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七屆測量及空間資訊研討會論文集

1342

構建測量自由軟體之探討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reeware for Geomatics

莊惠群1 史天元2

Huey-Chyun Juang Tian-Yuan Shih

摘要

資訊處理為測量學術與實務重點之一，但在教學上卻常因經費所限，無法提

供學生充分之版權軟體；況且即使有軟體來源，大部分也無法因應個別需求加以

編輯。因此呼籲以開放源碼之模式，共同構建測量學術與教學自由軟體。

在軟體開發平台上，考慮市場普及度、圖表介面與應用之方便性，建議採用

單機模式，並選擇微軟之 Excel 搭配其內建之 Visual Basic of Application 為開發軟

體環境。在網路交流平台上，為了兼顧網站能見度與測量專業性，建議將其鏈接

於測量相關學會與工會之網頁。並配合教學單元構建，以為教師與學生之參考。

為期明確化實行之模式，本文針對「前方交會」、「附合導線」、「內插推值」構建

程式與相關資料供參。

關鍵詞：開放源碼、資訊化教學。

Abstract
Data process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in Geomatic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funding, providing students proper software is always a difficult issue. With the

commercial software, modification is another problem due to the trade secrets resulting

from intelligence right considerations.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cept and practice may

provide the best solution to this dilemma.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availability, Personal Computer based systems is the

best choice.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icrosoft Excel and Visual Basic

of Application (VBA) may be a good choice at present. This platform is capable of

supporting convenient Graphic User Interface, and the coding is relatively simple. For

the circulation, it is proposed to b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units of

surveying courses, and proper links are established in the web sites of surveying related

societies or organizations. Serving as the sample, software for three subjects,

interaction, connected traverse, and interpolation, are designed and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

Keyword: Open Source,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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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1.1 教學納入軟體時勢所趨

測量學術向以資訊處理為重點之一，運用電子計算設備以提升工作效率更是

專業人員不可或缺之基本素養，而大多數工程實務單位也都購置相關軟硬體配合

業務需求。學校專業教育以能順應職場需求，培育適當人力為首要任務。因此自

1980 年代起，美加地區之測量技術員即以可程式化之計算器進行教學，且自 1990

年代後，該地區之測量教材也多配置個人電腦使用之程式；在教學上，以教授基

本概念與練習儀器操作為主，並搭配適當之計算工具。此種善用輔助計算工具之

教學模式，不但減輕了學生因數學基礎不佳所產生之學習障礙，更可讓其專注於

整體思考，而非瑣碎之計算，對教學成效有正面之助益。

1.2 授課殿堂未見軟體普及

雖然採用電腦程式輔助測量教學已是明確之趨勢，但在國內之普及率卻仍有

待提升，大學層級之情況或許稍好，但在基礎養成教育之高職恐怕無法樂觀。究

其緣由，學校經費有限，無法購置充分之版權軟體，應是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即

使有其他管道可取得相關軟體，例如教科書內附程式（Wolf & Ghilani, 2006、葉怡

成，2007；等）或測量軟體專書（趙元和與王炳淵，2002、莊天文，1985、謝政

平等，1999；等），但是理論上若未先購買書籍，卻在教學時直接使用其軟體，將

有授權上之問題。此外，目前各軟體程式多不提供源碼，甚至還有保護、鎖定等

諸多限制，在使用上若有個別之需求，將難以自行編輯處理。

1.3 份內工作求人不如求己

軟體匱乏之現象與教師蒐集資料之負擔，如能由教育部籌設教學支援網站，

提供相關資源之交流平台，自是最佳。但主事者日理萬機，又無此先例，欲待其

處理，恐將曠日廢時、緩不濟急。即使教育部欲提供此服務平台，但衡諸現況，

納入經常性業務既不可行，只得以研究計畫之方式辦理；一旦執行年度結束，無

專人管理時，維護更新、持續運作都將成問題。

測量軟體有廣大之使用群，具備軟體開發能力之教師也不在少數，既然提升

教學成效為教師之本職，在公部門力有未逮下，不如反求諸己。若能先建置出具

備基本規模之雛形，由所有測量教師、學生，與相關有意同行，形成社群。彼此

交流、討論，再申請相關計畫加強以永續運轉，應是較為可行。而且如果成效良

好，甚至可進一步建議由教育部架設涵蓋各學門領域之教學交流平台。

1.4 開放源碼共構自由軟體

Freeware 有兩種意涵，一為「免費軟體」，亦即其使用無須付費。另一個意涵

為「自由軟體」，亦即其使用與再次研發享有「自由」，不受各種因素所引發之「機

密」限制。開放源碼（Open Source）為「自由軟體」幾近於同義之名詞。近年來

以開放源碼模式發展之 Linux，獲得各界普遍之肯定，而其他領域之「自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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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蓬勃發展，提供了電腦使用者另一種的選擇機會(杜默，2001、梁曉鶯，2001)。

目前自由軟體以文書處理、多媒體編輯、網路瀏覽通訊為其大宗，並兼及工程科

學上之應用；對於個別專業領域而言，或許因為參與者寡，目前猶未見普及。

測量學術向以資訊處理為重點，也在自由軟體領域如地理資訊科學之 FreeGIS

有所發展。江宗展等(2004)即說明了網際 GIS「自由軟體」之當時現況，並針對一

網際 GIS 軟體 MapServer 測試探討。由於發展自由軟體者大多專注於新穎或高階

之應用，難度較低但廣大學生群最需要之基本教學範疇反常容易忽略，測量程式

亦復如是。有鑑於此，本文呼籲集眾人之力，共同構建教學用測量自由軟體，除

可提供學校用以輔助教學外，並讓有志於軟體開發者有磨礪之機會。

二、文獻回顧

2.1 開放源碼與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或稱開放源碼軟體，與一般版權軟體之差異，係在軟體發佈時附上

原始程式碼（Source Code），並授權使用者有執行軟體、複製軟體、更改軟體和將

更改後軟體再行發佈之自由。此一概念，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之史托曼（Richard M.

Stallman）於 1970 年代開始倡導(杜默，2001、梁曉鶯，2001、鄭鴻坦，2000)。在

此準則下，由於非屬商業性軟體，所以通常各軟體之支援由社群組織執行，每位

使用者若有問題都可通過社群請求協助。自由軟體之使用者不必擔心是否擁有合

法版權；而玩家等級者，則可進一步直接研究其原始程式碼，自行嘗試解決問題、

更新軟體，並且還能上傳、更新、發佈其所改進之軟體來分享成果。在網路環境

成熟之現代，如能妥善使用此良性循環之運作模式，將可跨越地域之限制，廣集

眾人之智，合力造就出更完善之軟體。

2.2 「通用公共許可證」之授權

為了界定並推廣自由軟體之運行，美國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 Foundation）

建立了新的版權聲明文件「通用公共許可證」（General Public License，以下簡稱

GPL），目前自由軟體界大多直接引用或修改後採用之。GPL 的主旨在於保障軟體

使用者的自由，而非一般著作權之限制使用者的自由，由於傳統版權聲明稱為

Copyright，因此 GPL 之版權聲明又稱為 Copyleft，其主要內容如下：

GPL 授予軟體接受人以下之權利，或稱「自由」：

a. 以任何目的執行此軟體的自由；

b. 以符合用途為目的，對軟體進行研究及修改的自由；

c. 再發行複製軟體的自由；

d. 改進此軟體，並公開發佈修改後軟體的自由。

這種授權方式賦予每個人皆可自由且合法地執行、複製 GPL 軟體，但在此同

時，使用者仍需注意其限制，就是在引用、改進、發佈 GPL 軟體時，需公開修改

後之完整原始碼，並採用 GPL 授權。有人稱此種授權是一種「病毒」，如果軟體採

用了一部份之 GPL 授權碼，整個軟體將成為 GPL 之一員(杜默，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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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由軟體成功與失敗案例

若要舉出自由軟體的成功案例，大概不出「讓比爾‧蓋茲坐立難安」的 Linux。

其創始者林納斯‧托瓦茲（Linux Torvalds）出生於 1969 年，在 1991 年就讀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時，參考 Minix 作業系統之功能，發表了 Linux 核心程式（Kernel），

並開放其源碼。自 Linux 推出後，在全球相關社群之協力下，功能迅速攀升，已多

次獲得 Infoworld.com 的年度最佳作業系統獎，目前在伺服器之作業系統上，已成

為微軟（Microsoft）之最大競爭者，並隱然有往個人型擴展之趨勢，而且在新一

代筆記型電腦 Eee PC 之操作系統上佔有主要之地位。

在 Linux 大放異彩的同時，微軟的

網路探險家（Internet Explorer，以下簡

稱 I.E.），正以其備受爭議的視窗

（Window）包裹戰術，在瀏覽器大戰

中逐步將網景（Netscape）逼入絕境。

1998 年網景決定背水一戰，推出魔斯

拉（Mozilla）專案，釋出瀏覽器之原

始碼，但因諸多先前之包袱，並未採

用 GPL 授權，而另創魔斯拉公共授權

（MozPL, Mozilla Public License）。雖

然源碼釋出後曾獲得部分自由軟體社

群之支援，但微軟 I.E.獨霸之勢已成，

網景瀏覽器終成絕響。當年（1996 至

2005）瀏覽器市佔率之演變如圖 1 所

示。

圖 1、瀏覽器之市佔率(Wikipedia, 2008a)

由眾多開放源碼成功與失敗之案例分析，大多數成功的專案，一開始就是開

放源碼專案。此種專案的工程師無法（或懶於）為程式註解分神，會特意寫出極

其簡潔之程式碼，如此，其他開發者將非常容易閱讀。再者，開放源碼專案必須

像是大型拼圖的個別片段一樣，非常模組化，以便眾多互不相識之玩家能將其「乾

淨」的切割、編輯，再完全「無縫」的嵌回專案，而無須擔心會毀壞別人進行中

之工作。

所有權專屬之版權軟體原本就缺乏撰寫簡潔程式碼之誘因，軟體開發人員常

在編寫過程中猛抄捷徑，可能造成複雜難懂之「義大利麵程式碼」（spaghetti code）。

魔斯拉專案之問題即在於此，先是擷取了大量閉門造車寫成之複雜 C++程式碼，

然後直接就「解放」了這些程式碼，難怪擺脫不了回天乏術的命運(鄭鴻坦，2000)。

自 2002 年起，原屬魔斯拉專案下一個實驗性分支 Firefox（火狐）的成員們，察覺

到網景的框架限制了瀏覽器的發展，於是與開放源碼社群合作，共同開發獨立的

瀏覽器 Mozilla Firefox，從 2005 年開始，每年都當選為媒體 PC Magazine 年度最

佳瀏覽器。根據統計，截至 2008 年 6 月 Firefox 的瀏覽器市佔率為 19.11%，僅次

於微軟的 I.E.，開放源碼社群總算扳回一城(Wikipedia,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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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往知今，在開發測量自由軟體時，建議符合下列準則：

a. 變數命名有意義，易讀易懂為原則；

b. 結構化程式設計，儘量避免用 Goto；

c. 組成單元模組化，各單元功能獨立；

d. 不因小失大，擷取非 GPL 之程式碼；

e. 不因求取執行效率，而違背前述準則。

2.4 坊間現有教學用測量專業軟體

目前坊間測量用教學軟體，除由學校斥資購置外，尚有三種來源，分別為教

科書內附、測量軟體專書、與相關網站贊助，如葉怡成(2007)、趙元和與王炳淵

(2002)、Wolf & Ghilani (2006)、楊全成(2008)…等。但是因為大多數軟體並未明確

宣告可任意使用，理論上若未購買書籍而使用其軟體，將有著作權上之疑慮；而

且即使合法購買也常限於經費而套數不足。所以除了教師自行研發者外，授課時

往往無法讓學生無限制的任意使用，軟體教學環境尚待加強。

另就編輯與應用之觀點而言，因為無論從何種管道取得之軟體，大多數皆未

開放源碼，以致於發現錯誤時無法修改，想增添功能也無從著手，而且固定之輸

出格式也造成後續應用之不便。舉以下三者為例：

2.4.1 AutoCAD Civil 3D 專業軟體

Autodesk 公司在其 AutoCAD 平台上開發了 Civil 3D，除多樣 CAD 與地理資

訊之功能外，亦具有路工定線功能，堪稱為該領域之專業級軟體，並完成中文化

之處理。但在部分圖幅之輸出上，若以歐特克（2008）所述為例，平縱斷面圖之

豎曲線(37 頁)，與國內慣用之格式有些微之差異。再如土方計算表(57 頁)，表中數

字明顯並未對齊，造成之原因為 AutoCAD 內定使用之標準字型 txt，所繪製出之數

字寬窄不一（0、1 較窄而 8、9 較寬），這種情形只要改用 monotxt 即可讓文數字

取得統一之字寬。由於 AutoCAD Civil 3D 並未開放源碼，因此使用者雖然發現並

有解決之道，但也只能反應至總公司，待下一次更新時再處理。

2.4.2 Wolf & Ghilani (2006)之測量教科書

Wolf & Ghilani (2006)在多版以前便開始附贈程式光碟，對教學有相當程度之

助益。在其 264 頁之導線計算範例中，角度輸出為完整之 XXX°XX’XX.X”，例如

100°45’37.0”；但實際執行所得卻是 100?5’37.0”，不但「°」之符號無法顯示，而

且還侵蝕掉「’」之十位數。

此現象乃是因為純英語系之字元編碼採用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或 EBCDIC（Extended Binary Coded

Decimal Interchange Code，擴增二進式十進交換碼），用 7 或 8 個二進位元（1 個

位元組）表示單一字符；此種編碼方式在以兩個位元組表示單一字符之中文系統

下，部分特殊字元如半形「°」之處將產生亂碼。雖然可進入「控制台/語言/進階」，

在「非 unicode 程式的語言」選項下點選「英文（美國）」來解決，但將影響整體

之顯示；其實若程式為開放源碼，只要將半形之「°」改成「d」或全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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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葉怡成(2007)、趙元和與王炳淵(2002)之平面測量軟體

葉怡成(2007)、趙元和與王炳淵(2002)，皆附有軟體光碟片，也都能正常運作。

但仍有改進之空間，舉其兩項如下：

有效位數之取捨：部分程式為避免位數太少而影響精度，而將角度取至秒下

小數兩位，但大部分測量實務對角度值之需求僅到整數秒，取至秒下兩位之後果

是讓使用者須自行四捨五入。

輸出資料之格式：部分中文化之程式以「XX 度 XX 分 XX.X 秒」之純文字來

輸出角度；且為了避免不慎更動計算成果，將其設計成不可碰觸之狀態。造成輸

出之資料難以直接引用來進行後續處理。

2.5 軟體開發平台之選擇

在軟體開發平台上，本文就「個別程式單機處理」、「伺服主機統一處理」與

「網頁程式分散處理」三種作業模式，分別探討如下：

2.5.1 個別程式單機處理

所謂「個別程式單機處理」，乃是在下載自由軟體之源碼後，使用與源碼相同

之程式語言工具，如 C、C++、Visual Basic、Excel…等，在個人電腦上加以編輯處

理。此種方式在下載後即為獨立作業，執行、編輯、測試時皆是，直至完成後欲

上傳時才需連接網路。

採用單機作業模式，在無網路環境下不管執行、編輯、測試均無困難，對網

路之依賴度最輕。此模式讓末端使用者有最大之彈性空間，在程式之掌控上握有

主導權，進入之門檻也最低；但是編修者需擁有與源碼相同之程式語言工具為其

缺點。幸好在微軟壟斷之視窗作業系統環境下，人人幾乎都合法擁有 Excel 工具軟

體，搭配其內建之 Visual Basic of Application（以下簡稱 VBA），無論是圖表介面

與後續應用都非常便利；雖然在運算速度上稍嫌不足，但因教學用軟體對此需求

不高，所以 Excel 仍足以稱職地擔負起工具軟體之角色。

2.5.2 伺服主機統一處理

若欲摒除工具軟體是否合法之疑慮，可以採用「伺服主機統一處理」之模式，

將程式建置於網站伺服器，設計具 submit 功能之網頁。末端使用者瀏覽時只需依

照所訂定之格式，將相關資料填表輸入，並上傳至網站伺服器，所需之各項處理

工作由伺服器完成後，再回傳至末端使用者。

此種方式徹底解決了使用者執行上合法性之問題，但對網路依賴最深，一旦

離線，執行、編輯、測試都無法完成。且伺服器端之程式設計門檻頗高，一般使

用者進入不易，難以讓學生有參與之機會。

2.5.3 網頁程式分散處理

除了「個別程式單機處理」與「伺服主機統一處理」兩種模式外，另可選擇

綜合兩種作業方式之「網頁程式分散處理」模式，將程式建置於以 JavaScript、

Applet、ASP…等所設計之 html 網頁。因為此種模式之程式碼內嵌於 html 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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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以同「個別程式單機處理」一樣，可在下載後離線獨立作業，處理程式執

行、編輯、測試等工作；而其 html 之網頁型態也與「伺服主機統一處理」相同，

沒有侵犯工具軟體版權之疑慮。但此種內嵌於網頁之程式語法，相較於 Excel 和

VBA 之 Basic 略嫌困難，對眾多學生而言，進入之門檻與仍屬偏高，參與之機會

也不大。

2.6 網路交流平台之選擇

身處網路世代，透過網站為迅速溝通資訊之不二法門，近年來大眾範疇之「奇

摩知識」、專業領域之「土木人」與「測量人論壇」等交流網站，都有相當高之點

閱人數，相關資訊在網路上流通順暢。自由軟體因應此風潮，藉由網路平台將可

迅速交流。在選擇測量教學軟體之交流平台時，如果僅考慮能見度，則 Yahoo 之

「奇摩知識」必是首選，但其測量專業性卻明顯不足；如果自行架設個人網站，

則能見度又不廣。因此為了兼顧網站能見度與測量專業性，建議將此交流平台鏈

接於測量相關學會與工會之網頁。

測量相關領域之交流網站，目前現有網頁中以附屬於「地籍測量學會」的「測

量人論壇網頁 http://www.cadastralsurvey.org.tw/surveyor/」較為專業。此「測量人

論壇」於 2007 年 11 月設立，內含 9 項主題，包括公佈欄、測繪知識、測繪單位、

測繪工具、測繪規定、國家考試、測繪教育、非你不可、有話要說。其中測繪工

具之主題內包括了硬體、軟體兩分項，如能在此軟體之分項下開闢「自由軟體」

細項，應屬恰當。

三、成果說明

在考慮市場普及度、圖表介面與後續應用之方便性後，建議採用單機處理模

式，並選擇微軟之 Excel 搭配其內建之 VBA 來開發軟體。本文分別設計了「前方

交會」、「附合導線」與「內插推值」之程式供參。內容簡述如下：

3.1 前方交會

前方交會為較簡易之運算，採用 Excel 工作表之基本功能即可完成。目前試作

之檔案包括四個工作表，包括「前方交會-例 1」工作表，內為採用勞委會乙級工

程測量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試題 042(2)-950205 之數據，依照其步驟解算，並增加

餘切公式解；而「前方交會-例 2」工作表，為另行模擬之數據，測試在計算過程

出現負值時，仍能獲得所需之成果；另兩個工作表則交代「版權聲明」和「編輯

沿革」。由於僅使用 Excel 之基本功能，而 OpenOffice.org Calc 在此部分與 Excel

接近完全相容，所以同一個檔案可以不經修改直接在兩個環境下執行，成果如圖 2

所示。

在工作表「前方交會-例 1」中，儲存格底色採用綠色者為輸入資料，橙色者

為計算過程，而玫瑰紅色者為輸出成果。除綠色之資料輸入區外，其他儲存格已

設定成「保護」之防寫狀態，使用者需解除「保護」後才能加以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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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Microsoft Excel 與 OpenOffice.org Calc 上之前方交會工作表

3.2 附合導線

在附合導線計算時，由於導線點之個數未定，只用工作表之基本功能無法處

理，所以搭配了 VBA 來設計。檔案內之工作表「輸入資料」提供表格式輸入介面，

執行時只要在此填入數據後，點選「計算成果」工作表即可自動完成相關之計算，

如圖 3 所示。由於一般使用者較少接觸 VBA 之設計，在教學上需提醒執行前要先

設定同意「開啟巨集」，而欲編修者也需進一步參閱相關書籍(博碩文化，2008)。

圖 3、附合導線之輸入資料與計算成果工作表

OpenOffice.org Calc 與 Microsoft Excel，在基本功能上幾乎完全相容；但對應

於 VBA 之 OpenOffice.org Basic，兩者卻有頗大之差異，無法直接套用。除了用

Excel 處理附合導線計算外，本文另就「網頁程式分散處理」模式設計內嵌程式碼

之網頁，並以相同之數據測試。此 html 網頁採用 JavaScript 語言設計，可處理展

開、閉合與附合導線。圖 4 為同一個 html 檔分別在 I.E.與 Firefox 之離線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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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Microsoft I.E.與 Mozilla Firefox 上之導線計算網頁

3.3 內插推值

「內插推值」檔案包括了三種數學內插方法：多項式、加權平均法與有限元

素法。輸出成果搭配 Excel 之圖表介面，可比較三者間之差異。本程式將處理過程

之資料建立多個工作表，如多項式之係數矩陣，和有限元素法在間接觀測平差過

程中之觀測方程式、法方程式係數矩陣，可供教學講解之用，如圖 5 所示。在程

式設計時，需避免擷取不確定是否為 GPL 之程式碼，建議自行依照計算式撰寫或

採用內建之函數庫，以防誤觸著作權。本程式之矩陣運算，即以 VBA 內建之

Transpose、Minverse 與 Mmult 來處理，雖然執行效率稍差，但無礙於教學示範。

圖 5、內插推值工作表與有限元素法之觀測方程式係數矩陣

四、結論與建議

隨著 Linux 之大放異彩，自由軟體的共享概念正衝擊著商業掛帥之軟體市場。

本文順應潮流，建議測量人員共同建立開放源碼之自由軟體，除可供學校用以輔

助教學外，並可讓有志於軟體開發者有磨礪之機會。茲歸納數點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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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軟體開發平台上，在考慮市場普及度、圖表介面與應用之方便性後，建議

採用單機處理模式，並選擇微軟之 Excel 搭配其內建之 VBA 來開發軟體。在微軟

視窗作業系統下，Excel 搭配 VBA 具有強大之功能，足供開發測量教學用專業軟

體之所需。但若欲建構成完全純淨之自由軟體，建議除在此平台發展外，也嘗試

移植至其他同屬開放源碼之系統。未來亦可使用 OpenOffice.org Calc 及

OpenOffice.org Basic，以完全達成開放源碼之精神。

在網路交流平台上，為了兼顧網站能見度與測量專業性，建議將此平台附屬

於「地籍測量學會」之網站上。

在開發測量自由軟體時，為求能順利推展，建議符合下列準則：

a. 變數命名有意義，易讀易懂為原則；

b. 結構化程式設計，儘量避免用 Goto；

c. 組成單元模組化，各單元功能獨立；

d. 不因小失大，擷取非 GPL 之程式碼；

e. 不因求取執行效率，而違背前述準則。

後記

本文所述軟體目前尚未上傳，有興趣者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jhc2@csu.edu.tw 處索取。

參考文獻

歐特克，2008，AutoCAD Civil 3D® 2008 教學手冊，台灣歐特克股份有限公司。

江宗展、史天元、賴進貴，2004。網際網路製圖自由軟體現況探討，地籍測量，

23(4)，43-79 頁。

杜默，2001，Linux 傳奇：讓比爾‧蓋茲坐立難安的天才，時報文化。

梁曉鶯，2001，Just for Fun：Linux 創始人托瓦茲自傳，經典傳訊文化。

莊天文，1985，電腦測量計算實務，第三波。

博碩文化，2008，經理人提升效率的 Excel 函數與巨集技巧，博碩文化（初版）。

楊全成，2008，教學網站，最後瀏覽：2008/07/12，

網址: http://140.127.123.222/aseip_folder/teacher/ycc/elearning/index.html。

葉怡成，2007，測量學，東華書局。

趙元和、王炳淵，2002，實用平面測量軟體（附軟體光碟片），全華圖書。

鄭鴻坦，2000，Linux 紅帽旋風，天下文化。

謝政平、謝政安、謝從國，1999，公路測量與電腦計算(視窗版)，科技圖書。

Wikipedia, 2008a, Brower wars, last accessed on July 17, 2008,

URL: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owser_wars,

Wikipedia, 2008b, Mozilla Firefox, last accessed on July 17, 2008,

URL: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zilla_Firefox.

Wolf, P.R. and C.D. Ghilani, 2006, Elementary Surveying, An Introduction to

Geomatics, 11th edition, Pearson.

http://140.127.123.222/aseip_folder/teacher/ycc/elearning/index.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owser_war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zilla_Firef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