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的數位學習
    
        線上的是潮流
        
        能離線的才是王道 !!



  

建構一個不需要依賴網路的
           數位自學平台

洪宗勝

victor.horng@gmail.com

mailto:victor.horng@gmail.com


叔公的大夢

台南的阿伯與台北的叔公 



  

做個 Box 翻轉世界 



5

貧窮

失業

收入中斷

健康與教育水準
較差的下一代

低技術與
體力勞工

貧窮的世代循環

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小孩 ...





  

可汗學院（ Khan Academy）
目的：透過影片彌補學習落差影響：對傳統教育帶來衝擊，翻轉教室的鼻祖改變：老師的角色由主導變成輔助理想：學校要留空白時間給孩子探索

是由孟加拉裔美國人、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的薩爾曼‧可汗（ Salm
an Khan）在 2006年創立的一所非營利教育機構，他主要利用 Youtube，提供一

 系列免費教材供學習者使用。 



  

線上學習是解方嗎 ？



  

課程網路化 並未帶來對偏鄉教育的改善 :

107 數位機會發展現況調查報告



  

看不到 雲 的地方 ？？

Flip the Classroom

How  







  

偏鄉教育的困境

師資 、 課程內容 、 網路與學習環境



108 課綱加深偏鄉教育的困境
(1) 家庭與學校網路通訊不佳

(2) 沒有明定程式教育內容與教學進度

(3) 沒有資訊教育師資

(4) 沒有軟硬體經費

(5) 如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建構一個不需要依賴網路的
           數位自學平台

叔公的大夢



  

不需要依賴網路

離線可以使用，有網路更好 …

內容的傳遞與更新 可以使用 USB / SD 等形式



  

數位

使用 開源系統，如 Linux

可選擇不同的硬體架構



  

自學平台

為自學者所設計，要有強烈的學習動機

從 K12 到 終生學習

可以完整地建構 O2O 或 OMO 



  

硬體 ARM Based 的 Single Board Computer 
( SBC ) ，也可以使用 X86 MiniPC

 離線可用

作業系統 Linux ( 客製化的 MagicOS )        Yes

離線數位學習平台                  Kolibri 及 Kiwix 
                        離線數位學習平台

       Yes

內容 公開免費可用的內容，含 英文 / 法文 …
等多國語文版本的 可汗學院等數十種

       Yes

資訊教育工具                   Micro:Bit 連線版與各式工具，

                          如 Arduino , Python ...etc
       Yes



  

 MagicOS : 來自 Ubuntu 18.04



Kiwix 是用於離線瀏覽維基百科的免費應用軟體。
維基百科的內容以壓縮形式儲存在 zim 格式的檔案
中 Kiwix 可以讀取此類檔案以達到幫助用戶在沒有網
路連結的情況下瀏覽維基百科的目的。

該軟體為沒有網路存取權限的電腦而設計，尤其是
那些網路資源稀缺的第三世界的學校。



https://learningequality.org/kolibri/

 Kolibre Project -  
 Offline elearning Solution 



Kolibri 是離線數位學習平台
來自 Learning Equality 基金會。

Kolibri 是針對基礎設施有限的情況下的學習者
和教師的需求 . 用戶可以在沒有 Internet 連接
的情況下安裝 Kolibri 並且在本地網絡上提供
數位學習的服務 .

Kolibri 安裝程序可以相互鏈接，以便可以共享
用戶數據和內容 . 用戶可以為 Kolibri 創建內
容，并在可以訪問另一個 Kolibri 或 Internet
的網絡時共享它們 .



  



• 「每個人都可輕易運用的電腦」
–體積小
–成本低
–易學習

這個 Box 可以是眾多的 SBC 



  



 2015 年 8 月 內蒙 使用 SBC 協助建立三間電腦教室



2015 年 8 月 內蒙 使用 Scratch 進行 兒童程式教學



2019  年 7   月 應邀至印尼 應邀至印尼 Trisakti  大學推廣 :



  

精英 ECS LIVA Q2 四核迷你電腦

★ 處理器： Intel SoC Gemini Lake N4000

★固態硬碟： 32GB eMMC

★記憶體： DDR4 4G

★ 作業系統： Non

★無線網路： IntelR WiFi 802.11ac．藍芽藍芽 4.1

也可以是眾多的 MiniPC 



                                   就能翻轉數位學習 !!

甚至只要有一隻 USB ： 



  

USB2GO 是

    用一隻 USB 建構的數位自學平台

下一集我將介紹 USB2GO 的使用喔 …



富昌 OSS 基金會  http://www.oss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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