則為該授權方式

最好的實踐。 

提供資訊近用與典藏中屬於學校類型的非營利組織，辦學宗旨即是促進知識

的交流分享，這也是教育的核心精神，這種理念的實踐對於大學來說又更為重要，

大學成立的的核心即是聚集一群師生，在大學提供的環境中汲取知識，同時為大

學生產並貢獻新的知識，促進知識的分享交流與積累，進而為社會帶來貢獻45。

以帶領全球展開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 MIT 為例，之所以會興起推行開放教育資源

的念頭，是由於 MIT 的教師們問自己：「網路在教育中可以發揮甚麼作用？我們

該做些甚麼？」，接著他們發現將網路用來提供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可以免費使用

該校所有課程，是很好的方式46，校長 L. Rafael Reif 表示，開放分享的理念一直

都是 MIT 的傳統，MIT 的任務是要促進知識的交流增長並教育學生，將知識化為

面對世界上各種挑戰的力量，並為人類帶來更好的生活，透過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的確實踐了這樣的理念47；MIT OpenCourseWare 的執行董事 Cecilia d’Oliveira 也

表示，透過開放教育資源，未來世界上所有人不再受限於個人的情況，都可獲得

學習的機會，跨越貧富，也跨越發展中與已開發國家的界線48；利他主義成為學

校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最大動機。 

學校之外其他提供資訊近用與典藏的非營利組織，像是 Khan Academy 的成

立宗旨，是希望可以透過提供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免費資源的方式，來

                                                 
44

 台灣創用 CC 計畫，全球的 CC，http://creativecommons.tw/worldcc（最後瀏覽日：2013/06/05）。 
45

 See Michael J. Madison & Brett M. Frischmann & Katherine J. Strandburg, The University as 

Constructed Cultural Commons, 30 WASH. U. J.L. & POL'Y 365, 378-379 (2009). 
46

 DANIEL E. ATKINS & JOHN SEELY BROWN & ALLEN L. HAMMOND, A REVIEW OF TH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MOVEMENT: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8-9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hewlett.org/uploads/files/ReviewoftheOERMovement.pdf 
47

 MIT OpenCourceWare, President’s Message, http://ocw.mit.edu/about/presidents-message/,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48

 MIT OpenCourceWare, Director Letter, http://ocw.mit.edu/about/director-letter/,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http://creativecommons.tw/worldcc
http://www.hewlett.org/uploads/files/ReviewoftheOERMov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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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w.mit.edu/about/director-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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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育的改革49；而 MITE 的成立宗旨則是希望在這個經濟、社會和個人都快速

變化的時代，提供符合社會需求、有效率、高品質可接觸教育機會的管道50，同

樣都是基於利他主義的動機而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提供財務支援的非營利組織也有利他主義的動機，像是 Hewlett Foundation

的目標包括協助降低全球的貧窮和提升全世界學生的教育51；Bill & Melinda Gates

則表示，他們成立基金會是希望可以和世界上的夥伴們合作，解決開發中國家貧

窮和疾病，以及美國失敗的教育體制問題52，透過對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支援這

些理念都可一一被實踐。 

（二）其他的動機 

非營利組織當中的學校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除了最主要的利他主義動機

之外，尚還有一些其他的動機。 

對於學校而言，和前述國家的動機相同，如果是由公共基金支持的學術研究

和計畫，那麼就必須開放它們的成果給大眾免費使用，作為對納稅義務人的回饋，

同時避免不同的機構重複浪費資源做相同的研究（也會面臨與前述國家動機相同

的質疑，於此不再贅述）。 

提供開放教育資源對形象也有所助益，幫助學校在社會上建立良好形象，並

讓大家看見該機構的教學或研究成果；亦可吸引學習者從免費使用者轉為註冊就

讀的新生，以及將教學擴及過去不曾有機會和管道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 

另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議題是關於遠距或類似我國空中大學的教學機構，本

文後面將介紹的幾個遠距教學機構也都是非營利組織，但它們和一般的學校不太

一樣，像 MIT 本來就是一所學校，學生們是要付學費和親自到校上課才能拿到學

位，線上的資源是提升學習效益的輔助，但若本來就是在從事遠距和線上教學的

機構，開放教育資源對其營運模式影響就很大，如果線上有許多免費的學習資源，

遠距教學的市場價值將會降低，因此這類機構為了改變營運模式，也開始參與開

放教育資源運動，提供一些免費的資源來吸引新生的註冊就讀；附帶而論的是，

                                                 
49

 Khan Academy, About—Our Misson,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50

 the Monterey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bout, 

http://www.montereyinstitute.org/about.html,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51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About Us, http://www.hewlett.org/about,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52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o We are—Letter from Bill and Melinda Gates, 

http://www.gatesfoundation.org/Who-We-Are/General-Information/Letter-from-Bill-and-Melinda-Gates,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
http://www.montereyinstitute.org/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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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遠距教學機構是屬於本文未介紹屬營利性質的遠距教學機構，則它提供

免費資源的動機應該是希望增加營利那一塊的收入，就不是我們這裡所說的非營

利組織動機。  

三、營利組織的動機 

本文第六章案例介紹中屬營利組織者僅有 Flat World Knowledge，在第三章第

三節參、介紹的 Udacity 和 Couresa 則有意朝營利性質發展，這種營利性質的組織

參與的動機，主要是透過免費資源的提供吸引付費商品的購買，形成一種新的商

業模式；另外要特別討論的則是雖然不是自己在推行，但卻和各個開放教育資源

案例合作的營利組織，像是本文後面會提到的 Microsoft、Google、iTuneU，以及

和歐盟 Schoolnet 合作的多間廠商（包括 Microsoft, Samsung, Acer, Cisco, Lego 等

等），這些營利廠商之所以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最主要動機是在於廣告功能，

由廠商提供設備和技術能力的支援，被支援的網站則形同提供該廠商廣告的平台，

間接吸引將來可能的商品使用購買，同時也可以為廠商帶來善盡企業責任的良好

名聲。 

四、個人的動機 

個人是指除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之外，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人，這裡要討論的

面向有二，一個是創作並提供開放教育資源的人（當然大多數都是教育工作者，

不過也有一些出於自己興趣而創作提供，例如台灣的小風英語教室53）；另一類就

是來平台上使用這些資源的學習、使用者；創作者的動機要探討的，主要是甚麼

樣的動機讓他們願意免費開放和大眾分享自己的心血，使用者的動機則是要探討

為什麼使用者願意來使用這種開放教育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時候創作者和使用者的界線是很模糊的，例如一位想要

製作免費開放的教案跟大家分享的教師，他很有可能會先扮演使用者的角色，去

使用各種免費開放的素材來做自己的教案，最後才轉而變成一位創作者，不過本

文原則上還是以創作者和使用者兩個角度來說明其個別的動機。 

（一）創作者的動機 

在非金錢方面，創作者願意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動機，來自於利他主義及參

與社群帶來的快樂，與他人分享可以獲得回饋，進而改進、完善自己的作品，社

群的參與和互動也會帶來快樂，並透過自己的作品被全世界的人看見及使用而得

                                                 
53

 可參考本文第六章第六節貳、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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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我滿足，若自己的作品能進一步得到他人的稱讚，或是有些參與者不一定是

直接從事資源的創作，而是執行一些輔助的工作，例如協助創作者將教材數位化、

釐清著作權等過程，都可以為自己在教育領域建立名聲和自我的成就感54。 

當然除了非金錢的動機之外，有些創作者也有其金錢方面的商業考量，如果

創作者最終是要做商業販售，那麼先將一部分免費開放是提升未來銷售量的一種

策略，透過初步的開放讓資源快速進入市場，可測試水溫且建立一群先行使用者，

帶動未來商品的銷售，而追蹤使用者對這些免費資源的使用，亦可建構成一份市

場調查報告，供作未來產品銷售的參考55。 

最後，對於一些創作者，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而言，他們願意參與的動機，

也包括認為這些資源的著作權是不值得花費精力保護的權利，有些可能是因為該

創作很簡單，別人很容易複製或想到一樣的點子，並不值得權利人花費時間精力

去維護其權利；或是有些權利人的創作可能不怎麼樣，但開放給大家使用後，其

他的創作者從中挖掘到可用之物或靈感，而產出其他更好的作品；尤其教育的本

質是要促進知識的傳授及交流，若要實踐這樣的理念，那麼堅持教育資源要受著

作權保護而不能供大眾分享，就顯得背道而馳56。 

（二）使用者的動機 

本文認為，對於沒有時間、經濟能力不足、離開校園後還想繼續學習的社會

人士，或生理有缺陷等無法進入學校就讀的人，透過開放教育資源他們可以在學

校體制之外學習，因此若有這種免費、開放，不需要支付金錢也不需要擔心著作

權問題的資源，自然會吸引這類人群的使用；對於可在學校體制內學習的學生而

言，相較於昂貴的教科書，或是傳統只能查詢書本的知識管道，這種免費、開放、

速度快，類型又多元的資源，也成為節省學習成本與提升學習效益的管道；不過

這裡要注意的是，這些開放教育資源，必須具備與傳統傳遞知識的書本內容相同

程度的品質，如果網路上只是充斥一些濫竽充數的資源，即使是免費開放的也無

法吸引使用者使用。 

使用者除了單純使用的行為之外，有些開放教育資源的平台，例如後文將介

紹的 Khan Academy、ChemWiki 計畫和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還附有學習

管理系統，可以有系統的管理學習進程，亦可以和教學者及同儕討論交流，也同

                                                 
54

 See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65-66. 
55

 Id. 
5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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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帶來前述參與社群、分享交流的快樂，也是使用者會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動

機。 

 

第三節 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阻礙 

雖然有來自上述客觀與主觀面向的因素推動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但觀察全

球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可發現，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仍存有來自各個面向的阻礙，

本文以下自科技、財務、社會、法律與政策五個面向來分析這些阻礙開放教育資

源發展的因素57。 

 

壹、 科技面的阻礙 

科技方面的阻礙主要來自資料搜尋科技的改善、科技與資源的接近使用度問

題、資源之間的相容性、科技發展所造成的數位困境，以及不同群體之間數位落

差的問題，以下將一一說明。 

一、資料搜尋科技的改善 

  當越來越多的開放教育資源出現在網路中，此時利用者要如何找到符合需求

並有好品質的資源成為一大挑戰，雖然可透過電腦將資料分門別類、做好摘要，

但是面對龐大的資料，這項工作是很費時的，此外，負責分類和摘要的人員不見

得具備該學科的知識，無法知道該項資源應該分在哪一類，這種困境在科目、知

識越細分和專業的情況越明顯；除了學科專業之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國籍、語言

或文化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分類方法，導致非該國、該語言或該文化的利用人

無法正確的尋找到自己要的資源58。為讓龐大的開放教育資源能更有系統的被整

合在一起，改善電腦搜尋程式的功能是必要的，但也必須先克服缺乏有能力擔當

此任務的人才問題。 

二、科技與資源的接近使用度--開放原始碼與自由軟體 

  開放教育資源既然是對公眾授權開放使用，如何在科技的配套上讓資源能夠

更容易被大眾接觸就很重要；採用開放原始碼或自由軟體來製作開放教育資源其

實是很好的方法，這些軟體多有完善的功能、低成本、不用受制於支付廠商的授

權金、符合開放的理念和標準、不同軟體製成的教材之間相容性提升，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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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58-60. 
58

 Id. at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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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目前大多數非電腦專業的人士都是使用大廠商的軟體，對此已產生使用上的

黏著，若要大家使用開放原始碼或自由軟體會有學習上的轉換成本59。 

三、相容性(interoperability) 

  既然開放教育資源是要讓大家自由使用這些資源，將各種資源做一些新的組

合，資源和資源之間的相容性就是非常關鍵的問題。這裡所說的相容性是指在軟

體方面，不同程式設計出的資源都能透過一套類似的程序相互交換使用，檔案格

式之間也具相容性，不同時間由不同人所設計的資源也要互通，亦要和搜尋引擎

互通才能被找到。 

如果利用人在 A 平台使用其資源，而這些資源無法順利的和 B 平台的資源結

合，或用 A 軟體製作的資源無法與 B 軟體製作的結合，或者使用舊科技製作的教

材無法和新科技的成品結合，或空有好的資源卻無法讓搜尋引擎納入，使用者就

無法對這些開放資源作最大利用，也有些資源是被鎖在學習管理系統之中，需要

密碼才能夠使用，亦不符合這裡所說的相容性。 

開放標準(open standard)是最能夠創造相容性的標準，在此標準下仍存有許多

不同軟體和程式設計而成的資源，只是這些資源間彼此是互通的，上述的自由軟

體和開放原始碼也可用來達成開放標準60。 

四、數位困境 

  本文認為，電腦科技雖然可以讓我們很方便的去創作、 修改、複製和學習各

種知識，並且以很低的成本傳播給全世界的人，但同樣的，電腦科技也可以在一

瞬間讓原本自由使用的知識消失，例如加密上鎖或直接拿下來，或有時只是因為

電腦和網路當機而不是人為故意，也可能是隨著時間舊的資源與新科技不相容而

無法使用，這就是「數位困境」(digital dilemma)相較傳統的書本，依靠電腦科技

來保存知識顯得很有風險，而前述的個人學習系統也有隱私安全的疑慮，這些都

是尚待解決的問題。 

五、數位落差 

科技的發展讓教育領域出現教學與學習的改革，但也帶來「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問題。數位落差意指在個人、家戶、企業和地理之間，因社會與經濟

程度的不同，所造成這些群體接觸ICT，並透過網路參與各種活動的機會也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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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鴻溝61。整體而言這種差別主要可分為兩方面，在硬體方面，缺乏電腦設備和

網路，以及在能力方面，缺乏使用電腦和網路的能力62；範圍則包括在一國境內及

國與國之間的數位落差，在一國境內造成數位落差的因素可能來自於收入、種族、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的不同63，而在國與國之間則往往因經濟發展

程度的差異，使得貧窮的國家電腦與網路的滲透率遠低於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除

了沒有設備之外，也沒有具備相關知識的足夠人力來教育人民使用數位科技，造

成國與國之間的數位落差64。 

數位落差在知識上將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原本許多有機會接受

教育者就是社會中較優勢的群體，而他們同時也是能接觸到科技並有能力使用的

群體，因此更有機會體驗科技為知識傳播帶來的好處，或者在國與國之間我們也

可發現，開放教育資源之所以可以在美國出現並越來越興盛，也是因為在美國有

完善的電腦設備與網路，然而較貧窮的國家卻受限於設備與網路的匱乏，更不用

說要讓人民有能力來使用；因此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不能只關注到科技所帶來的

好處，亦要正視因為科技而產生的數位落差，否則開放教育資源不但難以推行至

全球，還可能因為弱勢的人民或國家無法享受開放教育資源的好處，反而出現知

識貧富越來越不均的現象。 

 

貳、財務面的阻礙 

財務方面主要是無法平衡成本的問題。開放教育資源意味著在著作權的授權

上並不向使用者收取權利金，然而開放教育資源的運作卻會花費大量的成本；例

如在素材的創作方面，需要選用好的創作人才、進行創作程序以及使用科技配備，

而創作完成後也要有適當的平台可以傳布和儲存這些創作，此外從使用面來看，

                                                 
6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5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sti/1888451.pdf 
62

 可參考潘金古、曾淑芬、林玉凡，數位吉尼係數應用之擴充：我國數位落差現況，資訊社會研

究，頁 3-4，http://society.nhu.edu.tw/jccic/16/fu/16-01.pdf，（最後瀏覽日：2013/06/18）。 
63

 Se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allingthru.html, last visited June 5, 2013, and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tia.doc.gov/legacy/ntiahome/fttn99/FTTN.pdf 
64

 See Menzie D. Chinn & Robert W. Fairli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881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yale.edu/growth_pdf/cdp881.pdf 

http://www.oecd.org/sti/1888451.pdf
http://society.nhu.edu.tw/jccic/16/fu/16-01.pdf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allingthru.html
http://www.ntia.doc.gov/legacy/ntiahome/fttn99/FTTN.pdf
http://www.econ.yale.edu/growth_pdf/cdp8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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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素材還必須搭配各國的使用進行在地化，以及使用者是否具備使用這些素材

的能力和設備，諸如此類都是開放教育資源運作過程中會產生的高成本，但開放

教育資源並沒有一個營利的機制可以來平衡這些成本65；除此之外，目前開放教

育資源的發展正值遍地開花的時期，然而目前的資金支援卻不足負荷所有正在發

展中的計畫，這些計劃之間勢必會競爭稀少的資源66，必須考慮到若失去資金時

整個計畫該如何持續67。 

 

參、社會面的阻礙 

社會面的阻礙，來自於大眾對於開放教育資源的概念還沒有普及的了解，以

及針對開放教育資源的內容，會有語言和文化上隔閡的問題，都是尚待解決的社

會面阻礙。 

一、概念不普及 

如同前述在本文後面全球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說明中會發現，開放教育資源

概念在許多國家都尚未普及，教育界在文化氛圍上若沒有自發性的認同分享交流

的精神，就會瀰漫自己的創作被其他人或機構不正當利用的疑慮，對使用者而言，

若沒有了解分享交流的理念也不懂著作權開放授權的方式，就無法辨識什麼樣的

資源是可以自由利用，以及可利用到什麼程度，而懷有可能侵害他人著作權的疑

慮。 

二、語言與文化隔閡 

目前大多數的開放教育資源都是以英語製作，且內容亦是根據西方的文化撰

寫，這種趨勢將造成非西方、非英語系的國家在使用資源時有語言和文化上的隔

閡，亦會造成在使用上的依賴而不創造自己的資源，成為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形

同西方國家透過網路在文化上的殖民；對西方文化而言也無從與非西方國家做知

識的分享交流，開放教育資源的內容豐富性將受侷限68。 

                                                 
65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5-6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edu/ceri/38645447.pdf ; see also UTPAL M. 

DHOLAKIA & W.JOSEPH KING & RICHARD BARANIUK, WHAT MAKES AN OPEN EDUCATION PROGRAM 

SUSTAINABLE? THE CASE OF CONNEXIONS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edu/ceri/36781781.pdf ;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90-91, 

and COL, Explor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24, at 9. 
66

 Utpal M. Dholakia, What Makes and Open Education Program Sustainable? Id. at 3. 
67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65, at 5 ; see also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88. 
68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104-106. 

http://www.oecd.org/edu/ceri/38645447.pdf
http://www.oecd.org/edu/ceri/367817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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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英語系的資源翻譯成各國語言是最基本的解決方法，不過要注意翻譯不只

是文字上的轉變，亦要顧及各國文化內涵做適當調整；此外翻譯還會遇到一個瓶

頸，即除了要了解語言和文化外，對於該學科的知識專業也要有所了解，否則即

使是一個精通原文和翻譯國語言的人，若對學科知識不了解，也沒辦法翻譯成正

確的內容69。 

 

肆、法律面的阻礙 

法律方面的阻礙包括著作權利難以釐清、對著作權授權不了解、對創用 CC

不了解，以及一些從創用 CC 衍生出來的相容性及理念衝突的問題，這個部分會

於本文的第五章詳細說明。 

 

伍、政策面的阻礙 

制定政策的主體包括各國政府和學校，各國政府可能根本沒有開放教育資源

相關的政策（例如阿拉伯及拉丁美洲的國家），也可能是有相關政策在僅止於少部

分地區（例如巴西的聖保羅市及美國零星各州），或者有一些立法或行政上的提案

但被否決（例如巴西），或雖然政府有制定相關的政策，但學校的推行僅流於為滿

足政府要求的績效（例如中國）。學校也有可能根本沒有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政策，

或是雖然有相關政策，但只是形式上配合政府要求，或師生們並不熟悉這個概念

造成參與與使用情形不佳70。 

政府在著作權法上採取的政策態度也很重要，如果政府在修訂著作權法時一

味採取偏袒著作權利人的立法政策，會助長著作權利人在著作權法利益平衡關係

中的強勢，增強使用者有隨時可能觸法的恐懼，將無法滋養社會上交流分享的氛

圍。 

 

第四節 開放教育資源相關概念 

開放教育資源時常和其他的概念相提並論，有時候則是人們對於概念的誤解，

例如最常見的是誤將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Ware)等同於開放教育資源，這些與

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概念很多，限於篇幅，本文以下挑選開放學習/開放教育、

                                                 
69

 Id.  
70

 以上括弧內的舉例可參考本文第六章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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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開放教學、開放式課程和開放進用出版五個與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概

念作說明，藉由對這些概念的了解可以更清楚認識何謂開放教育資源，並釐清這

些概念之間的不同及相關性。 

 

壹、開放教育資源與開放學習、開放教育 

  開放學習和開放教育(open learning/ open education)所指涉的範疇比開放教育

資源更大，是要確保消除所有不必要的學習阻礙，讓學生有機會依自己的需求受

多元的教育及訓練，是屬於教育領域與開放相關的上位概念，包括以下幾個原則

71： 

一、學習機會是終生的，且須包含教育和訓練 

二、學習過程要以學習者為中心，建立在他們的經驗之上，並且鼓勵獨立和批判

性思考 

三、學習方法富有彈性供學生選擇何時、何地、學甚麼和怎麼學，以及學習速度 

四、先備學習、先備經驗和能力證明要被認可，以免學習者因缺乏資格而被剝奪

學習機會 

五、學習者可以累積不同學習內容的學分 

六、要提供學習者成功的公平機會 

 

貳、開放教育資源與 e-learning 

  the European eLearning Action Plan 為 e-learning 作定義：「透過擴大接觸資源

及服務的管道和遠距的交換及協作，並運用新的多元媒介及網路提升學習品質，

ICT 創造新的溝通接觸模式，師生間不是面對面教學，但還是可以達到直接接觸

的相同效果72」。 

  e-learning 可能是開放教育資源，而開放教育資源也可能會以 e-learning 的形

式呈現，但 e-learning 指的是學習的「方法」，開放教育資源指的是學習的「客體」，

也有許多 e-learning 並不是開放教育資源，或者有許多開放教育資源並不是

e-learning 的系統，只是單純將文件放置在網路上供下載73。 

 

                                                 
71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6. 
72

 Id. at 31. 
73

 Id.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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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放教育資源與開放教學 

  開放教學(open teaching)意指使用科技將正式的大學課程免費開放給其他沒

有辦法正式註冊就讀的人使用，設計各種方法將教室內上課的情況盡可能傳達給

大眾來體驗，這些方法包括：張貼課程大綱、指定亦是免費和開放授權的教材、

張貼學生的作業或其他課程內容供大眾一起討論，以及使用各種媒介像是電子郵

件和部落格等等讓非正式學生亦可參與。有一些開放教學的課程會給予認證，不

過要注意的是這通常只是該門課程的老師對於學生表現所給予的認可，不代表是

該機構給予的認證或學分74。開放教學是一種教育方式，而開放教學的課程是開放

教育資源的一種。 

 

肆、開放教育資源與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Ware)只是開放教育資源的一個種類，並不等於開放

教育資源，開放式課程聯盟(OCW Consortium)將其定義為「高品質、高等教育素

材的免費和開放數位出版。是以課程的形式呈現，包括課程計畫、評量工具和主

題性的內容」75，這也是目前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種類的大宗；開放式課程是最常

被誤為等同於開放教育資源的類型，故特別提出說明，在本文第三章「開放教育

資源的產品與服務類型」當中會在更進一步介紹開放式課程，且同樣的，該段文

中其他的九種開放教育資源的產品與服務類型，亦都是屬於開放教育資源的一種，

而非等同於開放教育資源，於此一併做說明。 

 

伍、開放教育資源與開放近用出版 

  何謂「開放近用」(Open Access Publishing)？根據目前最為人所熟知的布達佩

斯開放近用提議(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開放近用」指的是：資料能在

公眾網際網路上被自由取用，並允許任何使用者得閱讀、下載、重製、散布、列

印、搜尋或連結至該等文章的全部內容、得為檢索目的爬梳(crawl)該等文章、得

傳遞該等文章至軟體作為資料，或為任何其他合法目的，在除了與近用網際網路

不可分離的限制外，別無財政、法律或科技障礙之下而能使用該等文章。對於重

製及散布的唯一限制，及著作權在上述範圍內的唯一角色，是必須允許作者得控

                                                 
74

 See COL, Explor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24, at 87-88. 
75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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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們著作的完整性，和保障作者應被適當表彰及引用76。 

  而貝斯達開放近用出版宣言(Bethesda Statement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則

對何謂「開放近用出版」給了定義。只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即可稱為開放近用

出版： 

「一、作者及著作權人給予所有使用者自由、不可撤回、全球、永久的得近用其

著作的權利，並授權所有使用者得在任何數位媒介、為任何合法目的、在適當表

彰著作人的條件下重製、使用、散布、傳輸、公開展示、改作其著作，及得為個

人使用的目的少量印刷其著作。 

二、完整的著作內容及所有補充資料，包含上述所允許的著作重製物，必須以適

當的標準化電子格式、在著作初出版時立即存放在至少一種線上素材庫(online 

repository)中，而該等線上素材庫必須是由學術機構、政府組織或其他設立完善以

尋求促進開放近用、不受限制地散布、可相容性及長期典藏為目的的組織所支持

77。」 

  開放近用出版運動發展的原因，在於平衡學者和學術期刊出版產業不平衡的

關係，以一份學術研究文章而言，撰寫的研究者必須蒐集該議題的各種資料和想

法、與其他競爭者競爭爭取對該研究的補助、挑選並聘用高品質的學生及其他專

業人士，最後要帶領整個研究直至成果產出並撰寫完成；而出版商則負責協調審

查該研究的成員（是由該領域其他學者自願組成的同儕審查，出版商只是負責協

調，並不須支付成本在文章審查）、從眾多學術研究中挑選想要出版的文章、排版

和發行；相比較之下可知，出版商在分工上比較沒有智慧方面的貢獻，但最後出

版商卻往往可受作者專屬的授權，享有幾乎所有的著作權利，且甚至作者還需要

自行支付讓文章刊登的費用；為了改善這樣不平衡的關係因而發起開放近用出版

運動，讓學者對自己的學術文章可以掌握重製和傳布的權利78。 

  開放近用出版特別指開放授權的學術研究出版，而開放教育資源是指開放授

權的教學素材，在高等教育領域兩者是重疊的79，開放近用出版的文章也是屬於開

放教育資源的一種。 

                                                 
76

 李治安、林懿萱，從傳統到開放的學術期刊出版：開放近用出版相關問題初探，圖書館學與資

訊科學，33 卷 1 期，頁 42，2007 年 4 月。 
77

 同前註。 
78

 COL, Explor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24, at 85-87. 
79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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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小結 

除了上述說明的五種概念之外，包括本章第一節關於教育面向中說明的遠距

教學與資源型學習，以及上述本文後面將介紹的開放教育資源的產品與服務類型，

都是與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概念，且各個觀念之間也都相互關聯，造就今日教育

領域在教學及學習上的變革，讓師生與同儕間的互動更加緊密、更多交流分享的

活動產生、學習從被動聽講轉為主動參與，使得教學與學習都變得更有效率，本

文將這些概念繪製成以下的關聯圖，可清楚看出這些概念所處位置與關係。 

  

 

 

 

 

•終身學習 

•公平機會 

•學習者為中心 

•教學與學習彈性 

開放教育、開
放學習 

•e-learning 

•開放教學 

•遠距教學 

•資源型學習 

教學與學習方
法 

•開放教育資源 

•開放式課程 

•開放近用出版 

• ......（其他九種
類型） 

教學與學習資
源 

圖 1 開放教育資源相關概念關聯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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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模式 

  本文前面在討論開放教育資源發展阻礙時談到，開放教育資源是不對使用者

收費的，所以在財務方面會遭遇困難，想要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組織必須選擇財

務支持的方式，除此之外亦要選擇經營開放教育資源的模式及行銷策略，才能形

成一套完整、可良好運作的營運模式，本章將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模式分為經營

模式、財務模式和行銷策略，從這三個方面來說明欲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組織有

那些選擇。本文第六章則會以實際案例說明該些案例是以何種經營模式、財務模

式以及行銷策略營運，第七章則有附表整理。 

  應注意的是，以下說明的各種型態並非壁壘分明，而是可以多元運用組合，

端看推行的組織或使用者的狀況，無論是後面將介紹的案例，或本章作為輔助說

明的案例，都只是供作參考，每個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機構，或甚至是政府，都

有其在目標理念、客群選擇、資源多寡甚至是在地需求等各方面的獨特性，其實

所有的案例都是不能夠複製的，必須在經營模式、財務模式和行銷策略的各種選

擇中，組合出一個適合該機構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模式80。 

 

第一節 開放教育資源的經營模式 

  一個組織要推行開放教育資源，在經營模式上主要有三個須考慮的重點：誰

來主導、資源如何生產，以及資源如何審查，本文參考學者的觀點81，將開放教

育資源的經營模式依推行主體、資源生產模式和資源審查模式區分如下，最後再

輔以實際案例做說明。 

 

壹、推行主體 

  就推行主體而言，可分為集中領導和社群自治兩種類型，前者由政府或推行

的組織集中領導，有師生、課程、預算等現成資源可利用，然而計畫推行得否存

                                                 
80

 See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65, at 7. 
81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89, 102-104; STEPHEN DOWNE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40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academia.edu/1415254/Models_for_sustainable_open_educational_resources ;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65, at 

7-10. 

http://www.academia.edu/1415254/Models_for_sustainable_open_educational_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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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完全仰賴政府支持，或組織成員的熱誠、政策的方向及資源的多寡；後者則是

由推動者提供一個資源存放平台後，資源多寡、維護管理、品質審查或財務上支

持等等由參與的社群成員自行分擔，缺點是資源品質不一，資源內容分布的領域

或呈現的格式可能很零散，以及在未形成一個良好的社群自治之前，就沒有一個

集中領導者強力去引領、執行，完全仰賴參與者的意願來維持平台運作，不過一

旦參與的人夠多而形成分享交流的循環後，品質的問題可由參與的成員給予評論

及回饋來解決，而且參與者都是有意願才來加入的，相較於集中領導的類型，社

群自治的自願參與程度較高，在資源上亦由自願參與的人自行分擔，計畫推動成

本也較低。 

 

貳、資源生產模式 

  就資源生產模式區分則可分為生產者對消費者和共同協作兩種類型，前者如

同推行主體中的集中領導類型，也是較集中化的類型，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兩群不

同的人，有一群人專門負責資源的創作，而利用人（消費者）則是被動的使用資

源，不另外做新的創作回饋，好處是資源會由一群具專業的人提供，在內容完整

度和品質上較佳，然而單靠一群人的生產可能趕不上這時代知識的瞬息萬變，而

專業人士若缺乏其他人的交流回饋也不免知識匱乏，且現代對於學習的概念已不

再只是停留於被動的接收知識，更在於從積極的回饋與創作中激發創造力，並與

原作者交流，而消弭生產者和消費者界線的共同協作類型就能達到這點，至於內

容品質、專業度等問題，則可由大眾分別貢獻自己所具備的專業知識相互交流來

維繫品質和專業。 

 

參、資源審查模式 

  資源審查模式亦是依據集中和對大眾開放的程度作為區分，大致上可分為集

中式審查、同儕審查以及市場機制審查三種；集中式審查是想要維持該機構或該

平台的品牌和名聲所採用的方式，由於該機構和平台上傳的資源代表該機構的水

準，因此機構和平台必須先做集中式的審查，確保公開資料的正確性和品質，例

如 MIT 開放式課程的教材，如果其內容有錯誤，必定會壞了 MIT 的名聲，因此

要放上平台的內容都要先經過內部的品管，此模式最為集中化且過程非公開；同

儕審查則是學術界一直以來很常使用的審查方式，即一群相同領域的專業人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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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一個審查小組，彼此之間公開的評論和審查該作品，此模式的審查人員是集

中化的，但審查過程是由這群專業人士公開評論的；而第三種是最自治的審查方

法，即交由市場機制的運作去決定該資源品質的好壞，例如可以交由利用人使用

該資源後做評價和評分，或統計該資源的下載次數亦是很好的指標，像是在

YouTube 上的教學影片如果是很多人收看的，即可證明是最有名、最有用、品質

最好的影片；此外其實還有一種比較非正式的審查方式，即口耳相傳，好的資源

往往會在師生之間口耳相傳，這是一個分散式、但不公開（在私人之間傳播，因

此不算是公開的）的審查方法。 

 

 

 

 

 

 

 

 

 

 

（圖片來源：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The Emergence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p.104） 

肆、實際案例 

  綜合上述的分析結果可發現，無論是推行主體、生產或審查模式，都有從集

中到分散不同程度的類型，綜合這三個面向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以下將以 David 

Wiley文中所述三種案例模式做說明，分別是 MIT 模式、USU 模式和 Rice 模式82；

不過這裡的例子並未包括主體是由政府集中領導的案例，最典型由政府集中領導

的案例可參看本文所介紹中國開放教育資源中國家精品課程的推行83。 

（一）MIT 模式 

  MIT 開放式課程的目標，是將其校內現有的課程全部上線，並不斷地去維持

                                                 
82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65, at 7-9. 
83

 可參考本文第六章第六節伍、案例說明。 

 

公開 

分散式 集中式 

非公開 

同儕審查 

機構內部

審查 
口耳相傳 

市場機制

審查 

圖 2 開放教育資源審查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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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新，由於這樣的計畫十分龐大，因此也需要全校的教師們一同支持，是由

MIT 一手主導、且生產和審查都高度集中化的運作方式。在該計畫中 MIT 聘請了

至少 29 位人員來主持，成員是原本就受機構支薪的教授們，其中包括八位核心成

員、五位課程上線的管理者、四位創作成員、兩位智慧財產研究者，以及十位各

學院的協調者。此外 MIT 也會和廠商合作，例如 Sapient Corporation 就是 MIT 主

要的合作廠商，協助 MIT 設計網站、內容管理和修訂等等，另外像是 Microsoft

也是 MIT 的合作夥伴。 

  自 2007 至 2011 年 MIT 每年平均預算約四百三十萬美金，最大的三筆依序支

付在團隊成員、科技設備，以及契約服務上，若以五百四十門課程來平均計算，

一門課平均成本在一萬美元以下。 

  不過本文認為，雖然當我們提到開放教育資源成功案例時，常常第一個想到

的就是 MIT 的開放式課程，但綜合上述的分析可發現，MIT 這種全校動員、高度

集中化的模式其實是很難複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它仰賴的是整間學校教授

們的自覺和動員，推行開放式課程是該校的核心目標之一，而該校的教授們也都

有這樣的理念（將知識開放不只對校內學生的學習，對社會全體亦皆有所助益）

並願意一同採取行動；另一則是 MIT 原本在全球就是頗富盛名的教育機構，其無

論在尋找合作夥伴或是募集資金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優勢；因此，如果其他機構想

要複製這種高度集中化的模式，必須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才容易找到合作夥伴或

獲得資金挹注。 

（二）USU 模式 

  Utah State University（以下簡稱 USU）的開放式課程並不要求校內全部的課

程都要上線，主持該計畫的成員包括一位全職的計畫主持人以及五位兼任的學生

助理，對他們而言，管理開放式課程就是他們每日例行的工作，此外有一些學生

或教師志工也會加入；USU 的開放式課程本身也是使用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來

設立，而第三人著作權釐清方面，有別於 MIT 是付錢給該權利人，USU 在權利

釐清過程若發現有非校內教師的著作權人，它們會將該部分的素材以該校有權利

的其他素材來置換，而不會去使用第三人的作品，避免支付過多的權利金；另外

在跟學校教師的合作方面，除了該校的重點科目如農業、灌溉工程，和教學技術

之外，對於其他願意幫忙的老師，都只是用口頭上的約定，並沒有一個比較正式、

強大的合作關係，因此雖然推行主體是USU，資源審查也是由一群教師集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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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USU 和教師們之間的關係比較鬆散，此外生產模式方面仍是生產者對消費者的

模式。 

  在 2007 年時 USU 開放式課程的預算只有十二萬七千美金，平均在二十五門

課程上，一門課約五千美金；此外 USU 的知名度雖不及 MIT，但同樣也是一個

募資能力滿強的機構。 

  本文認為，USU 的模式也是偏向集中化，由學校統一來主持這項開放式課程

的計劃，但並不像 MIT 是完全的集中運作，這可以反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

在課程上線的範圍上，USU 並沒有要求所有課程都要上線，因此課程規模不如

MIT 龐大；第二，在成員的參與方面，除了團隊遠小於 MIT，且包括了多名學生

成員外，在合作關係上也較多是依靠人情、口頭允諾的幫忙；以及第三，USU 選

擇使用開放式的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來建構平台，增加平台建置選擇的多元性，

而非集中尋找特定大廠商合作。 

本文推測之所以有此不同，是因為 USU 在募資及尋找合作夥伴方面不及 MIT，

以及教師們並非一致的對知識開放理念都有興趣及意願採取行動，然而 USU 模式

或許才是比較貼近諸多教育機構的情況，亦即並非全校教師都對開放教育資源的

推行有興趣，也並不是都像 MIT 有諸多廠商合作和資金挹注，大約處於「有點興

趣」和「有點廠商合作和資金」這個狀態，因此 USU 提供了較有可能被複製的一

個模式；然而 USU 的開放式課程曾一度於 2009 年宣布停擺84，許多評論者皆將

之歸咎於未如 MIT 全力要求教師們參與的結果，不過目前 USU 的開放式課程已

恢復運作85，究竟折衷模式是否是開放教育資源推行適當的模式仍有待觀察。 

（三）Rice 模式 

  Rice University 的目標是要發展全球共同協作的教育和課程平台(Connexions)，

它蒐集的內容並不完全是校內的課程，而有來自世界各地提供的課程；Rice 的運

作是完全的自治，沒有人在協調要撰寫甚麼樣的課程，也沒有人提供教學和科技

上的支援以及協助著作權的釐清，這些都由參與平台的人自己處理，此外 Rice 的

平台也是用開放原始碼和自由軟體製作而成。在目前約一萬七千筆單元式的學習

元件和一千筆教科書式完整的學習資源當中，只有非常少數幾個是有外來資金支

持，由於課程的提供是採取自治模式，Rice 本身並不需要負擔太多成本；推行主

                                                 
84

 COL, Explor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24, at 7. 
85

 Utah State OpenCourseWare, http://ocw.usu.edu/,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3. 

http://ocw.u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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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方面 Rice 僅扮演提供平台的角色，屬社群自治，生產和審查模式也都是分散式

的共同協作及市場機制審查。 

  本文認為，Rice 的模式比較適合用在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漸趨穩定和成熟之

後，因為 Rice 的運作是全然自治，它只是提供一個彙整素材內容的平台，因此只

有具備科技和教學能力，又有知識分享熱誠的人才會願意無償提供他的作品，若

沒有一個機構來帶動大家對開放教育資源的認識和熱情，也沒有專業團隊協助課

程內容或科技使用上的問題，大多數人的使用意願應該不高；Rice 模式也展現了

社群協作的力量，透過協作可以使整個平台的成本分散在每一個成員身上，提供

平台彙整的 Rice 不需負擔過重的成本。 

 

表 1 MIT、USU 與 Rice 經營模式比較表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MIT USU Rice 

經營模式 集中 折衷 自治 

  推行主體 機構集中領導：集

中、人數多、關係緊

密 

機構集中領導：集

中、人數少、關係鬆

散 

社群自治：沒有領導

中心，個別進行 

  生產模式 生產者對消費者 生產者對消費者 共同協作 

  審查模式 集中式審查 集中式審查 市場機制：使用者可

評價 

目標 將所有校內課程上

線，知識分享 

沒有明確目標，上傳

一些校內課程 

喚起共同協作的力

量 

廠商技術合作 有 無 無（不過在達成自由

開放、近用的理念上

有與廠商以及其他

計畫合作，介紹

Connexions 案例時

會再說明86） 

                                                 
86

 可參考本文第六章第三節壹、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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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使用 廠商提供 開放原始碼及自由

軟體 

開放原始碼及自由

軟體 

著作權釐清 團隊處理，若發現涉

第三人著作權就支

付授權金 

團隊處理，若發現涉

第三人著作權就不

使用，並以其他類似

素材取代 

參與成員各自負責 

資金來源 募資 募資 參與成員各自負責 

平均一門課成本 一萬美金 五千美金 對 Rice 而言是近乎

零，只負擔平台建置

成本，但平台軟體又

是採用自由軟體和

開放原始碼，因此也

不高 

 

第二節 開放教育資源的財務模式 

  開放教育資源的財務模式是開放教育資源推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如同本文

前面所提及，因為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會產生許多成本，卻又因為是免費開放給

大眾使用而沒有報酬回饋，在資金方面會遭遇很大的收支平衡困難。以下將介紹

現行的開放教育資源推行中幾種可能的財務模式87。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財務模式之間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反而我們可以看到

模式之間的重疊之處，例如如果一個機構是直接依靠外來捐款來運作，那麼是屬

於捐款模式，但如果該筆捐款不是直接拿來運用，而是作為一筆基金，使用該筆

基金的利息，則是屬於基金模式；在本文第六章的案例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絕

大多數的案例都是採用兩個以上的財務模式在運作，各模式之間是相互補充及支

持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 

                                                 
87

 See Stephen Downe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1,; Utpal M. 

Dholakia, What Makes and Open Education Program Sustainable? supra note 65, at 18-22;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65, at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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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模式(endowment model) 

  此模式是建立在一筆捐贈的基金上，由一個基金管理者管理這筆基金，而開

放教育資源運作則靠基金產生的利息。 

 

貳、會員模式(membership model) 

  此模式由一群有興趣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機構組成一個聯盟，每個機構捐贈

一筆款項成立共同基金，或是每年固定繳交一筆會費作為推行開放教育資源之

用。 

 

參、捐款模式(donation model) 

  此模式是目前許多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所使用的模式之一，即向外募集資金

由推行的組織拿來使用（最後可能回到基金模式的運作），捐款者可能會要求一些

回饋，例如要求該計畫要使用捐款者的產品，或產出的作品由捐款者獲得權利，

再授權給該計畫使用等等。 

 

肆、轉向模式(conversion model) 

  此模式是指同時提供免費和收費服務的模式，亦即該開放教育資源的計畫除

了提供免費的資源之外，也提供需要收費的加值服務，例如在資源內容方面，一

般、共通的知識資源是免費的，但分科、更專業的資源是要收費的；或例如在服

務方面，如果是自行利用資源自學是免費的，但若想運用學習管理平台來輔助學

習就要收費；以及在教科書的運用方面，資源的線上使用是不用收費的，但也可

以付費印製成客製化的教科書等等；在 Dholakia 的分類中將此稱為分類模式

(segmentation model)。應注意的是，轉向模式中要向使用者收費的部分由於不是

免費使用，就不屬於開放教育資源。 

 

伍、貢獻者付費模式(contributor-pay model) 

  此模式是指由提供作品的人自行付費來維持其作品的經營，此模式通常用在

期刊出版，由於作品被登在期刊上可以得到學術名聲和提高升遷機會，因此作者

願意自行付費平衡成本，並以作品的免費開放交換作品的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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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贊助者模式(sponsorship model) 

  此模式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們每天在家免費收看的電視和收聽的廣播，電視和

廣播節目是免費的，而製播的成本是由廣告（也就是贊助者）來支付，開放教育

資源也可以採取此種模式，由贊助者提供資金，或是提供非金錢例如軟硬體或技

術等等的支援，換取在網站上刊登廣告。 

 

柒、機構模式(institutional model) 

  此模式是指由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機構自行負擔成本的模式，機構將開放教

育資源的推行當作該機構的目標和每天的例行工作，並將需要的經費編入每年的

預算當中。  

 

捌、政府模式(governmental model) 

  此模式也是目前許多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所使用的模式之一，亦即由政府提

供經費來支持，此處所說的政府不只是國家的政府，也可能是跨國的政府如歐盟

的支持。 

 

玖、取代模式(substitution model) 

取代模式是指，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會可以取代許多傳統教學所需的經費，

例如教科書的購買及實體教材和教具的製作，或者理工及醫學領域所需的實驗示

範和實際演練，藉由網路播送只需操作一次即可給所有學生觀看，不需於每個課

堂中都示範一遍，甚至是節省建置新校舍的經費，這種以開放教育資源取代傳統

教學而節省下來的錢，就可被挪用在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所需的資金上。 

 

拾、夥伴模式(partnership model) 

  Dholakia 分類的模式之一，包括了提供利基族群，以尋找資金合作或內容和

科技支援的夥伴，以及一同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機構合作夥伴，後者又可稱為公

會模式(consortium model)，夥伴模式相當於包含 Downes 分類中的贊助者模式和

會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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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自願者支持模式(voluntary support model) 

此模式類似我國的公共電視，它也是依靠募集外來的捐款，不過不一定是大

企業、機構或政府等等的大筆捐款，而是包括多筆個人的小額捐款累積而成運作

的資金；而本文認為，自願者支持模式其實不只是金錢方面的支持，在本文後面

案例的討論中也發現，有些是以自願者自願從事課程翻譯與審定、類似開放原始

碼運動的方式作為存續性的支持，例如台灣的 OOPS 和中國的開放教育資源協會，

皆以招募全球志工的方式來協助國外開放式課程的翻譯。 

 

拾貳、小結 

本文將上述的財務模式以圖表整理如下，表 2 是依 Downes 和 Dholakia 的分

類做整理，表 3 則是本文從組織內部自行籌備及對外取得資金兩種面向，將上述

模式做分類，內部自行籌備是指由開放教育資源的參與主體自己貢獻資金，可能

是組織本身、多個組織的聯盟或個人；對外取得資金則是指，提供資金的人原本

不是開放教育資源的參與主體，而是當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主體向其尋求資金協

助後，才因此成為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參與者，包括營利或非營利組織、政府和

個人三種。 

 

表 2 Downes 與 Dholakia 財務模式分類比較表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Downes Dholakia 

 

贊助者模式 相同 夥伴模式 

會員模式 公會模式 

轉向模式 分類模式 

捐款模式 相異 取代模式 

基金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貢獻者付費模式 － 

機構模式 

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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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財務模式以向內及向外取得資金分類表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內部自行籌備 對外取得資金 

組織 營利或非營利組織 

轉向模式、分類模式 贊助者模式、夥伴模式 

機構模式 捐款模式 

取代模式 基金模式 

組織聯盟 政府 

會員模式、公會模式 政府模式 

個人 個人 

貢獻者付費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第三節 開放教育資源的行銷策略 

  從上述的財務模式當中本文發現，當資金的運作是對外取得資金型的，則此

開放教育資源的計畫必須要告訴資金挹注者，該計畫的理念宗旨為何、預計吸引

那些類型的使用者，以及將提供什麼類型的資源和服務等資訊，才能說服資金的

挹注，尤其在以資金換取廣告的贊助者模式中最為明顯，必須讓贊助者知道這個

計畫有哪些客群、提供甚麼商品和服務，贊助者才能決定是否要在該平台刊登其

公司的廣告；此外，即使是採內部自行籌備資金的模式，其中的分類/轉向模式因

為需要推出付費的商品和服務，因此也需要區分客群、產品和服務之間的差異，

才能夠針對不同客群推出其所需的加值商品和服務。 

在許多開放教育資源計劃相互競爭稀少資源的情況下，一個組織不可能囊括

所有類型的開放教育資源以及客群，必須有所取捨，而一個計劃要在開放教育資

源市場中彰顯自己，被使用者和財務支持者看見，也須清楚表達自己在市場中呈

現的差異化與定位，並依循其價值主張去吸引使用者，讓使用者對於該平台產生

「黏著」；無論是客群的區分與選擇、產品及服務的差異，或者理念宗旨的價值主

張都與行銷理論息息相關，因此本文以下將借助行銷學的觀點，來分析開放教育

資源的客群、差異化與定位，以及產品和服務。 

設計顧客導向的行銷策略有四個步驟，第一是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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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公司依照顧客不同的需求、特性或行為將市場細分為較小的群體，每個群體

適用不同的產品或行銷組合；第二是目標市場的選擇(market targeting or targeting)，

是要評估每個市場區隔的吸引力，並選擇進入一個或多個的區隔；第三則是差異

化(differentiation)，即要將公司的市場提案清楚地與其他產品區隔，以創造更優越

的顧客價值；最後則是定位(position)，當公司的市場提案與其他競爭產品比較時，

公司為該產品在目標顧客的心目中，建立一個更清晰、獨特、渴望的位置88。完

成上述四個行銷策略的步驟後，即可依據選擇的市場及定位生產符合該市場及定

位的產品與服務，作為執行所訂策略的工具89。 

本文以下將說明開放教育資源市場之下，以使用者的類型和行為可細分成那

些市場，以及選擇目標市場後可做出那些差異化及市場價值的定位，最後再說明

為執行所訂策略，有哪些類型的開放教育資源產品與服務可供機構選擇。 

 

壹、 開放教育資源的市場選擇 

以下將從使用者和使用行為的不同，做開放教育資源的市場區隔，而本文第

七章的表格，則會將第六章的案例中資源提供的對象做一整理說明。 

一、依使用者類型區分 

本文認為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使用者可分為三類90：原創者，以及使用者中

的教學型使用者和學習型使用者。原創者部分本文欲討論的重點是「誘因」91，且

雖然對開放教育資源平台提供者而言，作品的原創者亦是使用者，但相對於使用

開放教育資源、是消費者的人，這些原創者的角色是生產者，因此此處的市場區

隔將僅針對教學型使用者和學習型使用者兩個類別來做說明，此外附帶而論的是，

無論教學型或學習型的使用者，都可再依學習年齡層細分為學齡前教育、初等教

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或者傳統體制之外的社會教育、成人教育、技職教育

和終身學習等市場，亦可再進一步依照學科來區分，不過本文討論的範圍包含廣

義、所有類型的開放教育資源，僅於此提出此些區分細項供作參考。 

（一）教學型使用者 

                                                 
88

 楊燦瑜、范惟翔譯，Philip Kotler 等人著，行銷學原理，頁 158，2011 年 3 月。 
89

 同前註，第 205 頁。 
90

 Utpal M. Dholakia, What Makes and Open Education Program Sustainable? supra note 65, at 8 and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65, at 10. 
91

 可參考本文第四章第五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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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型的使用者是其任教領域的專家，所以針對此類使用者提供的資源可不

需詳述學習的內容，教師們多半是來尋找一個已製作好的教案（可能是投影片、

文件檔、課後作業等等），再根據這個框架修改成自己要的樣子供教學上使用，因

此例如投影片就不需要撰寫詳細的內容，只需要有大綱和一些排版，讓教師們再

自己去增修，或例如課後作業也不需要附上詳答，提供參考用的簡答即可。 

  此外本文認為尚須注意在法律的授權條款選擇，若教學者想找的是可供自行

修改之用的資源，就不能夠選用含有禁止改作要素在內的開放授權條款，以及在

格式方面，可選用較方便也簡單可供修改的文件檔、投影片檔等等，以避免教師

們使用電腦的能力不足，或因為太過麻煩而不願使用92。 

（二）學習型使用者 

這些使用者對所欲學習的領域了解甚少，主要目的就是要來「學」，所以提供

給他們的開放教育資源就不能只是大綱式、條列式的內容，而要能夠完整詳細的

說明該領域的學習內容，例如提供教師們傳統課堂教學的全程錄影，就是比較適

合學習型使用者使用的教材，此外若有提供作業或習題等資源，亦應附上對於解

答的詳細說明，才能夠供學習型使用者自行使用93。 

二、依使用行為類型區分 

除了使用者類型可分為上述兩大分類之外，我們也可以依照使用者對於資源

再使用方式的不同，更詳細的區分為以下的市場類型94：  

（一）依原樣型(as-is reuse) 

這是最簡單、最原始的使用方法，也是針對禁止改作的資源的使用方式，在

不修改資源的前提下單純的使用該資源，若提供這類的資源則應符合一個最基本

的要求，就是資源要很容易就能夠被使用，例如若是提供一支課程影片，但卻要

求使用者要先下載特殊的瀏覽器才能夠收看，則使用者使用該資源的意願會很低，

且似乎會變成在法律的授權上雖是免費開放的，卻以科技間接阻礙資源的接觸近

用。 

（二）科技修改型(technical adaptations for reuse) 

有些開放教育資源可能會使用一些較冷門（不是事實上標準）的電腦科技，

                                                 
92

 David Wile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itia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65, at 10. 
93

 Id. at 10-11. 
9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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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和當地較常使用的電腦科技不相容，此時就需要針對科技技術方面做一些修

改後才能夠使用；例如若大多數文件檔是以微軟的 Word 製作而成，而某國的孩

童得到蘋果捐贈的 iPad，則此時這些文件檔就要做一些技術上的調整才能供該國

孩童使用。 

（三）語言修改型(linguistic adaptations for reuse) 

語言的修改很常見，且目前大多數的開放教育資源是以英語為主，除了各地

自行創作新的資源之外，直接翻譯現有的資源亦是推動開放教育資源的方式之一，

例如 MIT 的開放式課程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不過單純只做語言上的翻譯，而沒

有顧及內容在當地的可用性，可能會面臨不符合當地學習需求的問題；此外還有

另一層面的語言修改，是關於教育程度，針對中小學生、大學生、研究生或社會

人士，所用的詞語專業度和語氣也都需要有所調整。 

（四）文化修改型(cultural adaptations for reuse) 

所謂文化方面主要是指學習文化的不同，例如有些國家（或是地區性的族群、

或是民族等等）比較鼓勵學習者從犯錯當中學習，但有些國家卻不喜歡學習者犯

錯，那麼針對後者的族群可能就比較不適合用互動式、一步一步自我摸索的資源，

而適合先提供完整的課程再進行測驗的方式；或者有些國家的文化鼓勵合作，有

些則鼓勵獨立學習，則前者就較適合提供一些線上互動、討論和交流的資源。 

（五）教學修改型(pedagogical adaptations for reuse) 

教師們使用開放教育資源時，往往會做一定程度的修改以符合自己的教學風

格，例如有些老師喜歡跟學生互動，那麼就可能將原本單純問答式的課後習題資

源修改成課堂中的討論題目，或是有些喜歡加入一些多媒體教學的元素，就會擷

取開放教育資源中教學影片的片段在課堂進行中播放。 

（六）筆記修改型(annotation as adaptation for reuse) 

如同我們使用傳統的學習資源（如教科書），使用開放教育資源也會有畫重點、

寫筆記、做摘要等等的需求，因此在電腦科技的設計上要將此納入考量，此外，

本文認為這種學習輔助的使用可做為前述資金挹注模式中，轉向／分類模式提供

的加值服務的一種，亦即單純使用開放教育資源是免費的，但若願意付費則可得

到輔助學習的其他功能。 

 

貳、市場選擇後的差異化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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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的市場區隔選擇要進入的市場後，組織可再進一步思考如何做出與

競爭者之間的差異化，以及在此市場中欲呈現給消費者的定位；例如傳統學校可

能較偏重教育為人類帶來的好處與知識的價值這種公益理念，而遠距教學機構可

能是以免費開放的資源為手段，吸引更多學生付費註冊就讀為目的，間接實現教

育的公益面向；或者有些機構重視的是利用新興科技提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包

括教學者與學習者間，或是社群成員之間的互動），希望建立一個知識分享交流的

互動社群；也可能該機構想利用新興而普及的行動裝置主打隨時隨地、終身學習

的理念；或者是要改革偏重理論、不夠活用的傳統教學，轉為強化與實務接軌的

教育；而在本文後面介紹的案例當中，也會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案例，其目標

主要是在於解決當地的問題；公益理念、吸引新生、隨時隨地終身學習、活用教

學，以及解決當地問題等，都是組織在推行開放教育資源時可能有的各種價值主

張差異，推行的組織應訂明其所欲選擇的價值主張作為理念宗旨，找到自己在開

放教育資源市場中的定位。 

 

參、開放教育資源的產品與服務類型95 

以下將介紹各種開放教育資源的產品和服務類型，本文第七章的附表也會將

第六章的案例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依據本項介紹的類型做一分類整理。 

一、開放教育資源學習元件(OER learning objects) 

學習元件指的是單一個、學習用的資訊，例如對一個字詞或概念的解釋、一

張圖表、為學生學習一個重要概念設計的活動、一個化學實驗的說明等等，屬於

比較草稿式、鬆散的資源，教學者可以自行用來加入整個教案當中，或是把各個

元件加以結合成完整的教材，而學習者則可將之作為自我學習時查詢一些概念解

釋的工具。 

二、開放教育資源數位圖書館(OER digitized library collections) 

這也是一種新興並快速成長的開放教育資源型態，主要是蒐集傳統上只能在

圖書館找到的資源，例如書本、期刊、專業學術文章等等，教學者可在課堂上使

用這些資源，教師和學生亦皆可將之做學術研究之用，不過要注意的是數位圖書

館不一定只蒐藏開放授權的資源。 

三、百科全書式的開放教育資源(OER encyclopedia) 

                                                 
95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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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開放教育資源像百科全書一樣蒐集對一個名詞或主題的專業解釋和定

義，可讓師生們查詢及做研究之用，和第一種開放教育資源學習元件的不同是，

百科全書式的開放教育資源主要是文字的資源內容，而學習元件式的教育資源則

包含以各種不同媒介，例如動畫和影音來表達一個概念或單元。 

四、開放教育資源線上檔案庫(OER online archives) 

線上檔案庫可以儲存大量的數位素材，主要功能就是儲存以及提供檔案修復

的可能，雖然許多線上檔案庫是由營利的廠商所有，且也不僅止於蒐集免費開放

的資源，但對開放教育資源而言是很好的補充工具，使用者可以從中搜尋自己需

要的開放教育資源，且還會儲存已經不在網路上的歷史資料；其與前述的數位圖

書館不同之處在於，檔案庫包含的資料類型很廣，但數位圖書館則是針對書籍期

刊方面的蒐藏。 

五、開放教科書(open textbooks) 

開放教科書是指在線上、免費且開放授權的教科書籍，可供師生和一般大眾

使用，若欲取得印刷本，也只須一點點的費用96；開放教科書通常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傳統紙本教科書轉成電子版本，一種是全新以數位版本製作。 

六、開放教育資源之開放式課程(OER Courseware, OCW) 

開放式課程的定義，依開放式課程聯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的大學

院校簽署之備忘錄上所載： 

「開放式課程為一免費且開放之高品質、大學程度的數位教育出版品，通常包含

課程綱要、課堂筆記、作業、考試，並以課程的方式呈現。典型的開放式課程不

提供學位、學分、認證或是與教授接觸之機會；以開放授權的方式，提供素材予

全世界的教育者以及學習者改編與使用。」 

  以及對開放式課程網站定義為： 

「· 需由一個公認的教育機構，提供至少十門課程，包含由教員、職員、或是學

生所創造出的課程素材，以協助教學與學習。 

 · 所提供的素材沒有智慧財產權的爭議，意謂本課程發佈者有權利以開放式授

權的方式發表課程，且其中所包含的所有素材皆不會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 

 · 免費提供其素材，不得作為商業用途。 

                                                 
96

 BCcampus, What is entailed in the Open Textbook Project BCcampus is implementing ? 

http://www.bccampus.ca/open-textbook-faq/#5,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3. 

http://www.bccampus.ca/open-textbook-fa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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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網路連結網站內容。 

 · 其所提供的素材允許他人使用、再使用(reuse)、改編、翻譯、與傳遞。」97 

  不過這些定義並非強制規則，僅作為開放式課程發展的基本方向98。整體而

言，開放式課程是指一門完整的高等教育課程，包括上課大綱、上課內容（除了

文字內容之外亦可能搭配教師授課的全程錄影）、課後習題、測驗、解答、閱讀資

料、參考資料等等，皆是數位化且免費開放99；對教師們而言，可以參考其他教

師們上課的方式和使用的教材，有助於自己授課方式和講授內容的進步；對學生

而言則可供課後複習或額外的自我學習，即使畢業後亦可隨課程更新做知識的同

步更新；對一般社會人士或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則可藉此有自學的機

會。 

七、開放教育資源課程(OER courses) 

有些開放教育資源是以課程的形式呈現，每一門課多由一位教師獨立創作而

成，涵蓋不同的教育程度和各個學科，尤其是會包括高中和大學先修的內容，相

較於前一個開放式課程的類型，開放教育資源課程的範圍比較廣，不僅指「大學

程度」的課程內容，例如 the Monterey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MITE)

就提供了高中生大學的先修課程，以及 Khan Academy 也是主打中小學的學科內

容。 

八、開放教育資源課程附加認知科學技術(OER courses with embedded cognitive 

science techniques) 

這個類型的資源目前做的最先進、最完整的是第六章會介紹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特色是除了單純提供開放教育資源內容之外，還搭配可即時互

動的學習管理系統，並蒐集學習行為的相關紀錄來人性化的回應學習者需求，這

些學習行為紀錄還可進一步作為研究開放教育資源的學習者行為之用。 

九、輔助開放教育資源的線上工具 

接下來要說明的是三類輔助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線上工具，包括智慧財產權

管理(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開放學習管理系統(Open Learning 

                                                 
97

 李海碩，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在台灣：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之起源、影響、以及台灣

開放式課程聯盟之發展，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2010 年 1 月。 
98

 同前註，第十頁。 
99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What is OpenCourseWare, 

http://www.ocwconsortium.org/en/aboutus/whatisocw,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3. 

http://www.ocwconsortium.org/en/aboutus/whatis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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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s, OLMS)和分發與傳播服務(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Services)。 

（一）智慧財產權管理(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一直是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推行最大的疑慮之一，對創作者而

言，或許他們並不是一定要保有所有的著作權，但卻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正確又簡

便的授權給大眾使用，對使用者而言，他們不能確定網路上那些資源是他們可以

自由使用、以及使用到甚麼程度而不會有侵權問題；不過目前由於創用 CC 的出

現，大致上解決這個問題100， 創用 CC 也是開放教育資源的線上輔助工具之一。 

（二）開放學習管理系統(Open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OLMS) 

又被稱為課程管理系統(Course Management Systems, CMSs)或虛擬學習環境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VLEs)。這是一套軟體商品的系統，包括出版、組

織、呈現學習素材等功能，這套系統可以標準化線上呈現數位教育素材的方式，

並成為製作線上或遠距課程方式的主流，並提供了一套獨立於一般商業大廠、可

以持續組織與發展開放教育資源的系統。現存幾個較廣為使用的 OLMS 系統包括

SAKAI、ETUDES 和 Moodle。 

（三）推廣與傳播服務(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Services) 

主要是指專門為開放教育資源設計的搜尋引擎，除了要能夠從龐大的網路資料

中搜尋到開放教育資源，且還要能夠更精確地搜尋到符合使用者需求並達到一定

品質的資源。教育知識管理研究機構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ISKME)計畫下設立的OER Commons
101即為針對開放教

育資源所設計的搜尋引擎，除了在分類上可依使用者需求細分之外，其中的資源

亦都經過篩選，屬於高品質的資源。 

十、大規模網路免費公開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以下簡稱 MOOCs，

台灣音譯成磨課師） 

這是新興的一種線上課程類型，目的在讓廣大群眾透過網路連線取得學習資

源，且雖不給予學分，但 MOOCs 會以評量的方式給予學生學習證書。在開放教

育資源和開放教育概念開始發展後，遠距教學體系也隨之發展出大量公開免費線

上教學課程102。 

                                                 
100

 關於 Creative Commons 的內容可參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 
101

 OER Commons, http://www.oercommons.org/,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3.  
102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MOOCs 大規模網路免費公開課程介紹，

http://www.oer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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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一詞最早出現在 2008 年，由兩位加拿大學者：Bryan Alexander 與

Dave Cormier 所提出，當時 MOOCs 的開放式、社會化與網絡化學習理念，在一

門課堂修課僅 25 人、線上卻有 2,300 人修讀的「連結主義與連結知識」 

（Connectivism
103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課程中104得到印證。 

2011年10月，前史丹佛大學資工系教授Sebastian Thrun因受到Khan Academy

成功的激勵，決定將他 200 人選讀的「人工智慧概論」（Introduction to AI）課程

在網路上開放，竟吸引來自全球 16 萬人註冊。同年 10 月，同樣任教於史丹佛大

學資工系的 Andrew Ng（吳恩達）教授，亦將他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課程公開在網路上，竟也造成 10 萬人報名的盛況。這兩位名校教授因各自見證到

自己的公開網路課程爆紅而備受鼓舞，遂先後於 2012 年 2 月與 4 月，各自集資成

立了營利性質的線上學習公司 Udacity 與 Coursera。同年 9 月，由 MIT 與哈佛大

學集資結盟的非營利公司 edX 也加入競爭行列105。 

 

表 4 Udacity、Coursera 與 edX 背景說明 

（表格來源：評鑑雙月刊第 42 期，與全球十萬人作同學：談 MOOCs 現況及其發

展，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 

 Udacity Coursera edX 

創設者 前史丹佛資訊工

程系教授及

Google 副總裁: 

Sebastian Thrun 

兩位史丹佛資訊

工程系教授: 

Daphne Koller 與

Andrew Ng 

由哈佛與 MIT 合

資成立 

夥伴學校 由個別學者或領

域專家提供課程 

目前有全球大約

33 所大學 

MIT、哈佛、加州

柏克萊大學，以及

將在 2013 年夏季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m3_page.php?button_num=m3&cnt_id=15（最後瀏覽日：

2013/06/18）。 
103

 連結主義( Connectivism)即是 MOOCs 的理論基礎。雖然大量公開免費線上教學課程是最近才
發展出來的概念，其理論基礎最遠可追溯至 1960~70 年代，主要是指一群學者提倡開放教育，並
在學習中融入科技，創造「去中心化的學習網路」，以改革「破碎的教育體系」，這種「學習網路」
能讓更多學生互動，學生因此能更有效主動學習。可參考前註 102。 
104

 評鑑雙月刊第 42 期，與全球十萬人作同學：談 MOOCs 現況及其發展，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最後瀏覽日：2013/06/18）。  
105

 同前註。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m3_page.php?button_num=m3&cnt_id=15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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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德州大學

系統 

啟用時間 2012 年 2 月 2012 年 4 月 2012 年 5 月 

資金來源 2012 年獲創投公

司資助 

獲 Kleiner Perkins

與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資助 

哈佛和 MIT 合資 

營利與否 營利 營利 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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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Udacity、Couresa 與 edX 營運模式 

（表格來源：評鑑雙月刊第 42 期，與全球十萬人作同學：談 MOOCs 現況及其發

展，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 

 Udacity Couresa edX 

課程 以資訊工程領域

為主，加上數學、

物理和商業 

涵蓋人文與理工

各學門，初期也是

以資訊工程為主 

理工課程為主，包

括資訊工程、化

學、電機和公衛 

評量 線上即評式測

驗、申論題組、程

式設計作業 

線上即評式測

驗、指定作業、申

論題組 

線上即評式測

驗、指定作業 

學習自律 繳交 89 美元可參

加期末考 

線上討論與共學

群組，以及各城市

定期的聚會 

沒有特別安排 

結業證明 依學習表現有四

等級的結業證

明，且可免費與合

作企業履歷媒合 

有教學者個人署

名的結業證書，但

不具學校官方效

力 

可參加期末考

試，有榮譽證書和

監試證書，由 edX

結盟學校共同署

名 

學者認為 MOOCs 帶來以下幾項優點106，最重要的是學術和商業的結合，實

踐開放教育資源免費和收費混合的分類/轉向財務模式，且多了過去較少見的給予

考試和認證的機制；此外亦包括融合「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
107）精神，

教材趨向實用化、精緻化與問題解決，並強調多元評量形式和線上小組學習，以

及採用學習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技術，藉由教育機構的優秀人力與資料庫技術，

蒐集與分析學員線上學習的軌跡，可量身訂做學習成效建議；本文認為這也是

MOOCs 跟傳統的開放式課程不同之處，MOOCs 比較強調學分與認證，為開放教

                                                 
106

 同前註。  
107

 翻轉課堂是 2012 年歐美教師熱門的新興概念，亦指提供大量的課程內容給學生們在家裡先自

我學習，再到課堂上來寫作業、問問題、討論等等，詳細可參考數位學習無國界，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 讓學生自主學習，http://chinese.classroom-aid.com/2012/04/flipped-classroom.html（最後

瀏覽日：2013/06/18）。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45.aspx
http://chinese.classroom-aid.com/2012/04/flipped-classroom.html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三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模式 

51 

 

育資源尋找一個可營利的商業模式，且加入類似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使用

的認知科學技術，以科學工具來輔助學習。 

但本文發現這三個網站目前在法律授權和財務存續性方面都還具不確定性。

法律授權方面，僅有Udacity是以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授權釋出，

且不包括須付費才能使用的測驗內容( Secure Testing Materials)
108；Coursera 則保

留完整的著作權，僅以非專屬、不可讓渡的條件授權給使用者，且使用者只能做

個人、非商業性及依原樣的使用109；edX 也是保留完整的著作權，但亦在契約中

表示希望將來能越來越開放該平台的教材110；本文推測作為非營利組織，且領導

者之一的 MIT edX 之所以保留完整著作權，是因為現在仍在成立初期階段，尚未

釐清該平台所有內容的著作權利，在釐清權利並取得第三人的授權後應會如同其

契約中所表明，會越來越開放它們的資源，然而 Coursera 和 Udacity 既是營利組

織，就不能夠推斷其未來是否會再採用創用 CC 授權它們的資源，即使目前是採

用創用 CC 授權的 Udacity，其選擇的條款也不若美國其他的開放教育資源平台開

放，而是選擇更受限制、包含禁止改作要素在內的授權條款。 

財務存續性方面，上述表 4 已說明三個網站初期的創始資金來源依序是捐款

模式、捐款模式和機構模式，不過由於 Udacity 和 Couresa 將發展成營利組織，其

捐款模式和一般的捐款模式有點不同，其捐款的主體是創投公司，此外 Udacity

目前亦已採免費使用資源但付費測驗的分類/轉向模式，Coursera 應該也有採用分

類/轉向模式的意願，但目前從網站上還看不出來付費相關事宜，edX 至 2012 秋

季班為止取得課程認證是免費的，但將來應會改為收取少量費用，因此亦會採用

轉向/分類模式，其實從授權和財物方式來看，MOOCs 究竟是要朝向免費開放教

育資源的理念邁進，或者試圖在免費開放之中找尋可營利的方式，仍是一個未知

數；此外本文也認為，現在 edX 有越來越多的高等教育機構成員加入，將來或許

也有可能像開放式課程聯盟採取向會員收費的會員模式，不過到那時候可能就有

開放式課程聯盟及 edX 兩個平台重複收費、應如何整合並分配資源的問題。 

十一、小結 

                                                 
108

 Udacity,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https://www.udacity.com/legal/tos#sec7, last visited June 19, 

2013.  
109

 Couresa, PERMISSION TO USE MATERIALS, https://www.coursera.org/about/terms, last visited 

June 19, 2013. 
110

 edX, YOUR RIGHT TO USE CONTENT ON THE SITE, https://www.edx.org/tos, last visited June 19, 

2013. 

https://www.udacity.com/legal/tos#sec7
https://www.coursera.org/about/terms
https://www.edx.org/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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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上述開放教育資源的各種類型，依資源的零散、完整以及輔助程度，

以表格整理如下，可更清楚開放教育資源產品與服務的種類。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肆、小結 

組織決定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時，立刻就會面臨網站的使用對象是誰和要

推出甚麼內容的問題，本文認為組織可採取上述的行銷策略來一步步釐清其市場

選擇、價值定位，以及產品類型，不但有助於內部資源的安排利用，依據使用者

屬性設計相關免費或收費的課程與服務，亦可供外來投資者評估捐款或贊助的對

象，且對於外來的投資者而言在贊助者模式中，其亦必須得到客群及產品相關資

訊，才能夠決定是否在該網站刊登廣告；一個組織能夠利用的資源有限，唯有區

分出所欲服務的客群、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在市場中的價值主張及定位，才能

妥善取得並安排資源的運用。 

  

 

元件式資源 

•開放教育資源學習元
件 

•百科全書式的開放教
育資源 

•開放教科書 

完整課程 

•開放教育資源之開放
式課程 

•開放教育資源課程 

•大規模網路免費公開
課程 

輔助工具 

•資料庫 

•開放教育資源數位
圖書館 

•開放教育資源線上
檔案庫 

•學習輔助工具 

•開放教育資源課程
附加認知科學技術 

•輔助開放教育資源
的線上工具 

表 6 開放教育資源類型依完整度及輔助性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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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經濟議題 
  相較於開放原始碼運動已有經濟學家或法律經濟學者從經濟層面分析111，開

放教育資源發展至今，尚未有文章完整的以經濟分析的觀點來探討開放教育資源

中的經濟面向，多只在探討開放教育資源的文章中概略提及經濟層面的意涵112，

本章將以經濟的角度來探討開放教育資源的議題，首先說明教育資源在經濟學中

的本質，以及開放教育資源可為教育改革帶來的經濟潛力，接著分別自國際貿易、

網路效應及誘因三個經濟學概念的面向，分析各種開放教育資源推行的具體行

動。 

 

第一節 教育資源的經濟學概念—公共財 

  從經濟概念來看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會發現，其實其發展與教育資源在經濟層

面上的本質是公共財密切相關。經濟學上定義的公共財是：「當一個人去消費一種

商品，而不會影響別人同時也消費此一商品113」，由於教育資源114的內容是無體的

智慧財產，當社會中的成員在使用教育資源時，並不會影響他人對教育資源的消

費，因此自經濟觀點來看，教育資源其實是社會當中的公共財。 

  惟當教育資源的本質是公共財時，就會面臨到公共財的各種問題115，一個是

當教育資源的使用不具排他性時，即使一個人不是教育資源的創作者，對這些資

                                                 
111 

See YOCHAI BENKLER, 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 HOW COOPERATION TRIUMPHS OVER 

SELF-INTEREST, 177-179 (2011); Roland Bénabou & Jean Tirole, 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 Princeton Universit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230,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stor.eu/dspace/bitstream/10419/23457/1/dp230.pdf; Robert W. Gomulkiewicz, How 

Copyleft Uses License Rights to Succeed in the Open Source Software Revolu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rticle 2B, 36 HOUSTON L. REV. 179 (1999); Susan Rose-Ackerman, Altruism, Nonprofits, and 

Economic Theory, 34 J. ECON. LIT. 701 (1996). 
112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34-39; Daniel E. 

Atkins, A Review of th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Movement, supra note 46, at 24; HAL PLOTKIN, 

FREE TO LEARN: AN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POLICY DEVELOPMENT GUIDEBOOK FOR 

COMMUNITY COLLEGE GOVERNANCE OFFICIALS 18-21(2010), available at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images/6/67/FreetoLearnGuide.pdf 
113

 方博亮、林祖嘉，管理經濟學，頁 428，智勝文化，2008 年 1 月三版。 
114

 這裡所謂的教育資源是指無體的智慧財產部分，如上課內容、演講、投影片等等，並不包括硬

體設備如教室、電腦、實驗器材等等。 
115

 惟這裡的問題不包括由Garret Hardin在 1968年提出的「公有地悲劇」(tragedy fo the commons)，

因為智慧財產是無形的，並不會有有體物會被大家過度使用因而使產能消耗殆盡的問題。可參考

劉靜怡，從創用 CC 運動看數位時代的公共領域，中研院法學期刊，8 期，頁 140，2011 年 3 月。 

https://www.econstor.eu/dspace/bitstream/10419/23457/1/dp230.pdf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images/6/67/FreetoLear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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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沒有任何貢獻，他也可以自由地使用而成為搭便車者116，接著則會產生第二個

問題，當每個人都想要成為搭便車者時，就沒有人有「誘因」先去創作這些教育

資源。 

  著作權法的出現即是在解決上述的問題，讓原本不具排他性的公共財變成創

作者可獨佔的權利，沒有支付足夠對價者就不能再搭便車使用，當創作者的努力

可得到同等回報他才會有誘因創作；教師們的上課內容、投影片、演講、各種閱

讀和參考資料等等，亦都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類型，透過著作權法的保護，

教育資源從公共財變為創作者（大多數是教師，但亦有可能是學生或其他職員）

獨佔權利的著作，讓教師們可以排除搭便車者並有誘因創作教育資源。 

  但著作權保護範圍不斷的擴張117，引起學界稱之為「第二次圈地運動」(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的疑慮118，即智慧財產私有化的結果，將使少數人壟

斷原屬於大眾的知識，這樣的做法是否能達成著作權法促進文化發展的目標，或

者反而是箝制了文化自由？而當我們創作一個作品時，往往都不是憑空而來，而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一個著作它同時是受保護的客體，也是創作需投入

的生產要素，如果著作權的保護過於嚴密，將使得後續創作者創作的成本提高，

亦箝制了文化創作的自由119。 

  回到教育資源來看，亦可發現上述質疑的合理性。著作權法真正也是最終的

立法目的是在於促進國家文化的發展120，而「教育」和「教育資源」在一國社會

發展的歷程中，絕對是提升整體社會水平所不可或缺，在搭便車問題的部分，對

於國家社會文化發展至為重要的教育資源，是否有排除搭便車者的必要？教育資

源的使用有強大的正外部性121，當一個人自由使用這些教育資源時，雖然乍看之

                                                 
116

 搭便車者(free-rider)指受到外部性影響者支付的金額小於其受到影響的金額，可參考方博亮、

林祖嘉，管理經濟學，前註 113，第 438 頁。 
117

 以美國法為例，例如在保護時點和客體上的擴張，以「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加強數位時代對於著作權的保護，以及在保護期間上的擴張，即著名的美國國會

1998 年通過著作權保護延長的立法(So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CTEA)；亦可參考註

15。 
118

 此由目前執教於美國杜克大學的法律學者 James Boyle 提出，可參考劉靜怡，從創用 CC 運動

看數位時代的公共領域，前註 115，第 141 頁。 
119

 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68-69 (2003). 
120

 如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即明示：「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特制定本法。」 
121

 正外部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使其他人受益，而此種影響是直接的，而非透過市場。可參考方博

亮、林祖嘉，管理經濟學，前註 113，第 429 頁。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四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經濟議題 

55 

 

下他對這份資源沒有支付相對應的報酬，但這個人透過這些資源學習之後所增進

的學識，進而對整個社會發展的貢獻都是無法估計的，因此其所支付的「報酬」

實則是回饋給社會；教師們產出的教材是基於對過往知識累積的成果，亦是學生

將來產出的投入要素，著作權法的保護卻使學生學習或其他教師創作教材的成本

提高，這樣是否還符合經濟效率？而在誘因方面我們想問的是，教師們對於自己

創作的教育資源，真的都需要以著作權法保護為誘因才能使他們願意創作嗎？ 

  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出現，其實核心目的就是讓教育資源回歸公共財的本質，

鬆綁著作權法對於教育資源的限制，所有人都可以不用支付權利金就免費使用這

些資源，讓教育資源強大的正外部性更加彰顯，進而提升人類知識文化的發展。 

 

第二節 開放教育資源改革的經濟價值 

  開放教育資源可帶來兩個具經濟價值潛力的教育改革，包括教育機構和教育

者必須創造不同的服務，以及教育領域不再適用自由市場理論，而被協作及分享

知識取代122。 

 

壹、教育機構和教育者必須創造不同的服務 

  當教育資源可以放在網路上共享，並不代表教育資源和出版的市場就會不存

在，重要的是角色的改變，它們必須提供不同以往的服務，例如必須從過去銷售

一般通用的教育資源改成銷售更具專業性的資源，因為一般通用的內容已經免費

隨處可得。 

  教學者與其質問「為何我要分享我的教學資源」，應該問的是「我該如何依我

所願掌握我的教學資源被分享的過程」，而且當資源越有用，就越容易被學生們在

未經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分享，且有越禁止卻越蓬勃的趨勢。 

  在這樣的趨勢下，教育機構應認清它們的教育價值在於如何提供學生有效的

學習支援，例如實作、課輔、個人諮詢、線上支援等等，以及教師們對學生表現

富含智慧的評量及深刻的評論及回應，並作為一種對學生學識上的鑑定；教育機

構的名聲將會建立在開放它們的資源並提供良好的學習支援、評量及學識認可，

如果人們越想保護、隱藏自己的資源，將使自己的學術發展受限，並會妨礙他們

透過全世界學術網絡分享及協作的過程，以及提升自己教學經驗和專業知識的機

                                                 
122

 See COL and UNESCO, A Basic Guide t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8, at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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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此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出版商的角色，當教育資源可以免費自線上取得後，出

版商不再能透過教科書的昂貴價格來壟斷知識，出版商在教育市場當中必須被迫

改變角色，可能是提供更專業的知識內容取代已可免費取得的通識內容，或者販

售專業的學習管理工具等等，而不是以價格來阻礙一般人接觸知識的機會。 

 

貳、自由市場理論被協作及分享知識取代 

  這是一個更具風險的挑戰—放棄過去認為經營教育要向經營企業一樣，使用

與商業相同的法則和動機等經濟邏輯，這樣的邏輯在教育領域產生許多不良結果，

過去數十年來，教學者和教育機構在學術競爭之中死守自己的智慧財產，與教育

的核心就是要創造並分享知識的理念背道而馳，教育機構的目標也被認為要和企

業相同，即如何想方設法地去降低學校營運及培養學生的成本，卻忽略了教育的

目的並非要低成本的大量生產，而是要教育出飽富學識的公民。 

  開放教育資源確實可以提升教育的品質及效益，與以下三種可能性相關：第

一，有高品質、高相關性的學習資源，可以培養更具生產力的學生及教師，而開

放教育資源讓使用教育資源的成本降低，排除資源重製的限制，例如過高的權利

金，以及著作權釐清過程的費時及昂貴等問題，使得高品質的學習資源可被廣泛

地分享；第二，允許對該類資源的改作，使學生透過實作和創造而學得更多，不

再只是被動的聽講和吸收；第三，開放教育資源將使機構和教學者用很低或零成

本，就能接觸協助他們創作更多教學資料的高品質素材，他們可以利用這些素材

製作出高品質的學習計畫、方案，有許多機構的成員因為大量的行政工作而失去

時間來創作教學資源，開放教育資源的出現可以協助他們找回這個能力。 

  但要注意開放教育資源也不能僅單純的被認為是用來節省教育成本的工具，

這樣教育體制將會充斥著濫竽充數的資源，並不能提升教育機構的能力及教學的

品質；許多推廣開放教育資源的人都會誤解，認為當資源開放使用和改作後就等

於教育品質的提升，但開放教育資源是教育資源的內容，只是教育中的一部分，

如何讓資源發揮效益仍有賴有能力的教育機構和教師，投入足夠的金錢、時間和

精力是必要的。 

第三節 教育資源的國際貿易議題 

  在經濟學上國際貿易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是來自於各國各有其生產上機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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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較低，即具比較利益的產品，再透過貿易提升整體利益；本文在後面第六章介

紹的各種開發中國家推行案例，許多皆以開放教育資源的「在地化」為宗旨，並

與已開發國家合作而達成知識的交流，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現象即可用國際貿易的

概念來解析。 

  一直以來全球在「知識」，即教育資源的內容這項產品的「貿易」上，幾乎都

是採取以已開發國家為尊的立場，認為已開發國家是進步的、文明的，在知識的

生產上已開發國家才是有比較利益的生產者，而開發中國家只能被動接受已開發

國家知識的輸出，長久以來開發中國家一直處於知識入超國的情形，產生以下幾

個問題： 

 

壹、不符合分配正義 

因科技發展和全球交流而使全世界的知識產量增加，但知識在國與國之間並

未有公平的分配，衡量知識的進步不能只看經濟成長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去關注

知識的進步是否有在每個國家，甚至每個人，達成公平的分配。 

 

貳、不符合比較利益 

已開發國家的知識不等於全球通用的知識，開發中國家亦有各種當地累積的

專業知識可提供，例如後面將介紹的印度農業知識和迦納的熱帶疾病知識，有關

這些當地的專業知識，讓開發中國家來生產並輸出才符合比較利益的國際貿易觀

念。 

 

參、不符合經濟效率 

這與在第二章提到的科技阻礙和文化阻礙相關，開發中國家的社會情況與已

開發國家有所差異，在硬體上不及已開發國家，無論硬體設備、網路或能力均有

數位落差，在知識內容上，亦可能因教育不足而沒有能力理解已開發國家輸出的

知識內容；以不足的硬體和能力來學習不符合本地國情的已開發國家知識，不符

合經濟效率。 

 

肆、小結 

  因此在後面將介紹的許多開發中國家案例中，都以「在地化」為發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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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地的資源和需求為準，已開發國家在推行中只扮演協助和分享成功經驗等輔

助角色，從分配正義的角度而言，已開發國家不再透過單方面的輸出傾銷不符合

開發中國家國情的知識，並透過技術上的輔助帶領開發中國家建立自己的開放教

育資源，避免文化殖民的疑慮，亦不會造成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在知識輸出

上的依賴，較符合分配正義；自比較利益觀點而言，由開發中國家生產其所具備

的專業知識並輸出，彰顯開發中國家在知識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對已開發國家而

言亦可更有效率的學習其所不具專業的知識；最後從經濟效率的觀點而言，依據

開發中國家所具備的硬體和學習能力去建立在地化的開放教育資源，可以讓當地

人更有效率的學習。 

 

第四節 開放教育資源的網路效應議題
123
 

 

壹、開放教育資源是具網路效應的市場 

  本文前面曾論及，科技發展，特別是 ICT 的發展，是促使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由科技和網路帶來的發展，是現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

特徵之一，而透過網路帶來的「網路效應」更是網路經濟不可或缺的討論，「網路

效應」一詞由以色列經濟學家 Oz Shy 在《網路資訊經濟學》124一書中提出，而本

文認為「網路效應」是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中，得以使運動持續發展需重視的要素

之一。 

  網路效應是指一人使用一種商品或服務時，其使用的利益或成本與使用人數

的多寡有直接關係125，而開放教育資源的市場具有網路效應的特色，即如果在教

育領域有越多的人使用和創作開放教育資源，那麼市場上會有更多不受著作權法

嚴格拘束的教育素材，成員使用教育資源的成本會降低，進而更願意使用和創作

教育資源，整體教育的利益會提高。 

 

貳、以網路效應的特性解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 

  而網路效應的市場和傳統市場最大的差別有三：除非使用人數超過某一關鍵

                                                 
123

 關於網路效果經濟模型的更深入研究，可參考 Oz Shy, A Short Survey of Network 

Economics,  http://www.bostonfed.org/economic/wp/wp2010/wp1003.pdf, last visited June 19, 2013. 
124

 邱永和譯，Oz Shy 著，網路資訊經濟學，2004 年 1 月。 
125

 方博亮、林祖嘉，管理經濟學，前註 113，第 439 頁。 

http://www.bostonfed.org/economic/wp/wp2010/wp1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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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才會使市場上對該產品的需求大於零、需求者的預期是市場可否形成的關鍵、

以及特殊的競爭性質即骨牌效應126，其中前兩項差別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如何成

形密切相關，以下將針對此二特色作探討。 

一、關鍵多數 

  「關鍵多數」是指能使市場需求大於零的使用人數127，也就是在有網路效應

的市場中，該商品的使用者要累積到某一個人數之後才會開啟市場的需求，例如

假設使用電話的關鍵多數是 100 人，那麼要累積到 100 人以上的使用者市場上的

需求才會大於零。 

  這個特色可解釋為何在後文的一些案例中，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是由教育機

構先召集一群有意願的教師們作為先驅團體128。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具有網路效

應，因此要有超過關鍵多數的教師們來創作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市場的需求才

會開始大於零，組織首先號召募集一群有意願參與此運動的教師們，作為初始創

作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先驅團體，而這一群教師們的人數即是這個市場中的關

鍵多數，開啟市場的需求，而其後若欲使運動存續，亦須使參與人數維持在此關

鍵多數。 

二、需求者預期 

  從關鍵多數衍生出的另一個特色，是關於需求者的預期是市場可否形成的關

鍵。在具有網路效應的市場中存在有兩個均衡，在好的均衡中，每一個潛在的需

求者會預期他人也會使用，因此他自己也會再使用，然後由於大家都使用，總人

數很快會超過關鍵多數，但在不好的均衡中，如果潛在的需求者十分悲觀，每一

個人都預期其他的使用人數不會超過關鍵多數，那麼他自己就不會去使用，進而

大家都不使用，市場就不會超過關鍵多數而無法成立129。 

  這個特色在開放教育資源的市場中至為重要。由於開放教育資源在教育領域

中還是一個很新的概念，且要教師們跳脫著作權法的保護來創作，在這個高喊著

作權重要性的時代是一個很前衛的要求，運動的推行之所以無法順利的在各地展

開，原因之一即在於教師們多處於觀望狀態，在沒有確定使用人數會超過關鍵多

                                                 
126

 同前註，第 441-442 頁。 
127

 同前註，第 441 頁。 
128

 例如本文第六章第五節肆、南非的案例，即是由該國非營利組織 Saide 在 2006 年向各大學發

出邀請函，得到來自九校十五位教師回應，成立協作小組，並由一位教材設計專家和一位數學教

育專家領導，開啟該國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發展。 
129

 方博亮、林祖嘉，管理經濟學，前註 113，第 4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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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前不太願意貿然投入，一來是要花費自己的時間心血創作，二來是對於成果

又沒有完整的著作權利，似乎得不償失；本文前述召集先驅小組的方法似乎可以

解決這種預期的問題，將均衡帶向好的一端，先驅小組的成立可以向教師們提供

承諾，宣示這個市場已經確定達到關鍵多數而可以開始發展，此外也形成一種帶

動風潮現象，向教師們展示開放教育資源是一種「流行」，吸引大家來跟隨。 

而在帶動風潮這方面，亦可推論出重要組織帶頭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重要性，

由越具權威性的組織開始推動開放教育資源，越能夠表現這是一種流行風潮，進

而改變潛在使用者的預期心理而願意加入此市場，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由

MIT 開始推行開放式課程後隨即吸引眾多高等教育機構加入，進而組成開放式課

程聯盟。 

三、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從開放教育資源市場具網路效應的特性可推導出，在

該運動推行之初，可先召集一群有意願的教師和相關人員組成先驅小組，其功用

在於讓使用者的累積迅速超越關鍵多數而使市場需求大於零，以及象徵一種市場

得以成立的承諾，讓潛在使用者的預期心理導向樂觀的一端進而願意加入市場，

最後則是透過先驅小組彰顯組織中當紅的政策，帶動整個市場風潮；此外，在帶

動風潮方面，本文尚認為如果可以由具權威性的組織開始推行，更容易將潛在使

用者的預期心理導向願意加入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一端；這些推論都可從後面將

介紹南非、美國開放式課程發展的例子中得到佐證。 

 

第五節 開放教育資源的誘因議題 

  本文前已說明，著作權法可以解決搭便車者使創作者失去誘因的問題，因此

在主張鬆綁著作權利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中，在經濟面向最常被討論的問題之一

即是「誘因」，是維繫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存續性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從傳統經濟學的誘因理論來看，一位理性的教師對於其創作的教材，必須要

得到至少可以彌補其成本（包括創作時付出的時間心力，以及其因為創作而生的

機會成本）的報酬，該教師才會有誘因創作，而著作權的保護可以讓教師對於使

用其創作之人要求取得授權並支付權利金，即是平衡該教師創作成本的方式，但

我們亦發現，自從美國 MIT 推行開放式課程開始，已有眾多的教師、學者和教育

工作者等等積極投入開放教育資源的運動之中，在沒有辦法得到權利金做為報酬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四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經濟議題 

61 

 

的情況下，這些人員仍願意創作教材與公眾分享，傳統的誘因理論似乎可受質疑。 

  回顧文獻可發現，針對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之前興起的一波開放運動—自由軟

體運動及開放原始碼，已有經濟和法律經濟分析方面的文獻130在探討誘因的問題，

關於開放教育資源運動誘因的問題，在許多文章中亦皆有提及，但僅止於簡略說

明（諸如呼籲誘因是開放教育資源推行成功與否的關鍵，教育機構應制定相對應

的政策等131），本文接下來將藉自由軟體運動的經濟分析，來探討開放教育資源的

誘因問題。 

 

壹、「誘因」並不只有金錢的報酬 

  法律學者 Yochai Benkler 將報酬(Revenue, R)區分為三種，包括金錢報酬

(Monetary rewards, M)、內在快樂報酬(intrinsic hedonic rewards, H；即一個行為可

以帶來的快樂)、社會心理報酬(social-psychological rewards, SP；即社會對一個人

的行為所賦予的價值和地位)
132： 

R=M+H+SP
133

 

 

  因此，當我們在評估報酬的高低時，是同時看 M+H+SP，而不是只有評估 M，

如果只將誘因的滿足訴諸於金錢報酬，會有甚麼問題？ 

  首先，金錢報酬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也就是說當金錢的報酬多到一個程度

後，金錢作為誘因的效果開始漸漸降低 

  其次，金錢報酬和社會心理報酬還有可能產生排擠效應(crowding 

phenomenon)
134，也就是說當行為者預期他的行為是一個利他的表現，希望所帶來

的報酬是社會給予的價值和地位的提升時，如果將報酬改為金錢的報酬，反而使

行為者的社會心理報酬降低（即當 M 提高，SP 卻降低的現象）135。 

  最後，如果一個人依賴金錢報酬為誘因，久而久之當失去金錢的回饋時他就

不會再自發性地去做這件事，亦即他內在快樂以及社會心理報酬的誘因被金錢誘

                                                 
130

 See supra note 111. 
131

 See supra note 112. 
132

 Yochai Benkler, Coase’s Penguin, or, Linux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http://www.yale.edu/yalelj/112/BenklerWEB.pdf, last visited January 15, 2013.  
133

 此為該文中公式的簡化，詳細可參考前註文。 
134

 最有名的實證是捐血的例子，可參考註111 Yochai Benkler一書第174頁，以及幼稚園處罰父母

接小孩遲到的例子，可參考註111 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一文。 
135

 Yochai Benkler, The Pengiun and the Leviathan, supra note 111, at 177-179. 

http://www.yale.edu/yalelj/112/Benkler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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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擠掉了136。 

  Josh Lerner和 Jean Tirole 在The Simple Economics of Open Source 一文137中，

說明參與開放原始碼的工程師可得到的報酬種類，他們認為報酬其實是包括了立

即的報酬和遲延的報酬，而立即報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從事軟體創作時自我能

力的提升，一種是因為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而得到樂趣；延遲的報酬也有兩種，

一種是對未來職業的期望，也就是工程師可能因為創作而讓自己的能力被肯定，

將來可以尋得好的公司和好的職位，另一種則是與前者相互影響的自我滿足，也

就是透過創作及分享原始碼而受到同儕的肯定和認同，進而得到成就感的自我滿

足；此外，開放原始碼運動的領導者 Eric Raymond 亦提出「禮物文化」 (gift culture)，

即社群成員以互相贈送物品當作其競爭社群內名聲地位的手段138。 

  Roland Bénabou 和 Jean Tirole 的文章139中所說的社會規範( social norms )也

是誘因的一種，亦即當社會中的成員都在做某一件事時，社會規範的拘束和壓力

就會促使還沒有做的成員也採取一樣的行為。 

  本文認為，立即的報酬即是 Yochai Benkler 所說的內在快樂報酬，延遲的報

酬中的自我滿足則是社會心理報酬，而即使是與金錢報酬最相關的對未來職業的

期望，亦不是以直接立即的金錢支付為誘因，而是一種對未來可能得到的金錢的

期待，以及被就業市場肯定的一種滿足，應可認為介於金錢和社會心理的報酬之

間；此外所謂的「禮物文化」亦是社會心理報酬的一種；社會規範則是社會心理

上的誘因，不過社會規範是消極的以拘束、壓力的方式促使成員採取相同行為，

而非積極的報酬。 

表 7 學者對誘因所做分類比較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Yockai Benkler 金錢報酬 內在快樂報酬 社會心理報酬 

Lerner & Tirole 遲延報酬：未來職

業期望 

立即報酬：能力提

升與樂趣 

遲延報酬：自我滿足

與未來職業期望 

                                                 
136

 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 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upra note 111. 
137

 Josh Lerner & Jean Tirole,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Open source, 

http://www.people.hbs.edu/jlerner/simple.pdf, last visited January 15, 2013. 
138

 劉靜怡，軟體原始程式碼開放運動的規範意涵--連網時代的共同創新未來，月旦法學雜誌，80

期，頁 267，2002 年 1 月。 
139

 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 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upra note 111. 

http://www.people.hbs.edu/jlerner/simp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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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Raymond － － 禮物文化 

Roland Bénabou 

& Jean Tirole 

－ － 社會規範（註：消極

的誘因，非報酬） 

 

貳、本文觀點 

  無論依據何位學者的論點皆可發現，做為誘因的報酬絕不僅有金錢上的報酬

而已，且甚至還可以用消極的拘束方法促使社會成員做某一件事情，因此透過著

作權法讓權利人收取權利金，才能使權利人有誘因創作的觀點，只是誘因的一個

面向。 

  回到開放教育資源方面即可清楚的發現，之所以有教師們願意放棄對教材的

部分著作權利，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並不是教師們的創作不需要「誘因」，而

是不一定需要「金錢報酬的誘因」，在內在快樂的報酬方面，教師們可以從創作教

材的過程中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亦可實踐自己教學的熱誠；而社會心理報酬方

面，若創作出好的教材與其他教師分享，可以提升自己在教師社群裡的評價和地

位，若該教育機構有將教材創作列入升遷評等的項目，則尚可帶給教師們對未來

升遷的期望，如此除了有社會心理報酬之外，也受到間接的金錢報酬誘因影響；

從消極面來看，如果有越來越多的教師們採用開放教育資源，尚未使用的教師將

受到教師這個群體的規範拘束，在壓力迫使下亦會轉而開始使用；這些都是直接

的金錢報酬以外讓教師們願意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的其他誘因。 

  此外，甚至對於教育機構而言，採用開放教育資源亦有其報酬和誘因上的評

估，例如 MIT 的例子，在他們採用開放式課程後在全世界獲得良好的名聲，得到

社會心理報酬的滿足，此外亦吸引更多學生來就讀，進而間接獲得金錢上的報酬；

再從規範面來看，未採用的教育機構在其他教育機構採用開放教育資源的情況下，

亦會擔心其競爭力不足而開始採用。 

  在討論誘因機制時，前述排擠效應的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果對於教師們

教材的創作一味的只訴諸於以著作權保護為誘因，反而會使重視內在快樂或社會

心理報酬的教師們創作意願下降，此外當金錢誘因消失時，長期依賴金錢報酬為

誘因的教師們也會因此不願意自發性的創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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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在說明了開放教育資源的誘因後，我們會發現，在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少了

著作權提供直接的金錢報酬為誘因的情況下，如何提升內在快樂報酬和社會心理

報酬對行為者的影響力，成為開放教育資源能否持續推行的關鍵，如果能夠訂立

一些制度，讓教師們對於報酬的預期能夠被滿足，那麼教師們就會願意放棄對教

材部分的著作權，和其他人分享其所創作的教材；因此，本文提出幾項除直接金

錢報酬誘因以外，其他誘因的方式以及應注意的事項： 

一、 內在快樂報酬的誘因—使用簡單的科技以及基礎的課程模型 

為了讓教師們可以從教材創作中較快速的獲得快樂，在採用開放教育資源之

初要盡量降低科技上的障礙，且不要求教師們要做出完整的課程教材，才會讓教

師們採取簡單的行為就獲得足夠的成就感，進而願意繼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以

台灣各校推行的開放式課程為例，並不要求教師們要創作出新的、完整的教材資

源，只是將教師們上課當中本來就會使用的投影片、課程大綱、參考資料等教材

上傳，另外就上課內容的錄影及上傳方面亦由技術團隊包辦，教師們不需擔心科

技能力的問題，這是提升內在快樂誘因可行的方式。 

二、 社會心理報酬的誘因--開放教育資源社群的建立 

為提升社會心理報酬作為誘因的價值，在教育機構內部以及跨教育機構之間，

應該形成一個創作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社群，透過社群的連結和互動，成員之

間可以相互評比創作的教材，使得創作者可以在社群當中得到名聲的回饋，以及

形成彼此分享的親密感和歸屬感，像後面會介紹的美國 Connexions、歐盟的

Schoolnet、非洲的 TESSA 和台灣的 BioTOP 都是提供交流、評比和回饋的開放教

育資源社群例子。 

三、 間接金錢報酬的誘因—教師評等制度的重新設計 

本研究並不否認金錢報酬仍有其誘因上的價值，雖然少了著作權利帶來的直

接金錢誘因，教育機構仍可以重新檢討並設計教師升遷評等的制度，提供間接的

金錢誘因，亦即讓教師們對未來職業有所期望，也間接影響社會心理報酬的誘因；

在許多討論開放教育資源的報告當中都提及教師升遷制度重新設計的必要，例如

教材的創作應該與期刊發表受到相近的評價，否則教師們只會把時間拿去寫對升

遷有所助益的期刊論文；此外如果可仿照網路上一些經驗分享累積點數的網站，

例如台灣幾個知識和經驗分享的奇摩知識、愛評網、mobile 1 等網站，把實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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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回饋變成虛擬貨幣的回饋，用金錢報酬的方式包裝社會心理報酬，讓創作者

可同時得到間接的金錢報酬及社會心理報酬，亦是可行方式。 

 

第六節 小結 

以經濟角度來看開放教育資源，可發現運動之所以發展，與要讓教育資源回

歸公共財的本質密切相關，而開放教育資源也讓教育機構和教育者必須創造不同

服務，協作和知識分享取代了自由市場理論；若以經濟來分析開放教育資源推行

的具體行動，則可發現這些行動與比較利益分配、網路效應以及誘因的議題息息

相關，若要使運動能夠進行，須自國際貿易的觀點注意到比較利益分配公平且有

效率、網路效應中如何帶向好的均衡以達關鍵多數，以及如何提升直接金錢以外

的誘因這三個方面著手。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文將開放教育資源的具體行動以經濟角度分析的結果，

製表歸納如下： 

 

表 8 以經濟現象分析開放教育資源具體行動歸納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經濟現象 具體行動 

教育資源的國際貿易 分配正義 開發中國家建立在地化的開

放教育資源，及已開發國家的

協助和交流 

比較利益 

經濟效率 

網路效應 超過關鍵多數 先驅小組成立 

提供承諾 先驅小組成立、權威組織加入 

帶動風潮 先驅小組成立、權威組織加入 

誘因 內在快樂報酬的誘因 使用簡單的科技 

使用基礎的課程模型 

社會心理報酬的誘因 開放教育資源社群的建立 

間接金錢報酬的誘因 教師評等制度的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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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法律議題 

本章將從法律的角度來探討開放教育資源，首先將先說明著作權法的外溢現

象及合理使用的不確定性，接著則介紹這兩種問題如何帶動 Creative Commons（創

用 CC）授權方式的興起以及該授權方式的內容，最後再分析開放教育資源與創

用 CC 之間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一節 著作權利外溢現象 

  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前段明文：「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而本條在七十四年新訂之時，行政院著作權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當中亦稱本條立法意旨為「著作固保障著作人智慧之結晶，但其

行世，則有賴於他人投資製作加以推廣，與社會大眾之消費欣賞，著作人乃能享

有名譽與經濟之利益。固著作權法之修正，於加強著作人權益之保護外，並兼顧

利用人之擴大利用，俾藉社會公共利益之調和，達成發展國家文化之目標」140，

因此可知，著作權法立法目的應有三，包括：著作權利人的保護、社會公益的調

和，以及促進國家文化之發展，而保護著作權人的權利其實只是三個目標當中最

短期、最手段性的目標，終極目的是要以著作權法賦予權利人權利作為誘因，達

成調和公益和國家文化發展。 

  我們在生活中無論閱讀、學習或從事各種創作，無一不使用到他人的智慧和

心血結晶，為避免賦予著作權人過大的權利，使得社會大眾利用各種尚受著作權

保護的作品動輒得咎，進而箝制了表現自由的基本人權141，於著作權法之中尚有

對於著作權利保護的限制，如我國著作權法中的第四節第四款與第五款規定了「著

作財產權之限制」與「著作利用之強制授權」，而在「著作財產權之限制」之下規

定了合理使用，即是此謂之限制，若以學者更精細的區分則可包括：時間的限制、

著作權要件（包原創性，以及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的限制、標的的限制（如著

作權法第九條規定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的類型）、著作人保護範圍的限制（如外國

人在一訂條件下方受著作權保護），以及前述的強制授權和合理使用142；這些對著

                                                 
140

 轉引自羅明通，著作權法論，頁 12，2009 年 9 月，7 版。 
141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四五號：「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

規定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

權。」 
142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註 140，頁十三；王珮儀，創用 CC 授權之法律理論與實務分析，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5，2008 年 7 月；see also Margaret Chon,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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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的限制即是為達成前述調和公益與發展國家文化的一環。 

  然而著作權法這種以著作權為核心劃出具體的權利範圍，再對權利作限縮的

規範模式，往往使人誤以為權利人的權利才是著作權法保護的核心目的，社會大

眾對作品的利用以及國家文化的發展卻變成陪襯，即使有上述著作權限制當中的

合理使用可以主張，但在法院中對於合理使用的標準卻是模糊不一，對於利用者

而言，他可能會選擇限縮自己的利用行為，以免其合理使用的主張不被法院採納，

使得權利人的著作權有外溢(copyright overspill)的現象143；除了使用者的自我限縮

之外，在現代社會中握有著作權者往往不是單一的創作者個人，而是龐大的公司

集團，無論在立法方向的遊說或者法庭中權利主張的力量，都遠勝過單一的利用

人個體，更形壓縮利用人的空間144；本文在第二章及前章經濟議題的章節中也說

明過的，著作權的範圍在保護時點和客體上持續擴張的規範，都讓原本著作權法

中權利人與利用人的利益平衡向權利人一方傾斜。 

 

第二節 合理使用的不確定性 

  由於本文所論者為開放教育資源，因此所欲深入探討的著作權限制類型，為

在教育領域中經常被拿來做為抗辯、以示自己是合法的「合理使用」主張，以下

將列舉國際、美國以及我國的著作權規定中關於教育的合理使用明文，並說明合

理使用的困境，進而推導出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更自由、更不受著作權拘束的開

放教育資源運動。 

 

壹、合理使用的規定 

  從分配正義的觀點來看，合理使用是可以調和權利人權益和社會公益的一種

方式145。在國際上，伯恩公約第十條第二項被認為是教學例外的條款：「本聯盟會

員國得以國內法，或透過會員國之間現已簽訂或將要簽訂的特別協議，允許為教

學目的，於其範圍未逾其目的，以出版品上之說明、廣播或錄音錄影等方式，利

                                                                                                                                              
Property “from Below”: Copyright and Capability for Education, 40 U.C. DAVIS L. REV. 803 (2007), 

available at 

http://lawreview.law.ucdavis.edu/issues/40/3/distributive-justice-and-ip/DavisVol40No3_Chon.pdf 
143

 李治安，著作權法中的灰姑娘：利用人地位之探討，臺大法學論叢，41 卷 3 期，頁 938，2012

年 9 月。 
144

 同前註，第 939 頁。 
145

 Margaret Ch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Below”, supra note 142, at 135. 

http://lawreview.law.ucdavis.edu/issues/40/3/distributive-justice-and-ip/DavisVol40No3_Chon.pdf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五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法律議題 

68 

 

用文學或藝術著作
146
」；在美國，關於教育的合理使用被視為是合理使用當中的特

例，除了因為它是美國著作權法中的明文的一個合理使用的類型之外147，也因為

教育對於社會有相當大的正外部性，教育上的使用除了增加利用人本身的知識之

外，更可使整個社會知識積累向前發展148。 

  我國的著作權法亦有多條例示規定與教育有關的合理使用情形，包括：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

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以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書，

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

學用之輔助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依法設立之

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二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

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四條：「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之各種

考試，得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

試題者，不適用之」； 

 第五十五條：「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

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

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以及 

 針對有障礙的學習者之合理使用的第五十三條：「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

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以點

字、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以增進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

能障礙者或其他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福利為目的，經依法立案之非營利機

構或團體，得以錄音、電腦、口述影像、附加手語翻譯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

                                                 
146

 Berne Convention, Article 10:” (2) It shall be a matter for legisl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and for special agreements existing or to be concluded between them, to permit the utilization, to the 

extent justified by the purpose, of literary or artistic works by way of illustration in publications, 

broadcasts or sound or visual recordings for teaching, provided such utiliz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fair 

practice.”  
147

 17 U.S.C §107 (1976), available at http://www.copyright.gov/title17/92chap1.html#107 
148

 Margaret Ch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Below”, supra note 142, at 135. 

http://www.copyright.gov/title17/92chap1.html#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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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表之著作，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視、

聽覺認知有障礙者使用。」 

  除了上述例示的規定之外，尚有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的概括規定：「著

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佔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其中第一款關於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往往會在教育領域被拿來主張其利用係

為非營利教育目的，應構成合理使用。 

 

貳、合理使用的困境 

  綜合上述以我國法為例與教育相關的合理使用規定，看似已有許多條文來限

縮著作權人的權利，但本文認為，只依靠合理使用來支持教育上利用他人著作的

合法性，是不夠完整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本文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例示合理使用的範圍不夠完整 

  由於前面所整理的合理使用規範是例示規定，並無法包含各種教育領域可能

遇到的行為類型，若不屬於例示條文中的規範，則須回到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的概

括條款，舉例來說，如果 A 教師或 B 學生看到一個著作權人教師 C 的教案覺得

做得很好，想要使用其中幾個部分，並在加以更動一些照片和文字後，放入自己

的教學或報告投影片中使用，關於照片和文字的更動，以及加入自己的投影片中

的行為，可能涉及了著作權人的改作權，然而回到前述合理使用例示的幾條規定

來看我們會發現，第四十六條只規定了重製權的合理使用，而第四十七條雖有關

於改作權的合理使用，但僅限於教科書或教學輔助用品編製的情形，其他幾條亦

沒有這個例子中可適用的情況，因此只能回到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來主張。 

二、法院對於合理使用的標準模糊不一  

合理使用概括條款的標準為何，一直是合理使用在實務適用上最難解的問題，

美國法院判決曾稱之為「整部著作權法典中最令人頭痛的問題149」；合理使用判斷

                                                 
149

 Dellar v. Samuel Goldwyn, Inc., 104 F.2d 661 (2d Cir. 1939). 轉引自蔡惠如，我國著作權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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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要件：利用之目的及性質、著作之性質、所利用之質量佔整個著作的比例，

以及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每一個要件在國內外甚至一國

的法院和法官之間，都有標準不一的衡量方式，例如在我國，利用的目的與性質

是否要採用美國「轉化性」(transformative)的標準？關於質量比例方面，所謂的「量」

是要看原著作還是新著作？而「質」要怎麼評估也相當抽象，至於著作的潛在市

場是指什麼市場？以及第二個著作之性質的要素在台灣法院鮮少被討論，更加難

以捉摸150。 

三、合理使用主張需面臨訴訟成本 

  「合理使用」是在法院訴訟進行中對權利人的主張所提出的抗辯，當糾紛無

法用訴訟以外的方式解決而必須進入法院，對於一般的教師和學生們而言都會造

成相當的心理壓力，除了心理壓力外，進入訴訟後所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亦不可

計數，更糟糕的是如果最後法院不採認被告合理使用的主張，尚需負擔敗訴的後

果，除了金錢賠償之外還可能會面臨刑事責任。 

 

第三節 開放教育資源的授權方式：Creative Commons  

  由於前述著作權的外溢現象、合理使用的不確定性，以及著作權在保護客體

和期間上的擴張等逐步侵蝕利用人權利的利益傾斜，著作權領域開始有一些對公

眾、開放授權的嘗試，也就是著作權人不再保有全部的著作權利，而僅保留部分

權利，並將不保留的部分主動、積極的分享給所有人，這樣的授權方式漸漸成為

以免費、開放為宗旨的開放教育資源所適用的授權方法，而從 2012 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和跨政府組織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COL)合作，對全球開發教育資源發展做

出研究報告151中可知，開放教育資源在授權方面最常使用的即是創用 CC 授權條

款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因此本文接下來將簡介創用 CC 授權的形式、特

徵、要素及條款，並分析創用 CC 授權條款與開放教育資源間的關係；由於本文

主要是討論開放教育資源，因此在簡介部分僅有概略說明152。 

                                                                                                                                              
使用之挑戰與契機，載：著作權合理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頁 183-204，2011 年 9 月。 
150

 可參考林利芝，教學講義找麻煩，合理使用費思量—評析智慧財產法院九十九年度刑智上易字

第六一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7 期，頁 150-175，2012 年 8 月。 
151

 可參考本文第六章第一節。 
152

 有關創用 CC 授權更深入的討論可參考註 142 王佩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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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Creative Commons 背景介紹153 

  Creative Commons 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包含國際性和各國國內推行的計畫，

而前者是此運動的起源，之後才再衍生出後者的各國本地化計畫。 

  國際性的 Creative Commons 組織是在 2001 年由一群法律及資訊網路等相關

領域的專家、學者，透過公共領域中心(Center for the Public Domain)的支持在美國

成立非營利組織，這群專家學者加上越來越多自願參與的教授和學生們共同合作，

讓計畫得以持續推行下去。 

  接著 Creative Commons 發展出 CC 授權條款國際化計畫（以下稱 CC 國際化

計畫），主要任務是讓 CC 授權條款配合各國的著作權法做本地化修正後，能夠適

用在各個國家中，而我國的 Creative Commons Taiwan（下稱台灣創用 CC 計畫）

亦是和國際化計畫合作進而本地化的一環，自 2003 年至今皆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學研究所（下稱中研院資訊所）執行，經過一連串翻譯、討論並經 Creative Commons

審核的過程後，於 2004 年正式引進台灣，在台灣翻譯為「創用 CC」。 

 

貳、創用 CC 的呈現形式154 

  創用 CC 的授權方式除了在音樂的檔案中，是要以錄音的方式宣告其授權之

外，主要有三種表明的方法，包括授權標章、法律文字，以及數位標籤。 

一、授權標章 

  這是給一般人使用、最簡易可以辨明創用 CC 授權的方式，對權利人而言，

他只需要了解每一個要素基本的意涵，就可以選擇符合需求的授權標章來做標示，

而對利用人而言，則可輕易的透過圖示辨明選擇其可使用的作品素材；除了授權

標章，我們亦有可能看到用中文文字表達（例如姓名標示-非商業性）、英文全稱

表達（例如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或是英文簡寫表達（例如 BY-NC），也

都是給一般人識別的授權呈現形式。 

二、法律文字 

                                                 
153

 以下可參考註 142 王珮儀論文，頁 28-29。 
154

 可參考註 142 王珮儀論文；林懿萱、莊庭瑞，現行著作權體制下的彈性授權模式：談 Creative 

Commons，智慧財產權，76 期，頁 28-45，2005 年 4 月；台灣創用 CC 計畫：了解與使用創用

CC http://creativecommons.tw/explore（最後瀏覽日：2013/06/20）、教育部創用 CC 資訊網

https://isp.moe.edu.tw/ccedu/（最後瀏覽日：2013/06/20）。 

http://creativecommons.tw/explore
https://isp.moe.edu.tw/c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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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以詳細法律文字撰寫的授權條款，是每一個授權標章的法律意涵完整、

正式的內容，主要是在創用 CC 授權遭遇糾紛時，供法律人士使用，可清楚知悉

每一個授權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三、數位標籤 

  相較於前述授權標章是供一般人識別，以及法律文字是供法律人士使用，數

位標籤則是供機器（電腦中的搜尋引擎或各種應用程式）讀取，目的是方便權利

人將數位標籤嵌入其作品當中，而利用人使用搜尋引擎或其他程式尋找創用 CC

素材時，這些以創用 CC 授權的素材就能夠被電腦辨認出來。 

 

參、創用 CC 的共通基本特徵 

  無論是哪一種創用 CC 的授權條款都有以下幾個共通特徵，包括： 

 著作權人不會喪失其著作權，只是從「保留所有權利」轉為「保留部分權利」 

 在遵守授權人條件的前提下，被授權人被授予重製、散佈、展示、數位化的

展示和重製成其他形式的權利。 

 著作權聲明不能自重製的作品上被移除，且重製品需要附上權利人所為創用

CC 授權的連結。 

 被授權人不能採取科技保護措施限制他人接觸使用原著作 

 創用 CC 授權的對象是全世界的人，授權存續至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且不可

撤回。
155

 

 

肆、創用 CC 的四種授權要素156 

一、姓名標示(Attribution) 

  姓名標示是指「利用人必須按照作者或授權人所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但是，利用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原作者為其背書」。所謂完整的標示要包括作者

姓名、作品名稱、創用 CC 授權的條款，以及該作品的網址連結；而作者或授權

人亦可指定的特定的標示方式。此要素是目前所有創用 CC 授權條款中預設必備

的要素，其概念可與著作人格權當中的姓名表示權做連結，亦即對許多創作者來

說，他所在乎的或許不是其作品是否可以得到經濟上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是否讓

                                                 
155

 See Creative Commons, Baseline Rights,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Baseline_Rights, last 

visited June 20, 2013.  
156

 同註 154。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Baseline_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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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認識到這是他的心血，因而有這樣一個預設的要素；而這裡所謂的姓名，亦

與姓名表示權相同，並不限於本名，只要是能夠識別作者的各種名稱皆包括在內。 

二、非商業性(Noncommercial)  

  非商業性為「利用人不得為商業性目的而使用著作」。利用人不得以主要是為

獲取商業利益，或私人金錢報酬的方式來利用著作，但與他人間無償地交換著作

則不是商業性利用。如果創作者考慮到將來其作品可能會做商業性利用，而欲保

有市場上的經濟價值，可選擇含有此要素的授權條款。惟究竟甚麼樣的情形是符

合非商業性利用是此要素最大的爭議，本文後面將進一步討論此爭議。 

三、相同方式分享(Share Alike) 

  相同方式分享是指「利用人改作自原著作的衍生作品，必須採用和原著作相

同（或相似、相容而經創用 CC 組織可的授權方式）的授權條款；例如原著作採

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則依此原著作創作出來的衍生著作也要

採取相同或相容的條款，例如同樣採「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目的

在於讓原著作的權利人樂於分享的理念可以不斷循環下去。 

四、禁止改作(No Derivatives) 

  禁止改作為「利用人不得改變、轉變，或改作原著作」，即利用人可以利用該

著作，但是不能改作該著作，利用人只能對著作做依原樣的利用；本文認為此要

素適用在開放教育資源有理念上衝突的問題，本文亦將於後面章節討論此議題。 

 

伍、創用 CC 的六種核心授權條款157 

一、姓名標示 

  當權利人選擇此條款時，利用人依照權利人的指定方式標示姓名後，即可對

該著作自由利用，包括可以做商業上的利用以及改作，對於改作後產出的衍生著

作並不需要以創用 CC 授權方式釋出，對權利人而言在此條款下其保留的權利最

少，而相對地對於利用人則是最自由的條款。 

二、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當權利人選擇此條款時，利用人也只要依指定方式標示姓名後，即可對該著

作自由利用，只是如果利用人對原著作改作而產出衍生著作，則該衍生著作必須

以相同（或相似、相容而經創用 CC 組織許可的授權方式）的授權條款授釋出，

                                                 
15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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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該衍生著作亦必須採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 

三、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當權利人選擇此條款時，利用人除了依指定方式標示姓名之外，也不能對該

著作做商業上的利用，在此條件下即可自由使用該著作，包括改作在內，如果利

用人想要做商業上的利用，則回歸著作權法的原則，需得到權利人的授權才能做

商業上利用。 

四、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當權利人選擇此條款時，利用人需遵守依指定方式標示姓名及不做商業上的

利用，此外若對原著作改作而產出衍生著作，則需以相同方式分享，即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或其他經創用 CC 組織許可相似、相容的授權方式）授

權釋出。 

五、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當權利人選擇此條款時，利用人在依指定方式標示姓名以及不對原著作改作

的前提下，可自由利用該著作，包括商業性上的使用，若利用人欲對原著作改作

則需另外取得權利人的授權。 

六、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當權利人選擇此條款時，利用人除了需依指定方式標示姓名之外，亦不可對

該著作改作及做商業上的利用，權利人保留了著作財產權商業利用的權利及改作

權，相對於最自由的姓名標示授權條款，此則為最嚴格的授權條款，若利用人要

做商業上的利用或改作都需再另外取得權利人的授權。 

 

陸、創用 CC 與開放教育資源 

  目前絕大多數的開放教育資源皆採用創用 CC 授權，代表創用 CC 授權這一

種開放性的授權模式走向主流，並提供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在法律上一個較為一致、

有組織、有系統的授權方式，然而本文認為創用 CC 授權和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

之間仍存在以下的問題： 

一、一般人對於著作權概念不清楚 

  由於創用 CC 授權並不是反著作權，而是建立在著作權之上而存在158，因此

一般人需對著作權有基本認識，而傳統上在教育這個領域當中，著作權的標的只

                                                 
158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77.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五章 開放教育資源的法律議題 

75 

 

停留在紙本，也就是教科書，所以一般人對於著作權的概念並不十分清楚，創作

者只要把自己的教材創作或文章交給出版商即可，而利用人只需要知道課本內容、

文章、書面報告等等都是有著作權，而不能隨便重製就已經很足夠，但在科技發

達的現代，除了教材的種類多樣化（遍及影像、影片、音樂、投影片，甚至各種

線上學習平台或互動學習軟體等等）之外，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自行操作電腦，

這也拉進了一般人和著作權之間的距離，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和所創作的教材不

再是單純的交給出版商處理，而是能夠自行上傳到網路上向大家展示、供大家使

用，利用人亦很輕易地就能夠透過網路接觸到其他人的創作，所以無論是作者或

利用人都必須對自己的權利義務有所認識，然而一般人對著作權的了解並不多

159。 

二、一般人對於創用 CC 授權觀念不清楚 

  基於上述對著作權概念不清的問題，要再進一步讓大眾了解創用 CC 授權就

更加困難，尤其創用 CC 授權發展至今甫逾十年，有許多更細節或有爭議的問題

（例如後面會討論的何謂非商業性利用的爭議）連專家學者都尚未釐清，更不用

說要讓一般人理解；而創用 CC 授權之所以提供六種條款，本意是要讓權利人可

以從中挑選符合自己意願的條款來使用，但另一方面卻也造成權利人對授權條款

認識不足，無法做出符合需求的選擇，以及對利用人而言，需先弄清楚這些要素

和條款的內容及區別才能使用，這些都是對一般人資訊成本上的負擔160；更甚者，

有些權利人還會將創用 CC 授權誤認為是用來標示或聲明著作權的標章，與創用

CC 授權所代表自願分享的理念大相逕庭，或誤以為使用創用 CC 授權是「拋棄」

著作權而不願使用。 

三、著作權利釐清的困難 

  對於作品有著作權的人，才能夠決定是否對該作品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因

此著作權利的釐清是創用CC授權有效的前提，然在電腦科技及網路發達的時代，

教師們欲分享的各種教材、投影片、教案、習題，或授課錄影等等之中，幾乎都

無法避免會結合著作權由第三人所有的素材，甚至連組織內部的著作權利（包括

教師與組織之間，以及教師們共同創作之間，甚至是學生為課堂所創作的作品）

都難以釐清161，對於想要整合這些開放教育資源的機構而言，需先花費人力、時

                                                 
159

 Id. at 82-83. 
160

 可參考註 142 王珮儀論文，第 166 頁。 
161

 BRIAN FITZGERALD, OPEN CONTENT LICENSING (OCL)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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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金錢來釐清這些權利162，而對想要自行上傳分享教材的教師們而言，可能會

因為害怕侵權而不敢分享，至於對利用人而言，在權利難以釐清的情況下，若使

用了標示創用 CC 授權的教材，但最後卻被證明該創用 CC 授權是非權利人所標

示因此無效，後續將生舉證責任和信賴保護等爭執。 

四、創用 CC 授權條款之間相容性的問題 

  本文認為，對於教師們而言，開放教育資源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方便教師

取得著作權利清楚、自由，不用擔心被權利人控告的教學素材，進而加入自己的

教材或引入課堂之中，提升課堂的豐富性及準備教材的效益，而對學生們而言，

開放教育資源的用途除了被動的接收和學習之外，若能讓學生自由改作運用亦能

啟發學生們的靈感，提升創造力；若依這樣的用途來評估 CC 條款，六種授權條

款之間的相容性就變成很重要的問題，若條款不能相容，則即使有再多素材它們

也只能被個別使用，無法做進一步的結合。 

  創用 CC 授權條款確實有不相容的問題，即「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非商業

性」以及「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是不相容的，假設有兩個創作分別標示這兩

種授權條款，利用人甲利用這兩個創作再投入自己的創意，創作出新的衍生著作，

依授權條件，此時甲新的著作（衍生著作）必須以「相同方式分享」，然而原本的

兩個創作一個是可以做商業上的利用，一個則不行，甲將無法對自己的著作以「相

同方式分享」163。 

五、創用 CC 授權要素與開放教育資源理念衝突 

本文認為創用 CC 授權要素中，與開放教育資源理念可能相衝突的情形有

三： 

（一）禁止改作 

  如同本文前面所述，開放教育資源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要讓教師和學生們

都有加以利用、加入教材和啟發創意的機會，並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效率，如果開

放教育資源的創用 CC 授權可以選用包含禁止改作要素在內的條款，那麼師生可

                                                                                                                                              
(2007), available at 

http://learn.creativecommons.org/wp-content/uploads/2008/07/oecd-open-licensing-review.pdf 
162

 過程包括確認是否需取得他人授權、確認誰是權利人並找到權利人、協商授權契約（但權利人

很可能因為教育上使用沒甚麼賺頭而不想協商）、付授權費（有可能很貴）、如果權利人還要求其

他條件尚需再花費成本去滿足等等。See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80. 
163

 可參考註 142 王珮儀論文，第 167-169 頁；see also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82. 

http://learn.creativecommons.org/wp-content/uploads/2008/07/oecd-open-licensing-re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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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利用的程度將大幅限縮，幾乎只能被動的使用這些素材而無法積極主動的開

發，似乎與開放教育資源最理想的宗旨有所落差，因此本文認為在推行開放教育

資源時，應該考量禁止改作此要素適不適合使用。 

（二）非商業性 

  究竟甚麼樣的利用會被認為是商業性的利用，一直都是此要素最大的爭議，

在開放教育資源推行中亦不例外。原本 Creative Commons 組織只對此要素做寬鬆

的定義，即「不得以獲取商業利益或私人金錢報酬為主要目的來利用作品164」，用

意是要留待將來透過實際使用及法院闡釋來繼續發展，結果卻導致各種開放運動

的社群或機構對此要素各有解釋，例如自由軟體運動社群的看法較嚴格，主張非

商業性的利用是絕對不能有任何金錢上的往來，但對教育社群而言，繳學費這種

金錢往來應該就不能被視為是商業性的利用；後來CC組織也發展出自身的標準，

可以從行為是否與金錢相關、衍生的創作是作為甚麼使用，以及最重要的，以主

體來區分，如果是非營利的主體來使用就不是商業性使用，但如果是營利主體則

會被視為商業性使用165；MIT則有不同看法，其認為應該從目的而非主體來區分，

即使是營利的主體亦有可能將該素材作非商業性使用166。 

  即使沒有上述有關非商業性定義的爭議，本文認為非商業性此要素與開放教

育資源之間仍存在一個理念衝突的狀況，亦即開放教育資源的目的是公益性的，

如果一個素材的創用 CC 授權不包含非商業性要素，則該素材亦可用來營利而非

僅用於教育，教師們考量到這點通常都會選擇包含非商業性要素的條款，然而這

樣的限制似乎又扼殺了這個素材有可能被營利者做更好的利用，進而挖掘其潛在

經濟價值和創造新興商業模式的空間。 

（三）相同方式分享 

  針對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我們應該會希望這樣一個良善的分享意願可以不

斷傳播出去，因此權利人在授權時，若能選擇包含相同方式分享要素在內的條款，

就能達到這個目的，然而條款的選擇取決於權利人，如果權利人並沒有選擇此要

素，也沒有選擇禁止改作的要素，則利用人改作原著作後所生之衍生著作，並不

需要採創用 CC 授權釋出，可以保留完整的著作權，讓知識的積累又回到新權利

                                                 
164

 同註 142，台灣創用 CC 計畫。 
165

 Brian Fitzgerald, Open Content Licensing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161, at 

15-16. 
166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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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掌握之中，無法促進開放教育資源的良性循環，因此本文認為機構在推行開

放教育資源時，應鼓勵創作者選用此要素。 

六、創用 CC 授權與其他開放授權相容性的問題 

  自由文化運動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大多數的開放教育資源是採用創用 CC 授

權的方式釋出，但除了創用 CC 授權之外，尚有一些不同的開放授權方式，本文

將著重於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部分167，包括 GNU 自由文件授權、BBC 創意典藏

授權條款、 AEShareNet 的授權體系和 BCcampus 的 BC Commons，除了介紹這四

種授權方式的意涵之外，並分析其與創用 CC 授權之間的相容性問題。 

（一）GNU 自由文件授權(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以時間順序而言，其實 GNU 自由文件授權出現的比創用 CC 授權早，也因此

維基百科一開始是採用此種授權方法，而導致後面將會提到的相容性問題。 

  GNU 自由文件授權(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是自由軟體基金會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設計的授權方式，原因是配合自由軟體的使用會有一些

使用說明書、小手冊等等，既然是針對自由軟體的說明書，應該也要採用開放授

權，但這些說明是文件而非軟體，所以才在 2000 年推出針對使用說明書、指示參

考、使用手冊、教科書或其他具有功能性與使用性的文件來使用的 GNU 自由文

件授權168。 

  維基百科(Wikipedia)在 2001 年設立時，創用 CC 授權還沒有出現，因此 GNU

自由文件授權成為其最佳選擇，但這也導致後來當創用 CC 授權蓬勃發展後，維

基百科作為自由文化理念實踐最具代表性的協作平台，卻在授權上產生與其他開

放資源不相容的問題169。 

  GNU 自由文件授權之所以和創用 CC 授權不相容，最大的原因在於授權條款

內容的不同所導致理念和實際使用上的不相容。如本文前述，創用 CC 授權包含

四種核心要素及六種授權條款，其中是否要保留商業上利用和改作的權利，是使

用創用 CC 授權的著作權人可以自行選擇，不過 GNU 自由文件授權則是完全符

合”copyleft”的意涵，即該授權允許被授權人重製、散布、改作、再授權、為商業

目的的使用，也允許出租和公開展示文件的重製物；此外創用 CC 授權只有在著

                                                 
167

 關於各種開放授權的介紹及與創用 CC 的比較，可參考註 142 王佩儀論文。 
168

 GNU Operating System, License http://www.gnu.org/licenses/licenses.en.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同前註 142，王珮儀論文，第 78 頁 
169

 李治安、林懿萱，論公眾授權條款之相容性，科技法學評論，7 卷 2 期，頁 9，2010 年 12 月。 

http://www.gnu.org/licenses/license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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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人選擇包含相同方式分享要素在內的授權條款時，利用人才必須將其利用原

著作所產出的衍生著作採用相同的創用 CC 授權方式釋出，但 GNU 自由文件授權

則規定，利用人根據原作品修改產出的作品，必須和原作品採用相同的授權條款

（也就是 GNU 自由文件授權），利用人才可以重製和散布該修改作品170。 

  由於上述的差異導致這兩種授權在理念和實際使用上有不相容的問題，理念

方面，GNU 自由文件授權最重要的精神是「使用者權利遞延」，亦即必須確保後

續使用者享有原作者曾享有的權利，以維繫開放原始碼的精神171，並且在商業利

用性和改作方面亦皆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但創用 CC 授權在是否採相同方式分

享、商業利用性，以及可否改作三方面都保留給著作權人自行決定；這樣的不同

使創用 CC 授權招致一些自由軟體運動和開放原始碼推行者的批評172，認為創用

CC 授權並不是真正的自由開放而有理念上的不相容，不過就創用 CC 授權領導者

Lawrence Lessig 的看法是認為其實兩者的理念並無不同173，都是要朝一個更自由

的社會邁進；使用上不相容則是更實際的問題， GNU 自由文件授權的素材要和

創用 CC 當中含有「相同方式分享」、「非商業性使用」或「禁止改作」要素授權

的素材結合時，就會產生不相容的問題，阻礙了開放授權素材在大眾之間的流通，

反而與自由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馳174。 

  Creative Commons 組織和自由軟體基金會均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展開一些

修正，維基百科亦於 2008 年將 GNU 自由文件授權作修改，使 GNU 自由文件授

權釋出的作品，可以用創用 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條款再授權釋

出175。 

  雖然這兩個組織所做的修正並沒有完全解決相容性的問題176，但本文認為對

於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而言，至少師生們經常使用的資料庫龍頭維基百科，已採

GNU 自由文件授權與創用 CC 授權並行的授權方式，使用維基百科的資料與其他

創用 CC 授權網站的資料或素材結合，在法律上已不會有不相容的問題；仍還有

問題的是，當師生們對於創用CC授權的使用越來越熟悉時，若找到單純只以GNU

                                                 
170

 同前註，第 11-12 頁。 
171

 同註 142 王珮儀論文，第 78 頁。 
172

 可參考前註 115 劉靜怡文，第 159-162 頁。 
173

 Lawrence Lessig, CC in Review: Lawrence Lessig on Compatibility,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5709,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74

 可參考李治安、林懿萱，論公眾授權條款之相容性，前註 169，第 13-16 頁。 
175

 李治安、林懿萱，論公眾授權條款之相容性，前註 169，第 16-20 頁。 
176

 同前註，第 20 頁。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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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件授權的素材時，可能無法理解其法律授權的涵義以及與創用 CC 授權的

差異，而有違反授權條件的風險。 

（二）BBC 創意典藏授權條款 

  英國的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在 2005 年 4 月，與英國電影協

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第四頻道(Channel 4)、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共同發

起「創意典藏授權團隊」(Creative Archive Licence Group)，提供他們擁有的動、

靜態影像及錄音檔案，供英國民眾依據「創意典藏授權條款」(Creative Archive 

Licence)自由下載利用，之後教師電視頻道(Teachers' TV)及博物館、圖書館與檔案

館委員會(The 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也陸續加入「創意典藏授權

團隊」，釋出內容供英國民眾使用及作為再創作的素材177。 

  「創意典藏授權」主要由五個要素組成，包括：非商業性(Non-commercial)、

相同方式分享(Share-Alike)、姓名標示(Crediting/Attribution)、禁止背書及禁止詆

毀目的使用(No Endorsement and No derogatory use)和限英國使用(UK)；其中相同

方式分享(Share-Alike)係指使用者必須依照創意典藏授權條款規定，來散布依「創

意典藏授權」釋出的內容（包括『原著作』及以原著作為素材所創作出的『衍生

著作』）178，所產生的問題之一，如同前述 GNU 自由文件授權與創用 CC「相同

方式分享」不相容的問題，此外創意典藏授權尚具實驗性質，且素材提供者仍有

利益上的考量，因此在地域上只限於英國使用，其實並不符合對大眾開放的要件，

且由於創用 CC 授權在地域上是全世界通用不受限制，兩種素材的結合也會產生

衝突。 

  自 2006 年 9 月起 BBC 宣布此創意典藏授權的實驗告一段落，但這並不影響

其他參與該計畫的機構繼續依創意典藏授權的方式授權179。本文以參與 BBC 創意

典藏授權，同時也是推行開放教育理念著名的英國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
180為例，英國開放大學的商業模式是採轉向/分類模式型，網站上分為

收費、可取得學位，且完整保留著作權的課程，以及以創用 CC 授權「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釋出學習資源的 OpenLearn
181平台，在後者當中又包含

                                                 
177

 林懿萱，CC 放大鏡：淺談 BBC 創意典藏授權，http://creativecommons.tw/newsletter/ep09 （最

後瀏覽日：2013/06/20）。 
178

 同前註。 
179

 BBC, BBC Creative Archive Pilot, http://www.bbc.co.uk/creativearchiv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80

 The Open University, http://www.open.ac.uk/,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81

 The Open University, OpenLearn, http://www.open.edu/openlearn/,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creativecommons.tw/newsletter/ep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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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BC 創意典藏授權的資源，對於原本就對授權模式不是這麼了解的一般利用人

而言，三種不同程度的著作權利限制顯得相當複雜，且在自由文化理念的一致性

上亦顯得衝突。 

（三）AEShareNet
182授權體系 

AEShareNet 是針對澳洲地區的學習素材所設計的授權，目的也是讓利用人可

以在預設授權條件下更方便的使用教育資源，而不需再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AEShareNet 的授權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 CC 授權的「即時授權」(Instant 

Licences)，另一種則是「媒介授權」(Mediated Licences)。 

1.即時授權(Instant Licences) 

著作權人可以使用 AEShareNet 設計的授權標章，預先附貼在作品上對公眾

授權，利用人在遵守該標章所代表的授權條件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使用該素材，這

些授權要素的標章包括： 

  

                                                 
182

 AEShare Net, IMPORTANT ANNOUNCEMENT - SUSPENSION OF AESHARENET, 

http://www.rogerclarke.com/AEShareNet/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www.rogerclarke.com/AEShareNe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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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AEShareNet 即時授權要素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AEShareNet-FfE：Free for Education 教育目的自由使用 

在此授權條件下，利用人為教育之目的的行為皆可自由使用此素

材；但教育以外其他目的的使用，著作權人保有完整的的著作權

利。較類似 CC 授權中的姓名標示-非商業性條款 

 AEShareNet-U：Unlocked Content 內容解放 

在此授權條件下，利用人在完整標示原著作權人的權利聲明以及

AEShareNet-U 標章的前提下，該素材可供利用人自由的重製、改

作和使用，而衍生著作部分則不須做上述的標示之外，利用人對

於衍生著作可自由決定其著作權利的狀態。較類似 CC 授權中最

寬鬆的姓名標示條款。 

 AEShareNet-S：Share and Return 分享及回饋 

在此授權條件下，利用人可自由的重製、改作和使用該素材，但

若產出任何的衍生著作，著作權利都將附著在原著作上歸原著作

權人，其目的在於避免後續利用人利用衍生著作前，遭遇難以釐

清著作權利的困境，因此將所有後續創作者的權利交給原著作權

人管理。 

 AEShareNet-P：Preserve and Integrity 

在此授權條件下，利用人對該素材只能在完整標示著作權人權利

聲明的前提下，做依原樣重製的利用，而不能改作原著作。較類

似創用 CC 授權中的姓名標示-禁止改作條款。 

2.媒介授權 (Mediated Licences) 

  此種授權方式並非開放性的授權，而是一般收取授權金的授權方式，只是

AEShareNet 提供的較為簡便的方式來管理，AEShareNet 在此類授權方式中扮演

仲介管理的角色；此授權與本文討論主題較無關聯，於此不再贅述。 

  本文認為，AEShareNet 的 Free for Education 授權條款相較於 CC 授權的「姓

名標示-非商業性」條款，更明確指出以教育為目的皆可自由使用，而不會有前述

營利的教育機構是否符合非商業性利用的爭議，對於以教育發展為目的的開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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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源運動而言，似乎是一個創用 CC 授權可參考、更適合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

授權條款183；不過，AEShareNet 的授權體系已於 2011 年 9 月 16 日停止使用，且

該網站首頁的聲明表示，推薦使用該網站授權的著作權人，可轉往使用 CC 授權184，

然而其授權條款的設計仍有參考價值。 

（四）BCcampus 的 BC Commons 授權185
 

  BCcampus 是由加拿大卑詩省高等教育部門(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Advanced Education)每年投資基金贊助的機構，主要任務是

使用資訊科技服務（包括線上和遠距教學、資料交換、學習社群和線上資源等等）

讓卑詩省所有高等教育機構，將教育相關的專家、計畫和資源結合運用，確保卑

詩省的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都能取得最有效率的科技服務，以滿足其學習和教

學的需求。 

  由 BCcampus Online Program Development Fund 資助創作的教材必須以

BCcampus 指定的授權方式之一將教材釋出，其中一個是創用 CC 授權的姓名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授權條款，另一個則是 BCcampus 參考創用 CC 授權修改而成的 BC 

Commons
186，此授權方式在使用條件上與創用 CC 授權的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相同，但在授權對象的範圍有所限制，2003 至 2008 年的版本只限參與 BCcapmus

的教育機構及其人員使用，2009 年後的版本則放寬至所有卑詩省教育相關的機構

及其人員皆可使用，不過無論是何者皆不開放給卑詩省以外的人民使用，BC 

Commons 領導者之一的 Paul Stacey 說明，BCcampus 會採用這種自行設計的授權，

是回應教材創作者們對於作品開放給全世界人使用，將喪失對這些創作控制的疑

慮187；不過本文發現，目前 BCcampus 網站上開放免費使用的教材絕大多數都是

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BCcampus 網站本身也是採創用 CC 授權，本文第六章所介

紹 BCcampus 的開放教科書計畫也是採用創用 CC 授權釋出。 

（五）小結 

                                                 
183

 Brian Fitzgerald, Open Content Licensing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161, at 

15-16. 
184

 See AEShare Net, supra note 182, “Users of AEShareNet will need to make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ongoing management and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is currently managed through the 

AEShareNet. Users are encouraged to explore the available options like Creative Commons as soon as 

possible.” 
185

 BCcampus, About Us, http://www.bccampus.ca/about-us-2/,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86

 BC Commons, BC Commons License, http://www.bccommons.ca/,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87

 Timothy Vollmer, Paul Stacey from BCcampus: Open Education and Policy, 

https://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26963,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www.bccampus.ca/about-us-2/
http://www.bccommons.ca/
https://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2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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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比較創用 CC 授權、GNU 自由文件授權、BBC 創意典藏授權條

款、 AEShareNet 的授權體系和 BCcampus 的 BC Commons 五種與開放教育資源

相關的著作權授權方式，可發現其使用的消長如下： 

 

表 10 開放教育資源授權方式使用消長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授權方式 使用的消長 

CC 授權 為絕大多數開放教育資源所使用 

GNU 自由文件授權 維基百科部分內容仍保留此授權 

BBC 創意典藏授權條款 2006 年 9 月後僅剩下少數 

AEShareNet 授權體系 2011 年 9 月 16 日後停用 

BC Commons 仍在使用中，但僅剩下少數 

  由上表的比較可發現，創用 CC 授權在開放教育資源中確實已成授權主流，

因此本文認為，如同學者提出以經濟學來解決相容性問題的概念188，市場機制的

運作在開放教育資源的授權選擇中已發揮功能，以未來的授權選擇而言，當創用

CC 授權越趨普及時，創作者會傾向選擇他們所熟悉的授權方式，且願意考慮開

放授權的創作者，他們的想法大多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越多人接觸到越好，因此

唯有選擇市場上佔多數的創用 CC 授權才能達成此目的，至於目前尚存在一些以

非創用 CC 授權釋出的素材，可預測利用人為避免相容性的問題，且創用 CC 授

權的素材已有龐大數量可利用，利用人應會放棄使用由其他方式授權釋出的素材，

進而又接著影響著作權人，在面對市場意向的轉變時也會相對應的選擇以創用CC

授權其作品，形成以市場機制引領授權方式轉變的循環。 

 

第四節 小結 

  如何採取著作權的授權方式及釐清各種著作權問題，是教育資源要達到「免

費開放」所必須面對的法律議題，當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組織或社群要選擇開放

教育資源如何授權時，應擬定一個政策方針189，包括： 

                                                 
188

 李治安、林懿萱，論公眾授權條款之相容性，前註 169，第 20-24 頁。 

189
 本文參考FITZGERALD, B., A. FITZGERALD, M. PERRY, S. KIEL-CHRISHOLM, E, DRISC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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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分出涉及這項法律議題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利用者、創作者、出版商、

出資的機構等等） 

 這些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關係為何？ 

 我們是否要採用開放授權的政策？ 

 承上述，如果要，那麼是其中的那些是要開放給大眾使用？是全部的資源嗎？ 

 要使用甚麼授權方式？要開放到什麼程度？要開放改作或商業性的利用嗎？ 

 上述這些法律授權的選擇是否都符合現行著作權法的規範？ 

  本文認為創用 CC 是目前最適合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授權方式，對創作者而

言，創用 CC 提供六種條件寬鬆不同的授權條款供作選擇，可依自己的意願選擇

授權條款，讓著作權利仍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同時清楚的向大眾傳達分享交流

的意圖，對使用者而言，可清楚知道該資源的授權方式，不用擔心授權條件不明

而有侵權疑慮；從世界趨勢的觀點而言，創用 CC 已為大多數的開放教育資源所

使用，形成一個事實上的標準，無論在世人的認知度或素材之間授權的相容性上，

選擇創用 CC 作為開放教育資源的授權方式都是較佳的選擇。然而目前無論是創

作者還是利用人，對於著作權和創用 CC 的概念仍不甚了解，而創用 CC 的授權

條款亦仍存有一些疑慮，都是未來開放教育資源推行須持續尋求解決之道的問

題。 

  

                                                                                                                                              

D, THAMPAPILLAI AND J. COATES, CREAT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COPYRIGHT MANAGEMENT OF 

OPEN ACCESS WITHIN THE 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CTOR (2006), available at 

http://eprints.qut.edu.au/6099/1/Printed_Oak_Law_Project_Report.pdf的內容列出幾項法律面可考慮

的問題，不過這份報告主題是關於開放近用知識(Open Access Knowledge)的相關議題，與開放教育

資源並不完全相同，比較是在強調學術機構研究成果的開放，但其實本文在第二章介紹相關概念

時已指出，開放近用的資源也是廣義開放教育資源的一種，因此可參考其對一個組織要如何採用

開放政策所做的分析與建議。 

http://eprints.qut.edu.au/6099/1/Printed_Oak_Law_Project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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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各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本章將介紹世界各地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實際案例，透過實際的案例可更具

體的檢視目前全球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情形，第一節將先簡述全球開放教育資源

發展概況，後續章節則區分為美洲、歐洲、非洲及亞洲，挑選該州最具代表性的

國家介紹該國的政府政策及實際案例，最後再回到台灣，檢視台灣開放教育資源

的政府政策及實際案例。 

 

第一節 全球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 

  2012 年為全球開放教育資源論壇十周年紀念，於論壇舉行前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和跨政府組織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COL)合作，對全球開發教

育資源發展所做出的研究報告，檢視全球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190，其採用的研

究方法是針對各國政府發放問卷，再將回覆做成統計數據加以分析目前全球使用

開放教育資源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認為該份報告的精確度其實是有疑慮的，原因包括：問

卷送達 195 個國家但只有 82 個國家回覆；UNESCO 和 COL 個別發放問卷給其會

員國，導致一個國家可能有兩份以上的回覆；問卷採用簡短的問題且附上答案選

項供勾選，然而開放教育資源的議題應該不是幾個選項就能夠回答，雖然有些國

家會不管問卷題目，僅以敘述性的書面做回覆，不過這些回覆也都相當簡短，並

不足供深入了解；最後，UNESCO 的問卷是在 2012 年 1 月發放，且要求各國在 4

月回覆完畢，但從下面的說明可發現其實各國幾乎鮮有從事開放教育資源研究，

這些回覆內容是怎麼來的？其品質及可信度就有待商榷。雖然這份報告有以上所

述種種問題，但由於這是開放教育資源發展近 10 年來第一次由聯合國組織主導，

統一且大規模的向各國政府調查的研究報告，因此本文仍予以採用說明，當然也

期待未來聯合國的組織會做出更多更具品質的相關報告。 

 

壹、各地區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政策推行 

  各國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推行主要是透過一些組織，以及由公共基金支持的

計畫領導，目前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阿拉伯國家和三分之一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90

 See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ND UNESCO, SURVEY ON GOVERNMENTS’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POLICIES (Sarah Hoosen prepared, Neil Butcher & Associates ed. )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408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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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承認它們國內並沒有活躍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各國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政策進行程度各不相同，自統計數據來看，亞太地

區、歐洲及北美國家有較多相關的政策，不過若詳細觀察各國送交教科文組織的

問卷敘述，而不單僅是看統計數字，會發現其實各國都鮮少有具體的開放教育資

源政策存在，有許多都還只是在草擬中。 

 

貳、各地區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所採用的開放授權方式 

  授權方面，創用 CC 的授權架構是最常被使用的，但仍然沒有任何強制性，

並無任何機構政策、國家政策或立法表示開放教育資源一定要採取創用 CC
191，

創用 CC 的性質仍僅是一種私人之間的契約，著作權人可自行決定是否採用；此

外，各國使用的創用 CC 授權條款都不相同，即使僅就各國國內的開放教育資源

來檢視，亦可發現各種資源採取的也都是不相同的創用 CC 授權條款。 

  本文認為創用 CC 越來越常被使用之因，誠如在本文第五章法律議題所言，

在於創用 CC 無論對授權人或使用者都是一個相對更簡單、清楚並有彈性的授權

方式，而漸漸成為開放教育資源授權的事實上標準，但即使創用 CC 授權的使用

越來越普及，仍鮮有因創用 CC 而生的法律爭議進入法院爭訟的情形192，因此無

法讓創用 CC 在法院當中有更進一步供法官檢驗及闡釋的機會，使用上可能產生

權利義務之間的爭議，目前仍然只能透過學術研究上的解釋去解套，不過這樣的

問題是創用 CC 的授權方式在發展途中尚未解決的共同問題，並不只有出現在開

放教育資源的情形之中。    

 

參、開放教育資源的未來發展與挑戰 

  問卷統計發現，各國都沒有針對開放教育資源做研究，特別是國家官方的研

究。網路上有許多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資料，但多是由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支持開放教育資源的基金會，以及研究開放教育資源的學者等撰寫，並

未發現任何由國家官方提供的相關資料。 

                                                 
191

 目前所知僅有本文後面第六章將介紹的美國加州及巴西聖保羅市的立法，以及加拿大

BCcampus 的政策，有明文所開放的教育資源要採創用 CC 授權。 
192

 少數案例，如西班牙及荷蘭曾發生之創用 CC 爭訟案件，可參考

http://creativecommons.tw/newsletter/ep01 及 http://creativecommons.tw/newsletter/ep02（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http://creativecommons.tw/newsletter/ep01
http://creativecommons.tw/newsletter/e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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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問卷的回覆中可看出，大多數的國家都展現在將來發展與使用開放教

育資源的強烈意願，包括願意採取政府的行動計劃、設計誘因提倡此計畫，以及

願意將相關的計畫和基金引進國內。 

  而採行開放教育資源所遭遇的困難，最大宗是來自著作權法與出版商，其次

則是網路的基礎建設不足、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社群發展不成熟，以及計畫如何永

續推行。 

  以個別地區來看，非洲國家的困難還包括了，如何推行一個適用於各教育等

級的開放教育資源文化、缺乏運用數位科技的能力及科技設備、缺乏經費生產資

源；阿拉伯國家則是缺乏足夠的以阿拉伯語編寫的開放素材，以及缺少政府的支

持；拉美及加勒比海國的問題與非洲相似，缺少網絡的聯絡度以及對開放教育資

源議題過少的關注。 

 

第二節 2012年 6月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同樣的在前述開放教育資源十周年紀念的會議中，各國共同發表了宣示開放

教育資源政策的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193

)，除了重申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在內

的條約所強調人類皆有受教育的權利之外，針對開放教育資源，簽署國共做了 10

點的宣示，包括： 

 促進對開放教育資源的注意與使用 

 促進及建立一個可以使用資訊溝通科技(ICT)的環境 

 加強開放教育資源策略及政策的發展 

 促進及使用開放授權的法律架構 

 支持教育機構和教師建立高品質的開放教育資源 

 促使與產業、媒體和電信等等領域的開放教育資源結盟 

 促進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的開放教育資源使用 

 鼓勵開放教育資源的研究 

 促進開放教育資源的回饋及分享 

 鼓勵由公共基金資助而產出的教育資源應採用開放授權 

此宣言的重要性在於，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十年至今，首次由聯合國組織帶領

                                                 
193

 UNESCO, 2012 Paris OER Declar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Events/Paris%20OER%20Declarat

ion_01.pdf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Events/Paris%20OER%20Declaration_01.pdf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Events/Paris%20OER%20Declaration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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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明確針對開放教育資源擬訂宣言，該宣言中雖有回顧一些過去的條約或

宣言，但那些條約和宣言大多只是在講述要促進教育以維護人權，以及普及網路、

建立資訊社會並促進多元文化等事項，除下面兩個宣言外並沒有明確與開放教育

資源直接相關者，2007 年的開普敦開放教育宣言(The Cape Town Open Education 

Declaration
194

)明確提及開放教育資源195，但宣言內容的主軸是在促進更上位的開

放教育概念，且簽署者不單以國家為單位，而是包括學習者、教育者、作者、學

校、出版商、學術團體、相關基金會等等個人和組織；2009 年的 Dakar Declaration 

on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亦明確指出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的主軸，追求不要把

知識商品化，並要創造一個供產出和分享的開放教育資源網絡，但該宣言是由

Bureau Régional pour l’Education en Afrique de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

一個促進非洲教育的區域性辦公室)、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國際法語國家組織)和 l’Agence universitaire de la Francophonie (法語

高等教育/學術協會)主導，簽署者僅有非洲法語系國家196，因此巴黎宣言的內容

雖僅是概略的政策方針，對各國政府亦沒有任何實質的拘束力，但這是第一次由

全球政府共同簽署的開放教育資源宣言，且這十條宣言的內容囊括基本意識、政

策、法律、科技、文化及研究，將開放教育資源的各個面向都已論及，在議題面

向上算是完整的政策方針。 

 

第三節 美洲地區國家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本節將介紹美洲地區國家的政府政策與案例，介紹國家包括北美洲的美國和

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的巴西。 

 

壹、美國 

UNESCO 提出開放教育資源概念後，美國 MIT 的開放式課程是開放教育資

源全球第一個實踐，此後美國在開放教育資源領域都不斷走在前端，有非常多元

                                                 
194

 The Cape Town Open Education Declaration, http://www.capetowndeclaration.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95

 The Cape Town Open Education Declaration, Read the Declaration, 

http://www.capetowndeclaration.org/read-the-declaration,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196

 Déclaration de Dakar sur les Ressources Educatives libres, 

http://aprelia.org/aprelia/index.php/categories/informations/dernieres-nouvelles/876-declaration-de-daka

r-sur-les-ressources-educatives-libres, last visited June 7, 2013. 

http://www.capetowndeclaration.org/
http://www.capetowndeclaration.org/read-the-declaration
http://aprelia.org/aprelia/index.php/categories/informations/dernieres-nouvelles/876-declaration-de-dakar-sur-les-ressources-educatives-libres
http://aprelia.org/aprelia/index.php/categories/informations/dernieres-nouvelles/876-declaration-de-dakar-sur-les-ressources-educatives-lib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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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組織、網站和平台成立，類型廣及課程、教科書、資料庫、學習元件和學

習管理系統，本文介紹的案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由於美國的大學和其他非

營利組織發展很蓬勃且資源豐富，這些網站和平台的內容和營運多半品質優良，

本文所引用開放教育資源研究的參考文獻亦幾乎來自美國學者，近兩年來美國的

聯邦和各州政府也加入開放教育資源的行列，除巴西聖保羅市之外，加州也讓美

國成為全球唯一將開放教育資源納入立法的國家，無論是非營利組織經營的案例

或是政府宣示的政策和立法，了解美國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都是推行開放教育

資源過程非常重要的一環。 

一、美國聯邦及各州政府的政策與立法 

（一）美國聯邦政府 

  2013 年 1 月 28 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布美國政府的開放書本計畫(the 

Open Book Project)
 197，希拉蕊於該計畫的記者會當中說明這項計畫產生的主因有

二，一是自 2010 年以來在阿拉伯國家發生的一連串革命運動，美國和阿拉伯國家

組成的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之間開啟合作對話的友善關係，而這項計畫也是

和阿拉伯聯盟一起合作，協助阿拉伯的孩童得到更多學習機會，挖掘他們對知識

和創新的潛力；二是資訊科技的發達讓人們更容易接近知識，而美國已經有許多

組織在從事這種開放教育資源的運動，透過教育資源的開放可以消除各種學習的

阻礙，滿足孩童對知識的飢渴，透過教育可以促成一個更進步美好的未來。 

該計畫主旨在擴增免費、高品質的阿拉伯語教育資源，且特別著重在在科學

和科技的領域，這些資源都將以開放授權的方式供大眾免費使用、分享和改作，

該政策內容包括： 

1.協助創作阿拉伯語的開放教育資源，並且將現存的開放教育資源翻譯成阿拉伯

語 

2.將資源透過計畫合作夥伴的平台免費傳布 

3.提供政府、教育者和學生訓練及協助使用現存的開放教育資源，並修改成符合

自己的需求 

4.提升對線上學習素材及開放教育資源的注意 

  同年 2 月 5 日由眾議員 Rep. George Miller 提出「透過科技改革教育法案」

                                                 
197

 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a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Open Book Projec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3/01/203382.htm, last visited June 7, 2013.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3/01/2033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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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Educ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Act, H.R. 521 )，法案目的在協助學校

透過創新科技的利用改善學習，幾個措施包括：支持教師使用科技以提升大學教

學內容和實務之間的差距，並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學習；協助學校建立科技設備；

協助各州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開放教育資源亦明文出現在此法案提議中，包括

兩方面：美國各州應以開放教育資源的形式讓學習內容開放，且開放教育資源可

讓更多師生接觸到高品質的學習素材，是提升學習效益及生產力最佳的方法198。 

  同年 2 月 14 日眾議員 Cornyn 和 Wyden 以及參議員 Doyle, Yoder 和 Lofgren

提出「公平近用科學與科技研究成果法案」(Fair Acces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ct, 以下簡稱 FASTR)，法案主旨在撥編至少一億美元的預算，建置管

道提供公眾線上使用公共基金支持的學術研究成果，當該學術研究一經同儕審查

刊登於期刊六個月內就必須開放授權給大眾接觸近用，該法案內容如同對美國原

有的 NIH Public Access Policy【針對美國農業部、能源部、美國太空總署(NASA)

和國家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要求開放授權的法案199】

的擴張延伸200。 

  緊接著在 FASTR 的提案之後，白宮發表一則命令(Directive)支持公眾接觸近

用由公共基金支持的研究計畫成果，科學與科技政策辦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已經撥款超過一億美元投入此計畫，確保大眾可閱讀、下

載並分析這些研究成果的檔案，這是推行多年的開放近用運動的成果，並與

FASTR 法案並進推行，顯示美國政府亦已開始重視研究成果的開放近用201
。 

（二）加州 

                                                 
198

 Creative Commons, H.R. 521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Act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H.R._521_Transforming_Education_Through_Technology_Act, last 

visited June 7, 2013, and se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Act: 

http://democrats.edworkforce.house.gov/bill/transforming-education-through-technology-act, last visited 

June 7, 2013. 
199

 Se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Public Access, 

http://publicaccess.nih.gov/, last visited June 7, 2013. 
200

 Creative Commons, Fair Acces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ct (FASTR),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Fair_Access_to_Science_and_Technology_Research_Act_(FASTR), 

se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Act: 

http://doyle.house.gov/sites/doyle.house.gov/files/documents/2013%2002%2014%20DOYLE%20FAST

R%20FINAL.pdf 
201 

Creative Commons, White House issues Directive supporting public access to publicly 

funded research,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5267, se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Directive: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ostp_public_access_memo_2013.pdf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H.R._521_Transforming_Education_Through_Technology_Act
http://democrats.edworkforce.house.gov/bill/transforming-education-through-technology-act
http://publicaccess.nih.gov/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Fair_Access_to_Science_and_Technology_Research_Act_(FASTR)
http://doyle.house.gov/sites/doyle.house.gov/files/documents/2013%2002%2014%20DOYLE%20FASTR%20FINAL.pdf
http://doyle.house.gov/sites/doyle.house.gov/files/documents/2013%2002%2014%20DOYLE%20FASTR%20FINAL.pdf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5267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ostp_public_access_memo_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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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加州首開透過政府支持開放教育資源發展之例，加州州政府著眼於美

國高等教育教科書費用過高（法條中說明表示，每位學生教科書的費用甚至可高

達學費的 1.5 倍202
)，為減輕學生的負擔並提升學習資源的接觸利用，通過兩項法

案203建立加州開放教育資源評議會(California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Council)

及加州數位開放資源圖書館(California Digital Open Source Library)，規範對象為加

州公立中學後(post-secondary)教育的三個公立體系：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

加大系統(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以及州立大學(th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加州開放教育資源評議會主要任務是遴選五十門通識課程(lower division 

courses)作為開放教育資源之用，評議會需審查及核可這些課程，並促進其接觸及

使用，遴選過程除了評議會自行挑選及審查之外204，也可由評議會制定一套開放

徵選的管道，由教職員、出版商或其他有興趣的第三方來競爭，此外評議會也須

聽取學生對這些課程的建議，並定期向立法者和政府提交報告。 

  而被選定的開放教育資源必須符合幾項條件，包括須使用創用 CC 授權的姓

名標示條款、通用的電子文件格式、可使用於各種常用的載具、符合其他法律或

規約的要求，以及須提交加州開放資源數位圖書館儲存205。此外，自 Section 3 以

下篇幅則專門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disability)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權利，明確針對

出版商和學校的權利及義務做詳盡的規定。 

  加州數位開放資源圖書館之功能則在於儲存開放資源，並提供網路系統供師

生以極少甚至免成本來搜尋、利用以及修改，圖書館中的資源同樣須採用創用 CC

授權的姓名標示條款。 

  本文認為此首開先例的立法有五項特色，第一，其明文規定採用創用 CC 的

開放授權，且係採用其中條件最寬鬆的姓名標示條款，除了可允許使用者使用、

散布、創作衍生著作之外，創作者亦仍可保有其創作應得的名聲，原本只是由非

營利組織推廣的創用 CC 授權方式，首次得到立法明文肯認，亦揭示了將來在諸

                                                 
202

 the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available at 

http://leginfo.ca.gov/pub/11-12/bill/sen/sb_1051-1100/sb_1052_bill_20120905_enrolled.html  

and http://leginfo.ca.gov/pub/11-12/bill/sen/sb_1051-1100/sb_1053_bill_20120905_enrolled.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03

 Id.  
204

 法條中有規定具體的評選標準，可參考註 202，Bill Number: SB 1052, Section 2, (c)(1)(B)，包

括最多學生選修、可以節省最多教科書費用、教科書不會經常改版、使用教科書時可以供教職員

增修內容，以及能提升互動性以助學生成功學習的課程。 
205

 See the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supra note 202, Bill Number: SB 1052, Section 2, (f).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六章 各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93 

 

多開放授權方式當中，創用 CC 授權將續居主流地位。 

  第二，由此立法亦可看出，其規範的對象僅限於加州公立大學，範圍僅及於

遴選出的五十門課程，開放的程度有相當大的限制，不過由於這是第一次有這樣

的立法，所以只先以公立學校作為示範，並挑選學生最受用、最普及的課程，可

以較快速看到示範成效。 

  第三，法條除了明文規定，遴選出來的課程資料是線上免費提供之外，針對

紙本亦明文規定只能收取約 20 美元的費用，直接以法律打破契約自由原則，是追

求教育、知識和文化等公益之下，平衡公益與私利的立法。 

第四，讓出版商也可以來競爭開放教科書也是一大特色，立法並不把營利性

質的出版商完全排出在外，可藉此讓出版商多一個選擇機會參與開放教育資源，

改變傳統靠賣書賺錢的營利模式，激盪出新商業模式的火花，亦可改善美國教科

書費用高昂的問題。 

  第五，身心障礙學生的受教利益及對開放教育資源接觸的保護，都涵蓋在該

法範圍，係以立法對殘障人士做更完整的保障，亦符合美國對身心障礙人士保障

的立法規定。 

  推動此項開放教科書立法成功的參議員 Darrell Steinberg，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再度發表將推動的新法案(SB520)，該法案是要提供一個線上、開放、有學分的

大學課程，讓加州就讀該州公立大學的學生可以在線上修習五十門由第三方提供、

高人氣、基礎入門的課程，而這些課程也預計將以創用 CC 開放授權釋出206。 

（三）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的社區和科技大學局(the Washington State Board for Community and 

Technical Colleges, 以下簡稱 SBCTC)是管理三十四間社區和科技大學的部門，其

在政策方面不斷帶領華盛頓州的大學朝開放教育資源的目標前進。SBCTC在 2010

年時藉由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和華盛頓州立法部門的資助，開始

一項開放課程圖書館(the Open Course Library)計畫，要將其所管理的三十四間大

學當中最受歡迎的八十一門課程，製作成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授權釋出的開

                                                 
206

 See Cable Green, California Unveils Bill to Provide Openly Licensed, Online College Courses 

for Credit,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7278, se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Bill: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18025-california-sb-520-fact-sheet.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7278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18025-california-sb-520-fact-she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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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教育資源207，2011 年 12 月時已成功釋出其中的四十二門課程，其餘預計在 2013

年年底完成208；此外在 2012 年 12 月時 SBCTC 再次得到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資助，建立一個新的計畫 Integrated Digital English 

Acceleration (I-DEA)，主要目的是幫助成人英文學習者提升語言能力且與工作實

務接軌，而該計畫的學習內容也都將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條款釋出，並且也

會被放入開放課程圖書館當中；除了提供學習內容之外，該計畫亦將提供科技配

備的出借、電腦能力的指導等等硬體和科技能力方面的配套輔助209。 

（四）維吉尼亞州 

  2013 年 1 月 9 日維吉尼亞州的議員效法加州前一年九月通過的立法，提出建

置維吉尼亞州開放教育資源評議會和數位開放教科書圖書館的法案 (Virginia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Council and the Virginia Digital Open Source Textbook 

Library,H.B. 1777)，法案內容大致上與加州的立法相同，包括評議會成員的規定、

任務（主要是在 2015-2016 學年前該評議會須挑選出五十門大學課程作為開放教

科書的示範，並建置評選開放教科書的程序）、須顧及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權益，

以及建置線上的開放教科書圖書館以儲存開放教科書210。 

（五）明尼蘇達州 

  2013年 2月 21日明尼蘇達州議員Dorholt, Swedzinski, Lien, Winkler, Brynaert, 

Norton 和 FitzSimmons 以及 2 月 28 日州議員 Eken, Miller 和 Kent 分別提出建置

明尼蘇達州開放教育資源評議會的法案(Minnesota H.F. 789 和 Minnesota S.F. 824)，

內容包括評議會的建置、成員資格，以及評議會的任務等等，其中關於評議會的

任務包括：規劃提升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方案、增進該州教育機構成員使用開放

教育資源的能力、和明尼蘇達大學合作建置開放教科書的索引目錄、建立並管理

開放教育資源審查的標準程序、建立並管理搜尋開放教育資源的網站等等211。 

（六）愛荷華州 

                                                 
207

 OECD, Giving Knowledge for Free, supra note 2, at 21. 
208

 Cable Green, Open Course Library Launches 1st 42 Courses,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0201,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09

 Jane Park, $3.5 million grant funds creation of CC BY resources for adult English learners,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5710,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0

 Virginia Legislative’s Information System, House Bill No. 1777, 

http://lis.virginia.gov/cgi-bin/legp604.exe?131+ful+HB1777,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1

 See Minnisoda State Legislative, 

https://www.revisor.mn.gov/bills/text.php?number=SF824&version=0&session_year=2013&session_nu

mber=0,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0201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35710
http://lis.virginia.gov/cgi-bin/legp604.exe?131+ful+HB1777
https://www.revisor.mn.gov/bills/text.php?number=SF824&version=0&session_year=2013&session_number=0
https://www.revisor.mn.gov/bills/text.php?number=SF824&version=0&session_year=2013&session_numb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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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荷華州州議會參議員 Sen. Daniel Biss 在 2013 年 2 月 15 日提出一項開放近

用研究成果草案( Illinois Open Access to Research Articles Act, S.B.1900)，內容為所

有公立高等教育機構需在法案生效後最遲十二個月內，提出學術研究文章開放近

用的政策，當學術文章或研究報告經期刊審查通過後，所有機構的教職員都要提

供該文章或報告的最終線上版本，以及日後的更新版，採用開放授權供大眾免費

使用，並且要製作文獻索引以及保存維護該些文章和報告212。 

  同年 2 月 26 日州眾議員 Rep. Kenneth Dunkin 提出開放大學教科書法案(Open 

College Textbook Act, H.B. 3239)，授權該州高等教育局可以給予創作、更新或使

用開放教科書（意指以開放著作權方式授權的電子版本教科書或一系列的課程素

材）的「合法實體」獎勵，「合法實體」包括：該州的高等教育機構、該州高等教

育機構的一位或一群教授，或生產開放教科書的營利及非營利組織；藉由這樣的

立法鼓勵高品質課程素材的生產213。 

（七）小結 

  本文認為美國最新的立法動向有幾點可供注意之處，以後文將介紹的巴西為

例，其之前為推行開放教育資源人士津津樂道的一項開放教育資源聖保羅州法案

(The OER Sao Paulo State Bill of Law)，於2012年12月20日順利經立法部門通過，

但卻在 2013 年 2 月 15 日被聖保羅州的執政者否決214，由此可見前述美國的各項

立法都處於草案階段，是否可如加州立法順利通過仍有變數，不過聯邦政府整體

政策方向顯示是支持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或許可樂觀其成。而 2012 年加州的立

法隨即影響加拿大卑詩省的政策方向，2013 年美國又再度有許多相關立法提案產

生，對世界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影響如何亦值得繼續觀察。 

  另一個本文想特別討論的，是有關國務院宣布開放書本計畫(the Open Book 

                                                 
212

 Creative Commons, S.B.1900 Illinois Open Access to Research Articles Act,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S.B.1900_Illinois_Open_Access_to_Research_Articles_Act,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se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Act: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800SB1900lv&SessionID=85&GA=98&DocT

ypeID=SB&DocNum=1900&print=tru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3

 Creative Commons, HB 3239: Open College Textbook Act,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HB_3239:_Open_College_Textbook_Act, se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Act: 

http://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800HB3239&GA=98&SessionId=85&DocTypeId=

HB&LegID=75098&DocNum=3239&GAID=12&Session=&print=tru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4

 Creative Commons, Projeto de Lei REA do Estado de São Paulo,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Projeto_de_Lei_REA_do_Estado_de_S%C3%A3o_Paulo,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S.B.1900_Illinois_Open_Access_to_Research_Articles_Act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800SB1900lv&SessionID=85&GA=98&DocTypeID=SB&DocNum=1900&print=true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800SB1900lv&SessionID=85&GA=98&DocTypeID=SB&DocNum=1900&print=true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HB_3239:_Open_College_Textbook_Act
http://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800HB3239&GA=98&SessionId=85&DocTypeId=HB&LegID=75098&DocNum=3239&GAID=12&Session=&print=true
http://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800HB3239&GA=98&SessionId=85&DocTypeId=HB&LegID=75098&DocNum=3239&GAID=12&Session=&print=true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Projeto_de_Lei_REA_do_Estado_de_S%C3%A3o_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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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從國際層次的觀點來衡量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有一常被提及的問題即是

現存開放教育資源多為英語，且是以西方文化觀點出發，本文前面也說過阿拉伯

國家目前面對開放教育資源的問題之一，即是鮮少有以阿拉伯語編寫的教材而國

務院提出以阿拉伯語為中心的推行計畫，是否可順利的鼓勵阿拉伯語開放教育資

源的創作和翻譯，以及在成效上是否可提升阿拉伯語系人民的教育，都值得期待

和觀察，且必須注意美國政府對這項政策的態度，會不會只是想藉由教育拉攏阿

拉伯國家，甚至藉教育同化阿拉伯人民，因此本文認為參與這項計畫的阿拉伯聯

盟必須發揮制衡監督及提供意見的作用，確保資源內容能夠在與國際接軌及在地

化需求之間平衡。 

二、美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實際案例 

美國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有數量眾多的案例可供研究，本文以下從資源提供

者的角度區分為學校、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三個分類，挑選數個案例做介紹說

明。 

（一）學校 

1.Rice 大學--Connexions 

  Rice 大學的 Connexions
215是最具代表性、以學習元件的整合作為開放教育資

源資料庫的平台，該平台可供創作者上傳各種學習資源供學習者使用，教學者也

可以下載加入自己的教案中，這些學習資源有兩種型態，一種是像教科書一樣完

整的教材，而另一種則是單一、零散、一部份一部份不具整體性的學習元件；此

平台所有內容皆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釋出，而在硬體使用上已新增供智慧型

手機或 e-reader 使用的格式，Connexions 的平台本身是使用自由軟體 Raphtos；目

前已蒐集到一萬七千筆單元式的學習元件和一千筆教科書式完整的學習資源，且

平均每個月有兩百萬人次使用。 

  Connexions 想要做的是一個流動性、跨學科交流的知識循環體系，它提供的

服務包括資源的資料庫和資源內容的管理系統，Connexions 的理念是認為知識的

學習不是只有單一權威，而應該可以透過一種分散式、相互交流分享的方法讓各

種學科知識相互連結，因此採取這種主題單元式的整合方式216。 

 

                                                 
215

 Connexions, http://cnx.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6

 Connexions, About Us, http://cnx.org/aboutu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cnx.org/
http://cnx.org/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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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維持方面，Connexions 也是採用相信集體智慧、由下而上、非集中的方

式，設計一套過濾系統(lensing system)，每個人都可以給予教材一個評價，而過

濾系統亦有區分專業人士或非專業人士的評價。 

  存續性方面，Connexions 於 2009 年成立一個 Connexions Consortium，讓世

界各地有興趣的機構或個人加入支持 Connexions 的存續，會員必需繳交會費217，

另外也有主要來自 Rice 大學、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the 

Maxfield Foundation 和 Twenty Million Minds Foundation 的捐助，同時也尋求個

人的小額捐款218，採用了會員模式、捐款模式和自願者支持模式。 

2.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主持開放教育資源的團隊是由學習行為科學家、軟

體工程師，以及教學內容專家組成，希望以跨學科的人才設計最有效益的開放學

習環境，其開放教育資源平台是 Carnegie Mellon’s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 (OLI)
 

219，課程區分為兩個種類：學術課程(academic course)和免費開放課程(open & free 

courses)，後者是完全開放免費，前者是給由教師帶領的課堂使用，少部分需要付

一些費用220；該平台的課程除了內容本身以外，還附有智慧型家教系統、虛擬實

                                                 
217

 Connexions, Membership Dues, http://cnxconsortium.org/due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8

 Connexions, Your donation makes a difference, http://cnx.org/aboutus/cnx_donat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19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 http://oli.cmu.edu/,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0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FAQs, 

http://oli.cmu.edu/get-answers-to-faqs-2/,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圖 3 Connexions 知識循環體系 

 

 

（圖片來源：http://cnx.org/aboutus/） 

 

http://cnxconsortium.org/dues
http://cnx.org/aboutus/cnx_donate
http://oli.cmu.edu/
http://oli.cmu.edu/get-answers-to-faqs-2/
http://cnx.org/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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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和許多的測驗及評論回饋等等，想創造一個具流動性、彈性和即時回覆的

開放教育資源平台；另外若經使用者同意，OLI 系統可以採集使用者使用和學習

時的行為資料，依據該行為資料給予使用者及時的協助和回饋，並修改所提供的

課程內容教師也可以藉此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並配合調整實體授課時的內容。 

  OLI 的內容皆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授權釋出，在資金

方面是採捐款模式和轉向/分類模式，捐獻的基金會包括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The Kresge Foundation、

Lumina Foundation、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The Spencer Foundation

和 The Walter S. Johnson Foundation ；而轉向/分類模式則是有少部分的課程需向

學生收取一些費用。 

3.ChemWiki 計畫 

  由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教授 Delmar 

Larsen 領軍推行的 ChemWiki 計畫，是 STEMWiki 計畫的先鋒，STEMWiki 計畫

的宗旨是想實現「流動的教科書」(the Dynamic Textbook Project)的理念，集合了

許多教育機構一起共同合作線上免費開放使用且可客製化的教科書，以促進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領域

高等教育的發展，除了 ChemWiki 之外，還有 BioWiki、GeoWiki、StatWiki、PhysWiki、

MathWiki 和 SolarWiki。 

  ChemWiki 的內容皆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授權釋出，

它的內容十分完整，除了線上使用外亦可供下載，教師可以直接將該內容作為課

程教科書使用，也可以採用其中幾個部分加入自己的課程或教案中。該網站尚有

三個特色，第一是有專門提供與化學實驗相關的實驗室工具(Lab Techniques
221

)，

除了實驗內容的說明之外有些還附上操作影片和圖片，第二是有設計一些課後活

動和習題222，甚至在教科書本身之中就有附上關於重點內容即時互動式的簡單問

答題，最後，網站還附有評量學生學習效果的管理系統(The Student Ability Rating 

and Inquiry System, SARIS)
223供老師評量學生之用。 

  在財務的支持方面，ChemWiki 的經費是由加大負責，屬於機構模式，由於

                                                 
221

 UC Davis Chemwiki, Lab Techniques, http://chemwiki.ucdavis.edu/VV_Lab_Technique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2

 UC Davis Chemwiki, Approaches, http://chemwiki.ucdavis.edu/xApproache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3

 UC Davis Chemwiki, SARIS, http://chemwiki.ucdavis.edu/uSARI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chemwiki.ucdavis.edu/VV_Lab_Techniques
http://chemwiki.ucdavis.edu/xApproaches
http://chemwiki.ucdavis.edu/uS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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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僅提供八千美元的經費，若要持續發展並維持質量俱佳的服務，有論者建議

將來可以採取轉向/分類模式（即例如 SARIS 等加值服務需額外收費），以及直接

或間接的贊助者模式（前者是直接讓廠商在網頁上刊登廣告，後者是尋求相關領

域的廠商做定期的資金贊助）224。 

4.Collaborative Statistics 

  Collaborative Statistics
225是開放教科書很成功的案例，它是由 De Anza 

Community College 的 Barbara Illowsky 和 Susan Dean 教授撰寫，在這本書被使用

長達十五年之久後，這兩位作者集資從出版商手中買回版權，接著就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且是採用最寬鬆的姓名標示授權條款，可說是由作者自願貢獻的自願

者支持模式，如果再配合前面介紹的 Internet Archive 還可以搜尋到這兩位教授授

課的錄影226，且也是以最寬鬆的 CC 授權姓名標示授權條款釋出，免費開放的教

科書加上免費開放的授課錄影，是開放教育資源運用的最佳示範227。 

5.開放式課程聯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MIT 成為開放式課程先驅之後，帶動開放式課程聯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228的成立，該聯盟聚集了上百間來自全球的教育機構或相關組織229一

起推動開放式課程、協助課程的設立及持續，並規劃全球開放式課程的發展方向，

其成立宗旨是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接觸高等教育的機會230，使用者可以利用該

網站搜尋其所有會員提供的開放式課程231。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和開放式課程計畫(Opensource Opencourseware 

Prototype System, OOPS)皆是會員（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的各校成員亦是個別獨立

                                                 
224 

Larsen, et al., The Dynamic Open-Access ChemWiki HyperTextbook: Realizing the Next Stage in 

Textbook Evolution,  

http://www.ccce.divched.org/P4Fall2012CCCEN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5

 Barbara Illowsky & Susan Dean, Collaborative Statistics, 

http://cnx.org/content/col10522/latest/,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6

 Internet Archive, Collaborative Statistics: Video Lecture, 

http://archive.org/details/CollaborativeStatistics_Lecture_Video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7

 有關兩位作者和這本教科書的訪談可參考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11112,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8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http://www.ocwconsortium.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29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All Members, 

http://www.ocwconsortium.org/en/members/members/master,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0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About the OCW Consortium, 

http://www.ocwconsortium.org/en/aboutus/abouttheocwc,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1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Courses, http://www.ocwconsortium.org/en/course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www.ccce.divched.org/P4Fall2012CCCENL
http://cnx.org/content/col10522/latest/
http://archive.org/details/CollaborativeStatistics_Lecture_Videos
http://creativecommons.org/weblog/entry/11112
http://www.ocwconsorti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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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台灣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的李威儀教授是開放式課程聯盟的董事會

成員之一。 

  授權方面，該網站本身的內容是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授權釋出，不過其

中各個開放式課程內容的授權要看其來源網站是採何種授權方式；開放式課程聯

盟的財務存續是會員模式的代表例子，聯盟中的會員每年必須依照其形態或等級

繳交不等的會費232，這些資金統一用來維繫開放式課程的搜尋功能，以及協助各

個會員解決其科技困難、內容維護或存續性等問題，此外聯盟也有獲得來自

Hewlett Foundation 的資助233，因此亦屬捐款模式。 

（二）非學校的非營利組織 

1.Khan Academy 

  Khan Academy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其創辦人 Salman Khan 原本只是在嘗試以

影片教學的方式當親戚孩子的家教，後來發展成一個集合了超過四千部涵蓋各個

學科（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商業和歷史等等）的家教影片平台，主打的學科

是中小學的數學，其影片皆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的條款授

權釋出234，資金方面是靠募集捐款來維持235，屬於自願者支持模式；除了教學影

片之外，還提供互動的數學習題讓學生們自行測驗並按部就班的提供提示，此外

尚有學習管理系統，學生可以自我紀錄、並以管理系統分析學習成果和檢視學習

歷程，還可以累積經驗值（虛擬的集點換獎牌的獎勵），教師亦可依此管理學生學

習狀況並評量學習效果236。 

  CNN曾於2010年時報導過Khan Academy的資源每天有超過七萬的點閱率，

甚至連 Bill Gates 都公開說過他是以 Khan 的資源教他的小孩。 

2.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以下簡稱 PLOS)
237是一個刊登醫學或生物相關專業

學術文章的期刊平台，是開放教育資源的數位圖書館，也是學術開放近用出版的

                                                 
232

 2013 年會費繳交依據可參考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How to Join, 

http://www.ocwconsortium.org/en/members/howtojoin,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3

 Daniel E. Atkins, A Review of th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Movement, supra note 46, at 7-8 and 

21-22. 
234

 筆者於該網站首頁及教材上看不出其創用 CC 授權條款，須點選詳細的條約內容始可得知: 

Khan Academy, Terms of Service, 7.1 License,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tos#7,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5

 Khan Academy, Donate, https://www.khanacademy.org/donat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6

 Khan Academy, About,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7

 PLOS, http://www.plos.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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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除了經營該網站之外亦致力於推動整個學術界的學術開放近用；目前已經

發展出更細項和專業的不同期刊平台，包括 PLOS Biology、PLOS Medicine、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PLOS Genetics、 PLOS Pathogens,、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和 PLOS ONE
238，審查方式和一般的期刊一樣是同儕審查，授權方面除

非另有註明不然皆是採最寬鬆的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授權釋出。 

  PLOS 除了維持該網站存續的任務外還必須兼顧開放近用運動的推行，而在

財務存續性的維繫上採行多元的方式，包括自願性的小額捐款(自願者支持模式，

PLOS 網站上有販售一些 PLOS 的商品，即是變相的小額捐款)、外部基金會的捐

款模式、販售廣告的贊助者模式，以及可以付費將文章列印出來的轉向模式/分類

模式；而該平台主要收入來源是由撰文者支付出版費用(publishing fee)的貢獻者付

費模式，該筆款項用來平衡文章發表、管理，及網站經營的成本239
 

3.Wikimedia 

  聞名的維基百科240其內容是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授權釋出，此

外創立維基百科的維基媒體基金會(Wikimedia Foundation)還有許多姊妹計畫（請

參下圖），亦都是以百科全書的方式呈現，並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不過不同計畫

有不同條款），其中有一部分的資料不只是開放性公眾授權的資源，而是蒐集以落

入公共領域可供自由利用的資源；經費來源有來自各方的捐款以及和企業的合作

241，屬於捐款模式以及夥伴模式。 

 

 

 

 

 

 

 

 

  

                                                 
238

 PLOS, Journals, http://www.plos.org/publications/journal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39

 PLOS, Support Us, http://www.plos.org/support-u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0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1

 Wikimedia, Funding, http://meta.wikimedia.org/wiki/Fundin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圖 4  Wikimedia Foundation 旗下計劃 

 

 
（圖片來源：http://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Home） 

http://www.plos.org/publications/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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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Internet Archive 

  The Internet Archive
242是目前最完整的線上開放教育資源檔案庫，是一個成立

於 1996 年的非營利組織，它的成立理念是認為在過去沒有網路的時代，是由圖書

館擔起知識儲存的任務，而發展到網路時代，我們的資源數量變多了，也更容易

接近使用，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問題，知識不再像過去有系統和完整的被保留

在圖書館中，而是四散在網路上且可能只要一個刪除鍵所有知識就會消失，產生

本文前面曾提及「數位困境」的問題，Internet Archive 的成立即是想要在網路中

擔任圖書館的功能，完整地保存所有它能蒐集到的網路資源，其類型囊括文章、

動畫、影音、圖片、軟體和庫存頁面等等243。 

  其中有幾項值得一提的服務，一個是針對庫存頁面，Internet Archive 設計了

一個 Wayback Machine
244，非常完整的留存網站的庫存頁面，使用者鍵入想要搜

尋的網址後即可讓使用者點選特定時間的庫存頁面；此外針對書籍，Internet 

Archive 也特別將之獨立出來建立一個 Open Library
245，涵蓋了超過一百萬本的書

籍供搜尋、借閱或下載；另外也有針對身心障礙人士提供特別的服務246。 

  財務存續方面，主要是依靠 Alexa Internet、the Kahle/Austin Foundation,、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的挹注247，以

及一般使用者的小額捐款248，屬於捐款模式和自願者支持模式。 

  授權方面，由於 Internet Archive 是檔案庫，因此並非網站內容都是開放資源，

使用者要自行確認所要使用的檔案是用甚麼方式授權249（可能是完整保留著作權、

創用 CC 授權，或者是屬於公共領域的內容），而上述的 Open Library 所囊括的圖

書在著作權方面也是包含了完整著作權保留、創用CC授權和已屬公共領域三種，

針對第一種它會提供你該書的基本資料，以及提供可借閱和購買的地點，至於後

兩種若有數位版本它會直接提供下載。 

5. Monterey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242

 Internet Archive, http://archive.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3

 Internet Archive, About, http://archive.org/about/,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4

 Internet Archive, The Way Back Machine, http://archive.org/web/web.php,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5

 http://openlibrary.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6

 Internet Archive, supra note 243.  
247

 Internet Archive, Questions, http://archive.org/about/faqs.php#The_Internet_Archiv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8

 Internet Archive, Donate, http://archive.org/donate/index.php,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49

 Internet Archive, Terms of Use, http://archive.org/about/terms.php,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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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erey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以下簡稱 MITE)
250成立於

2003 年，由一群經驗豐富的教育軟體、教育學和出版專家發起，為解決網路上高

中和高等教育資源質量不足的問題，目的是希望讓所有人都有機會接觸知識和學

習，此機構之下主要有四個子計畫，包括 National Repository of Online Courses 

(NROC)、HippoCampus、Online Course Evaluation Project (OCEP)和 the MacArthur 

Series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
251

 ，其中前兩個計畫是在提供開放教育資源。 

  NROC 是一個蒐集許多高品質線上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學先修課程的圖書館，

其課程多由美國知名學術機構提供，NROC 會和學者合作確保課程的品質252；除

了NROC，MITE特別針對高中和大學先修的課程另外開設一個HippoCampus
253，

整合高品質和多媒體的教育資源，並由 NROC 計畫協助 HippoCampus 課程內容

的科技工程和編修。 

  在授權方面，NROC 和 HippoCampus 都不是採用 CC 授權釋出，而是直接在

網站以文字說明的方式聲明 MITE 保有著作權，允許個人、非商業性及教育目的

的電腦上使用，至於教育機構的使用254則必須先成為 NROC Network 的會員才可

以使用，而會員需繳交一定的會費，上述這些使用都僅止於對教材基於教育目的

的使用，其他非教育目的的重製、修改、散佈、重新出版等等都需要再經過 MITE

的同意255；而商業上的使用亦是被禁止的，若有需要可以向 NROC 取得授權256；

不過 HippoCampus 之下蒐集的資源有許多是來自其他開放教育資源平台的，這類

的資源授權方式就是依照該平台的授權條款，例如前述的 Khan Academy 是以創

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的條款授權。 

  財務方面則是混和了捐款模式和會員模式，NROC 是由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資助，而 HippoCampus 的資助除了來自 The William and Flora 

                                                 
250

 MITE, http://www.montereyinstitute.org/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51

 Online Course Evaluation Project (OCEP)是針對線上課程作評分的計畫，see MITE, Online 

Course Evaluation Project (OCEP), http://www.montereyinstitute.org/ocep/,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the MacArthur Series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 則是和 MIT 合作發行數位媒體與學習的學術期

刊。 
252

 MITE, NROC, http://www.montereyinstitute.org/nroc/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53

 Hippo Campus, http://hippocampus.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54

 機構使用是指機構將該網站連結或內容加入共享的課程或供多門課堂和多名老師使用。 
255

 Hippo Campus, Terms of Use, 

http://www.hippocampus.org/HippoCampus/myHippo/terms;jsessionid=B5346087462C147A5C0B4BF

AB663F73A,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56

 MITE, Licensing NROC Content, http://www.montereyinstitute.org/nroc/nroclicensing.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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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lett Foundation 之外，尚有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和 Google 

Grants；此外前述機構加入會員所繳交的會費亦是此二計畫運作的資金，因此亦

包括會員模式在內。 

（三）營利組織-- Flat World Knowledge 

Flat World Knowledge 是一個線上大學開放教科書的出版商，由 Eric Frank 和 

Jeff Shelstad 成立於 2007 年257，直至 2012 年年底為止，該公司所提供的開放教科

書都以開放授權釋出，如果需要一些額外的學習輔助工具、紙本印刷或特殊格式

的版本、特定章節的紙本印刷，或影音等服務，才需支付一些費用258，不過之後

該公司宣布由於使用付費服務的人越來越少，在經費上無法支持，所以不再提供

免費的資源259，因此自 2013 年開始該平台已經不在免費的開放教育資源行列（下

文若論及「免費」的資源即指 2013 年以前），不過該公司的付費資源相較於傳統

教科書仍是比較便宜，且有區分完整程度不一的版本，例如附上閱讀工具與否、

一種或多種格式的電子版本等等，價錢也隨之不同，學生們可依需求挑選所需版

本，且該些價格都仍在學生可負擔的範圍，Flat World Knowledge 表示這是從”free”

到”fair”
260；目前 Flat World Knowledge 的教科書被用於超過 2500 所學校、4000

門課堂當中261。 

在財務方面，Flat World Knowledge 並不是非營利的組織，雖然它也提供免費

的開放教育資源，但它並不像本文介紹的其他組織僅以教育的公益理念為唯一目

的，而是希望找出一個可以兼具公益與營利的商業模式，因此它的建設資金來自

                                                 
257

 Edward Lener & Cy Dillon, Building a Better Model: Eric Frank on Flat World Knowledg, 56 

Virginia Libraries 5, 5-9 (2010),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VALib/v56_n1/pdf/v56n1.pdf 
258

 John Tozzi, Online Startups Target College Book Costs, 

http://www.businessweek.com/stories/2010-09-23/online-startups-target-college-book-costsbusinesswee

k-business-news-stock-market-and-financial-advice,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and Joseph Schmidt, 

Open-source alternatives bring flexibility to textbooks, 

http://www.statepress.com/2010/02/25/open-source-alternatives-bring-flexibility-to-textbooks/,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59 April Joyner, Case Study: Flat World Knowledge, 

http://www.inc.com/magazine/201302/april-joyner/case-study-iffy-business-models.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and Jeniffer Howard, Flat World Knowledge to Drop Free Access to Textbooks, 

http://chronicle.com/blogs/wiredcampus/flat-world-knowledge-to-drop-free-access-to-textbooks/40780,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60

 Flat World Knowledge, FAQ, http://catalog.flatworldknowledge.com/faq,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261

 Flat World Knowledge, About, http://www.flatworldknowledge.com/about,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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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尋求創投和天使投資人的投資262，上述販售部分收費服務則為其收入來源，

屬於贊助者模式和分類/轉向模式。 

授權方面，2013 年以前的免費版本是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

式分享的授權釋出263。 

 

貳、加拿大—卑詩省開放教科書計畫264
 

2012 年十月，加拿大卑詩省政府宣布一項開放教科書計畫(British Columbia 

Open Textbook Project)，預計從高等教育一、二年級的課程中挑選最具影響力的

四十門課，為其創作開放教科書，放置於線上供免費使用，若欲印刷的版本則只

需支付一點點費用；該計畫委由本文前面介紹過的 BCcampus
265負責。 

經費方面除了卑詩省政府的經費支持之外，BCcampus 本身一直以來都有一

個由卑詩省高等教育、創新和科技部線上計畫發展基金(the Online Program 

Development Fund for the 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Advanced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資助的基金，每年約有七十五萬至一百萬的預算，這筆

款項在開放教科書計畫推行期間也會對計畫做重點支持，這兩筆經費都來自卑詩

省政府，整體而言屬於政府模式，這項計畫也是加拿大第一個由政府主導的開放

教科書政策；授權方面則採創用 CC 授權釋出。 

BCcampus 提出三種可能的方式來進行這項任務，一是直接從現有的線上免

費開放教科書當中選出適合的；二是一樣從現有的線上免費開放教科書當中挑選，

但加入在地化的案例、做符合本地學生需求和學習經驗的修改；三是如果找不到

適合的現有教科書，就自己重新創作一本。 

BCcampus 指出這項計畫其實是受到本文前面介紹的加州開放教科書立法影

響，不過卑詩省政府並沒有像加州政府一樣制定相關立法，只是參考其中的一些

要素，包括：科目範圍先限於高等教育一、二年級普及學科、由政府資金設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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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開放教科書的線上圖書館、採開放授權，確保使用者可以重混和修改、建立類

似開放教育資源評議會的機構、呼籲教職員和出版商一同來創作相關資源及課程，

以及所有開放的內容都要經過品質審查。 

由於這項計畫可能衝擊傳統教科書出版上的利益，因此 BCcampus 也找來出

版商共同討論，出版商的態度大致有三種，一種是原本也有在線上分享一些免費

開放教學資源的，希望 BCcampus 可以考慮使用它們的資源；另一種則是想知道

出版商在這個計畫中可以扮演甚麼角色、對利益是否被侵蝕存有疑慮；最後一種

則表示可以提供科技和網路平台設計等服務，改變過去從內容賺取利潤的方式，

轉而從硬體、系統等服務營利；且 BCcampus 也認為目前開放的科目不多，對於

出版商和書店應該不會有立即顯著的影響。 

 

參、巴西 

  巴西發展開放教育資源的特色，主要是其政府在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努力是

世界著名的典範之一，包括簽署承諾開放政府資訊的國際宣言、議會通過接觸近

用政府資訊的法律、州政府通過政府採用自由軟體的立法（里約熱內盧），以及各

個不同層級的政府立法部門都在討論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立法等等266，以下將做更

詳細的說明。 

  2012 是巴西國家政策的轉捩點，政府簽署了國際宣言承諾要推行開放政府，

國會通過立法讓政府資訊可開放近用，及通過立法在某些州政府會適時地採用自

由軟體，並開始討論實施開放教育資源的政策；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巴西也有

一個草根運動自 2008 年開始推行—the “OER-Brazil Project”，目標在提升對開放

教育資源的注意、建立支持開放教育資源的社群，以及推行支持開放的公共政策；

巴西開放公共政策的制定相當程度仰賴草根運動，並朝向公共基金支持的教育資

源都要採開放授權的目標前進267。 

一、政府扮演開放教育資源推行的重要角色 

  2009-2010 年的開放教育資源政策白皮書”Green Paper”中，簡介了開放教育資

源、巴西正在推動的相關計畫、各計畫的著作權及科技使用，以及對未來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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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等等，但白皮書當中的各個相關計畫最後大多失敗了，主要原因在於科技的

使用上沒有做到真正的開放，以及對著作權和開放授權不了解，導致著作權利混

亂而無法釐清268。 

  值得一提的其中一個計畫是 2004 年開始的 Folhas Project，由 the 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of Parana (SEED) 所支持，目標是訓練巴西南方各州的教

師們提升研究和寫作的能力，教師們在計畫過程中蒐集的資源和創作的教材，最

後被集結成 12 本中等教育的教科書，是巴西第一批開放授權的教科書。這個計畫

成功因素在於，透過出版，讓教師們因此得到學術上有助其升遷的認可而有誘因，

此外，教師們搜尋資源及創作教材的過程得到計畫循序漸進的協助，以及被允許

可以有一段空閒時間從事創作。不過這個計畫的持續受到地方政府更迭的影響而

岌岌可危269。 

二、四大主要政策 

  為朝開放教育資源政策前進，巴西政府推行四大相關的政策計劃，政府意識

到開放運動的重要及民間草根運動人士支持與監督，使得四大政策都有所斬獲。 

（一）2011-2020 國家級教育計畫(National Plan of Education, PNE) 

  PNE 是巴西最高層級的教育政策。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the OER-Brazil 

Project 積極參與提供意見，並藉由會議的場合訪談近 2000 名教師，得知教師們

長期活在被指控抄襲的陰影之下，另外亦在會議中提出開放教育資源的概念及著

作權法修法之必要。針對教育計畫接下來的實踐，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社群遴選

出代表，將在未來持續與政府溝通、合作及監督，並確保開放教育資源持續維持

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之中。 

  在 PNE 的最終版本裡，開放教育資源被正式納入(於 7.10 及 7.12)成為 2020

年的國家教育目標，不過 PNE 尚未通過，所以未來仍充滿變數270。 

（二）開放教育資源聯邦法案(the OER Federal Bill of Law) 

  此法案於 2011 年被介紹至巴西國會，立法的推行並非簡單的工作，遭遇到的

困難例如： 

1. 名詞定義困難：例如法案中將訂立由政府支付的著作要採用開授權，但究竟

何為「政府支付的著作」難以定義，經過 the OER-Brazil Project 研究之後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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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定義為：「包括由政府為了資源發展和採購而簽訂的契約中產出、公立機構

和大學教授的作品，以及由政府支助的研究」，且政府將取得著作權並以創用

CC 授權。 

2. 其他法案須隨之修改：例如著作權法及政府採購法，但這修改牽涉許多複雜

的利益糾葛。 

  在法案的內容方面，除了政府支付的著作將採用開放授權之外，公務人員的

作品與教育資源相關的亦須採用開放授權，此外，政府採購教育資源不能只購買

物件本身，要連著作權一起購買，才能在將來以著作權人的身分將資源做開放授

權；而在科技方面則須適時採用開放軟體和開放的科技標準，並且要建立國家級

的開放教育資源資料庫。 

  此法案的初版仍在持續的討論及修改當中，並希望可以透過草案的公開得到

更廣大社群的討論271。 

（三）開放教育資源聖保羅州法案(The OER Sao Paulo State Bill of Law) 

  2011 年時，the OER-Brazil Project 借助參議員的支持，在聖保羅州舉行開放

教育資源的立法會議，除了各方人士的參與外，還有美國代表和 Google 的參與，

會議之後繼續進行立法上的研究並草擬開放教育資源的州法案，州法案主要影響

的層面是公立州大學，而聖保羅州有幾間巴西最好的大學，因此對聖保羅州特別

重要。 

  該法案將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條款，法

案內容包括272： 

1. 政府發展的資源應直接開放授權 

2. 當政府是契約的一方以支付教育資源發展的經費時，依該契約的產出應採開放

授權 

3. 開放教育資源所使用的科技標準須為免費且可使用在不同的硬體平台上 

  2012 年 12 月 20 日聖保羅州通過此項法案(PL 989/2011)，由州政府基金支付

的教育資源都要在線上提供給所有民眾使用，包括可以重製、散佈、下載和改作，

使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授權釋出273；然而法案卻在 201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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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被聖保羅州的執政者否決，後續發展如何尚待觀察274。 

（四）開放教育資源聖保羅市法令 

  市級立法影響的是最基礎的初等教育體系。聖保羅市是巴西最富有的城市，

有將近一百萬名學生在該市就讀公立學校。聖保羅市保有其支付經費的作品著作

權，因此轉向開放授權政策較為容易，the OER-Brazil Project 和創用 CC 巴西團隊

與政府律師一起合作，開始釐清著作權，並將所有市府擁有著作權的教育資源以

開放授權釋出。為了實施和法制化這項行動，2011 年市府制定法令，規定所有由

市府支付的作品都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條款

開放授權；此外 the OER-Brazil Project 也推行科技方面的政策，並構思建立一個

開放教育資源平台275。 

 

第四節 歐洲地區國家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壹、歐盟開放教育資源相關政策發展 

  為解決各國失業率節節高升的問題，歐盟提出教育改革相關的政策，他們發

現，歐盟境內的雖然有高達 23%的失業率，但同時也有兩百萬個空缺的職位，因

此並不是工作機會不夠多，而是學校教育與職業技能無法接軌，新的教育改革內

容諸如多教授學生實際的職業技能、培養創新與企業家的精神、和企業合作實習，

以及重視實際的學習結果，而不是只關注形式上授課時數的多寡等等。
276

 

  而在七千三百萬的歐洲人民當中，有高達 25%的成人只受過最初等地教育，

在十五歲的孩童當中尚有 20%的人不識字，所以加強基礎的語言、識字和算數能

力也是這次教育改革當中的重點。
277

 

  這個”Rethinking Education”計畫內容總結而言包括：加強基礎與職業的技能，

特別是資訊科技和企業經營方面；加強外國語言學習；建置技職教育和訓練的體

系；擴大認可在傳統教育體制之外得到的認證和技能；讓 ICT 在教育領域發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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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功能；教師亦要接受教學和技能的改革及訓練；增加對教育的投資，以及加

強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其中與在讓 ICT 發揮更大功能的項目中，提及開放教育

資源的利用，歐盟認為若能透過發達的 ICT 來增強開放教育資源在教育領域的角

色，即可協助達成上述各種教育改革的內容。
278

 

 

貳、歐盟開放教育資源實例 

  European Schoolnet
279成立於 1997 年，是由三十個歐盟國家的教育部共同成

立的非營利組織，目的是為歐洲的教育部門、學校、教師、研究者以及產業合作

夥伴帶來教學和學習的創新改革，服務內容包括和教育科技相關的創新服務、ICT

在教學與學習的使用及改革、提升歐洲國家教育的品質、提供教師交流和訓練的

平台，以及相關的研究活動等等，經費由歐盟、各國教育部以及產業合作夥伴（包

括 Microsoft, Samsung, Acer, Cisco, Lego 等等）提供。 

  European Schoolnet 的開放教育資源存放在 Learning Resource Exchange
280這

個平台，讓教師和學生們可以搜尋由歐盟各國教師們提供的開放教育資源，且除

了資源內容之外，還包括了可讓註冊的教師們使用的評分、分享及儲存小工具，

不過提供的並不是高等教育的資源，而是以中小學生為主要對象；經費由各國教

育部和歐盟的專案計畫支持，屬政府模式，而技術方面則是由營利廠商支持的贊

助者模式；授權方面則幾乎都以創用 CC 釋出281，依創作者的意願選擇不同的條

款。 

 

第五節 非洲地區國家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非洲地區的國家發展狀況雖不及歐美各國，然而也有少數幾個在開放教育資

源領域相當知名的案例，本節將介紹由非洲國家共同推行的 OER Africa 和 TESSA，

以及個別國家--迦納和南非的開放教育資源案例。 

 

壹、OER Africa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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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R Africa 是由南非的「南非遠距教學機構」(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Distance Education, 以下簡稱 Saide)發起的組織，帶領非洲各國發展和使用開放教

育資源，成立的資金由 Hewlett Foundation 和許多非洲的合作計畫提供，屬於捐款

模式，而內容則除了另有註明外，皆採最寬鬆的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授權。 

OER Africa 期望可以透過分享免費和開放的智慧資產，建立一個蓬勃的非洲

教育體制，並進而帶動非洲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主要任務是建立聚集志同道合的

教師和學者們，建立分享、發展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網絡，讓師生都可以變成

積極的行動者與學習者。而OER Africa也特別成立符合非洲本地需求的幾項計畫，

集中提供與農業、醫學、教師訓練，以及因成績或能力不足的大學前補救教學相

關的開放教育資源。 

OER Africa 認為非洲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關鍵之一在於，非洲的教育機構和

國外機構的共同合作，非洲當地的教育者要將外來的資源創作、改變成符合當地

需求與在地經驗的資源，而不僅僅是將外來資源直接輸入；且政府也必須在教育

政策和智慧財產法律方面給予支持。 

OER Africa 採取以下三種方式實際協助各國發展開放教育資源： 

一、政策介入 

為使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成功，要讓開放教育資源融入整個體制和程序之中，

因此 OER Africa 協助有興趣的機構去創造一個有利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環境，例

如 OER Africa 會審查各國或機構與智慧財產權或報酬機制相關的政策。 

二、在教育計畫或課程開放或採用開放教育資源 

OER Africa 會協助教育機構或教學者使用開放教育資源，並帶領他們認識開

放教育資源的好處，具體行為包括：協助開放教育資源課程的初始設計、協助釐

清資源的著作權利、提供與授權相關的資訊、協助找尋所需資源等等，OER Africa

網站上提供國內外開放教育資源搜尋的系統。 

三、支持共同合作的網絡 

OER Africa 亦負責各國參與開放教育資源社群之間網絡的建立與管理，包括

協助網絡的建立、提供線上合作的平台及工具、管理網絡所需的資金，以及確保

網絡的存續性等。 

                                                                                                                                              
http://www.oerafrica.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ej5-VzBXrzA%3d&tabid=113,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www.oerafrica.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ej5-VzBXrzA%3d&tab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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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泛撒哈拉非洲--TESSA 

一、開放教育資源計畫 TESSA 推行簡介 

  這個地區最重要的教育問題之一，是需要更多的教師以及學習專業教學的機

會，在泛撒哈拉，有三分之一的初等教育教師是不符資格甚至沒有資格的，且若

要達成初等教育的普及，則尚需一千一百萬名教師，泛撒哈拉教師教育計畫

(Teacher 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以下簡稱 TESSA)因此於 2005 年成立

283。 

  TESSA 是由國際以及非洲的教育機構組成，由英國的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領導，目標是提供教師教育的開放教育資源並提升教師教育的品質，

而這樣的目標和參與的九國政府以及大學的政策是吻合的。這些資源的初始版本

是依照高度組織的模板所建立，再透過成員的使用和改作而發展成現在豐富的資

源，並符合泛撒哈拉九個國家當地的國情284。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SAIDE、OER Africa、The Waterloo Foundation、COL、the David and 

Elaine Potter Foundation 和 the Allan and Nesta Ferguson Trust 這些組織或基金的

外部捐款及社群運作和科技方面的協助，包含捐款模式及夥伴模式，特別的是還

有來自外國政府，即蘇格蘭政府國際發展基金(The Scottish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的捐款285；授權方面則是採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

同方式分享授權。 

二、運作核心—參與與交流 

  TESSA 的運作基礎在於建立學習是一種社會與協作的現象這樣的認知，因此

參與是運動可以推行的關鍵，TESSA 提供的開放教育資源讓教師們在課餘亦能夠

持續的參與各種進修活動，並透過此平台不斷與成員們溝通交流；此外，運動能

夠持續發展的關鍵也在於除了教育機構的加入之外，也有機構內部個人的參與，

有些機構成員積極參與 TESSA 的會議，並與各機構做意見的交流286。 

三、計畫內容 

                                                 
283

 COL and UNESC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267, 

at 91. 
284

 Id, at 92 and 94. 
285

 See Tessa, http://www.tessafrica.net/files/tessafrica/Briefing_note_general_June_2012.pdf,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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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 and UNESC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267, 

at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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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TESSA 的目標在於讓教師們與學生間有更深的了解與更有效的參與，

它所提供的專業課程單元也與教師們每天上課內容相關，包括 15 門數學、文學、

自然科學、生活技巧、社會科學及藝術，每一門課都是用相同的模板設計而成，

並設計師生之間互動的活動，以及教師們在不同課堂上的教學分享，各國教育機

構可再自行改寫成適合當地使用的版本，目前已被翻譯成四國（英、法、東非史

瓦希利語和阿拉伯語）語言287。 

四、遭遇的困難 

  由於 TESSA 的目標與九國政府和大學的政策吻合，且除了慈善資助之外尚

依靠政府基金的支持，是否能夠順利推行就很仰賴教育機構的領導者及政府官員，

有時候運動的推行會因為政府更迭而停止，有時則因為國家優先的政策轉向其他

方向，或者國家經濟困難，而得不到足夠的經費288。 

五、課程設計方式 

  TESSA 的教學資源設計相當著重在地化，避免直接使用北美和歐洲的開放教

育資源，而是將其與在地需求融合，透過反思與協作的過程找出西方國家與本地

之間的平衡。 

  有過百的學者參與課程設計的活動，並因此提升個人和機構撰寫教材的能力。

課程設計是建立在共同的模型之上，以維持一定的品質並使教學的基礎較具一致

性，包括： 

1. 要有共通的基礎概念與個案運用的實例 

2. 學習活動的設計要能夠拆解成小單元，以供使用者有彈性的加入課程 

3. 依據學校的科目以主題式設計課程 

4. 資源要讓使用者很容易的使用，可以彈性的擷取所需 

  模型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課程的設計要能夠讓使用者可以彈性的選取其所

需片段，並融合改作為符合當地需求的版本，試圖在教育孩童成為世界公民，但

又不減對當地生活與知識的了解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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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Reflections from Practice, p.99） 

六、持續進行中的議題 

（一）在地化的努力 

在地化與全球化仍然是 TESSA 持續進行中的核心議題，此外，TESSA 也試

圖建立泛非洲的教材，這樣的平衡有賴使用高度組織化的模型為開放教育資源設

計的基礎、各國有自己正式的開放教育資源組織和基金，以及在內容的選擇上要

謹慎的使用開放教育資源289。 

（二）基礎模型的重要性 

透過一致模型的限制，可避免單元內容的重複；並將內容細分為許多小單元，

讓設計者不用花太多時間在設計一個完整課程之上，設計意願也會提高，而使用

者則可以彈性的運用一部分的單元而不一定要使用全部的內容；課程的形式一貫，

可以更方便的使用並維持一定的品質，據統計，透過這樣的模型基礎，一個單元

設計可以被用在高達 800 門課程上，高度節省成本並提升效益；不過有時候使用

者會認為傳統的教材還是比較豐富，而只將線上資源當作課程大綱使用290。 

（三）其他問題 

                                                 
289

 Id. at 101-103. 
29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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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影響 TESSA OER 使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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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雖然有開放教育資源的內容，但是硬體設備是不足的，沒有足夠的管

道可以使用電腦和網路；而此運動的持續如前述，需仰賴更多的教育機構和教師

們的參與與回饋，要讓更多的教育者了解開放教育資源的好處，才有動力支持此

運動的推行；在資金方面，雖然目前採取各國共同建立一個資料庫的方式，不必

個別去負擔資料庫的經營成本，並可集中蒐集所有開放教育資源，且開放教育資

源的優點之一就是不需太多的成本，但若要長久經營下去，還是需要尋找更多合

作夥伴來共享資源、分擔成本291。 

 

參、迦納—KNUST 和 UG 

一、KNUST 和 UG 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簡介 

  Kwame Nkurmah 自然與科技大學(The Kwame Nkur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UST)和迦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hana, UG)是迦納最大的兩

間公立大學，從事醫學的訓練，自 2008 年起引進開放教育資源提升健康科學的教

育。 

  KNUST 和 UG 在 2008 年開始與迦納健康部、密西根大學及比爾蓋茲的基金

會展開為期兩年的合作，共同強化健康教育、醫學、護理及公共衛生的資源，隨

後，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和後面將介紹的 Saide 也提供經費，

OER Africa 則扮演問題諮詢的角色，其中密西根大學所提供在硬體和內容上的協

助對 KNUST 是最關鍵的支持292，屬於政府模式、捐款模式和夥伴模式；授權亦

採用創用 CC，KUNST 是採最寬鬆的姓名標示條款，UG 則是採姓名標示-非商業

性條款。 

  幾年內它們成為開放教育資源運用的典範，展現在創造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

誘因、發展當地創作開放教育資源的能力、在廣大校園裡獲得意識形態和經費上

的支持，和使開放教育資源發揮輔助教育的功能之上293。 

二、發展開放教育資源的動機 

  KNUST 的動機除了認為開放教育資源可以有效提高教育品質之外，尚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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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師生比失衡、教育資源經費不足、設備、科技和財政上的限制，以及研究能力

低落等問題。 

  UG 則認為最大用處在於「透明化」，即透過和非洲其他教育機構的分享，可

以使臨床實作標準化，教師們可以知道其他教學者是如何教學，再配合本地情況

修正，並可相互交流；另外一個功能是擴大遠距教學294。 

  此外兩間機構還有一個共同的長期目標，是增加健康工作者的人數。泛撒哈

拉有世界最低比例的醫病比和健康相關的經費，卻有世界最高比例的疾病負擔，

迦納政府希望可以增加至少三倍的健康工作者人數，但限於教師人數，迦納的醫

學院只能承諾 30%的比例；在專業方面，則缺少基礎科學及臨床科學的教師，因

此若可運用開放教育資源，則能結合全非洲的力量共同創造教材，降低教師們單

獨創造的時間和成本，節省下來的時間則能運用在更多的教學活動、學術出版和

自我專業的提升295。 

三、發展在地開放教育資源的原因 

  運動開始推行時，這兩間大學都鼓勵創作全新的在地資源，而非採用現有的

教育資源，希望採用新的資源可以帶來以下的改變： 

（一）現有資源很少且是外來的而非為迦納本地打造的素材；教科書的內容和實

作都是西方的，相較之下，除了教學內容不適合迦納之外，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和

設備亦非迦納所能負擔，且書中的疾病和病患都是以白種人舉例，不符合黑人人

種面臨的健康問題296。 

（二）擴大真人實作的運用：由於師生比和教室壅擠的問題，無法讓所有學生都

能清楚觀察到真人實作的過程，透過重新拍攝真人實作的過程並採開放授權則可

改善此問題297。 

（三）醫學知識的分享與傳承：與迦納合作的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學生，會至非洲

國家實習，因為有了在資源有限的國度從醫的經驗，回國後專業能力皆大幅提升；

此外，迦納的醫學院學生具備非洲疾病的專業知識而能夠提供世界衛生組織相關

的諮詢；最後，透過開放教育資源將教學內容留存，亦可作為給下一代的醫學傳

承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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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支持當地開放教育資源創作的社會及科技架構 

  為了鼓勵當地開放教育資源的創作，兩間大學需要採取相關的措施，包括： 

（一）著作權：這兩間大學對它們教師創作的資源有著作權，不過教材的創作者

被授權可以代表學校出版和授權教材，包括使用創用 CC 授權（學校原則上是採

用姓名標示條款，但教師可選擇要使用其他條款）；而在迦納大多數的師生都沒有

著作權的概念，但由於開放教育資源會供全球使用，因此必須加強師生對著作權

的理解，以免發生使用他國具著作權保護的作品來創作自己的教材等問題299。 

（二）病患同意：兩間大學都集中在發展臨床示範和實驗過程的影片，這些影片

都需要病患示範，因此有效的告知並取得病患同意，以及病患的隱私都是最重要

的問題，但在迦納，無論是醫院還是大學，都沒有這方面的正式程序，且因為文

化差異，在迦納，「書面的同意」被視為很重大的事情，所以病患看到書面會有所

抗拒，另外有許多病患不識字而無法閱讀300。 

（三）數位學習的能力和設備：兩間大學都缺乏數位學習的能力和設備，因此在

2009 及 2010 年時它們都投資大筆經費建設科技通訊科技設備，此外，要讓醫學

院的學生除了醫學專業之外，同時兼具科技使用的能力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因

此他們與具科技能力的學生合作，將課程數位化的工作交由科技專業人員處理

301。 

（四）支持開放教育資源的政策：這兩間大學的教師升遷與大多數學校一樣，高

度依賴期刊發表，為吸引教師花時間在數位教材的創作，學校要提供適當的獎勵。

UG 正在進行相關的委員會設立，該委員會將審查教師們創作的教育資源並給予

學術上的認可，例如創作三個教學資源相當於一篇期刊文章的發表；KNUST 也

建立一套獎勵制度，讓開放教育資源的創作相當於期刊文章的發表，並且分配時

間給教師創作開放教育資源302。 

五、目前達成的成就 

（一）完成並發表開放教育資源的模型：政策推行之初，兩間大學都擔心科技能

力不足、無能力自行創作課程及權利無法釐清的問題，但至今 KNUST 已經完成

15 個開放教育資源的模板，以及有 21 個正在開發之中；UG 目前則已開放授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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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門複雜的臨床實驗教學模型。 

（二）將開放教育資源傳布給學生：透過循序漸進的推廣，這兩間大學的學生已

開始使用現有的線上教材，且給予很好的回應。 

（三）提升開放教育資源的注意和支持：這兩間大學的許多教師已從使用者轉變

為開放教育資源的提倡者，並積極投入課程模型的設計；且學生的回應顯示，學

生會將兩間大學的教材相互交流使用，而得到很大益處，不過學生除了認為開放

教育資源是很好的輔助教材之外，鮮少了解開放授權的意義，不知道他們還能夠

複製、分享、改作和傳布這些教材303。 

（四）KNUST 已經建立一份完整的開放教育資源政策，以實現前述有關當地開

放教育資源創作的架構建立，重點項目包括由 KNUST 保留著作權但讓職員自行

選擇創用 CC 授權條款、建立生產開放教育資源的誘因機制（包括在升遷上的評

比等同期刊論文、分配時間讓職員創作開放教育資源、給予認證、舉辦開放教育

資源展示會讓創作的教師獲得名聲等等），以及將負責開放教育資源相關事務的協

調人員和技術人員的職位明文化，以協助相關事宜。 

六、機構與地區之間的知識交換 

  開放教育資源的自由分享，以及整個非洲健康相關開放教育資源網絡的建立，

使得健康相關的學識能夠在大學之間流通，並且促進了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

之間的知識交流，這樣的交流包括了： 

（一）已開發國家流向開發中國家：有兩位密西根大學的教師在 2008 和 2009 年

時親自到 KNUST 和 UG 分享開放教育資源的經驗，以及其他教育相關的經驗分

享，其後並定期回到迦納訪視，另外亦有密西根大學開放教育資源團隊的科技人

員在 2009 年時去參訪，其後亦定期回迦納訪視。 

（二）開發中國家流向已開發國家：密西根大學的教學也採用了迦納的兩間大學

創作的教材，並且從中學習更多的影音編輯技巧，以往因為方便，密西根大學教

師們上傳的開放教育資源以課程大綱和投影片居多，但受這兩間大學的刺激，他

們也開始採用更多的多媒體教材。 

（三）開發中國家流向開發中國家：非洲其他國家也會使用 KNUST 和 UG 的教

材，例如衣索比亞和奈及利亞，並由密西根大學發起定期舉行非洲健康相關開放

教育資源網絡(African Health OER Network)會議。 

                                                 
303

 Id. at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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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中國家流向已開發國家，再流回開發中國家：兩間大學的教材已經在

全球廣為流傳並受到認可，例如微生物實驗的教學模型在 YouTube 上以達十五萬

次的點閱率，另外有兩支影片以達四萬次點閱率，並得到許多讚賞的留言304，教

材從開發中國家流向已開發國家，接受各國學生的使用、討論與檢視，這些回饋

以及其他的改編和新內容的加入再傳回迦納，達成相互交流分享的良性循環。 

 

肆、南非—Saide 

一、Saide 推行開放教育資源簡介 

  為提升南非學生數學的能力，在前述發起 OER Africa 的 Saide 帶領下，來自

九間高等教育機構的數學教師培育者共同設計開放教育資源，展現由專家領導及

教育機構間相互合作可以創作高品質及高成本效益的開放教育資源305。財務存續

方面包括外部基金會捐款和計畫預算款項，以及 Saide 提供的一些教育和科技輔

導的服務所收取的費用，最特別的是Saide成立之初的預算是完全由歐盟支持306。 

二、協作設計之先驅程序 

  Saide 在 2006 年決定採取協作設計的方式來提升南非的教育，並向各大學發

出邀請函，得到來自九校十五位教師回應，成立協作小組，並由一位教材設計專

家和一位數學教育專家領導。 

這項計畫使先成立一個工作坊作為教材創作的先驅，創作出一個基本模型，  

最後的成果產出六個單元的模型，並採取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

式分享的授權條款；2008 年 2 月舉行最後一次工作坊，由社群內成員針對前述最

終版本提出意見回饋，並請社群外的專家作評論，在這一系列過程中可發現，參

與者的回饋活動是每一次的工作坊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坊進

行的過程本身也使用了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COL)提供的開放教育資源來

進行，透過 COL 提供的課程設計模板有效節省成員的時間和成本307。 

三、使開放教育資源先驅可以持續發展的因素 

Saide 設計了一個機制讓成員願意參與開放教育資源推行，包括採用社群內成

                                                 
304

 Id. at 69-70. 
305

 Id. at 75. 
306

 Saide, About Us, http://www.saide.org.za/AboutUs/GovernanceandFunding/tabid/1435/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307

 COL and UNESC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267, 

at 80-81. 

http://www.saide.org.za/AboutUs/GovernanceandFunding/tabid/1435/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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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教材，讓成員成為自己創作的教材的推銷者，更願意投入；專注在單一模型

的設計，可以集中時間和資源，並且促使成員設計出更有彈性的模型（即一個模

型可用在多種不同的課程上）；在科技方面也盡量降低門檻，讓使用者不需具備太

多的科技能力就可以創作跟使用；且 Saide 一直是非洲從事遠距教學頗具聲望的

非營利組織，交由 Saide 主持這項計畫，可藉助其資源及專業開發出高品質的教

材。308
 

四、阻礙發展的因素 

（一）溝通不夠順暢，例如活動發起之初 Saide 沒有辦法有效直接將訊息傳達給

目標成員（各校的數學教育者），若沒有找到有效的溝通管道，開放教育資源的推

行將難以傳達給有興趣的後進者。 

（二）使用者大多不清楚創用 CC 開放授權的意涵，不了解其實他們是可以在遵

守授權條件的前提下，很自由的去使用這些資源，例如 Saide 會收到來信徵詢同

意使用教材，但這些素材其實已經很明確標示是使用創用 CC 的開放授權。 

（三）先驅教材的內容有些太過冗長和複雜，導致使用者沒有興趣使用309。 

 

第六節 亞洲地區國家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本節將介紹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與中國的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

實際案例，下文中若論及問卷調查結果，係指本文前述 201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和跨政府組織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COL)合作的調查研究報告

中，由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和 OER Asia 合作對亞洲各國開放教育資源使

                                                 
308

 Id. at 85. 
309

 Id. at 85-86.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六章 各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121 

 

用現況研究的部分，研究調查問卷由 OER Asia 提供310。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亞洲國家開放教育資源使用情形的研究中，各國為求問

卷有可用性，大多將發放問卷的對象限縮在參與開放教育資源推行的個人和機構，

這樣做出來的問卷結果其實也只是取樣就已有所偏頗的果實，也更加彰顯開放教

育資源在各國都還很不盛行，且當問卷對象已集中在有參與運動推行者，問卷結

果卻仍顯示個人和機構對開放教育資源並非完全了解，亦看不出有全面積極的在

使用，因此本文認為整體而言開放教育資源在亞洲國家的發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要走；不過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言，這也是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十年多來第一次由聯

合國主導、統一且大規模的尋求各國回覆，因此仍有一定價值，只是期待將來能

有更精確完整的研究。 

 

壹、印度 

一、印度教育概況 

  印度整體的教育情形是很極端的，有一大部分的人能夠出國受高等教育，但

有另一大部分人連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都沒有。印度政府針對高等教育提供完整

的政策與經費支持，但在供需之間卻產生落差，據統計，在 2014 年以前印度必須

增加四倍的座位和教授才能夠容納將來的新學生，因此運用科技來超越教室的空

間限制就變得很重要，在印度的教育政策中也特別重視高品質的數位化教學內容

                                                 
310

 問卷由兩部分構成，A 部分由具有開放教育資源經驗的人填寫，反映個人的觀點；B 部分由了

解其教育機構開放教育資源相關事宜的校內人士填寫，以全面評價機構的實踐情況。 

  A 部分調查包括：（1） 個人使用數位資源的情況；（2） 個人使用 OER 的情況，包括是否

有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發表的意願、發表與使用時遇到的阻礙、給個人帶來的好處等；（3） 與

著作權相關的問題，包括個人對發表與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相關著作權問題的認識、看法以及基本

知識等。 

  B 部分調查包括：（1） 機構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情況，包括是否有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發表的意願、發表與使用時遇到的阻礙、給機構帶來的好處等；（2）與著作權相關的問題，包括

機構對發表與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相關著作權問題的認識、看法以及基本知識等；（3）學校對開放

教育資源的政策，包括學校是否對分享和引用開放教育資源做出規範、是否有政策鼓勵教師和學

生使用、學校是否提供相關的支援、開放教育資源的預算等。 

請參考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 ASIAN 

PERSPECTIVE 22-23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441 

http://www.col.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ages/detail.aspx?PID=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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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311。 

二、印度開放教育資源簡介 

  開放教育資源必須採取開放授權，而印度的教師尚未接受開放式授權這樣的

概念，教育機構也沒有訂立鼓勵教師們開放的政策，此外，採開放授權的教學資

源常會面臨一個質疑，也就是其品質、信賴度和可用性是否與傳統的教學資源相

當。 

  隨著印度資訊通訊科技的進步，開放教育資源越來越容易被接觸到，不過隨

之而來的問題是，在教學上會過度重視科技的使用，而不是教學本身，以至於不

重視學生的需求、師生的參與和內容品質不佳等問題312。 

三、印度開放教育資源成功案例檢視 

  在印度有三個值得檢視及探討的開放教育資源案例313，第一個是科技提升學

習的國家計畫(The National Programme o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以下簡

稱 NPTEL)，此計畫由七家印度科技機構和自然科學機構聯合執行，為私立工程

大學提供品質經篩選的演講內容，以供應人數日漸成長的師生，提供的形式包括

CD、YouTube 演講以及線上課程。 

第二個是 The Virtual Academy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以下簡稱 VASAT)，

VASAT 是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的分支，

提供關於農業實作的資源，目的是能夠讓鄉村的人看得懂，提供形式包括投影片、

動畫影片和網路檔案。 

最後則是印度甘地國家開放大學(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以

下簡稱 IGNOU)，IGNOU 是印度最大的開放和遠距學習機構，最近它使用

FlexiLearn 這個學習管理系統提供開放近用的課程和學習資源，希望能夠讓私人

的學習不必再花太多成本。目前此平台已經有 40000 筆學習資源及 1600 部學習影

片。 

本文將上述三個案例以表格方式呈現做介紹說明： 

 

表 11 印度開放教育資源案例比較表 

                                                 
311

 See COL and UNESC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267, at 42-43. 
312

 Id. at 44. 
313

 Id. at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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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NAPTEL VASAT IGNOU 

領域 工程 農業 跨學科 

目的 將現有的課程上線以供

應人數日益增加的師生 

在學校之外協助農民建

立學習能力 

高等教育的學習民主

化，由學習者自我運用 

經費來源 印度政府314
 The Virtual Academy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IGNOU 及外來捐款315
 

授權方式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 

 

創用 CC 

 

課程模式 1. NPTEL先挑選 50 門課

程做成線上 

2.交由有意願的教授根

據各校提供的資源綜合

做出一個基礎的計畫模

型 

3.經過 NPTEL 認可後開

始創作課程演講內容 

4.完成後交由師生試用

檢驗再修改 

5.之後各種欲上線的課

程都循這樣的模式創作 

6.將課程內容做細分便

於僅將其中一部分拿來

使用 

1.核心宗旨：農民看得

懂、符合農民需求的農業

知識 

2.共有 12 個主題，每個

主題之下都有一系列循

序漸進的子課程 

3.每門課最後有附上自

我測驗及解答 

4.將課程內容做細分便

於僅將其中一部分拿來

使用或改作 

1.以主題列表讓使用者

自行挑選課程 

2.每門課程的形式相

同，包括簡介、課程章節

和進度、圖表、課程內

容、課後活動、習作和測

驗 

2.有討論區可互動 

3.有學習管理系統可依

使用者的學習進度自行

調整 

4.將課程內容做細分便

於僅將其中一部分拿來

使用或改作 

 

                                                 
314

 National Programme o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NPTEL), 

http://nptel.iitm.ac.in/pdf/NPTEL%20Document.pdf,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315

 IGNOU, Finance and Accounting Division, 

http://www.ignou.ac.in/ignou/aboutignou/division/fad/introduction,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nptel.iitm.ac.in/pdf/NPTEL%20Document.pdf
http://www.ignou.ac.in/ignou/aboutignou/division/fad/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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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 

一、日本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316
 

  日本的開放教育資源觀念是由在 MIT 的日本教授 Shigeru Miyagawa 於 2003

年帶進日本，但在發展初期並不太成功，幾個由教育文化運動及科學技術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推行的計畫都無法持

續，且這些計畫並沒有把開放教育資源作為計畫推行的核心，而是作為在推行一

些教學改革、現代化或線上學習等計畫的附屬品。 

  初期推行不順利的原因在於兩方面，第一，無論是政府或教育機構對於開放

教育資源的理念都沒有正確認知，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是希望讓原本就屬於公共

財的教育資源回歸讓大眾使用，但日本推行初期的政府或教育機構並沒有這樣的

概念，政府給予基金協助教育機構採用開放教育資源的原因，是作為政府對教育

機構的補助，教育機構收受補助款而採用開放教育資源也只是為了達到政府要求，

或者採用開放教育資源以去換得政府的補助，此外，有些教育機構仍將教育資源

視為該機構的智慧財產而不願分享。 

第二個原因則是忽視社群發展的重要性，這個原因與第一個原因息息相關，

由於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是依靠政府的計畫贊助，一旦計畫終止資金也就中斷，

如果想要持續，唯有依靠自發性的社群發展才能源源不斷，但這就變成一個雞生

蛋蛋生雞的問題，當機構對於開放教育資源並沒有正確認知時，也很難喚起機構

的注意去發展社群。 

  後來日本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受到國際上其他學術社群發展的刺激，開始轉

向由下而上、不再受政府由上而下資助，轉由社群自發性的發展，目前有三個日

本開放教育資源代表性的例子，接下來將介紹這三個日本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案

例。 

二、日本開放教育資源實際案例 

（一）日本開放式課程聯盟 

  日本開放式課程聯盟(Japan Open Courseware Consortium, 以下簡稱JOCW)於

2005年成立，成立初期是由六間大學組成的封閉式社團，2006年轉為開放式的組

織，由採取開放式課程的大學組成，2007年開放民間的企業也可加入，為日本開

放式課程聯盟的特色之一，而另一個特色則是會員機構所提供的課程內容雖有英

                                                 
316

 COL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310, at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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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但大多數是以日文授課的內容為主317；在授權方面，日本開放式課程採用創

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授權318；財務的存續性上開始採用會員模

式，參與的機構團體須繳交年費。  

（二）CCC-TIES Consortium 

  TIES Consortium成立之初是在大學間一起改善教學和學習方法的協作社群，

有一個線上教學和學習的平台，僅對社群成員開放，後來該社群重組成非營利組

織 Cyber Campus Consortium TIES (CCC-TIES)，以推動終身學習為組織宗旨，建

立一個終身學習的平台，財務存續性亦是採取繳交會費的會員模式319；不過目前

平台上對大眾開放的資源數量雖有持續成長但仍有限。TIES 也是日本開放式課程

聯盟的成員，因此它的資源也彙整在 JOCW 之下，以及彙整在 GLOBE (Global 

Learning Objects Brokering Exchange
320

)之下，可供國際的使用者搜尋。 

（三）日本開放大學 

  日本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 of Japan ,以下簡稱 OUJ)被視為日本終身

學習和開放教育政策推動的國家核心機構，OUJ 將它的資源透過電視和廣播對大

眾開放，而隨著網路發展，OUJ 也開始將其內容數位化放在線上供大眾使用。OUJ

於2010年成立OUJ Open Courseware (OUJ-OCW)提供終身學習的開放教育資源，

但是課程數量的發展卻相當緩慢，原因是著作權的阻礙，因為過去 OUJ 課程內容

中若含有他人的著作權，所被允許的授權範圍是只能做電視廣播使用，或只能供

OUJ 學生使用，但現在是要放在網路上供大眾自由使用，就必須重新一一的釐清

著作權利。 

  此外 OUJ 也在 2009 年時成立日本開放大學－ICT 與遠距教育中心(the Open 

University of Japan as the Center of ICT and Distance Education, 以下簡稱

OUJ-CODE)，成為 GLOBE 的一員，OUJ 的課程可透過 GLOBE 的搜尋平台讓全

世界的人使用，而 JOCW 的課程自 2011 年開始也都會將其內容彙整一份給

OUJ-CODE，以便在 GLOBE 被搜尋到。 

三、日本開放教育資源推行困難 

                                                 
317

 李海碩，開放式課程在台灣，前註 97，第 23-26 頁。 
318

 Japan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http://www.jocw.jp/,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319

 CCC-TIES--會員募集，http://www.cccties.org/membership/recruit.html,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320

 GLOBE (Global Learning Objects Brokering Exchange) 是一個提供一站式學習資源搜尋和交換

服務的組織，可參考其網站 http://www.globe-info.org/,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www.jocw.jp/
http://www.cccties.org/membership/recruit.html
http://www.globe-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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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推行至今雖有進展，但亦仍存有不少尚待改善之處321，  

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在硬體和設備方面已經很足夠，但在內容方面高品質開放教育

資源數量仍不足且難以搜尋，仍有待發展；此外，日本對開放教育資源的認知和

實際的使用很有限，參與問卷調查的老師和機構都已經是 JOCW 的成員，本來就

是屬於比較關注開放教育資源的群體，但他們仍皆表示，其機構當中只有不到百

分之五的老師在從事開放教育資源素材的創作；而該項調查研究歸結日本開放教

育資源運動推展的阻礙，主要在於缺乏認知、缺乏搜尋高品質資源的工具，以及

缺乏教育機構的認可和支持，而對於著作權議題的恐懼則是教師們不願創作開放

教育資源素材的主因。 

 

參、韓國 

一、韓國高等教育數位及開放教育資源使用概況322
 

（一）韓國高等教育的科技環境 

  韓國政府想將 ICT 運用於該國高等教育以提升其競爭力，於 1991 年首先在

首爾大學的教育研究中心(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s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建置教育網絡，作為連結全國九間大學網絡的基礎，2010 年，該計畫由

韓國政府部分出資並委由首爾大學執行，提供 374 間大學及教育相關的機構網路

服務，藉由提供教育機構穩定且有效率的網路服務，提升它們在學術上的競爭力，

並可更即時的更新知識323。 

（二）數位教育資源的使用情形 

 前三名（依序是由多至

少） 

本文附註 

素材類型 圖片、圖畫、照片等 傾向使用零散的素材，而

非使用完整的課程 線上參考資料 

                                                 
321

 以下內容是前述 COL 與 OER Asia 的問卷統計結果而來，該問卷是十一位個人和六間教育機構

的答覆，十一位個人當中，共有八位可代表其所屬教育機構的回答。唯本文認為該問卷的取樣數

量過少，而取樣範圍只挑選 JOCW 當中的成員，亦過於狹窄，而該問卷研究者亦承認這點，因此

本文僅撰寫結論供參考；不過本文認為該問卷研究者想表達的其實是，他已經是挑選全日本最熟

悉開放教育資源的群體來做調查，所得到關對開放教育資源的認知和使用的結果都不甚理想了，

更不用說其他人，See COL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310, at 94-105. 
322

 以下資料若無特別註明，則為前述 COL 與 OER Asia 問卷調查及本文整理結果，see COL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310, at 110-119. 
323

 Id. at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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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其他多媒體素材、

資料庫 

素材的來源 搜尋引擎 較偏愛使用別人製作的

素材 資料附的超連結 

自己各處蒐集數位素材 

如何使用 課堂中呈現 使用的情境皆與課程內

容息息相關 學生課後習題 

貼在課程網站上 

為何使用 引起學生興趣 皆是以學生為中心的理

由 純粹配合上課主題 

可促使學生進步 

素材產生的來源 網路免費下載 自己獨立製作的相對比

較少 自行製作 

和其他教育機構合作 

註：惟上述結果是針對「數位教育資源」，因此不能直接看出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

概況，僅能作為參考。 

（三）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困境 

 前三名（依序是由多至

少） 

本文附註 

最重大的阻礙 缺乏注意 教學者對開放教育資源

缺乏認識是必須先解決

的問題 

無法找到品質合適的資

源 

缺少機構的支持和報酬 

出版開放教育資源的困

難 

害怕侵害著作權 整體而言法律問題是教

師們貢獻自己創作最大

的阻礙 

所有權歸屬不清和著作

權以外的法律阻礙 

學校或機構政策 

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困

難 

害怕侵害著作權 法律問題仍是最大的阻

礙 所有權歸屬不清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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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以外的法律阻礙 

缺乏可用資源，及缺乏使

用者的評論回饋 

（四）對法律了解情況 

  教師們大多了解「著作權」這個詞彙，但是並不真正了解其中的涵義，不過

大多數的老師在教學過程中都有遇過著作權相關的議題，且當遇到這類議題時，

教師們最想要知道的是「我使用這些素材是否合法」，而當使用的素材中涉及第三

人的著作權時，教師們會選擇認為自己的使用是合理使用不會侵權、不使用第三

人的素材，或附上該素材來源的連結；至於 Creative Commons 這個詞彙也有半數

以上的老師們聽過，但如同對著作權，教師們也大多不清楚其真正意涵，不過卻

有非常多的老師們會去使用 CC 授權的素材。 

二、韓國開放教育資源實際案例--The Korean Open Courseware System 

(KOCW)
324

 

  在韓國有十九間網路大學，且均有一定品質，但是這些大學的教學素材有很

大的使用限制，並不是用來和大眾分享，雖然花了很多錢投資但效益很低。 

  KOCW 的建立是希望可以提升這些線上教學資源的分享和散布，其目標包括

擴大大眾接觸大學授課內容的管道，讓大眾有終身學習的機會，以及作為全國性

的高等教育線上資源入口平台；主持 KOCW 的組織「韓國教育研究資訊服務」

(Korea Education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是依據韓國教育與資訊搜尋服務法

(the 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 Law)所成立325，經費來源為

政府，屬政府模式。 

  KOCW 提供各個大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線上服務以降低數位落差，並協助各

教育機構之間分享、協作和使用彼此的教材，而各大學也提供它們課程的內容給

KOCW，塑造分享交流並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的文化。 

  KOCW 除了蒐集各大學提供的課程內容之外，也提供全球學術資料的搜尋服

務，可搜尋國內外的課程資源，而 KOCW 提供的資源皆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每

筆資料可能選擇不同的授權條款）326，資源類型包括授課內容教材（使用者可以

學習整學期完整的課程）、課程講授相關教材（相關的學術搜尋及資訊服務），以

                                                 
324

 Id. at 235-241. 
325

 KERIS, Funcions, http://english.keris.or.kr/es_ak/es_ak_400.jsp,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326

 KOCW, Copyright, http://www.kocw.net/en/en/guide/guide03.do, last visited 20 June, 2013. 

http://english.keris.or.kr/es_ak/es_ak_400.jsp
http://www.kocw.net/en/en/guide/guide03.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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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的課程講授教材（包括檔案、圖像或課程筆記等相關教材）。2007 年成立

時共有來自近四十所大學提供的約兩百門課程，至 2011 年，已累積有十四萬筆開

放教育資源素材，多數的素材是上課內容錄影的檔案。 

 

肆、馬來西亞 

一、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發展概況 

  馬來西亞政府希望達成提升經濟的目標，因此投資許多經費在人力資本的培

養之上，過去十年當中有將近百分之二十的國家預算列編給教育，而其中高等教

育又是特別被重視的領域。馬來西亞目前的人力資源多由未受完整教育或未受教

育的人力組成，因此該國政府訂立國家高等教育策略計畫(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NHESP )，目標是要增加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人力，並且

成為亞洲地區主要的人力資源站，因此必須確保所有國民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不會因為經濟不許可而無法就讀，以及透過各種課程計畫、設備的改善和增加 ICT

的使用來達到上述目標。在 1990 年代以 ICT 為基礎的學習環境被帶入馬來西亞

的學校，當時政府和教育機構的政策都在鼓勵 ICT 的使用，且政府還提供資金協

助建設 ICT 配備和訓練相關專業人員，不過至今整體的發展卻仍是緩慢327。 

二、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數位及開放教育資源使用概況328
 

（一）數位教育資源的使用 

 前三名（依序是由多至

少） 

本文附註 

數位資源的使用 數位閱讀資料 傾向使用零散的素材，以

及輔助課程學習的工

具，而非使用完整的課程 

線上課程討論 

圖像、圖片、照片等 

素材的來源 搜尋引擎 較偏愛使用別人製作的

素材 自己各處蒐集數位素材 

線上期刊 

註：惟上述結果是針對「數位教育資源」，因此不能看出開放教育資源使用的概況，

僅能作為參考。 

                                                 
327

 COL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upra note 310, at 122-126. 
328

 以下資料為前述 COL 與 OER Asia 問卷調查及本文整理結果，see,Id. at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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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 

  有七成的教師曾在教學上使用過開放教育資源，而資源的來源包括教師自行

製作、教育機構製作、從網路上免費下載，以及和其他教育機構合作，不過馬來

西亞教師們卻不常使用幾個知名的開放教育資源平台如 MIT 和 Connexions。 

  在使用教育資源的阻礙上，主要是缺少對開放教育資源的關注和認識、不具

使用的能力、缺少時間和教育機構政策的支持（沒有提供報酬機制作為誘因），以

及無法找尋到所需的、具有一定品質的特定資源，不過軟硬體設備和使用電腦的

管道都不是問題。 

  在發展前景方面教師們都是抱持樂觀的態度，不過他們對於自製教材會如何

被別使用仍存有疑慮，也擔心如果是品質不好的教材開放後會不會破壞該機構的

名聲。 

  法律方面，半數的教師知道著作權一詞，且近八成的教師曾經使用過著作權

的授權，不過只有極少數的教師們曾使用過創用 CC 授權的方式來做授權，但也

有四成教師聽過”Creative Commons”一詞；不過本文認為教師們對著作權和

Creative Commons 的了解應亦僅止於知道該詞彙的意思，而並不真正了解其中意

涵。 

三、馬來西亞開放教育資源實際案例--Wawasan Open University (WOU)
329

 

（一）WOU 簡介 

  Wawasan Open University 成立於 2006 年，是一所私立非營利開放和遠距教學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ODL)機構，成立宗旨是提供非全職遠距學習的學生可

負擔和具彈性的高等教育受教機會，WOU 提供的課程包含各種領域，例如教育、

科技，和商管等等，且包括大學及研究所程度，是馬來西亞三大 ODL 機構之一。 

（二）課程開發過程 

  WOU 的課程開發是由一個課程開發小組(course development team, CDT)主導，

包括以下成員： 

1. 課程小組領導者 (Course Team Leader, 以下簡稱 CTL) 

2. 課程協調員 (Course Coordinator, 以下簡稱 CC) 

3. 課程撰寫者 (Course Writers, 以下簡稱 CW) 

4. 學術成員 (Academic Member, 以下簡稱 AM) 

                                                 
329

 See Id. at 1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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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設計者330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以下簡稱 ID) 

6. 編輯 (Editor) 

7. 校外課程評審員 (External Course Assessor,以下簡稱 ECA) 

8. 圖像設計者 (Graphic Designers, 以下簡稱 GD) 

9. 學習和圖書館服務的代表 (Representative from Learning and Library Services, 

以下簡稱 LLS) 

10. 資訊科技服務的代表 (Representative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以下簡稱 ITS) 

  WOU 每一門課程都會經過嚴格的品質把關(quality assurance)的標準作業程

序（下圖），自製的課程開發周期長達十八個月，若有教科書為藍本而開發的課程

則需十二個月。 

 

 

 

 

 

 

 

 

 

 

（圖片來源：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 Asian Perspective, p.177） 

  上述 WOU 的課程品質標準作業程序很耗時，WOU 要在短時間內開發出滿

足學生需求的課程壓力很大，因此 WOU 也向其他的遠距教學機構取得課程使用

授權，以及開發較多有教科書為藍本的課程，但這麼做雖然可以縮短課程開發完

備的時間，卻又增加不少金錢成本，最後為了財務上的存續性，WOU 還是選擇

                                                 
330

 教學設計者是教學設計過程中的執行者，其工作內容係以系統化的方法，從事單元課程的需求

分析、設計、製作、實行及課後評鑑。可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105/ （最後瀏覽日：2013/06/20）。 

 

圖 6 WOU 課程製作流程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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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創作不以教科書為藍本的教材，於是如何縮短創作時間就成了首要的問題，

因此 WOU 決定轉向使用開放教育資源來開發它們的課程。 

（三）WOU 的開放教育資源與課程開發 

1.課程的挑選及成員背景 

  WOU 先以一個先驅計畫作為以開放教育資源開發課程的實驗，它們選了一

門資訊科技領域、五學分、中級程度的課程作為實驗，選這門課的理由是有與這

門課相關的開放教育資源、該課程包含了理論和實務的內容，以及 CDT 當中有與

該課程相關的專業人員。由於這門課是與科技專業領域，因此前述 CDT 當中的成

員們必須具備科技專業，且因為是要採用開放教育資源，這些成員也必須要認同

開放教育資源理念且了解 Creative Commons 的意涵及授權方式。 

2.開放教育資源的選擇 

  上圖中課程開發程序是由課程藍本(the course blueprint, CBP)開始，CBP 是由

CDT 製作的一個課程檔案，內容包括課程大綱、課程學習目標、單元學習目標、

評量大綱和模板、以及參考資料等等，接著再由 CC 負責依此藍本找到適合的開

放教育資源，這個過程有兩步驟，首先先找出幾個有名且品質好的開放教育資源

資料庫，經過 CDT 討論及認可後，再一一的從中搜尋相關資源。 

  當資源蒐集好後，CDT 會評審這些資源的品質以及與課程的相關性，並且釐

清著作權相關問題，在這門實驗的課程中，最後被挑中的是 Wikibooks 的教材，

理由是相信 Wiki 同儕審查的品質、有最新的資料，以及其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條款，可以供 WOU 做包含改作在內的使用。 

3.撰寫課程並融入開放教育資源 

  經過上述的挑選程序後，接下來課程的撰寫交由 CW 負責，首先由 CW 產出

一個課程草稿，這些草稿再交給 ID 從教學設計的角度做修正，接這再交還給 CW

做第二次修改產出第二份草稿，第二份草稿接著進入品質審理程序，整個課程開

發的循環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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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WOU 課程開發審查循環 

（圖片來源：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nd OER Asia,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 Asian Perspective, 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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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 認為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找到高品質且正確的資源，這全賴 CC 憑其專

業鍵入有效的關鍵字搜尋和過濾，過程相當的費時。 

（四）WOU 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成果 

  該課程實驗教材於 2012 年正式問世，課程內容長達四百四十頁，每一個單元

約有六十頁，採用 Wikibooks 的部分佔了七成，剩下三成則由 CDT 獨立製作。當

初採用開放教育資源的主要原因是要縮短課程開發的時間，相較於原本獨立製作

或是以教科書為藍本製作課程需十八至十二個月，這個實驗則僅花費十個月，確

實有效縮短課程開發時間；但在金錢成本方面，並沒有直接顯著的減少，因為必

須將費用花在確保開放教育資源內容的一致性、將零碎的資源整合，以及嚴格的

品質審查程序，不過合理推測這是因為目前只有一門課是用開放教育資源來製作，

當越來越多課程都採用開放教育資源製作，各個教育機構之間的交流分享增加，

不用再重複製作其他機構已經製作過的課程時，成本就會有顯著降低。 

 

伍、中國 

一、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情形簡介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與 OER Asia 在 2012 年對開放教育資源在中國做

問卷研究調查，由於開放教育資源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及影響仍然有限，為更好

地反映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該問卷調查委由中國開放教育資源協會

（CORE）在其會員內邀請有相關經驗的個人和權威人士填寫，最後獲得個人問

卷 A70 份，其中有效問卷 65 份；獲得機構人士的問卷 B 27 份，其中有效問卷 26

份331332。 

在數位資源的使用方面可歸結成以下幾點，作為開放教育資源使用情形的參

考： 

 教育機構在推動個人使用數位資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發表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硬體設備已經齊全 

 免費的數位資源對大學的使用者是有吸引力的 

                                                 
331在中國，開放式課程稱為「開放式課件」，創用 CC 稱為「知識共享協議」，但本文為求統一，

以下仍以開放式課程及創用 CC 稱之。 

332以下可參考李亞婉、李瑩，開放教育資源(OER)使用現狀調查，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 期，頁

74-81，2012 年 2 月，及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 ASIAN PERSPECTIVE 21-40 (Gajaraj 

Dhanarajan and David Porter 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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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希望使用數位資源的過程是簡單的 

 教學者期望在教學上使用數位資源可以得到協助，包括評估數位資源的品質、

著作權問題，以及訓練學生尋找和辨識數位資源等 

  在開放教育資源使用方面的情形則可歸結如下： 

（一）個別使用者與各教育機構合作創作或交換開放教育資源的比例很低，但有

半數以上的機構都有與其他教育機構交換和使用開放教育資源，更有高達八成的

機構會與其他機構共同創作開放教育資源，不過無論是個人或機構，與國際間開

放教育資源合作的比例皆低。 

（二）個人使用開放教育資源最大的障礙主要來自缺乏對開放教育資源的認識、

沒有高質量且與教學內容高度相關的資源、缺少使用的能力，教學者不願創新、

缺少獎勵機制，以及學校未給予支持；機構使用的最大障礙亦是缺乏對開放教育

資源的認識，此外也包括缺少獎勵機制、教學者不願創新。本文認為整體而言，

如何加強大眾對開放教育資源的認識還是首要的問題，對開放教育資源既沒有認

識，更不用談要去使用和推廣。 

（三）在發表與使用開放教育資源的好處方面，個人所認為的好處包括建立名聲、

增進工作能力、實踐分享的精神、提升學習效益，並讓全世界的人都有機會受高

等教育；而機構所認為的好處包括提升機構知名度、提升使用者的學習效益和工

作能力、降低開發課程的成本，以及實現人人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理念。 

（四）在發表與使用開放教育資源所遭遇的阻礙方面，個人最注重的問題是缺乏

獎勵的誘因機制，其次是害怕侵害著作權，而機構首先關注的則是著作權侵權問

題，其次才是對學校名聲的影響以及獎勵的誘因機制；不過整體而言，法律和誘

因的問題，是無論個人或機構在開放教育資源使用上兩個最大的阻礙。 

（五）著作權相關問題：將近六成的個人及八成的機構都未使用著作權授權的方

式，來說明使用者須遵守甚麼樣的授權條件來使用由該個人或機構創作的資源；

而在著作權處理方面，多數的個人和機構在創作及蒐集開放教育資源時都沒有先

釐清其中的著作權利。 

（六）創用 CC 授權相關問題：無論個人或機構對於創用 CC 授權的認識都很少，

而在使用開放教育資源時也很少認識到自己正在使用由創用 CC 授權釋出、應遵

守一定授權條件的資源。 

（七）在學校的開放教育資源政策方面，七成以上的人表示其所在學校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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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新規範，半數認為其所在學校並沒有鼓勵創作和使用開放

教育資源的誘因機制，亦有將近半數的人認為學校沒有提供相關的設備和訓練，

而關於學校是否有開放教育資源的預算，則有三成的人表示沒有以及兩成三的人

回答不知道。整體而言，學校對開放教育資源所給予的支持比例仍低。 

二、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實例 

（一）國家精品課程、精品視頻公開課和精品資源共享課 

  中國教育部在 2003 年 4 月頒布《教育部關於啟動高等學校教學品質與教學改

革工程精品課程建設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 號）333，要透過這項工程讓中

國的高教創新改革、提升質量，並增進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國家精品課程的建

設為核心要務之一。 

  國家精品課程依據教育部的說明，是：「具有一流教師隊伍、一流教學內容、

一流教學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學管理等特點的示範性課程」，涵蓋各個大學學

科，但以基礎課程為主，並有校、省、國家三個等級，由省級政府負責在地各校

精品課程的建設，再由省級政府遴選優良的課程向上推薦給教育部，作為國家級

精品課程的候選，最後依教育部頒布的制定標準選出來的國家精品課程將放置於

國家級的網路平台上免費開放使用334。經費方面，精品課程建設項目由質量工程

專門的資金提供，另外教育部也要求學校要固定撥出一筆預算投入精品課程的建

設，而獲選為國家精品課程的機構可再額外得到教育部的經費補助，屬於政府模

式和機構模式335。 

  此計畫已完成第一個五年（2003-2007 年）的進程，共建設了 1500 門國家級

的精品課程，而 2007 年啟動第二個五年的進程，而在 2010 年已超越原本設定的

3000 門課程目標，共建設了 3693門課程336。 

  2010 年國家精品課程建設工程告一段落，2011 年中國教育部開始第二輪的教

學工程計畫—國家精品開放課程建設，包含精品視頻公開課和精品資源共享課兩

                                                 
333

 《教育部關於啟動高等學校教學品質與教學改革工程精品課程建設工作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010/109658.html（最後瀏覽日：

2013/05/22）。 
334

 同前註，詳細評選方式可參看《國家精品課程建設工作實施辦法》，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001/200507/9375.html （最後瀏覽日：

2013/05/22） 
335

 同前註 
336

 唐燕兒、劉召山，MIT OCW 項目和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理念與運行機制比較，現代遠程教育研

究，3 期，頁 55，2011 年 3 月，及沈麗燕、趙愛軍、董榕，從精品課程到精品視頻公開課的發展

看中國開放教育新階段，現代教育技術，11 期，頁 63，2012 年 11 月。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010/109658.htm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001/200507/93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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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教育部在《教育部關於國家精品開放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教高［2011］8

號337）中表示，國家精品開放課程的目的是要利用現代網路技術，提升教育的質

量和資源的共享，建立一個學習型的社會，並訂定要在十二五期間建設 1000門精

品視頻公開課和 5000 門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的目標；經費方面則與國家精品課

程相同，由各校撥編預算建設課程，教育部挑選出的優良課程則可再得到經費補

助，不過在教育部的遴選方面多了一個新的考量，即使用者對於課程使用喜好度

的網路票選。 

  精品視頻公開課是以大學生為對象，但同時也服務社會大眾，免費開放科學

和文化素質相關的視頻課程及講座，並和前一輪的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相同，由政

府主導協助大學院校自行建設課程，教育部再從中依據遴選標準選出優良的課程

放置於國家級的精品視頻公開課網站上。2011 年 11 月已完成首批 20 門的中國大

學視頻公開課放至於愛課程網338、網易339，以及中國網絡電視台340免費提供給公

眾。 

  精品資源共享課是接續前一輪的國家精品課程，以國家精品課程為基礎予以

補充和改進，並推動更廣泛的分享交流，對象為大學教師和學生，亦同時兼顧社

會大眾的學習，課程內容為基礎課和專業課並行，與視頻公開課不同的是，精品

資源共享課的課程和素材內容力求完整，不像前者僅專注於教學影片的製作；而

推動及遴選方式與國家精品課程相同，即區分校、省、國家三個層級。 

（二）中國開放教育資源協會（China Open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CORE） 

      中國開放教育資源協會（China Open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CORE）成立於

2003 年 10 月，是一個由中國部分的大學和全國的省級廣播電視大學組成的非營

利組織，如果對照其他國家的組織則相當中國的開放式課程聯盟，其成立主因是

回應中國高等教育資訊化、國際化，以及國際上教育資源開放和分享的潮流341。 

      2003 年 9 月，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oundation、MIT 和北京交

通大學在北京共同舉辦了「MIT 開放課件」國際論壇，與會者對 MIT 的開放式課

                                                 
337

 《教育部關於國家精品開放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111/126346.html （最後瀏覽日：

2013/05/22）。亦可參考前註沈麗燕，從精品課程到精品視頻公開課的發展看中國開放教育新階段，

第 64 頁。 
338

 愛課程網，http://www.icourses.edu.cn/（最後瀏覽日：2013/05/22）。 
339

 網易公開課，http://open.163.com/（最後瀏覽日：2013/05/22）。 
340

 中國網絡電視台，http://tv.cntv.cn/（最後瀏覽日：2013/05/22）。 
341

 可參考 CORE--CORE 簡介，http://www.core.org.cn/cn/coredes.html（最後瀏覽日：2013/05/22）。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111/126346.html
http://www.icourses.edu.cn/
http://open.163.com/
http://tv.cntv.cn/
http://www.core.org.cn/cn/core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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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很有興趣，並討論成立一個組織來協調國內外高等教育機構在開放教育資源方

面的合作，會後由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

空航太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石

油大學（北京）、中國礦業大學、中南大學及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12 所大學聯名上

報教育部，經教育部認可後成立中國開放教育資源協會，包括國內外的學校、教

育機構，以及教育行業的企業等都可申請參加342。 

  CORE 的經費來源多元，除了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和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oundation，以及其他的國內外基金會或企業

贊助，也和其他國家的開放式課程聯盟一樣向會員收取會費，另外亦提供一些開

放教育資源相關的收費培訓服務343，混合了贊助模式、會員模式以及分類/轉向模

式。在授權方面，該網站本身是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釋出，但各門課程則有

其個別的授權方式，需回到課程本身來看。 

  CORE 一開始是作為統整全世界各教育機構的開放教育資源、以提供國內人

民使用的入口平臺，在 2005 年時進一步開始一項主要任務，即國外開放式課程的

翻譯和應用，翻譯工作的運作模式與台灣的開放式課程計畫類似，皆由志工完成，

由 CORE 召集志工進行國外開放式課程的翻譯，有意願的人可以提交自己的英語

能力證明並通過一段試譯後開始翻譯課程，而翻譯完成後再由教授和專家負責審

稿及校對344，另外 CORE 也協助參與示範的大學將這些開放式課程融入本地的課

堂當中345。 

       而中國教育部在 2003 年開始的高等學校精品課程建設工作，CORE 也加以整

理和分類，並英譯了所有課程名，並於 2006 年選出了 12 門精品課程，由各大學

的教授們編寫成英文版本並上線公開，CORE 也指出，由於中國的大學在理工領

域的實力遠遜於國外的頂尖學校，若從事理工相關課程的翻譯沒有意義，因此會

傾向翻譯有中國特色的課程346，透過中翻英的方式讓全世界都可以接觸、使用和

學習具中國特色的課程內容347，不過將課程中譯英的難度遠勝於英譯中，未來運

                                                 
342

 同前註。 
343

 同前註。 
344

 王鐵軍，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在中國，http://www.xuexigang.com/ycjy/fmzt/22091.html（最後瀏覽

日：2013/05/22）。 
345

 CORE--CORE 簡介，前註 341。 
346

 王鐵軍，開放教育資源運動在中國，前註 344。 
347

 CORE--CORE 簡介，前同註 341 

http://www.xuexigang.com/ycjy/fmzt/22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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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果如何尚待觀察。 

（三）中國開放教育資源與國際接軌：以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加入 iTunes U 為例348
 

1. 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簡介 

  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由北京市政府於 1960 年設立，是中國第一間以廣播和電視

教學的大學，其理念在提供人人平等的受教機會，提升社區、鄉村、職業等成人

和終身學習的教育。 

  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目前有四項開放教育資源的計畫，包括：iTunes U 計畫、

國家精品課程、廣播與電視課程，以及北京學習型城市網計畫；北京廣播電視大

學在 2010 年有兩門課程獲選國家精品課程；廣播與電視課程方面，則每個星期固

定在廣播上撥放七十四小時的免費課程，且不定期有電視課程的撥放；而北京學

習型城市網是由北京市政府支持成立的北京市民終身學習平台；iTunes U 的部分

則為本文以下將介紹的重點。 

2.北京廣播電視大學與 iTunes U 

  iTunes U是蘋果的 iTunes store推出讓全球教育機構可放置課程供免費下載訂

閱的平台，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和中國的中山大學(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在 2010

年加入 iTunes U，目前中國加入的學校除這兩間之外，尚有國家開放大學和西安

交通大學。目前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在 iTunes U 提供的都是沒有學分的課程，內容

集中在中國傳統文化；品質上由於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從事遠距教學已有五十年的

歷史，因此對於如何製作內容並維持影音效果的品質很有經驗，提供給 iTunes U

的課程素材都是原本就已經製作用於遠距教學的內容，拍攝的型態很適合轉為開

放教育資源使用且品質優良，這同時也使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除了在參與 iTunes U

一開始要購買蘋果相關設備，而投入一筆固定成本之外，在變動成本，也就是開

發和建設課程方面，和該機構原本的任務（製作遠距教學影片）相同，就不需要

太多額外的變動成本，且對機構人員而言，他們也不會認為超出原本份內的工作。 

3.加入 iTunes U 的動機及帶來的好處 

  提供免費的開放教育資源讓人人都可學習，以及利用新的科技媒體改革教學

和學習方式，皆與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的理念吻合，除此之外，北京廣播電視大學

亦可因此建立其在學術界的名聲地位，這兩點考量是北京廣播電視大學決定加入

                                                 
348

 COL and UNESCO,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upra note 267, 

at 27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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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nes U 的動機。 

  此外在加入 iTunes U 帶來的好處方面，除了前述的地位名聲之外，由於現在

不僅是向國內學生，也要向國際推出課程，內容品質水準勢必要再提升，因而可

以加強北京廣播電視大學製作課程的能力；課程可在各種載具上收看，亦可開發

出新的教學方式，並且更加了解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可針對個別需求開發不同類

型的課程，例如使用手機收看課程的人就不會喜歡太長的影片，如果可以設計十

分鐘左右講解一個概念之類的影片，就會很適合這類的使用者。 

4.存續性的問題 

  上述談到加入 iTunes U 帶來的好處當中，並不包括直接的金錢收益，而這也

是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加入 iTunes U 所需面對的、在財務方面存續性的問題。目前

北京廣播電視大學 的 iTunes U 計畫完全由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內部基金支付，沒

有政府或其他機構團體的支持，相較於北京學習型城市網計畫則完全由北京市政

府補助經費，這樣的區別也可以解釋為何至今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大專院校加入

iTunes U，缺乏經費的支持和存續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政策的存續性上，相較於

北京學習型城市網計畫已納入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長期的教育計劃，且有對口的服

務單位，iTunes U 計畫並沒有長期的規劃和對口單位的設置。 

5.小結 

  本文認為，由於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長期從事線上和遠距教學，因此可提供和

製作品質優良的開放教育資源，然而這樣的特性也會為北京廣播電視大學推行開

放教育資源的存續性帶來問題，因為對於一般的學校而言，其營利的方式是向上

學的學生收取學費，若提供開放教育資源，只是作為面對面課堂的補充，但線上

遠距教學機構原本的營利來源就是銷售線上遠距的課程，當營利來源和免費開放

的客體相同時，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在收入的存續性上是否能夠維持就值得關注，

雖然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目前僅提供少部分的課程給 iTunes U 而不至影響其營利，

但這是否也會使這種線上遠距教學機構投入開放教育資源的程度有必然的限制，

亦值得觀察；不過本文認為若可均衡的採取收費與非收費服務混合的分類/轉向經

營模式，應該可同時維持財務的存續性及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 

三、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分析 

（一）國家精品課程與精品視頻公開課的異同349
 

                                                 
349

 以下可參考沈麗燕，從精品課程到精品視頻公開課的發展看中國開放教育新階段，前註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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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同點 

  兩者都是高等學校教學品質與教學改革工程的核心任務之一，目標都包含提

升教育的質量和國際上的競爭力、回應世界交換和分享知識的風潮等等，而最大

的特徵則是兩者皆由中國教育部發起、自上而下由政府強力主導的課程建設。本

文認為，這種由政府主導的開放教育資源推行優點在於，第一，推行過程有跡可

循，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時程表，且既由政府強勢主導，各地政府和學校無論有沒

有興趣、願不願意，都一定要投入；第二，課程的品質經政府制定遴選標準把關，

具相當水準；第三，經費上有政府的支持，是穩定的來源。 

  但同時這種政府主導的模式亦有不小的缺點，第一，如果政府更迭或政策更

改，則推行的依據和支持將不存在，不過在此例中，由於中國政府的運作都是有

嚴密的計畫和固定的方向，既然已經將此工程納入國家政策長期綱要，這點發生

機率就不高；第二，前述地方政府和學校都要投入的優點，也是主要的缺點，即

參與運動推行的人員都不是自願的，建設課程變成應付績效考核的例行公事，不

是全面性的認同並自發參與開放教育資源推行，心態上對這種交流分享的概念並

不是真的接受，進而反映在行為上也只是被動的參與；第三，雖有嚴密的遴選標

準把關，但遴選完成後並沒有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獲選的課程往往乏人修繕增

補，而落選的課程則身分不明，若未被省級政府或學校保存，則會造成資源的浪

費；第四，政府的經費支持雖是一項優點，但只有獲選國家級的課程才會得到額

外的補助。 

 

表 12 由政府主導中國國家精品課程與精品視頻公開課的優缺點比較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優點 缺點 

推行過程及時程統一 政府更迭造成政策更改（但發生機率低） 

國家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和學校都要動員 淪於形式上配合，而非主動積極的參與 

品質統一把關 缺乏後續監督與管理；落選課程浪費資源 

經費來源固定 只有獲選的課程才有額外的經費補助，並

非全面 

                                                                                                                                              
第 64-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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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異點 

(1)課程服務的對象不同：國家精品課程的服務對象目標是大學生，社會大眾的使

用並不在考量範圍，而精品視頻公開課則除了大學生之外，同時明白宣示亦針對

社會大眾免費開放，更加推展高等教育知識在社會間的流動。 

(2)課程內容重點不同：國家精品課程中，理工和醫學類的課程占據三分之二的比

例，文史哲的類科只佔一成，而這也與前述服務對象有關，因為這個比例是中國

大專院校傳統重點專業科目的比例；精品視頻公開課的學科比例則有很大不同，

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經濟、管理及法律占了半數以上，主要不同之因亦在

於前述精品視頻公開課要同時服務社會大眾、提供其文化素養相關知識的目標。 

(3)課程呈現形式不同：國家精品課程以網站的形式結合師資、教學內容、教學方

法和資源，以及教學的影片等等，是一門完整的課程；精品視頻公開課則統一採

用教學影片的方式，內容上是主題式的授課內容；而雖然同樣有影片，但前者的

影片是單純實地拍攝課堂上授課情形（類似於我國開放式課程聯盟院校所提供的

開放式課程影片），而後者則是有影片拍攝製作的技術規範為依據350，以提升影片

的品質。 

(4)政府經費補助評估因素的不同：政府補助精品視頻公開課的遴選標準多了使用

者喜好度的網路票選，這使得拿到經費的課程必須要繼續管理課程內容，避免因

荒廢而票選名次落後，有別於國家精品課程，獲選者拿到了經費就不用再管理課

程後續的維繫，以至於很多課程內容過時或網頁不堪使用。 

 

 表 13 國家精品課程與精品視頻公開課相異點比較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國家精品課程 精品視頻公開課 

課程服務的對象 大學生為主 大學生與社會大眾 

課程內容重點 理工醫學 文史哲經管 

課程呈現形式 完整的課程 教學影片視頻 

政府經費補助評估因素 沒有使用者喜好度網路 增加使用者喜好度網路

                                                 
350 可參考《關於啟動 2012年精品視頻公開課建設工作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08_gggs/201204/134721.html（最後瀏覽日：

2013/05/22）。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08_gggs/201204/134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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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票選 票選 

3.小結 

  精品視頻公開課試圖改善過去國家精品課程存在的缺失，包括未明確對社會

大眾的開放，不能體現知識交流共享的精神；課程內容過度偏重理工醫學，反而

弱化了屬於中國強項的中國傳統文化相關領域；且也由於要符合社會大眾的需求，

以及內容已轉向較軟性的文化領域，課程的呈現也變得比較生活化、較軟性活潑；

另外也透過增加使用者喜好度的網路票選來監督管理課程獲選之後的維護；中國

政府有意識到過去國家精品課程的缺失並將在新一輪的精品課程計畫中改善，至

於結果如何則有待將來觀察。 

（二）國家精品課程與國外開放式課程的異同351
 

  本文認為中國的國家精品課程與國外（特別是美國由 MIT 為首）的開放式課

程有幾點明顯不同之處： 

1.理念範圍的不同：國家精品課程在理念上強調的是國內高等教育的質量改革，

雖然這些資源放在網路上亦有讓全球大眾使用的可能，但最初的理念主要僅針對

國內高教的師生，相對於國外大學推行開放式課程，多是認同並實踐開放教育資

源的理念，讓校內優良的資源可以跟全球人民共用共享，實現人人都有受教機會

的理念。 

2.使用範圍的不同：國家精品課程除了理念上較限於國內範圍之外，由於語言上

先天的限制，即不若英語系的資源可通用於較多地區與國家，也使得精品課程的

資源較難推廣至全世界；此外研究亦發現，在國家精品課程資源網站上，只有聯

盟用戶才可以查看完整的課程內容，普通用戶需要註冊且只能查看部分內容352；

所以在使用範圍上重點亦侷限在國內高教師生。 

3.推行機制的不同：相較於國外的開放式課程都是學校內自行或與他校共同發起，

由老師們自願參與課程的建設，政府在此運動中並未扮演任何明顯的角色，中國

的國家精品課程則是在另一個極端，即國家高度強制的介入，由上而下指導整個

開放式課程的建設，因此也影響了以下兩個細項的不同： 

                                                 
351

 可參考唐燕兒、劉召山，MIT OCW 項目和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理念與運行機制比較，前註 336，

第 55-58 頁；焦建利，國家精品課程與國外開放式課件的比較，遠程教育雜誌，5 期，頁 70-71，

2010 年；吳美嬌，終身學習視野下的中美開放課程項目運行研究—以國家精品課程和麻省理工學

院開放課程項目為例，中洲大學學報，28 卷 4 期，頁 76-78，2011 年 8 月。 
352

 唐燕兒、劉召山，MIT OCW 項目和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理念與運行機制比較，前註 336，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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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費來源不同：國外的開放式課程建設經費來源除了學校預算撥編之外，外來

的經費支持多來自基金會、非營利組織，或其他各種私人和企業的自願捐款，或

是技術公司協助技術的合作等等，即主要集中在捐款模式、贊助者模式以及機構

模式；而國家精品課程除了學校需編列固定預算建設之外，其他皆由政府經費支

持，且即使在學校編列預算方面亦是因政府政策強制主導，並非學校自願編列，

採政府模式和機構模式。 

(2)評選方式不同：由於國家精品課程是政府由上而下的主導，在課程評選方式上

亦非僅限於校內，而是有統一的評選機制，區分校、省、國家三級層層向上評選，

並制定詳盡的評選標準；國外的開放式課程則多由校內的教師自行做課程發布前

品質及內容正確性的把關，並區分成由學校成立評定小組統一評選（校內的由上

而下）以及由教師們及使用者之間共同協作、評論、修改等等（校內的由下而上）

兩種方式。 

4.著作權授權方式不同：關於國家精品課程著作權的部分下文將會另外做說明，

總結而言是國家精品課程未採用創用 CC 的授權方式；而本文研究範圍內的國外

開放式課程皆以創用 CC 做著作權的授權。 

5.技術資源的不同：國外開放式課程的發布、平台和技術皆由學校統一安排專家

或合作企業協助；國家精品課程則由教師們自行建設網站，教師們需先自行摸索

如何使用教學管理系統和課程發布平台等技術，目前尚未有統一的技術協助和支

持。 

 表 14 中國國家精品課與國外開放式課程相異點比較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中國國家精品課程 國外開放式課程 

理念範圍 國內高等教育的質量改

革 

全球共享，人人有受教機

會 

使用範圍 重點侷限在國內高教師

生 

全世界的人 

推行機制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經費來源 政府模式和機構模式 捐款模式、贊助者模式以

及機構模式 

評選方式 統一的評選機制，區分 校內的教師自行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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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省、國家三級層層向

上評選，並制定詳盡的評

選標準 

發布前品質及內容正確

性的把關 

著作權授權方式 未採用創用 CC 的授權，

在行政命令中表示依協

議開放 

創用 CC 授權 

技術資源 未有統一的技術協助和

支持。 

發布、平台和技術由學校

統一安排專家或合作企

業協助 

6.小結 

  其實上述中國國家精品課程與外國開放式課程的種種不同，都可歸結在一個

最大的不同之下，即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是由政府強勢主導，甚至連非政府

政策範圍的 CORE 都是要經教育部許可才可設立，再對照前述中國開放教育資源

發展概況中，個人和機構其實對於開放教育資源這個概念都不甚了解的情形可知，

這種由上而下的推行方式，並不能讓知識交流共享的理念真正的為大眾了解和接

納，變成只是學校在應付政府的績效要求。 

  而精品課程的評選還有一套嚴格標準為依據，雖然可讓課程呈現形式和水平

統一，但發展到後來課程的建設卻淪為只為符合標準的形式化作業，只要有附上

標準規定中所要求的項目教師們和學校就覺得已經完成；而教師也不能經由創作、

發表，與其他教師們討論、交流和修改的過程，學習內容及教學方式的改善。 

  此外亦可發現，中國的開放教育資源種類很少，目前可說只停留在開放式課

程此類別，這樣的情形也和政府主導有密切關係，因為政府推行的類型是開放式

課程，而民間又尚未有開放教育資源理念的自覺，種類自然也就只停留在此； 

  在對開放教育資源的概念不了解，且教育部又直接以命令規範著作權授權方

式的情況下，更不用期待中國教育界和一般人民會知道且了解創用 CC這項著作權

授權方式。 

  沒有統一的技術協助則使教師們創作的技術進入門檻高，有許多人會望之卻

步，呈現出來的作品也可能因為技術不佳而品質連帶受損，或者各個資源之間技

術不相容而無法一起使用，削弱開放教育資源鼓勵改作的精神。 

  前述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等校自主的加入 iTunes U似乎代表中國開放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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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行，有從政府的控制中鬆綁的跡象，不過由於加入學校極少，且加入學校的

參與程度也還沒有很高的情況下，是否真能扭轉由上而下的推行機制仍有待觀

察。 

（三）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的著作權議題 

  中國開放教育資源著作權議題方面，CORE 的部分作為一個資源翻譯和統合

的平台，除了網站本身是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之外，課程部分則是要回到各

門課程本身看它的授權為何；而常為研究者所討論的則是精品課程著作權授權的

部分353。 

  精品課程的著作權處理方式如下：國家精品課程依《國家精品課程建設工作

實施辦法》的規定，課程的著作權利依職務著作的規定；而內容上的著作權利釐

清是由學校和教師們擔保不侵權；在對外授權方面則在獲選國家精品課程後當然

的授權全國高等教育學校非商業性使用權利，向全國高校免費開放354；國家精品

開放課程依《教育部關於國家精品開放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教高[2011]8 號355）

則模糊的表示是「以協議形式明確課程建設各方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以保

證國家精品開放課程持續建設和共享」；以及依《精品資源共享課建設工作實施方

法》的通知（教高廳[2012]2 號356），在延續國家精品課程的精品資源共享課方面，

課程著作權利一樣依職務著作規定，而著作內容方面亦由課程提交遴選者擔保不

侵權；對外授權方面則與國家精品課程規範的用語不同，在此通知中表示要依據

「有關協定獨家許可」國家精品開放課程透過網路免費分享。 

  對照前述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中，個人和機構在使用資源時最擔心的

問題之一都是害怕侵害著作權，本文認為與國際潮流採取不同的著作權授權方式

即是主因，綜合而言中國的開放教育資源授權條件皆相當模糊，究竟何為協議、

協議中有那些條件，都沒有任何明確的規範，基本上就是單憑教育部所發的命令

而奠定凡是提交並獲選的精品課程就是要讓大眾免費使用，除了授權模糊之外，

                                                 
353

 可參考唐燕兒、劉召山，MIT OCW 項目和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理念與運行機制比較，前註 336，

第 58 頁；焦建利，國家精品課程與國外開放式課件的比較，前註 351，第 71 頁；韓雪，淺議開

放教育資源著作權保護相關問題，中國科技資源導刊，42 卷 2 期，頁 43，2010 年 3 月。 
354

 可參考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001/200507/9375.html四、

知識產權管理（最後瀏覽日：2013/06/04）。 
355

 中國教育部，註 337。 
356

 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印發《精品資源分享課建設工作實施辦法》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206/xxgk_137250.html（最後瀏覽

日：2013/06/04）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001/200507/9375.htm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206/xxgk_137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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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向全國高校免費開放」、「在授予國家精品課程的榮譽稱號期間內」開放

等條件，皆令人質疑並非全面、無限期的對外免費開放授權，會不會是只限於大

專院校使用？會不會在被廢止國家精品課程的稱號後就不能再免費使用？若如此，

則不符合開放教育資源的條件和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入 iTunes U 的課程方面，本文也沒有看到任何著作權授權

相關資訊，只有在點選課程後會看到價格項目呈現「免費」的字眼，可見即使是

與國際平台接軌的課程，在著作權授權條件方面也是相當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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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5 中國開放教育資源著作權規範統整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依據 規範 

CORE 組織自訂、各門課程自

訂 

網站：創用 CC 姓名標示 

課程：各門課自訂 

國家精品課程 《國家精品課程建設

工作實施辦法》 

課程權利：依職務著作 

涉第三人內容：學校或教師自行擔保 

對外授權：獲選者免費開放高校師生非商

業性利用 

國家精品開放

課程 

視頻公

開課 

《教育部關於國家精

品開放課程建設的實

施意見》 

以協議方式規範權利義務，並確保資源共

享 

資源共

享課 

《教育部關於國家精

品開放課程建設的實

施意見》及《精品資源

共享課建設工作實施

方法》 

課程權利：依職務著作 

涉第三人內容：學校或教師自行擔保 

對外授權：依有關協議獨家許可網路上免

費分享 

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的

iTunes U 課程 

iTunes U 的價格項目 僅呈現「免費」，其他條件不明 

四、結論 

  中國新一輪的國家精品開放課程計畫雖然開始改善原本國家精品課程的一些

缺失，但總結而言整個中國開放教育資源推行方式的主軸未變，仍是由政府由上

而下主導，如果要讓開放教育資源的理念真正為中國人民了解和接受，勢必不能

再依靠政府的介入，而要由教育機構或各種非營利組織自發性的來從事開放教育

資源的建設；另一個中國開放教育資源推行的主要問題，即著作權議題方面，本

文則認為中國若可跟隨世界趨勢採用創用 CC 的授權方式，不但可釐清開放教育

資源的著作權授權，減輕使用者侵權的恐懼，亦可更加與國際開放教育資源推行

的潮流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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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壹、政府政策 

台灣並沒有直接明確的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立法和政策，而是以鼓勵數位教學、

建置資源分享平台，和推廣創作分享和創用 CC 等等字眼散見於全國、中小學和

高等教育的各個白皮書、報告和計畫書中，間接產生開放教育資源的成果。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357中有關網路時代的學習衝擊提到：「在高等教育方

面，如何讓更多的課程與教材及研究成果上網，增加線上公共使用率（public 

access），促進全球的知識流通，更是許多先進國家透過網路科技改善教育的重要

趨勢」；並在提升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教育方案中提出具體措施：「獎勵資訊科技

與媒體素養教材教法之研發；建構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教學資源分享平台，提升

學習品質；以及鼓勵運用數位學習發展教學資源並建立分享機制，提升教師資訊

科技與媒體素養」。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2011》358中提到：「自 2006 年起已針

對數位教學資源授權相關政策及法律問題成立計畫，進行使用者問題處理並導入

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推廣創作分享觀念，帶動國內落實與活用著作權

精神。」以及「行動方案 28」中說明要「推廣創用 CC 授權機制，建立公共授權

機制及辦理宣導活動與制訂獎勵方案，以鼓勵師生採用創用 CC 公共授權機制。」 

2012 年 4 月的《教育部一百年度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視導報告》359中關於

「資訊教育推動成效」 中提到：「本部持續推動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偏遠地

區及弱勢族群的公平數位教育機會；以及網路基礎環境建設與營運等措施，期使

加強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強化教師善用資訊科技創新教學模式，

以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增進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增進學習與生活能力、促進數位機

會均等。」在同份報告中可看到訪視項目包括「教學及應用推廣」，內容為「教師

                                                 
357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http://140.111.34.34/docdb/files/dma7db04060c043a0aa.pdf（最後瀏覽

日：2013/06/20）。 
358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2011》，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54137/97.08%E6%95%99%E8%82%B2%E9%83%A8%E4

%B8%AD%E5%B0%8F%E5%AD%B8%E8%B3%87%E8%A8%8A%E6%95%99%E8%82%B2%E7

%99%BD%E7%9A%AE%E6%9B%B8.pdf（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59

 《教育部一百年度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視導報告》，

http://140.111.34.54/files/bulletin/B0055/100%E5%B9%B4%E7%B5%B1%E5%90%88%E8%A6%96

%E5%B0%8E%E5%A0%B1%E5%91%8A0418_%E6%9C%80%E5%BE%8C%E5%AE%9A%E7%A

8%BF%E7%89%88%E6%9C%AC_.pdf（最後瀏覽日：2013/06/20）。 

http://140.111.34.34/docdb/files/dma7db04060c043a0aa.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54137/97.08%E6%95%99%E8%82%B2%E9%83%A8%E4%B8%AD%E5%B0%8F%E5%AD%B8%E8%B3%87%E8%A8%8A%E6%95%99%E8%82%B2%E7%99%BD%E7%9A%AE%E6%9B%B8.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54137/97.08%E6%95%99%E8%82%B2%E9%83%A8%E4%B8%AD%E5%B0%8F%E5%AD%B8%E8%B3%87%E8%A8%8A%E6%95%99%E8%82%B2%E7%99%BD%E7%9A%AE%E6%9B%B8.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54137/97.08%E6%95%99%E8%82%B2%E9%83%A8%E4%B8%AD%E5%B0%8F%E5%AD%B8%E8%B3%87%E8%A8%8A%E6%95%99%E8%82%B2%E7%99%BD%E7%9A%AE%E6%9B%B8.pdf
http://140.111.34.54/files/bulletin/B0055/100%E5%B9%B4%E7%B5%B1%E5%90%88%E8%A6%96%E5%B0%8E%E5%A0%B1%E5%91%8A0418_%E6%9C%80%E5%BE%8C%E5%AE%9A%E7%A8%BF%E7%89%88%E6%9C%AC_.pdf
http://140.111.34.54/files/bulletin/B0055/100%E5%B9%B4%E7%B5%B1%E5%90%88%E8%A6%96%E5%B0%8E%E5%A0%B1%E5%91%8A0418_%E6%9C%80%E5%BE%8C%E5%AE%9A%E7%A8%BF%E7%89%88%E6%9C%AC_.pdf
http://140.111.34.54/files/bulletin/B0055/100%E5%B9%B4%E7%B5%B1%E5%90%88%E8%A6%96%E5%B0%8E%E5%A0%B1%E5%91%8A0418_%E6%9C%80%E5%BE%8C%E5%AE%9A%E7%A8%BF%E7%89%88%E6%9C%AC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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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比例、資訊應用研習人數比例、實施資訊融入教學資源

已上傳至本部教學資源網之比例及教學資源使用情形……」 

《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360中提及「為提供各大學更充分的通識教

育資源，並催化通識教育氛圍以提高學校、教師、學生及社會大眾對通識教育之

認識、了解及關注，推動『通識教育資源平台建構與永續發展計畫』」；並鼓勵「建

立教學資源共享平台，有效整合高等教育資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

分項計畫--子計畫二：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的成果報告361中提到：「依

據 4 月 26 日「行政院 NICI 小組第 82 次工作會議」會議記要決議，成立創用

CC 輔導團隊，其目的為協助先導機構（如教材類--教育部的教學資源相關網站、

典藏藝術類--文建會的國美館、政府資訊類--研考會的 OPEN 網站和智慧局網站）

推動公眾授權觀念之推廣與宣導」，以及「執行 CC 輔導團隊計畫，以四個先導

機構（如教育部、文建會的國美館、研考會的 OPEN 網站及智慧財產局）為示範

案例，協助導入創用先進行試作 CC 之公眾授權機制，產生擴散至其他政府組織

或非政府創作人樂於在適當情況下，使用創用 CC 授權之效應。」 

 

貳、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發展實際案例 

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實際案例，本文將之整理為政府、學校、非營利組

織及個人四種分類來依序說明。 

一、 政府 

（一）國科會高瞻自然科學教育資源平台362
 

  國科會委由台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CASE)建置國科會高瞻自然科學教育資

源平台(The Platform of High-Scope Program)，主要是想改變由上而下的教學方式，

轉為由下而上更彈性、創新的去發展各種教學方法，以及藉由大學提供的知識和

                                                 
360

 《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44735/%E9%99%84%E4%BB%B6-2%E7%AC%AC%E4%

BA%8C%E6%9C%9F%E7%8D%8E%E5%8B%B5%E5%A4%A7%E5%AD%B8%E6%95%99%E5%

AD%B8%E5%8D%93%E8%B6%8A%E8%A8%88%E7%95%AB980312-.pdf（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361

 「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子計畫二：產業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畫」

成果報告，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77972/1/952422H002033.pdf（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362

 國科會高瞻自然科學教育資源平台，http://case.ntu.edu.tw/hs/wordpress/（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44735/%E9%99%84%E4%BB%B6-2%E7%AC%AC%E4%BA%8C%E6%9C%9F%E7%8D%8E%E5%8B%B5%E5%A4%A7%E5%AD%B8%E6%95%99%E5%AD%B8%E5%8D%93%E8%B6%8A%E8%A8%88%E7%95%AB980312-.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44735/%E9%99%84%E4%BB%B6-2%E7%AC%AC%E4%BA%8C%E6%9C%9F%E7%8D%8E%E5%8B%B5%E5%A4%A7%E5%AD%B8%E6%95%99%E5%AD%B8%E5%8D%93%E8%B6%8A%E8%A8%88%E7%95%AB980312-.pdf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44735/%E9%99%84%E4%BB%B6-2%E7%AC%AC%E4%BA%8C%E6%9C%9F%E7%8D%8E%E5%8B%B5%E5%A4%A7%E5%AD%B8%E6%95%99%E5%AD%B8%E5%8D%93%E8%B6%8A%E8%A8%88%E7%95%AB980312-.pdf
http://ntur.lib.ntu.edu.tw/bitstream/246246/77972/1/952422H002033.pdf
http://case.ntu.edu.tw/hs/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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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等資源與中學合作，提升學生對科學和科技的興趣、更有效率的學習，並培

養創新精神和科學能力；除了蒐集外來的科學新知之外，還有網站參與者撰寫的

文章，以文章點閱率排行第一名的文章<塑化劑–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 Esters, 

PAEs）>為例，是由北一女中的同學撰寫，北一女中的教師修改，再由師大化學

系的教授責任編輯後發表於網站上，另外也有大學生、碩士生、中研院研究員，

或者中學教師等等不同層級作者的文章。該平台自 2008 年使用至今已累積超過一

百七十萬使用人次。 

  該網站的授權除另有標明外，皆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授權釋出；而在財務存續方面是由國科會的研究計畫經費支持，屬於政府模式。 

（二）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363
 

  有鑑於教師製作教材或備課時，常會透過網路找尋資源，然而可能遭遇搜尋

到的資料可能不適合、品質不佳、著作權疑慮，或者需要註冊為平台會員才能夠

使用等等問題，因此教育部建立了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目前已蒐集來自中小學

及大專院校約二十萬筆的教材資源，除了整合國內數位教學資源，方便教師們作

為使用者的搜尋和蒐藏喜歡的教材之外，教師們同時也可以是創作者，在此平台

上傳想與大家分享的教材，而其他教師透過這些教材創作的使用投入新的創意，

再生產出新的教材，形成一個教師社群互動網絡的良性循環。 

該平台的資源類型豐富，包括投影片、文字檔、影音、學習單、習題等等。

著作權方面，此平台允許上傳教材者創用 CC 六種條款，加上完整保留著作權和

公共領域八種當中自行選擇，不過願意上傳檔案分享的教師多半是採較開放、樂

於分享的態度，因此多是採用創用 CC 授權釋出；而經費方面，教材的製作和維

持是由各個創作者自行負擔，教育部則是負責整個平台經營的經費，屬於貢獻者

付費模式和政府模式。 

（三）教育部六大學習網364
 

  該網站統合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生命教育、人文藝術、科學教育和健康醫

學六大學習網的入口網站，該六大學習網之中大多是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的學習

資源和教材，且不僅針對中小學，亦含括大專院校及一般民眾可適用的資源，而

類型也包含了各種文字檔、投影片、動畫、影音等等，不過若實際使用網站後會

                                                 
363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https://isp.moe.edu.tw/index.jsp（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64

 教育部六大學習網，https://learning.edu.tw/wp_sixnet/（最後瀏覽日：2013/06/20）。  

https://isp.moe.edu.tw/index.jsp
https://learning.edu.tw/wp_sixnet/


開放教育資源之理論與實踐  第六章 各國開放教育資源發展概況與實例 

152 

 

發現其內容其實並不夠豐富；經費方面屬於政府模式。 

（四）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365
 

  該網站為教育部為提升教師評量品質並照顧弱勢學生，委託國立教育資料館

製作國中數學、自然與英語教學多媒體 170 個單元，同時招集各縣市研發國中基

測五科學習資源手冊及評量題庫，完成「國中學習資源網」建置。 

  該網站包含國中國文、數學、自然、英語、社會等五科題庫，可供教師評量

參考，而各科的學習手冊則提供重要概念、重點整理、延伸教材，以及教學多媒

體、教學網等學習資源連結等等，供學生課餘自學之用閱讀，並提供討論區和自

動組題功能，建立老師及學生的互動平臺。 

  在授權方面，該網站內容多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且大多採用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條款；經費方面則由教育部負責，屬政府模式。 

二、學校 

（一）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366
 

  開啟台灣開放式課程風潮的交通大學，於 2007 年 4 月加入全球的開放式課程

聯盟，接著在 2007 年底政治大學、成功大學、長榮大學等學校亦陸續加入該聯盟，

開放式課程的趨勢漸漸在台灣成形，且有鑑於全球的開放教育資源多為英語的資

源，並為響應世界推行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風潮，交大在 2008 年初開始帶頭召集

各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成立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並於 2008 年 12 月 24 日正式成

立「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pen Courseware Consortium, 以下簡稱

TOCWC)；成員目前包括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東吳大學、國立東華大學、長榮大學、南台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輔仁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靜宜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華大學、國立宜蘭大學等共

28 所大專校院367。 

                                                 
365

 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http://siro.moe.edu.tw/fip/index.php?n=0&m=0（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366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http://www.tocwc.org.tw/index.php（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67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聯盟說明，http://www.tocwc.org.tw/portal_g7.php?button_num=g7（最後

瀏覽日：2013/06/20）。 

http://siro.moe.edu.tw/fip/index.php?n=0&m=0
http://www.tocwc.org.tw/index.php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g7.php?button_num=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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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聯盟的各校在課程內容的提供方面，是以分工合作、各自發展某些擅長

領域，再透過平台相互交流分享的方式，例如專長領域在理工學院的交通大學負

責推動理學院基礎學科課程；而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則專職於通識教育課程；教

育領域相關的台灣師範大學則提供保存知識的概念典藏經典課程；而海洋大學、

台灣科大、中山大學等學校，亦以其學校特色課程為基礎，推動具有該校特色之

開放式課程368；這種並非以資金上的合作作為參與聯盟的報酬，而是以自身專長

知識領域相互交流分享，作為參與聯盟的回饋，即是 Dholakia 在開放教育資源存

續性模式分類當中夥伴模式(partnership model)的最佳例子。 

  在授權方面，聯盟的資源皆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的授

權條款釋出369；而在資金挹注方面，TOCWC 採取相當多元的模式，除了參與的

成員需繳交會費之外，亦包括尋求外來的贊助、企業的合作支持，以及尋求各方

人士的小額捐款370，混和了會員模式、捐款模式、贊助者模式、以及自願者支持

模式，此外開放式課程聯盟也有向政府申請補助371，因此亦採政府模式。 

（二）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372
 

  交通大學是台灣第一所加入世界開放式課程聯盟的學校，亦帶頭推動台灣高

等教育開放式課程的發展 。交大在 2007年 6月發表其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NCTU 

Open CourseWare)，至 2012 年已發布了 127 門課程（涵蓋 103 門全影音課程），

其內容力求可比照正統課程模式，提供較完整的課程內容，包含課程綱要、課程

目標、課程影音等373。 

  在授權方面，其內容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釋

出374；在資金方面，2005 年國家教育政策啟動「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368

 同前註，此外在聯盟成員名單中亦詳列各校特色，可參考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聯盟成員，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i8_cnt.php?button_num=i8&folder_id=1（最後瀏覽日：2013/06/20）。，

亦可參考李海碩，開放式課程在台灣，前註 97，第 58 頁。 
369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授權條款，http://www.tocwc.org.tw/portal_m2.php?button_num=m2（最

後瀏覽日：2013/06/20）。  
370

 可參考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章程第二章第七條，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g4.php?button_num=g4（最後瀏覽日：2013/06/20）。，以及台灣開

放式課程聯盟聯盟捐款，http://www.tocwc.org.tw/portal_g3.php?button_num=g3（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371

 2013/03/26 個人通訊。 
372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http://ocw.nctu.edu.tw/index.php（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73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開放式課程介紹，http://ocw.nctu.edu.tw/about.php?nid=4（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374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版權聲明，http://ocw.nctu.edu.tw/about.php?nid=6（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i8_cnt.php?button_num=i8&folder_id=1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m2.php?button_num=m2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g4.php?button_num=g4
http://www.tocwc.org.tw/portal_g3.php?button_num=g3
http://ocw.nctu.edu.tw/index.php
http://ocw.nctu.edu.tw/about.php?nid=4
http://ocw.nctu.edu.tw/about.php?n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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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課程是交大爭取該筆預算的提案之一，使得交大因此有一筆額外的校務預

算可用於開放式課程的發展375，介於機構模式和政府模式之間，此外其亦在網站

上尋求自願小額捐款，混合了自願者支持模式376。 

（三）台灣大學 

除了帶頭的交通大學之外，另一個在開放教育資源方面也越做越完善的是台

灣大學，目前台大相關的開放教育資源平台可分為三個，一個是該校本身的開放

式課程網站377，已有兩百多門該校課程，另一個是台灣通識網378，前面說過在開

放式課程聯盟中各校會提供自己的重點特色，而台大在聯盟中所彰顯的特色即是

在通識課程方面，它扮演統合各校通識課程的角色，建置並管理台灣通識網，而

雖然各校開放式課程網站所有人都能夠自由使用，但這個網站精選出通識的課程，

又更適合一般大眾使用，最後一個則是台大在 youtube 上的專屬頻道379，是從前

述台大開放式課程網站中挑選出文史哲相關課程放在該頻道上，且著重華人特色

課程，能夠更清楚、明確、廣泛地向世界分享資源，與國際開放教育資源潮流接

軌；最後值得一提的則是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參、介紹的「大規模網路免費公開課

程」平台 Coursera 也找上台大合作，台大預計在 2013 年 8 月於該平台推出五門

線上免費課程380。 

 經費方面和交大一樣由教育部補助預算，屬政府模式和機構模式，此外在台

大開放式課程網站頁面上可看到381，台大表示，每門課投入的成本 (含資本支出、

業務費、人事費、及教師獎助金) 約 18 萬元，但教育部一門課的補助金額 只有

15 萬元，以 101 年度上線 59 門課程估算，一年尚有 177 萬的資金缺口，需以

募款方式補足，因此也有自願者支持模式。授權方面，台大自己的開放式課程是

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授權釋出，至於台灣通識網則是讓上

傳教師自行在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和創用 CC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禁止改作兩種條款中做選擇382。 

                                                 
375

 李海碩，開放式課程在台灣，前註 97，第 38-39 頁。 
376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募款說明，http://ocw.nctu.edu.tw/support.php（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77

 台大開放式課程，http://ocw.aca.ntu.edu.tw/ntu-ocw/（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78

 台灣通識網，http://get.aca.ntu.edu.tw/（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79

 台灣大學課程頻道，http://www.youtube.com/user/ntucourses（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80

 鄭語謙，台大線上課程全世界都修得到，聯合報，2013 年 3 月 4 日，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443717（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81

 台大開放式課程，歡迎捐款，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donate（最後瀏覽

日：2013/06/20）。 
382

 鄭語謙，台大線上課程全世界都修得到，前註 380。  

http://ocw.nctu.edu.tw/support.php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http://get.aca.ntu.edu.tw/
http://www.youtube.com/user/ntucourses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443717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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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學校的非營利組織--開放式課程計畫 

開放式課程計畫(Opensource Opencourseware Prototype System,以下簡稱 

OOPS)是奇幻基金會執行的一個計畫，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是由《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Trilogy）中文版譯者朱學恒捐出版稅一千萬新台幣所成立的，其主要

宗旨為鼓勵創意及知識分享，而 OOPS 的理想則是希望運用開放原始碼運動的理

念，透過自願者的集結、分享、交流，以及無償地貢獻，讓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

知識383，主要任務是將外國（主要為美國）各大學的開放式課程譯為中文版本。 

OOPS 僅有三名支薪工作人員，基金會董事長、執行長和董事皆是不支薪的

義務工作，即使是支薪的人員，都是領低於應得薪資的薪水，翻譯工作是靠來自

十四個國家和區域，超過七百人以上的志工群自願完成，目前整個計畫在執行面

上幾乎是以零預算的方式執行，所有的翻譯、校對、網頁架設都是由義工自發性

的參與384，屬於基金模式與自願者支持模式，附帶一提的是在 2006 年時 OOPS

曾獲得 the Hewlett Foundation 兩年十萬美元的贊助，因此亦屬捐款模式385；授權

方面則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授權釋出。 

不過本文發現 2009 年後已幾乎不見完整的課程翻譯，大多數為美國名校邀請

名人所做的畢業演講以及 TED 演講的翻譯386，本文認為這與完整課程的翻譯在時

間、語言和專業能力上的進入門檻過高，而相對的主題式、精簡的演講則較容易

翻譯，因而有這樣的情況，不過也因此使得此計畫原先的設定的任務執行的支離

破碎，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開放式課程翻譯網站，這也凸顯了依靠無償志工協助

仍有計畫存續性可否維持的問題。 

四、個人 

（一）小風英文教室 

  小風英文教室( Aweather’s English Club )是一個成立尚未滿一年的英文學習

網站，提供台灣人國中程度的英文學習教材。創辦人小風有感於出國留學時上拍

賣網站購物，找不到台灣賣家而只能向香港賣家購買，推測多半是因為台灣人英

                                                 
383

 開放式課程計畫，http://www.myoops.org/twocw/index.htm（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84

 開放式課程計畫，OOPS 是什麼，http://www.myoops.org/twocw/Global/oops/AboutOOPS.htm（最

後瀏覽日：2013/06/20）。 
385

 朱學恆，工友的話，http://www.myoops.org/twocw/Global/oops/epaper/20061116.htm（最後瀏覽

日：2013/06/20）。 
386

 可參考該網站內容，My OOPS 開放式課程，http://www2.myoops.org/main.php（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http://www.myoops.org/twocw/index.htm
http://www.myoops.org/twocw/Global/oops/AboutOOPS.htm
http://www.myoops.org/twocw/Global/oops/epaper/20061116.htm
http://www2.myoops.org/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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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力不及香港人而無法使用該平台，因此想要建立一個英文學習的網站；雖然

網路上已經有不少英文學習資源，但創辦人發現該類資源都是零散的，或者要再

進一步使用就要收費，所以他想要建立一個真正完整和免費的英文學習網387。 

  該網站提供有體系的完整課程內容和教材，除了錄製教學內容並搭配投影片

之外，更特別的是提供每週一錄製時的直播，如果學習者是收看直播還可使用語

音系統或聊天室直接和教學者互動與問答；投影片本身可以單獨下載。目前已經

累積長達五十小時的教學影片及超過五百頁的投影片，下一步是想要發展可以根

據使用者喜好配置的單字書。 

  在授權方面，該網站所有教材都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釋出；

財務方面，站長小風表示，雖然免費提供資源並不會有任何收入，但同時除了自

己花錢購買直播軟體之外，其實也沒有任何支出，甚至直播網站、官網架設都是

利用免費網路服務的；參與的所有志願者都是不支薪的，由大家自願幫忙，而他

自己製作這些教材也是出自於個人理想與興趣；目前並沒有特別打算用什麼方式

募集資金388。 

（二）BioTOP 點子工作室 

  這個網站聚集了一群中學生物老師，理念是「在有趣的生物(Bio)教學領域中 

形成任務導向夥伴關係(Task-Oriented Partnership)的專業成長社群」，利用網誌分

享各種教學方式、課堂活動、心得，以及生物的知識；該網站以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授權釋出389，而資金方面目前網站的經營是由教師們

自願、無償的貢獻，並沒有任何的資金支援390。 

（三）科學影像( Scimage ) 

  該網站主要是蒐集 YouTube 上科學新知相關短片，再配上由該網站自行撰寫

的中文文字說明，另外也蒐集了演講和實驗等資料，其目的在建立一個科學分享

平台，讓有興趣的人都能夠在這裡獲得各種科學的知識；該網站在授權方面沒有

                                                 
387

 A Weather’s English Club—About，http://aweathersenglishclub.wordpress.com/about/（最後瀏覽日：

2013/06/20）。 
388

 2013/03/28 個人通訊。另外站長小風亦表示，若是台灣每個有能力的人稍稍微付出一點，其實

應該可以很容易建立更多公益開放教育資源，讓台灣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而成立此網站也是希

望大家可以藉此了解一己之力比想像中還要來得更大，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人做出更多高品質

的內容。 
389

 BioTOP 點子工作室，http://biotop-pikawan.blogspot.tw/（最後瀏覽日：2013/06/20）。  
390

 2013/05/31 個人通訊。 

http://aweathersenglishclub.wordpress.com/about/
http://biotop-pikawan.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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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創用 CC 授權，而是在網站上表明「歡迎把喜歡的影片跟說明帶走，讓科學

的樂趣能被分享，沒有任何授權的問題」，不過由於 YouTube 影片部分並非該網

站的著作，大多另有著作權人的權利保留，因此應該僅有該網站自行撰寫的說明

部分比較沒有著作權問題，可自由使用391。 

 

參、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發展評析 

本文將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發展的檢討分為三個面向來做分析：政府政策、高

等教育機構、非學校的非營利組織與個人。 

一、政府政策 

我國政府政策的問題包括缺乏直接、明確且完善的開放教育資源政策、開放

教育資源推行只是達成績效的手段，以及資源網站零散不統一。 

本文發現我國政府對於開放教育資源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政策，無論是白皮書、

計劃書，或報告等都沒有明確指出開放教育資源的字眼，尤其在針對中小學的教

育部統合視導報告當中可發現，開放教育資源只是為達成教育部對於資訊教育推

動以及教學與應用推廣這兩項績效評估，我國政府似乎是把「新興資訊科技的使

用」當作是目的，開放教育資源只是達成新科技用於教學的手段，也使得中小學

在推行創用 CC 和數位教材分享時，往往只是為了配合教育部資訊科技應用於教

學的政策，並非真正了解和認同知識開放分享的理念，然而對於開放教育資源的

推行而言，我們想追求的卻是完全相反的目標，應該要將開放教育資源作為目的，

新興的資訊科技和創用 CC 這項法律授權工具才是輔助資源去做開放的手段，教

育品質和學習效益的提升不是只靠科技的進步，而是要如何利用科技的進步來追

求知識分享的教育本質。 

在實際案例當中介紹了幾個教育部主導的開放教育資源網站，其實除了教育

部之外，各縣市政府也有在建設自己的教育資源網，然而再回到政策介紹部分來

看可發現，教育部之所以建置這些網站，其實是為配合行政院 NICI 小組第 82 次

工作會議，要求教育部擔任創用 CC 的示範機構，更一步證實教育部也不是因為

真正理解且認同開放教育資源而納入政策之中，若再加上前面所說的統合視導績

效，整個政策的執行變成各縣市中小學教師為了配合考核、達成績效，被迫每個

月要上傳一些教案，以達成資訊科技教學和創用 CC 示範的目標，而非自願實踐

                                                 
391

 科學影像 Scimage，http://scimage-tw.blogspot.tw/（最後瀏覽日：2013/06/20）。 

http://scimage-tw.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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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育資源的理念，無法形成一個樂意分享、回饋、交流、改作及再利用的良

性循環。 

最後則是平台沒有整合的問題，從前面介紹可發現教育部針對中小學開放教

育資源部分，已有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六大學習網，和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

若再加上各縣市教育局自己建設的網站，就更加的混亂，本文建議教育部和各地

方教育局針對政府主導的教學資源網站，要重新統一整合成單一入口平台，資源

才能夠集結，而數量越大越能夠達到本文在第四章經濟議題所談的「關鍵多數」，

以吸引其他創作者上傳教材，且對使用者而言，混亂重複的平台絕對是阻礙使用

的關鍵，唯有統整、清楚明瞭的網站才能降低使用意願和能力的門檻。 

附帶一提的是在 2013 年年初教育部又宣布將推出 MOOCs 磨課師計畫，磨課

師計畫是教育部數位學習計畫的一環，除了中小學教室無線網路覆蓋率預計在二

○一七年達到九成五之外，還要推動大學「磨課師（MOOCs）計畫」，提供線上

課程，建立華語文數位課程品牌392。這項最新的政策又可發現本文上述所說的問

題，教育部仍然是以推動數位學習而不是開放教育資源的理念為目標，此外目前

各大學已推出自己的開放式課程，這個磨課師和原本的開放式課程會不會也產生

平台重複的情形，最後則是反觀 MOOCs 的概念和運作在開放教育資源發展蓬勃

的美國都還只是剛起步的計畫，無論財務模式和授權方式都尚有本文在第三章所

說的一些不確定性，台灣是否能夠推行成功本文亦深具疑慮。 

二、高等教育機構 

相較於前面所說中小學的開放教育資源有高度政府介入的成分，我國高等教

育的開放教育資源推行，就幾乎完全由各校及開放式課程聯盟自行主導，政府主

要是在預算上間接的協助，且政府的預算也不是直接指定學校要拿來做開放教育

資源，而只是將「建立資源共享平台」作為一個可以申請額外補助的項目；本文

認為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的開放教育資源推行，算是台灣開放教育資源發展較完整

也有成效的部分，例如交大、師大和台大的開放式課程網站都提供許多完整的開

放式課程，包括影音檔、大綱、講義，有些還會附上參考資料和習題，使用率也

都很高；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拉起各校之間交流的橋樑，讓各校依據該校特色提

供開放教育資源，可以發揮所長、交流分享，並提高每一門課程的品質和專業度；

                                                 
392

 陳智華，「磨課師」線上教程 明年底推百門課，聯合報，2013 年 2 月 8

日，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440752（最後瀏覽日：2013/06/07）。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44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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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 Youtube 和 Couresa 都積極找台大參與它們的平台，也顯示我國高等教育的

開放式課程正逐步向全世界呈現，與國際接軌。 

唯本文認為我國大學的開放教育資源仍有待改善之處，一個是提供資源的對

象，開放教育資源的終極目的，是希望藉由教育資源的開放讓無論有沒有來過學

校的所有人民，都能在想要學習知識的時候有學習的機會和管道，因此我國大學

的開放教育資源推行應再朝供大眾使用的方向邁進，雖然現有的開放式課程在科

技使用門檻和法律授權方面是可以達到這點，不過在課程內容難易度方面或許可

以做一個整理，將研究所和大學部的課程區分，而大學部課程又再將基礎導論與

進階的課程區分，針對大學部的基礎導論課程集結在一起，就可鎖定想自我進修

的一般民眾使用，台大通識網其實是個很好的例子，在該網站上放置的是比較通

俗、容易學習，且一般人會比較感興趣的通識課程，就是想扭轉一般開放式課程

使用者仍有許多是在學學生的情形；而前面說到教育部在今年年初宣布將推出的

MOOCs 磨課師計畫，也將讓各大學除了在學學生之外，亦針對一般民眾設計的

小單元 (約五到十分鐘)分段課程，配合即時線上討論與回饋、線上同儕合作學習

與討論、虛擬線上實驗，並有線上練習與評量393。 

另一個則是資源的種類，現在各大學提供的教育資源清一色都是以影音為主

的開放式課程，雖然這種以影音為主並搭配完整教學講義的資源，可以真實呈現

實際到課堂上課的感覺，但若從教師們再利用的角度來看，這種完整影音課程其

實並不容易再改做和整合至自己的教材之中，而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必須

花時間坐在電腦前把每一堂課完整看完，才能夠得到其中的知識，但像美國的

Connexions 提供的零件式資源就比較容易可以運用在課堂的教案，或者提供開放

授權的文章和教科書，就可讓想要自行閱讀完整內容的人也有機會利用。 

三、非學校的非營利組織與個人 

相較於美國在開放教育資源領域蓬勃發展的非營利組織，台灣目前鮮少有非

營利組織自行發起開放教育資源平台建置，本文介紹的幾個由非營利組織或個人

自行建置的開放教育資源平台，都是依靠建置者無償志願的付出才得以維繫，其

中 BioTop 除了中學生物相關知識外，最重要的是教師們上課方式和心得的交流分

享，也是少見的以教學型使用者為對象的平台；而小風英語教室則是配合在地化

需求、完全自製、資源內容完整包含影片和講義的示範；不過整體而言除了小風

                                                 
39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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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室之外，這些網站所提供的資源內容雖然豐富，但種類則停留在文字資源

居多，且有許多是將外國的資源做中文翻譯，影片部分也是外國的資源，並不是

自己創作新的教育資源，這種依靠志願者運作的平台也很有可能出現如 OOPS 後

繼無力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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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開放教育資源案例綜合評析 

本章將藉由第三章至第五章的理論，綜合評析前一章介紹的案例，包括授權

方式、經營模式與開放程度、財務模式、資源類型與對象，以及已開發與開發中

國家互動等面向，在評析之後則以表格方式呈現，表格中的項目包括案例的授權

方式、經營模式、開放程度、財務模式、資源宗旨、資源類型、資源內容，以及

資源對象。 

第一節 授權方式 

由上述案例整理可發現，著作權授權方式的確僅有極少數幾個未採用創用CC

授權，而最常被採用的創用 CC 授權條款，又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

方式分享最多，剩下的則多為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可見參與開放教育資源運

動的人對於著作權的分享是很開放的態度，願意採用最寬鬆的條款，或者僅是為

了維繫提升教育和分享的理念，而採用稍微有限制的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條款，在本文介紹的案例當中只有台大通識網的授權選項之一，以

及小風英語教室是採用含禁止改作要素在內的授權條款，且小風英語教室採用該

要素的原因也是為避免教材遭斷章取義或不當修訂而導致錯誤，最大用途是在維

護教材的品質394；因此前面第五章法律議題所談到禁止改作要素與開放教育資源

理念相衝突的問題，將可減至最輕。 

 

第二節 經營模式與開放程度 

本文就開放程度所做統計，偏向集中（即沒有「ˇ」者）的有二十個，開放

的則有十八個，這樣看起來數量似乎相差不遠，不過本文認為僅有一個「ˇ」意

味著僅占三個評估指標的三分之一，因此也應算入偏向集中，因此偏向集中的有

二十四個，而開放的則剩十四個，可看出在由推行主體、資源生產模式和資源審

查模式組成的開放程度評估上，採集中化模式者較多。 

至於開放程度的分布在各地區案例之間是否可看出任何趨勢？本文原本的

猜測是，發展程度較佳的地區會有比較多社群自主運作、開放程度較高的案例，

而剛起步的地區則會有較多集中經營的案例，但經研究後本文發現，開放教育資

源最發達的美國，採集中化的案例也是比較多，和其他地區並無顯著區別，而採

                                                 
394

 教育部創用 CC 資訊網，案例:Aweather's English Club-透過分享，幫助更多想要學好英文的朋

友，https://isp.moe.edu.tw/ccedu/content.php?c=BLOG_CCCASE&q=2013051917092203578（最後瀏

覽日：2013/06/20）。 

https://isp.moe.edu.tw/ccedu/content.php?c=BLOG_CCCASE&q=201305191709220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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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開放式經營的案例，同時出現在發展成熟地區如美國的 Connexions，也出現在

發展較不成熟地區的案例，如台灣的 BioTOP、高瞻，因此開放程度的分布並沒

有特定地區的特定趨勢，發展較成熟地區的案例，可能因為社群可自主運作而能

夠採用較開放程度的運作模式，但在發展較不成熟的地區也可能因為沒有統一的

主導者，只能靠有興趣的人自組社群自治；集中化的運作模式亦然，可能是因為

發展較不成熟而需要統一、強勢的主導，但也可能是為了維持政策的一貫、持續

和品質，所以即使發展已趨成熟仍維持集中化管理的模式。 

本文認為無論是集中或開放的運作，其實並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不過本文

在第四章經濟議題曾分析教育資源的公共財特性，因此不會有營利的組織願意擔

任提供公共財的工作，所以本文認為在開放教育資源發展之初，應先行採用集中

的運作，即推行主體採集中領導、資源生產採生產者-消費者模式，以及資源審查

採內部審查，因為當參與者對開放教育資源都還不熟悉時，有一個統一的主導者

來蒐集、分配、管理各種推行所需的資源，並有形式和品質較一致的教育資源生

產，可較容易讓一個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成形，當參與者逐漸了解且熟悉開放教

育資源後，接著是要繼續採集中運作或社群自治的模式，就有本文第三章所舉

MIT、USU 和 Rice 由最集中到最開放程度不一的選擇，依照前述的統計來看，目

前較多案例是採用集中化的經營模式。 

本文建議在開放教育資源推行之初採用集中的運作，則在集中領導的推行主

體方面，扣除營利組織就會存在兩個選項，一個是由政府集中領導，一個則是由

本文第二章所分析的各種非營利組織領導，在前面的案例當中我們會發現，美國

的非營利組織最為蓬勃發展，主導了美國、甚至是全世界的開放教育資源運動，

而光譜的另一個極端則是中國的國家精品課程系列，完全由中國政府以行政命令

的方式系統性嚴密的一步一步執行進程，那麼究竟是要由政府來引領開放教育資

源運動或是非營利組織？ 

時任 Hewlett Foundation OER 計畫領導人，目前為 Creative Commons 執行長

的 Catherine M. Casserly 提供一個很好的答案，她認為 Hewlett Foundation 之所以

支持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是著眼於政府受限於不能隨便使用納稅人的錢和官僚體

制，因而無法創新、嘗試，並承擔實驗可能失敗的風險，彈性又創新的非營利組

織則可以擔任這個角色，投入開放教育資源運動作為一個向政府呈現的試驗，讓

政府認知到開放教育資源可為社會、國家和世界帶來極大價值，再由政府跟進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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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開放教育資源政策和建立法規，最後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才能夠完全的成功395。 

在案例當中我們的確看到幾個國家正朝著 Catherine M. Casserly 所描述的方

向邁進，一個當然就是美國政府，在經過十年多由非營利組織自己努力發展之後，

美國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近來相繼推出開放教育資源相關的立法和政策，同時也

進一步影響加拿大卑詩省政府提出相關政策；另一個則是巴西政府，由於 the 

OER-Brazil Project 和創用 CC 巴西團隊的努力，影響巴西政府開始推動開放教育

資源的立法。 

不過本文發現要讓開放教育資源運動的推展進程如上述般順利並非易事，最

大問題在於，其實從前面的案例可以發現，除了美國有如此蓬勃發展的非營利組

織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非營利組織力量並不是很大，像在非洲和印度，都僅

是靠很少數幾個知名院校和組織在推行，或像在台灣本文前面也提過，除了高等

教育的開放式課程聯盟發展的不錯之外，其他的民間力量幾乎都鬆散到甚至無法

真正組成一個組織，所以光是第一步要有非營利組織來向呈現開放教育資源試驗

的成果都有所困難，不過這樣一個由非營利組織帶頭示範，政府再加入推行的路

線仍值得嘗試。 

 

第三節 財務模式 

財務模式方面，從上面的案例表格整理中可發現，有二十二個案例都是同時

採用超過兩種的財務模式，而採用單一財務模式者有十六個，不過在財務來源方

面，採內部自行籌備的共十八個案例，僅自外部取得資金的是二十個，相差就不

多，本文認為，財務的來源是內部或外部籌資亦並無好壞，只是依靠外部取得資

金的要注意資金挹注的中止非自己能掌握，而由內部自行籌備的對於資金的自主

性較高，但可以拿到的財源可能沒有由外部取得的多，因此最好的方式還是採取

兩種以上不同的財務模式，增加資金來源的多樣性，確保財源的穩固。 

 

第四節 資源類型與資源對象 

前面在台灣案例的評析中提到資源類型不夠多元的問題，其實再放眼全球，

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地區案例的資源類型也幾乎都是開放式課程和一部分的學習

元件，不如美國的資源類型來的多元，究其原因可能在於，推動開放教育資源先

                                                 
395

 Jyh-An Lee, The Greenpeace of Cultural Environmentalism, supra note 40,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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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的 MIT 首先推出的是開放式課程的資源，因而成為其他地區仿效的對象，且許

多國家甚至是以直接翻譯 MIT 及其他美國大學的開放式課程為推行方法；高等教

育機構也是一國教育體制內程度最高、最容易與國際交流的組織，開放式課程則

是他們最容易仿效與實踐的類型。 

另外有些案例會創作學習元件的資源類型，這種學習元件式的資源對於發展

較不成熟的地區，只要有一些創作的意願和簡單的科技能力，都可以對開放教育

資源做一些貢獻，因此較容易吸引大家參與，也成為一個容易被採用的類型。 

除了上述種種原因之外，其他地區的資源類型之所以較少，還有一個最重要

的原因，可能在於科技能力的問題，觀察美國的幾個資源類型如附加認知科學技

術、學習管理系統和資料庫等，其實都需要有足夠的軟硬體及人才，其他地區資

源不若美國充分，因此只能發展較單一的資源類型。 

而本文認為關於資源的對象可嘗試改善的問題，是客群的年齡層及使用者類

型，年齡層方面，針對初等、中等教育或終身學習推出的資源，都遠少於高等教

育程度的資源，而使用者類型方面，也僅有極少數幾個案例是針對教學型的使用

者來推出資源，未來的開放教育資源除了發展高等教育程度以及學習型使用者的

資源外，也可朝其他年齡層以及教學型使用者的類型發展。 

 

第五節 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互動 

本文認為從上述的案例整理中可發現，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發展的

差異及其間的合作，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議題。本文發現，以無論是國力還是開

放教育資源發展都是全球最強的美國為例，該國的開放教育資源案例推行宗旨，

除了解決昂貴教科書是屬於在地的問題之外，其他則是以促進知識的流動為主，

推行組織希望全世界有意願學習者都能夠使用，不僅是針對當地的學生或人民。 

而其他開發中地區或國家，以非洲和印度為例，他們推行的宗旨當然也是希

望促進知識的流動，但往往都還有一個解決在地問題的主要目的，像是提升當地

的農業、醫療和公衛技術及環境、培育在地師資，以及解決上課的教室和設備不

足與教學內容貧乏的問題；例如 OER Africa 希望建立蓬勃的非洲教育體制，帶動

非洲的社會與經濟發展；KNUST & UG 希望可提升非洲健康科學的教育、增加健

康工作者的人數；VASAT 則為協助印度農民建立學習農業實作的能力。 

除了解決在地問題外，另一類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則是也開始輸出當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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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中國和台灣也都開始致力於將華語特色的課程推向世界，或像是迦納輸出他

們的熱帶醫學知識，都是一種平衡英語系文化獨大，並彰顯該國在地知識文化價

值的方法。 

這樣的區別隱含開放教育資源政策選擇在地化或國際化的平衡，本文認為，

運用已開發國家帶動的開放教育資源潮流解決在地化的問題，是開放教育資源最

大的價值之一，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是要縮小知識的貧富差距，而非讓原本發展

成熟的國家持續獨佔優勢的經社文地位，甚至藉由開放教育資源的輸出形成更強

勢的文化殖民，如何縮小知識的貧富差距、解決開發中國家在地的問題，進而促

進該國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正是開放教育資源的理念所在，如果可進一步

讓開發中國家輸出當地知識，更可促進更多元的文化交流；不過在解決在地問題

及彰顯在地價值的同時也不可否認，如果開發中國家能夠藉由已開發國家知識的

輸出，而有更豐富的學習資源，也是提升該國發展並與國際接軌的方式，所以在

地化或國際化的選擇其實應該並進發展，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 

從開發中國家的案例中還可發現，開放教育資源不但可供解決在地問題及彰

顯開發中國家價值，還進一步促進了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合作交流，

例如 TESSA 和英國的 Open University 及蘇格蘭政府部門、KNUST 與 UG 和美國

的密西根大學、Saide 和歐盟，以及非洲的各個案例和台灣的 OOPS 中都有 Hewlett 

Foundation 資助的身影，甚至是前面介紹美國最近針對阿拉伯語系推出的開放書

本計畫，也找來阿拉伯語系國家合作，這些例子都顯示透過開放教育資源的推行，

不但可消弭知識的差距，更可拉近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關係，相互學習、

合作及成長。這樣的合作還可以延伸至前述要由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擔任推行主體

的討論，前面曾論及非洲和亞洲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並不若美國發達，本文發現這

裡所說的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合作，就可以彌補這樣的不足，一國境內若

缺少蓬勃的非營利組織，向外尋求其他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合作未嘗不是一個方

法。 

 

第六節 小結 

綜合上述評析本文認為，開放教育資源的授權方式應採用創用 CC，並且不

要採用包含禁止改作要素在內的授權條款；運動推行之初可採用較集中經營的模

式，並先由非營利組織擔任推行主體，發展較成熟後再由政府加入做政策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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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財務模式則應採兩種以上的財務模式組合運用始能維持財源穩固；目前開

放式課程和學習元件的資源類型居多，資源對象也較多以高等教育為主，若能開

發其他有別於開放教育資源市場主流的資源類型和客群，則可做出市場區隔；最

後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互動方面，則應注意要在地化與國際化並進，開發中國

家亦可藉由與已開發國家的合作彌補自身發展資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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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開放教育資源案例綜合整理（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美洲 

國家  美國 

案例  Connexions Carnegie 

Mellon’s OLI  

ChemWiki Collaborative 

Statistics  

開放式課程聯

盟 

Khan Academy 

授權方式  創用CC姓名標

示條款 

創用CC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創用 CC 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創用 CC 姓名標

示條款 

網站本身：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

款；其他依各校

提供而定 

創用CC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396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式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式397
 市場機制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各校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開放程度398
  ˇˇˇ    ˇˇ  

財務模式  會員模式 

捐款模式 

捐款模式 

轉向/分類模式 

機構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會員模式 

捐款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

式 

                                                 
396

 推行主體的「集中領導」若無特別註明即指由該組織集中領導。 
397 資源審查模式的「內部審查」若無特別註明即指由該組織內部審查。 
398 在「開放程度」欄中，係以經營模式的三個欄位綜合評分，若推行主體為社群自治、資源生產模式為共同協作，以及資源審查模式為市場機制或同儕審查者，

以「ˇˇˇ」表示，係最開放的平台；若有兩項符合則以「ˇˇ」表示，係次開放者；若有一項符合則以「ˇ」表示；其他未標示者則為較集中化經營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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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者支持模

式 

資源宗旨  流動的知識體

系 

跨學科的人才

設計最有效益

的開放學習環

境 

實現「流動的

教科書」的理

念 

不讓教科書再被

出版商掌控 

希望世界上所

有人都有接觸

高等教育的機

會 

中小學生在家

自學的家教 

資源類型  學習元件 課程附加認知

科學技術 

開放教科書 開放教科書 開放式課程 課程 

資源內容  完整和零散的

各種學習元件 

課程除了內容

本身以外，還附

有智慧型家教

系統、虛擬實驗

室、測驗及評論

回饋 

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的

流動式教科書 

統計學教科書 各校的開放式

課程 

涵蓋中小學各

個學科的家教

影片平台和學

習管理系統 

資源對象399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中小學生 

  

                                                 
399 由於是開放教育資源，其實「資源對象」當然是所有人都能使用，這裡的資源對象是指該組織主打的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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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別  美洲 

國家  美國 

案例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Wikimedia The Internet Archive MITE Flat World Knowledge 

授權方式  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

款 

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

同方式分享 

是資料庫，所以公共領

域、創用 CC 和完整保

留著作權都有 

以文字聲明MITE保有

著作權，允許個人、非

商業性及教育目的的

電腦上使用 

2013 年以前：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 

方式分享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 社群自治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

式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

式 

同儕審查 同儕審查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開放程度  ˇˇ ˇˇˇ    

財務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捐款模式 

贊助者模式 

轉向/分類模式 

捐款模式 

贊助者模式 

捐款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捐款模式 

會員模式 

贊助者（創投及天使投 

資人）模式 

分類/轉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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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者付費模式 

資源宗旨  學術開放近用出版 以共同協作的智慧取

代集中智慧的實驗 

解決數位困境 讓所有人都有機會接

觸知識和學習 

教科書新商業模式的實

驗 

資源類型  數位圖書館 百科全書 檔案庫 課程 開放教科書 

資源內容  醫學或生物相關專業

學術文章 

由志願者撰寫的各種

知識內容 

完整地保存網路資源 線上高等教育、高中和

大學先修課程 

開放授權的教科書 

資源對象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全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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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別  歐洲 非洲 

國家  歐盟 非洲各國 迦納 南非 泛撒哈拉 

案例  Schoolnet OER Africa KNUST & UG Saide TESSA 

授權方式  創用 CC 創用 CC 姓名標

示條款 

KNUST:創用 CC

姓名標示條款 

UG:創用CC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使用

-相同方式分享 

創用 CC 姓名標

示-相同方式分享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 社群自治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式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式 市場機制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同儕審查 同儕審查 

開放程度  ˇˇˇ ˇ  ˇ ˇ 

財務模式  政府模式 

贊助者模式 

捐款模式 政府模式 

捐款模式 

夥伴模式 

捐款模式 

分類/轉向模式 

捐款模式 

夥伴模式 

資源宗旨  以科技創新改革

教學與學習，提

升歐盟教育品質 

建立蓬勃的非洲

教育體制，帶動

非洲的社會與經

提升非洲健康科

學的教育、增加

健康工作者的人

提升南非學生數

學的能力 

為非洲培育更多

具專業水準的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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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 數 

資源類型  學習元件 開放教科書 開放式課程 學習元件 學習元件 

資源內容  各校教師提供的

資源 

特別是農業、醫

學、教師訓練，

以及因成績或能

力不足的大學前

補救教學資源 

健康教育、醫

學、護理及公共

衛生的資源 

培育數學教師的

資源 

數學、文學、自

然科學、生活技

巧、社會科學及

藝術的課程模板 

資源對象  歐洲中小學生 非洲大學師生 非洲醫學和公衛

領域的大學生 

非洲數學教師 非洲初等教育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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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別  亞洲 

國家  印度 日本 

案例  NAPTEL VASAT IGNOU JOCW TIES OUJ 

授權方式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

享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 

創用 CC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 -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集中領導 社群自治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式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式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各校內部審查 - 內部審查 

開放程度     ˇˇ ˇˇ  

財務模式  政府模式 基金模式 機構模式 

捐款模式 

會員模式 會員模式 - 

資源宗旨  供應印度人數

日漸成長的師

生 

協助印度農民

建立農業實作

的學習能力 

高等教育的學

習民主化 

共同促進日本

開放式課程發

展 

推動終身學習 推動終身學習 

資源類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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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內容  工程相關演講 農業實作課程 各領域的課程 各校提供的開

放式課程 

終身學習資源 終身學習資源 

資源對象  印度私立工程

大學師生 

印度農民 全球大眾 日本大學生 日本大眾 日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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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別  亞洲 

國家  韓國 馬來西亞 中國 

案例  KOCW WOU 國家精品課程系

列 

CORE 北京廣播電視大

學 

授權方式  創用 CC 創用 CC 請見表格 15 的整理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政府集中領導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式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式 各校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政府內部審查 同儕審查 內部審查 

開放程度  ˇˇ   ˇˇˇ  

財務模式  政府模式 機構模式 

分類/轉向模式 

政府模式 

機構模式 

贊助模式 

會員模式 

分類/轉向模式 

機構模式 

分類/轉向模式 

資源宗旨  讓大眾有終身學

習的機會 

促進分享交流並

提升高等教育品

質 

提供非全職遠距

學習的學生可負

擔和具彈性的高

等教育受教機會 

創新改革、提升

質量，並增進在

國際上的競爭

力；建立一個學

習型的社會 

回應中國高等教

育資訊化、國際

化，以及國際上

教育資源開放和

分享的潮流 

提供人人平等的

受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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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類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與開

放教科書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資源內容  國內外各校開放

式課程 

教育、科技，和

商管各領域，且

包括大學及研究

所程度的課程 

國內各校開放式

課程 

國內外各校開放

式課程 

中國傳統文化相

關課程 

資源對象  韓國大眾及大學

生 

全球大眾 中國大學生、中

國大眾 

中國大學生、全

球大眾 

全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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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案例  高瞻 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 

六大學習網 國民中學學習資

源網 

台灣開放式課程

聯盟 

交通大學 

授權方式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創用 CC 創用 CC 創用 CC，大多是

姓名標示-非商業

性-相同方式分享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 社群自治 社群自治 政府集中領導 政府集中領導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式 共同協作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式 內部初步審查，

再由市場機制更

正 

市場機制 政府內部審查 政府內部審查 各校內部審查 內部審查 

開放程度  ˇˇˇ ˇˇˇ   ˇˇ  

財務模式  政府模式 貢獻者付費模式

政府模式 

政府模式 政府模式 夥伴模式 

會員模式 

捐款模式 

贊助者模式 

自願者支持 

機構模式 

政府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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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模式 

資源宗旨  由下而上、創新

的發展各種教學

方法，並藉大學

的與中學合作，

提升學生對科學

和科技的興趣 

建立教師社群互

動網絡的良性循

環 

提供一個涵蓋各

領域的基礎學習

平台 

提升教師評量品

質並照顧弱勢學

生 

響應世界推行開

放教育資源運動

的風潮 

響應世界推行開

放教育資源運動

的風潮 

資源類型  學習元件 學習元件 學習元件 學習元件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資源內容  科學相關文章 以中小學為主的

各科教材 

各領域的學習資

源 

國中國文、數

學、自然、英語、

社會等五科題庫

及學習手冊 

各校開放式課程 理工科為主開放

式課程 

資源對象  台灣中學生 台灣中小學教師 台灣中小學生，

亦含括大專院校

及一般民眾 

台灣國中師生 台灣大學生 台灣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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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案例  台灣大學 OOPS 小風英語教室 BioTOP Scimage 

授權方式  OCW: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

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通識網：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

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或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創用 CC 姓名標

示條款 

創用 CC 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禁

止改作 

創用 CC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相同

方式分享 

文字聲明：歡迎把喜

歡的影片跟說明帶

走，讓科學的樂趣能

被分享，沒有任何授

權的問題。 

經營模式 推行主體 集中領導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社群自治 集中領導 

資源生產模式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共同協作 生產者-消費者 

資源審查模式 內部審查 同儕審查 內部審查 市場機制 內部初步審查，再由

市場機制更正 

開放程度   ˇˇˇ  ˇˇˇ ˇ 

財務模式  機構模式 

政府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基金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捐款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自願者支持模式 - 

資源宗旨  響應世界推行開放教育資源運

動的風潮 

透過自願者的集

結以及無償地貢

提供台灣人真正

完整和免費的英

在生物教學領域

中形成任務導向

建立一個科學分享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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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讓更多的人

可以分享到知識 

文學習網 夥伴關係的專業

成長社群 

資源類型  開放式課程 開放式課程 課程 學習元件 學習元件 

資源內容  台大校內及通識的開放式課程 國外開放式課程

的翻譯 

英語教學課程 教學方式、課堂

活動、心得，以

及生物知識的分

享 

各種科學新知 

資源對象  台灣大學生及大眾 華語系大眾 台灣大眾 台灣中學生物老

師 

台灣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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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開放教育資源在科技進步、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運動、遠距教學和資源型

學習的背景之下興起，此外來自經濟、社會和法律的客觀面向以及國家、非營利

及營利組織和個人的主觀動機，亦對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推波助瀾，UNESCO 於

2002 年提出此概念後，全球各地尤其是美國開始出現各種多元的案例實踐。 

開放教育資源的營運模式可以從經營模式、財務模式和行銷策略三個層面來

看，經營模式包括了推行主體、資源生產，及資源審查模式；財務模式類型很多，

且皆非互斥獨立，而是可重疊搭配使用的，包括基金模式、會員模式、捐款模式、

轉向模式、貢獻者付費模式、贊助者模式、機構模式、政府模式、取代模式、夥

伴模式，和自願者支持模式；行銷策略在市場選擇方面，可從使用者類型和從使

用者行為來做區分，行銷的差異化和定位亦相當多元，可能為了公益理念、社群

交流或解決當地問題等等，最後在產品與服務類型則有學習元件、數位圖書館、

百科全書式、線上檔案庫、開放教科書、開放式課程、開放教育資源課程、附加

認知科學技術、輔助學習工具，以及 MOOCs 幾種類型。 

開放教育資源在經濟層面上有幾個相關的議題，第一，教育資源本質的經濟

概念是公共財，這也是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推行的核心理念，即讓教育資源回歸公

共財的本質；第二，開放教資源的改革為教育帶來具經濟潛力的改變，包括教育

機構和教育者必須創造不同服務，以及教育領域的自由市場理論被協作和分享理

念取代；最後，我們可以從國際貿易、網路效應和誘因三個面向來分析開放教育

資源運動中的具體行動。 

從法律面來看開放教育資源的發展，主要是在回應著作權利外溢和合理使用

不確定性的問題，創用 CC 的出現，則讓開放教育資源有一個相對簡單清楚的著

作權授權方式，不過創用 CC 和開放教育資源之間仍存有幾個尚待改善的問題，

包括加強一般人對著作權和創用 CC 的了解、釐清著作權利、條款之間或與其他

授權方式之間的相容性，以及創用 CC 與開放教育資源理念衝突的問題。 

綜合營運模式、經濟，和法律議題的分析，加上全球各地案例的介紹，本文

提出以下幾點結論繪製成表，供有意發展開放教育資源的政府、組織甚至個人作

為運動推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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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開放教育資源運動推行建議（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相關議題 本文建議 

經濟議題 國際貿易 要注意知識和教育資源在國家間分配正義、比較利益

以及是否有經濟效率的問題，具體作法可參考下述「開

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關係」 

網路效應 可以成立先驅小組以及權威組織帶動的方式，增強開

放教育資源的網路效應。 

誘因 政府和組織應建立除直接金錢以外，間接金錢、內在

快樂和社會心理的報酬誘因機制。 

法律議題 推行者應採用創用 CC 授權方式，且建議不要採用包含

禁止改作要素的條款。 

營運模式 經營模式 推行之初可採用較集中的經營模式，發展成熟後則可

自由選擇；推行之初的推行主體，可先由民間組織帶

領，再過渡到政府的支持參與。 

財務模式 應採兩種以上的財務模式組合運用，確保財源穩健。 

資源產品

和對象 

可多開發開放式課程和學習元件以外的資源，以及增

加以初等、中等和終身教育，以及教學型使用者為對

象的資源。 

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

家關係 

解決本地問題以及與國際接軌應同時並行；開發中國

家可尋求已開發國家協助，而已開發國家應以技術、

資金和經驗方式協助開發中國家，非直接以其開放教

育資源對開發中國家形成文化殖民。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有以下幾點可供參考，首先本文概括介紹和分析開放教

育資源各個面向及各國案例，是以廣度為主，未來可針對每一個面向和案例做以

深度為主的個別研究；而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實際使用了許多本文介紹的案例平台，

惟礙於篇幅無法一一紀錄每一個平台的使用經驗，開放教育資源不僅是理念，更

要是可以實踐的案例，因此本文建議未來可微觀的針對平台實際使用情形做使用

者經驗分析，並宏觀的做開放教育資源帶給使用者成效的量化和質化研究；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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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育資源的進程正蓬勃發展，相信未來無論在理論或實踐方面都將持續有各

式各樣的進步和變化，應持續追蹤開放教育資源理論、案例、政策和立法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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