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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Free Software 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是指可以自由使用、下載、修改、散布的軟體。

 它和商業軟體之間最顯著的差異在於：

自由軟體鼓勵你複製、散布；

自由軟體允許你研究、改良。

使得人們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於科技的進步有著巨大的影響。



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
一詞的歷史由來

 1984年之際，自由軟體之父理查‧史托曼(Richard Stallman) 開始推動一個
大家都能夠自由使用的軟體系統，為之命名為「GNU計劃」，同時籌款建
立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

 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取得、使用、散布以及編譯原始碼的作業
系統。



Richard Stallman GNU計劃的創立者



GNU計劃的目標

 GNU 其發音為“guh-noo”，於1984年發起，目標是開發
一個完整的 UNIX 類的操作系統 — GNU 系統，它全部由自
由軟體組成。

 現在使用 Linux 內核的 GNU 操作系統已被廣泛使用；儘
管這些系統常冠以“Linux”，更準確的說它們應稱為
GNU/Linux 系統。



自由軟體賦予使用者的自由

能夠自由地、以不收費或是收取
合理的散佈費用的方式、在任何
時間再散佈該軟體的原版或是改
寫版，在任何地方給任何人使用。
如果使用者不必問任何人或是支
付任何的許可費用從事這些行為，
就表示他擁有自由軟體所賦予的
自由權利。



自由軟體必須透過授權模式
來釋出

 不過賦予使用者上述權利並不代表軟體創作者的著作權就不存在，因此自
由軟體往往必須透過如同「使用契約」般的授權模式來釋出。

 不同的自由軟體有不同的授權模式或規定，例如Linux使用的GPL，Apache

與Mozilla亦有不同的授權模式。

 在規範嚴格程度不一的情況下，可允許的商業模式亦有不同限制。



自由軟體須被正當使用

如果免費取得了自由軟體的原始碼，那麼在修改
了它的原始碼後，基於公平互惠的原則，必須也
公開修改的成果。這就是 GPL 的精神 - 自由、
分享、互惠。

使用自由軟體，仍須遵守自由軟體附帶的授權條
件。

自由軟體雖可讓人免費取用，但附帶的授權條件
也應被重視，才不致侵權而不自知。

例如:採用自由軟體為基礎進行產品開發，勿忽
略GPL（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通用公共
授權書）規定應公開程式碼、並須載明GPL條款
聲明等規定。



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發展歷程

 1991年底，一位叫做里納斯‧托瓦茲（Linus 
Torvalds）的芬蘭大學生，在386 PC上撰寫了一
個稱為Linux的作業系統核心，並放到網路上讓
大家分享使用，因為Linux自由與免費的特性，
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所以深受電腦玩家的歡迎，
使用人數也呈倍數增加，因此成為最具有代表性
的自由/開放源碼軟體。

由於廣受歡迎，Linux後來成為GNU計劃「內定」
的核心。



Linus Torvalds

Linux 核心的創立者



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未來發展

 2003年六月中旬德國慕尼黑將政府機關的桌面
系統，囊括一萬四千部的個人電腦和筆記型電腦、
和一萬六千名的使用者，改用SuSE Linux和
OpenOffice.org。許多歐洲政府組織在2004年，
轉而使用Linux與開放源碼軟體作為桌面系統，
若干美國政府機構也陸續開始採納Linux為桌面
標準，這股趨勢進一步擴大，在亞洲國家如日本、
韓國與中國大陸亦正如火如荼地發展自由軟體中。



自由軟體和免費軟體、商業軟體
之間的差異

 自由軟體不但將程式原始碼開放，並授權可看

到程式原始碼，並且可以對它改良及散佈，自

由軟體幾乎等同於是公共的智慧財。

相對的，在網路上常見的免費軟體及共享軟體，
雖然一樣可以免費的下載使用，但卻無法看到它
的程式原始碼，更不可能也不可以對它的程式進
行修改，而且即使是免費，也不可以任意的拷貝
給朋友。



自由軟體＝免費軟體？

 就一般的使用而言，自由軟體允許自由
而免費的下載使用。不過在自由軟體的
使用授權聲明裡，並不會限制其商業用
途，如Apache雖然免費供人使用，卻不
反對企業對它做商業化的創新，讓每一
個人都可以自創一個改造版，誰改造就
誰擁有，唯一條件就承認Apache的貢獻；
此外，商業公司與企業界依舊可以利用
自由軟體創造成功的商業模式，例如
「紅帽」（Red Hat）公司，即因為提供
Linux解決方案著名。



Freeware 免費軟體

 免費贈送的電腦程式，通常是放在網際網路上或透過使用者群組散播。獨立
的程式設計師可能因為自我滿足或為了評估該程式在使用者間的接受度而提
供這種免費產品。免費軟體的開發者時常仍保留他們開發此軟體的所有權力，
所以即使是免費，這種軟體的使用者不必然可免費拷貝或更進一步散佈此軟
體。故免費軟體不等於是自由軟體。



共享軟體（Shareware）& 
試用版軟體（Trial）

＊使用天數限制

＊功能限制

＊使用次數限制

＊出現廣告視窗



綠色軟體（Green Software)或
可攜式軟體 (Portable 

application）

 可以藉著隨身儲存裝置攜帶，並且無須安裝就能立即使用的軟體 。

 不需要建立或更改任何該程式所在資料夾以外的檔案 。

 不修改登錄檔及系統設定檔 ，可以連同設定資料一併置於隨身儲存裝置內
轉移至不同電腦使用。移除儲存裝置後不會遺留任何資料在本機電腦上。

 PortableApps.com - Portable software for USB drives 
http://portableapps.com/

http://portableapps.com/


自由軟體的代表作品



開放源碼的Linux作業系統

 Linux作業系統是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碼發展
中最著名的例子。

和商用的Unix系統以及微軟 Windows相比，
自由軟體的Linux具有低成本，安全性高，更
加可信賴的優勢。現在，Linux已經成為一種
受到廣泛關注和支援的一種作業系統 。

詳見 http://zh.wikipedia.org/wiki/Linux

 或 http://www.twgocn.com/xspace/?uid-1098-action-viewspace-itemid-194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7%94%B1%E8%BB%9F%E9%AB%9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80%E6%94%BE%E6%BA%90%E4%BB%A3%E7%A0%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AE%E8%BD%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ndows%E6%93%8D%E4%BD%9C%E7%B3%BB%E7%BB%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ki/Linux
http://www.twgocn.com/xspace/?uid-1098-action-viewspace-itemid-1940


Linux 的發行版本

嚴格來講，Linux這個詞本身只表示
Linux核心。

整合「核心-系統程式-應用程式」起
來構成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讓一般
使用者可以簡便的安裝整個系統，這
就是所謂的”安裝套件(distribution)”。
我們一般講的 Linux 系統便是針對這
些安裝套件而言。

詳見
http://211.147.225.34/gate/big5/Linux.chinaitlab.com/administer/37975.html

http://211.147.225.34/gate/big5/Linux.chinaitlab.com/administer/37975.html


Linux 的重要發行版本舉例

 Debian GNU/Linux ：由世界各地志願者通過網
際網路合作開發而成，以其高品質、安全性與嚴
謹的架構而著稱。

 Ubuntu Linux：一個擁有Debian所有的優點，
以及自己所加強的優點的近乎完美的Linux作業
系統，Ubuntu被譽為對硬體支援最好最全面的
Linux發行版之一 。

 Xandros ：安裝和使用極其簡單，它的市場定位
是那些沒有任何Linux使用經驗的新手，或是習
慣使用Windows的用戶。Xandros的標準版和增
強版都是商業軟體，不過仍然可以下載到免費的
公開發行版。
Eee PC Linux版的作業系統即為Xandros 。

http://211.147.225.34/gate/big5/windows.chinaitlab.com/


Eee PC 與 Xandros作業系統

※Xandors 雖是一套Linux，但加入了一些自有開發，且這些開發的原始程式
碼並沒有對外公佈，因此Xandros被人認定是一套專屬軟體，或是自由與專
屬相混的軟體，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軟體。

※ Easy Mode是針對Eee PC開發的，是將所有應用程式、工具程式統統用
標籤頁分類，讓使用者可輕鬆點選，一般的Xandros沒有具備。



HP Mini-Note 2133 與
SUSE Linux 作業系統

HP Mini-Note 2133

有多種規格可選，最低規格預裝 SUSE Linux作業系統，使用
威盛C7-M ULV 1.0GHz處理器、512MB記憶體、4GB快閃記憶體。

http://www.how2so.com/key/å¨�ç��C7+M


gPhone （Google Phone）
與 Android手機平台

Google所主導的開放手機聯盟（Open Handset Alliance）於2007年11月成立以來，
積極推動以Java和Linux為基礎開發的智能手機軟體平臺 Android平台，企圖以免費、
開放的Linux平台，成為業界的手機標準。

Android 開放源碼手機平台可以讓開發者快速且自由地開發新應用軟體。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jfpsadmin.WORK/桌面/素材&程式/練習素材--注意著作權/視訊/YouTube - Android Demo.flv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av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Linux&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8%83%BD%E6%89%8B%E6%9C%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3%BB%E7%BB%9F%E5%B9%B3%E5%8F%B0&variant=zh-tw


Ubuntu－以Linux為核心的
自由/開放源碼的作業系統

摘自wiki.ubuntu.org.cn ：

 Ubuntu（國際音標： /ùbúntú/） 是一個以桌
面應用為主的Linux操作系統，其名稱來自非洲
南部祖魯語或豪薩語的「ubuntu」一詞，意思是
「人道待人」。Ubuntu建基於Debian發行版和
GNOME桌面環境。

 Kubuntu與Xubuntu是Ubuntu計畫正式支援的衍
生版本，分別將KDE與Xfce桌面環境帶入Ubuntu。
詳見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Ubuntu&variant=zh-

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9%9F%B3%E6%A8%99&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Linux&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6%93%8D%E4%BD%9C%E7%B3%BB%E7%BB%9F&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9%9D%9E%E6%B4%B2&action=edit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7%A5%96%E9%AD%AF%E8%AA%9E&action=edit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8%B1%AA%E8%96%A9%E8%AA%9E&action=edit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Debian&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GNOME&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6%A1%8C%E9%9D%A2%E7%92%B0%E5%A2%83&action=edit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Kubuntu&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Xubuntu&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KDE&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Xfce&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Ubuntu&variant=zh-tw


Ubuntu－以Linux為核心的
自由/開放源碼的作業系統

目前版本： 8.04 。
Ubuntu，是非洲祖魯(Zulu)語，是表
示「以人道待人」以及「群在故我在」
的非洲語。Ubuntu被視為非洲人的傳
統理念。

特色 見
http://www.ubuntu.org.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3

下載 Ubuntu 
http://www.ubuntu.org.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7

http://www.ubuntu.org.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3
http://www.ubuntu.org.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7


Ubuntu 7.10版安裝畫面



Ubuntu 8.04版安裝畫面



Ubuntu 7.10版桌面樣貌



Ubuntu 8.04 版桌面樣貌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jfpsadmin.WORK/桌面/素材&程式/練習素材--注意著作權/視訊/YouTube - UBUNTU 8.04 Desktop Effects.flv


OpenOffice.org（簡稱OOo或OO.o）
開放原始碼的辦公室軟體

 OpenOffice.org 是一套跨平台的辦公室軟件套件，能在 Windows、Linux、
MacOS X (X11)、和 Solaris 等操作系統上執行，與各個主要的辦公室軟體
套件兼容。

 OpenOffice.org 是自由軟體，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使用、及推廣它 。



OpenOffice.org 的主要模塊

 Writer 文書處理

 Calc 試算表

 Impress 簡報

 Math公式

 Draw 繪圖

 Base 資料庫

詳見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index.html

目前最新中文版本 ：2.2.1

下載網頁：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downloads.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products/writer.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products/calc.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products/impress.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products/math.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products/draw.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products/base.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index.html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tw/downloads.html


自由/開放源碼軟體舉例

 目前已經出現許多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應用程式可用來取
代商業軟體（須注意適用平台 ），諸如：

 辦公室應用軟體 OpenOffice.org。

 媲美Photoshop的繪圖、影像處理軟體 GIMP。

 影片剪輯軟體 VirtualDub 。
 影片播放軟體 VLC media player ；SMPlayer。
 Mozilla Firefox 瀏覽器。

 Mozilla 郵件軟體 Thunderbird。

 以 Mozilla 為核心的網頁編輯製作軟體 NVU。

 防毒軟體 ClamWin。
 翻譯軟體 StarDict 星際譯王 。

 支援中文及多種格式的壓縮軟體 7-Zip。

 FTP用戶端傳檔軟體 FileZilla 。

 音訊編輯軟體 Audacity 。

http://zh.openoffice.org/new/zh_cn/index.html
http://www.gimp.org/
http://www.virtualdub.org/
http://www.videolan.org/vlc/
http://smplayer.sourceforge.net/
http://moztw.org/
http://moztw.org/thunderbird/
http://moztw.org/nvu/
http://www.clamwin.com/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http://www.7-zip.org/zh-tw/
http://filezilla-project.org/
http://audacity.sourceforge.net/


為何Linux商業軟體比較少？

 Linux有很多的發行版，即使同一個發行版又可
能由不同桌面環境組成（如KDE 或
GNOME ...）.…Windows像秦帝國； Linux 如五
霸七雄。

 Linux使用者較少，使用者電腦知識需較多….用
Windows像開自排車；用Linux須會開手排。

若採用自由軟體為基礎進行產品開發，依據GPL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通用公共授權
書）規定應公開程式碼….公開祖傳秘方。

授權問題複雜….不像微軟，付錢後就沒事 。



相關網站

＊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 http://ossacc.moe.edu.tw/

＊ Linux頻道--中國IT實驗室

http://211.147.225.34:80/gate/big5/linux.chinaitlab.com/

＊ Ubuntu 正體中文站：http://www.ubuntu.org.tw/

＊ Ubuntu中文Wiki ： wiki.ubuntu.org.cn

＊ Ubuntu 正體中文 Wiki ：

http://wiki.ubuntu.org.tw/index.php/%E9%A6%96%E9%A0%81

＊自由軟體技術交流網 ： http://freesf.tnc.edu.tw/

＊中研院自由軟體鑄造場

http://www.openfoundry.org/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全世界自由軟體彙整及交流的網站

（開源軟體的開發者進行合作開發管理的集中場，也是全球最大開源軟體

的開發平臺和倉庫。）

http://sourceforge.net/

http://ossacc.moe.edu.tw/
http://211.147.225.34/gate/big5/linux.chinaitlab.com/
http://www.ubuntu.org.tw/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variant=zh-tw
http://wiki.ubuntu.org.tw/index.php/%E9%A6%96%E9%A0%81
http://freesf.tnc.edu.tw/
http://www.openfoundry.org/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80%E6%BA%90%E8%BD%AF%E4%BB%B6&variant=zh-tw
http://sourceforge.net/


運用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

或免費軟體（Freeware）
進行音訊、視訊剪輯轉檔



MediaInfo 顯示影音檔案格式內容

 Free software 

 目前版本：0.7.7.0

 功能：影音格式判斷工具，
內建詳盡的媒體格式資料，
能夠詳細地顯示出視訊及
音訊檔案所使用的編碼器
以及內容品質等資訊，讓
使用者可以容易找到相對
應的解碼器，並且安裝使
用。

 下載網址：
http://mediainfo.sourceforge.net/z
h

http://mediainfo.sourceforge.net/zh


影音解碼包

若遇音視訊無法播放，可安裝

※K-Lite Mega Codec Pack （目前版本 3.9.0）

解碼包 (內含 Media Player Classic

播放軟體 ) － Freeware

下載網址：

http://www.free-codecs.com/download/K_Lite_Mega_Codec_Pack.htm

http://www.free-codecs.com/download/K_Lite_Mega_Codec_Pack.htm


常見的音訊格式

 wav

 mp3 （mpeg layer 3 失真壓縮）

 wma（9.0版支援無失真壓縮）

 AIFF

 aac 

 rm（ra）

 Ogg (Ogg Vorbis是一種類似於Mp3的失真音頻壓縮格式，但它是自由、免費、
無專利限制且開放原始碼)

 ape（無失真壓縮，Monkey‘s Audio 格式 ）

 flac（無失真壓縮）

 tta（無失真壓縮,支持多平臺,屬自由軟體,開放原始碼）

 AC-3(Dolby Digital,最知名的是5.1聲道技術,屬失真壓縮)

 DTS(Digital Theater Systems,多聲道音頻格式,最普遍的格式為5.1聲道)

 其它（midi、…..）



音訊內容要素

 音訊設定時，須注意選定：

＊音訊格式（audio format）：如mp3、wma、wav 

、aac、ogg.....

＊取樣頻率（sampling rate）：每秒鐘取樣數目，

通常應用在聲音取樣上，以赫茲(Hz)為單位，取

樣頻率越高，表示聲音取樣數越多，越接近原始

聲音，不過因為取樣 (sampling) 次多，相對的資

料量也會增大。音樂CD規格為16bit / 44.1KHz

的採樣率。

＊位元率（ bitrate ）＞bps（bit / second）

http://www.cnpedia.com/Result/Eword.Asp?Eword=Hertz%20(Hz)%20


將音樂CD光碟擷取成mp3

或wav或wma格式檔案

 可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10以上版本

 若要保持擷取後能保有較高音質，建議選擇＜wav不失真＞或＜wma不失真
＞格式。

 亦可使用 jetAudio 7.0.5 Basic



將錄音帶轉錄成mp3 , wav…音訊

 設備： 除電腦外，需另備

雙頭立體聲音源線

及 錄放音機。

＊接線方式：將雙頭立體聲音源線

的一頭插入電腦的線路輸入孔；

另一頭插入錄放音機的耳機輸出

孔。

 使用軟體：可使用

jetAudio 7.0.5 Basic

 注意事項： ＊正確接線

＊正確選擇錄音音源



jetAudio 7.0.5 Basic 

功能強大的音樂播放軟體

 Freeware 目前版本：7.0.5

特點：能播放與 轉換多種影音格式；還
可擷取 音樂光碟音訊成ogg、rm、wav、
wma、flac…等音樂壓縮格式；燒錄音
樂光碟 ；並具備 錄音功能(可選擇錄音
音源)。

 下載網址： http://www.cowonamerica.com/download/

http://www.cowonamerica.com/download/


錄下任何經過電腦音效卡發聲的音源

 可使用 jetAudio 7.0.5 Basic 

 注意事項：須正確選擇錄音音源。



擷取VCD、 DVD中的音訊

可使用：ExtraPlayer （v.3.3.5）－ Freeware

功能：可擷取多種視訊影片【含VCD  

（.dat）及DVD（.vob）視訊格式】

中的聲音，儲存成 wav、wma、

mp3….等音訊格式。

下載網址：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Player.htm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Player.htm


擷取影片檔（含flv格式影片）音訊

可使用MediaConvert 音樂轉檔精靈

V.2.12 － Freeware

下載網址：http://hola.idv.tw/

http://hola.idv.tw/


音訊剪輯軟體 Audacity

 Free Software

 目前版本：1.2.6

 特點：可將 WAV、 MP3 
以及AIFF 格式的檔案匯
入並加以編輯。並可進行
混音、剪輯、 音頻擴大、
重低音、聲音淡入/ 淡出、
反相、消除雜音…等特效。

 下載網址
http://audacity.sourceforge.net
/

http://audacity.sourceforge.net/


音訊剪輯： ExtraCut

 ExtraCut（目前版本2.9.5) － Freeware

 功能：可以直接裁剪、分割常見的音

樂格式檔案(含MPG、WMV、

RM、RMVB…等影片檔。)

下載網址：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Cut.htm

※或使用微軟作業系統中內建的＞

Windows Movie Maker 2.1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Cut.htm


音訊格式轉檔

 可使用MediaConvert v.2.13 － Freeware

功能：1、轉換電腦中常見的音樂格式 。

2、抓取CD音樂光碟片中的音軌 。

3、擷取影片檔（含flv格式影片）音訊。

下載網址：http://hola.idv.tw/

http://hola.idv.tw/


常見的視訊格式

 avi（包含Motion JPEG；以Divx、Xvid或MS Mpeg4 編碼
的mpeg4格式； DV專用 DV avi格式…等）

 mpg （mpeg）
（包含 mpeg1，及以其編碼的 dat -- VCD專用格式；

mpeg2，及以其編碼的 vob -- DVD專用格式 ）

 mp4 （mpeg4 編碼 ，多為PMP可攜式播放裝置使用）
 wmv（asf）（wmv是微軟公司的視訊編解碼器，可被視為mpeg4 的

一個增強版本；wmv9 / vc-1 支援高畫質影片編碼）

 mov（qt）

 flv（flash影片）
 rm、rmvb

 mkv（Matroska Video File ）

 ts、tp（ mpeg2 編碼，HDTV 視訊串流檔 ）
 mts、m2ts(Blu-ray Disc 視訊格式)

 其它（3gp -手機常用格式、…..）



影響視訊畫面及畫質的要素

 解析度 resolution（畫素pixel）＞

Full HD（1080p ）& 1080i（ HD ）1920×1080；

HD （720i、720p）1280×720；

SD （480i、480p）720 × 480。

 長寬比＞ 4： 3（ 1280×960；1024×768…..）、

16：10（ 1280×800；1440×900；

1920×1200，例 24吋LCD顯示器）、

16： 9 （ 1280×720；1366×768；

1920×1080，例 37吋Full HD 電視）

 位元率（ bitrate ）＞bps（bit / second）

VCD ： 1150 kbps

DVD ： 8000 kbps

Blue-ray Disc：36000 kbps

 畫格速率（ frame  rate） fps（frame / second）每秒畫格數

【1080p高畫質影片 24 fps；電視播放規格 NTSC（29.97 fps ）、

PAL（25 fps ）… 】



視訊格式（video format）
：編碼或壓縮方式

＊ H.261

＊ Motion JPEG 

＊ mpeg1 Part2

＊ mpeg2 Part2 / H.262

＊ H.263

＊ mpeg-4（Divx、Xvid 、QuickTime、Sorenson即使用mpeg-4 Part2 的 ASP 
視頻標準 ; MS Mpeg-4、wmv9不屬於標準的 MPEG-4 標準 ）

※ mpeg2-ts（ mpeg2-HD ）

※ VC-1 【Microsoft wmv9進一步發展，並經電影電視程師協會 (SMPTE)通過
制定成為業界標準 “VC-1” 】

※mpeg-4 Part10 AVC / H.264 

註：”※” Blu-ray Disc 、HD DVD 、HDTV等高畫質影片的編碼方式

＊ AVS （Audio Video Standard 中國制定的音視訊壓縮編碼標準 ，視訊編碼
部分採用的技術與H.264非常相似，但採取了一些簡化措施。 ）

＊ wmv（可被視為mpeg4 的增強版本；wmv HD視訊採wmv9編碼)

＊ QuickTime （Sorenson  是蘋果公司QuickTime軟體使用的一種編解碼 器。）

＊ RealVideo （rm、rmvb）

＊ Indeo Video （由 Intel 所研發的編解碼器）



H.264 / MPEG-4 AVC

 H.264 又名 MPEG- 4 Part-10 AVC （ Advanced Video 
Coding ），這個視訊編解碼格式是由 ITU-T 中的 VCEG 
（Video Coding Experts Group）與 ISO/IEC 組織中的
MPEG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標準組成的聯合
視訊團隊（ JVT ， Joint Video Team ）所共同制定提出
的。 H.264 採用最新視訊壓縮革命性技術，可利用最少的
視訊資料，提供令人無法置信的絕佳視訊品質，檔案不大
卻可以擁有清晰的畫面。例如：一張 1GB SD 卡可拍攝約
60 分鐘的 MPEG4 格式影片，而達 H.264 卻可拍攝約 78 
分鐘之久。

 無論是即時通訊、 3G 通訊網路、 Internet 、廣播或衛星
播送，只要需要高品質視訊， H.264 皆可利用超低資料傳
輸率，產生卓越效能。



CBR(Constant Bit-Rate) 與

VBR (Variable Bit-Rate)

依據資料量，常用的影像壓縮方式有三種：
CBR(Constant Bit-Rate 固定位元速率 )， 1-

pass VBR (Variable Bit-Rate 變動位元速率)，
及2-pass VBR。

選擇CBR，只需設定一個壓縮資料量，整段影像
都是用這個資料量。

選擇VBR，壓縮卡或軟體轉換程式會根據影片內
容，調整資料量的分配，可達到保持輸出質量不
變，得到較好的品質；2-pass VBR資料量可以做
更有效率的分配，壓縮的檔案品質最好。



循序式掃描與交錯式掃描

 “ I “代表Interlace：指的是傳統的交錯式掃描，
畫面顯示方式是先掃奇數再掃偶數，優點是可以
節省傳送時所需的頻寬，缺點是畫面會因為交叉
顯示而閃爍，或者當畫面中有高速移動時,物體邊
緣看起來會有晃動的情況。

“ P ”（ Progressive ）：優點是畫面穩定不會閃
爍，缺點是傳送畫面所需的頻寬比以前多出一倍，
因此,1080P需要HDMI或者新式的色差端子來支援
(舊式的色差端子僅支援1080i）。



一般相機錄影常用短片格式

mpg：例如 Sony……

avi：例如 Nikon、Canon……

mov：例如 Kodak……



網路常見串流影音格式

wmv

rm、rmvb

 mov

flv (flash)



在Youtube下載影片，並同時將其flv格式，轉

成avi或mpeg格式

可使用 Save2PC light （ 目前版本 v. 3.2.8）

 Freeware

功能：下載YouTube 網站影片 ，並同時儲存為原

flv格式；或轉存為 avi 或 mpeg格式) 。

建議：儲存成mpg格式，後續剪輯較易處理。

應尊重智慧財產權。

下載網址：http://www.save2pc.co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6%85%A7%E8%B2%A1%E7%94%A2%E6%AC%8A&variant=zh-tw
http://www.save2pc.com/


mov視訊剪輯

 mov格式視訊直接處理不易，建議先以Super轉檔成wmv格式，再使用
ExtraCut 剪輯。（若轉成mpg，影片容易有頓挫、不流暢的情形發生。）

 見 Super



avi視訊剪輯

 建議先以 Super 轉檔成wmv 或 mpg格式，再使用 ExtraCut 剪
輯。

 見 Super



影音格式轉檔：Super 

 Freeware，最新版本：v2008.build.30

 功能：支援了目前常見的各種影音格式，連手機、Pocket PC、iPod、PSP

這些裝置的影片格式也有支援 。

 下載網址http://www.erightsoft.com/Superdc.html

http://www.erightsoft.com/SUPER.html


flv 影片播放、剪輯、轉檔

 可使用 Extra.FLV 2.1.0 －Freeware

 功能：1.支援 FLV的播放、直接剪輯與合併，除

此之外，MPG也是本軟體可以處理的影

片格式。

2.還可以將 FLV 轉檔成MPG、WMV、

AVI、MP3、WAV ….格式等 。

下載網址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FLV.htm

※ Media Player Classic和 jetAudio 7.0.5 皆可播放flv檔。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FLV.htm


VirtualDub 功能強大的
多媒體剪輯軟體

 Free Software

 目前版本：1.7.8

 特點：VirtualDub 主要的功
能一是可以針對現有的電影
短片檔如 .AVI 以及 .MPG 
等做編輯，並可以加上字幕
以及各種特殊轉場與濾鏡效
果；另一項則是可以搭配影
像補捉卡做即時的動態影像
捕捉。

 下載網址：
ttp://www.virtualdub.org/inde
x

http://www.virtualdub.org/index


視訊剪輯： ExtraCut

 ExtraCut（目前版本2.9.5) － Freeware

 功能：可以直接裁剪、分割MPG、

WMV、 RM、RMVB…等影片

檔(不含avi、mov 、flv)。

下載網址：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Cut.htm

※或使用微軟作業系統中內建的＞

Windows Movie Maker 2.1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detail/ExtraCut.htm


功能超強的多媒體影音播放程式
KMPlayer

 Freeware，目前版本：2.9.3.1428

 特點：一套將網路上所有能見得到的解碼

程式(Codec)全部收集於一身的影音

播放軟體；還能夠播放DVD與VCD，

以及擷取影片的畫面或音訊；並且支援

多國語系。

下載網址：
http://www.softking.com.tw/soft/clickcount.asp?fid3=23516

 相關軟體： SMPlayer (Free Software )

 下載網址：
http://smplayer.sourceforge.net/downloads.php?tr_lang=en

http://www.softking.com.tw/soft/clickcount.asp?fid3=23516
http://smplayer.sourceforge.net/
http://smplayer.sourceforge.net/downloads.php?tr_lang=en


適用於影音編輯、轉檔的付費軟體

＊ Corel Corporation 科立爾數位科技(Ulead 友立)

http://www.corel.com/servlet/Satellite/tw/ct/Content/11509057
25000

會聲會影 11

Media studio 8

……….

＊ CyberLink 訊連科技 http://tw.cyberlink.com/

威力導演 6

http://www.corel.com/servlet/Satellite/tw/ct/Content/1150905725000
http://tw.cyberlink.com/


參考網站

 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 ： http://ossacc.moe.edu.tw/

 udn數位資訊 : http://mag.udn.com/mag/digital/index.jsp

 Toget 下載：http://toget.pchome.com.tw/

 阿特拉斯的軟體倉庫：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index.html

 阿榮福利味：http://azo-freeware.blogspot.com/

 軟體王：http://www.softking.com.tw/soft/review.asp?ftype=免費

 Linux頻道--中國IT實驗室

http://211.147.225.34:80/gate/big5/linux.chinaitlab.com/

 http://sourceforge.net/

 自由軟體技術交流網 ： http://freesf.tnc.edu.tw

 Ubuntu 正體中文站：http://www.ubuntu.org.tw/

 Wikipedia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variant=
zh-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http://ossacc.moe.edu.tw/
http://mag.udn.com/mag/digital/index.jsp
http://toget.pchome.com.tw/
http://www.atlas-zone.com/software/index.html
http://azo-freeware.blogspot.com/
http://www.softking.com.tw/soft/review.asp?ftype=免費
http://211.147.225.34/gate/big5/linux.chinaitlab.com/
http://sourceforge.net/
http://freesf.tnc.edu.tw/
http://www.ubuntu.org.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variant=zh-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