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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情境感知遊戲適用於在地文化的題材，然而多年來情境感知遊戲的
研究多著重於系統開發的技術，針對遊戲策略對學習成效影響的研
究相對較少。本研究承襲團隊先前的研究成果，繼續針對「遊戲探
索路徑」進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合理推測情境感知遊戲路徑對學
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可能具有影響，且因傳統的線上遊戲的最佳狀態
就是沉浸於遊戲魔術框架之中，而遊戲玩家是否維持這種沉浸的狀
態，則與是否維持其心流經驗有關。本研究進一步推測情境感知遊
戲學習進行中，遊戲路徑會影響心流經驗，進而影響學習動機與學
習成效。研究以實證研究方法進行，以鶯歌陶瓷文化歷史為題材
，發展一個情境感知遊戲學習，並以不同方式進行路徑引導，以驗
證上述推測。研究對象則為北市以及新北市大學的學生為主，輔以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之參觀者。研究結果發現1. 文化探索適地
性遊戲提昇遊戲者對在地文化認識；2. 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以及在
地文化認識成果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3. 探索順序對維持心流經驗
具有顯著影響。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限制，本研究建議日後不
同探索路徑順序對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的影響當值得進行更深入的
研究。

中文關鍵詞： 行動學習、情境感知遊戲、心流經驗、探索路徑、鶯歌陶瓷文化

英 文 摘 要 ： There have been many evidences that reveal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ontext-aware games on local culture learning.
However, much research on context-aware game-based learning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techniques of building gaming
systems. This purposed research speculates that discovering
route could affect player’s flow of experience,
consequently affect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study designed an experimen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s of various route
guiding methods (designated vs. pervasive) on experience.
An game-based App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ccompany with
a series of research instruments (flow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test). Yingge ceramics
culture of Taiwan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cultural
scenario,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visitors of the Yingge
Ceramics Museum are the potential subjects for the
experiments. The game-based App and research instrument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pre-tested. Former experimental
process was done and data obtained from various instrumen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location-based
game we developed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Yingge ceramics culture; 2) flow experience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the successfulness of local culture
understandings; and 3) exploring route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flow experience. Further studies on this topic
are suggested as the sample size of this project is
limited.



英文關鍵詞： mobile learning, context-aware game, experience of flow,
discovering route, Yingge ceramic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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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以適地性遊戲進行在地文化的學習已證實具有較佳的學習動機，且對低先備能力的學習者其效

果尤其顯著（Chen & Wang, 2015）。國內研究團隊隨後亦針對遊戲策略以及學習者互動方式對學習動

機與成效的影響進行探討，並已獲致一定成果（劉書瑋和王健華，2017）。然境感知遊戲因具有隨境

移動的特性，學習者必須不斷移動尋找目標進行學習。陳宥瑄（2013）研究證實針對學習標的進行引

導其效果優於學習者自行摸索路徑。國外亦有研究指出，遊戲者能在適地性遊戲中尋找到適當地點以

獲得遊戲資訊是遊戲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Chen, Chen, and Benford, 2013）。在博物館導覽方面，也

有研究證實導覽前的適性化設定確實讓參觀者對導覽系統的滿意度提高（黃國豪、陳碧茵、賴世偉、

和林春合，2009）。 

雖然先前的研究已發現適地性遊戲中，引導遊戲者尋找探索標的對參與者的遊戲動機與對遊戲

的學習效果有影響，但以陳宥瑄（2013）的先導研究而言，其研究設計僅止於引導遊戲參與者前往一

個特定探索的標的，並沒有考量遊戲包含多個探索標的時，指定其順序與自行規劃探索路路徑是否會

產生不同的遊戲體驗。此外，傳統的線上遊戲的最佳狀態是沉浸於遊戲魔術框架（magic circle of play）

之中，而遊戲玩家是否維持這種沉浸的狀態，則與是否維持其心流經驗有關（Montola, 2011; 

Csikszentmihalyi , 1990; kiili, de Freitas, Arnab, & Lainema, 2012）。然而Montola（2011）指出，實境遊

戲突破了線上遊戲的魔術框架，它不是在線上虛擬環境中進行，而是實際上與真實世界中的人與物產

生互動，因此適地性遊戲的心流經驗應與傳統線上學習並不相同，而本研究則進一步推測陳宥瑄

（2013）適地性遊戲進行中，引導遊戲參與者尋找特定標的有較佳的遊戲效果，是因為相對於散策式

的自由探索，此一引導的機制使遊戲參與者維持較佳的心流經驗，進而影響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據

此，研究者合理懷疑適地性遊戲中若有多個探索標的時，遊戲者自行決定探索順序較之遊戲機制指定

固定探索順序更具挑戰性，故而維持較佳的心流經驗。而較佳的心流經驗獲致較佳的遊戲動機，進而

影響遊戲的學習效果。依據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設計、規劃、與執行了一項檢驗情境感知適地性

遊戲中探索順序對心流經驗影響之實驗，實驗之內容與地點則依循Gentes, Guyot-Mbodji, and Demeure 

（2010） 所提教育性的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應把重點放在認識在地文化的建議，以具有豐富在地文

化背景之內容與地點為題材。由於鶯歌是臺灣陶瓷文化與技藝之重鎮，鶯歌陶瓷擁有悠久的歷史傳

承，是相當豐富的在地文化資源。因此實驗選定以鶯歌陶瓷文化為適地性遊戲探索的題材進行研究。 

 

具體而言，本研究明定研究目的如下： 

在具有多個探索目標的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過程中， 

1. 了解遊戲對在地文化知識成長的效果 

2. 探討探索路徑順序對遊戲者心流經驗的影響 

3. 探討遊戲心流經驗與動機的關連性 

4. 探討心流經驗與在地文化知識成長（學習成效）的關連性 

 

為完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自行設計發展了一個適地性適地性遊戲，遊戲中有多個探索標的，

並將研究對象分為自行設定探索路徑順序以及指定探索路徑進行實驗。 

貳、文獻探討 

一、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 

在先前情境感知適地性學習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基於現實地理位置的實境探索遊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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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幫助學習者學習知識並開發潛能，並舉出了許多的情境感知適地性設計概念。情境感知遊戲

（context-aware game）指的是遊戲的內容會因情境的變化而隨時調整，有時還需要遊戲者與現實情境

中的人或物互動。情境感知遊戲中又有一種以地理位置為主要概念的遊戲，稱為適地性遊戲

（location-based game）。適地性遊戲現今時常結合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來進行指定區域內的遊

戲。典型的情境感知遊戲，以建立在真實世界為基礎，讓遊戲參與者透過遊戲內的地圖，到達遊戲預

先設置好的位置，並依據遊戲指示進行動作或互動，來完成遊戲任務（Avouris & Yiannoutsou, 2012），

強調和現實環境的結合，融合了隨境遊戲（pervasive game）的特性外，也可以包含許多不同的元素，

使遊戲內容更為豐富（Baillie, Morton, Moffat, & Uzor, 2011）。進一步而言，Avouris and Yiannoutsou

（2012）認為情境感知遊戲在現實的物理環境下，可以藉由活動以及事件連結到虛擬世界，讓虛擬世

界中的敘事結構幫助遊戲參與者了解在地文化特色，讓具有豐富文化特色的區域，擁有更佳的參訪體

驗。Baille, Morton, Moffat, and Uzor（2011）則實際設計出一套情境感知遊戲，在遊戲進行當中設法

了解遊戲參與者在遊戲進行時對於環境的感知，該研究發現若能有效激起參與者的反應，情境感知遊

戲是能的確可讓參與者發揮更大的參與效益。由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情境感知遊戲對於在地文化

等基於現實空間的探索活動，具有相當顯著的效益，藉由遊戲的內容以及外在感官的探索得以增強學

習體驗。 

情境感知遊戲經由一段時間的發展後，已發展出許多相關的設計理論。Paelke, Oppermann, and 

Reimann（2008）曾提出導航（navigation）、觸發（trigger）以及收集（collection）等三個遊戲的進行

流程與步驟，並以當前位置和目標物為遊戲內設計的主要邏輯，經由觸發任務的過程後，會藉著地圖

導航的資訊尋找目標，通知遊戲參與者並開啟任務。Neustaedter, Tang, and Judge（2011）曾藉由質性

研究，參與多次情境感知遊戲，研究情境感知遊戲的特色及發展規則。他們認為遊戲的橋段應輕量化，

並具有難度分級，能快速提供獎勵滿足遊戲參與者。除此之外，則要讓遊戲參與者間要有彼此交流或

聯通的方式，藉由交換情報相互合作，甚至相互砥礪而具有競爭性。 

然而若更深入探究遊戲參與者的遊戲行為以及和環境的互動，也有多位學者提出他們的看法。

Maggiorini, Quadri, and Ripamonti（2014）在發展利用公共運輸系統來進行的行動遊戲時，認為任務

過程中，遊戲參與者需互相合作解決任務問題，若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則可利用使用者在社會上的

經驗及策略先行思考解決方案，或是利用自身的社交網絡來合作尋找答案。除了上述所提及之聯通性

致使玩家相互競爭而產生遊戲動機外，Baillie, Morton, Uzor, and Moffat（2011）設計了一款需要在廣

大區域進行的活動，運用了藍芽技術進行傳播，並成功喚起了活動參與者的互動以及情感，掌握了他

們對於遊戲地點的體驗感覺。這正說明了若妥善設計遊戲的通訊方式，並且挑選出適當的遊戲地點，

情境感知遊戲確實可以激發出參與者們的正向情緒。此外，buhamdeh, Csikszentmihalyi, and Jalal

（2015）則經由實驗了解遊戲參與者進行對戰遊戲時的情況，提出不確定性結果的概念，當比賽過程

相當接近，能夠使遊戲之使用者能更享受參與過程，並且激勵使用者們努力參與。而rab, Kroesche, Grun, 

and Jakl（2007）除了提出遊戲參與者互動區域和網路傳輸限制的相關概念，也提及了遊戲參與者的

數量多寡會影響整體的遊戲體驗，說明多人遊戲的遊戲體驗，會大於單人遊戲的感受，證明了遊戲參

與者之間互動的重要性。以上這些研究的結果，均是本研究設計發展適地性文化探索遊戲的重要依據。 

二、適地性遊戲學習的路徑 

以適地性遊戲進行在地文化的學習已證實具有較佳的學習動機，且對低先備能力的學習者其效

果尤其顯著（Chen & Wang, 2015）。然適地性遊戲因具有隨境移動的特性，學習者必須不斷移動尋找

目標進行學習。當學習情境不只一處時，學習者必須接受指引，或是自行尋找下一個情境目標進行學

習，也就是在以適地性遊戲進行學習時，須要考慮學習路徑的規劃。有關此一議題，陳宥瑄（2013）

研究證實結構式隨境遊戲效果優於散策隨境遊戲，也就是說，針對學習路徑進行引導其效果優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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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行摸索路徑。然而，在此一先導型的研究設計中僅引導遊戲參與者前往一個特定探索的標的，並

沒有考量遊戲包含多個探索標的時，指定其順序與自行規劃探索路路徑是否會產生不同的遊戲體驗。

指定其順序與自行規劃探索路路徑是否會產生不同的遊戲體驗。有關探索的路徑，陳惠美（1992）的

研究以博物館導覽的觀點出發，認為參觀動線必須作最有效的規劃。黃國豪、陳碧茵、賴世偉、和林

春合（2009）也認為博物館導覽需要使參觀者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最知名的展出物。而該研究認為最

有效的規劃是依參觀者對展品認知的程度規劃適性化的導覽，研究結果也證實這種導覽前的適性化設

定，確實讓參觀者對導覽系統的滿意度提高。此外， Chen, Chen, and Benford （2013）也認為遊戲

者能在適地性遊戲中尋找到適當地點以獲得遊戲資訊是遊戲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此項研究事先給予

任務地圖，讓遊戲者於遊戲地圖中自行預設路徑，然後依路徑進行探索。研究結果顯示此種方式有效

協助遊戲者依路徑尋找與完成遊戲任務。 

三、適地性遊戲學習的心流經驗 

有研究者指出從傳統數位學習到遊戲式數位學習，其中最大的差別就是遊戲式學習較易使學習

者沈浸（immerse）或執著（engage）於遊戲中學習（Nakamura & Csikszentmihalyi, 2014；張基成與

林冠佑，2016）。關於沉浸，Montola（2011）曾提出重要的說法，他認為傳統線上遊戲有一個魔術框

架（magic circle of play），這個框架是一個無形的社會與文化籓籬，它區隔了遊戲與現實生活，遊戲

者往往需要被隔離在這虛擬的遊戲魔術框架中與虛擬的社會文化互動而與現實隔絕。傳統的線上遊戲

的最佳狀態就是沉浸於魔術框架之中，而遊戲玩家是否維持這種沉浸的狀態，則與是否維持其心流經

驗（flow experience）有關。最早提出心流經驗的是Csikszentmihalyi and Csikszentmihalyi，他們在1975

年首先提出心流理論（Theory of Flow），認為心流經驗與學習專注有密切關連。其後陸續有學者將心

流與遊戲式學習做連結，認為心流經驗是使遊戲參與者專注於遊戲以及控制遊戲的重要因素（e.g. 

Pearce, Ainley, & Howard, 2005；Wan, & Chiou, 2006；Chen, 2007；kiili, de Freitas, Arnab, & Lainema, 

2012）。Csikszentmihalyi （1990）就已確立遊戲中維持心流的八個因素，包括需要技巧的挑戰性活動、

知覺與行動融合、目標明確、直接且即時的回饋、聯結現實、握掌控權、脫離現實情境、以及脫離現

實的時間等。然而Montola（2011）卻指出，實境遊戲突破了線上遊戲的魔術框架，使得遊戲更具有

社會感，空間感與時間感，它不是在線上虛擬環境中進行，而是實際上與真實世界中的人與物產生互

動。因此適地性遊戲的心流經驗應與傳統遊戲學習並不相同，但目前尚缺乏足夠研究驗證適地性遊戲

維持心流的關鍵因素為何。本研究合理假設適地性遊戲學習進行中，遊戲路徑會影響心流經驗，進而

影響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也就是說，能引起學習興趣的路徑較之缺乏興趣的路徑更能使學習者持續

維持在心流經驗之中。 

四、 鶯歌陶瓷文化 

鶯歌陶瓷的產業歷史相當久遠，早在清代嘉慶年間，吳鞍等三人自福建泉州渡海來台，發現鶯

歌盛產製作陶瓷所需要的黏土及煤礦後，陶瓷便開始在鶯歌扎根發展（徐文琴、周義雄，1993）。後

來由於工資上漲與國際競爭的影響，使得台灣產業環境大不景氣，進而讓鶯歌陶瓷業大幅衰退，陷入

了空洞化的危機，並落入夕陽工業的步伐當中（張挺立、賴守婉、劉和政，1995）。經歷此危機，鶯

歌陶瓷轉型朝向精緻化與國際化發展。在近年，鶯歌陶瓷業除了繼續深化以商業導向的產品外，也推

動生產者、設計者和藝術創作者共同合作，發展結合在地文化藝術氣息之陶藝作品，並同時更新陶瓷

商店街，逐步走向藝術化以及生活化（張璠、姜芝妍，2013）。 

鶯歌作為台灣陶瓷文化以及技藝之重鎮，在許多文史建築物以及當地的發展歷程當中，皆可見

到陶瓷工業對於鶯歌的影響，如芭樂埔蛇窯、合興四角窯、重慶街隧道窯等等，除見證鶯歌的發展之

外，也融合了地方居民舊時的生活途徑，深植於記憶當中。在產業和地方文化的結合下，鶯歌陶瓷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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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再加上陶瓷業者們的靈活應變，使得其具有相當的國際競爭力，足以作為代表台

灣地方文化的產業之一（傅茹璋，2002）。而近年鶯歌地方和各級政府共同合作的公共政策以及建設

投資，幫助鶯歌陶瓷產業轉型及發展地方特色，也讓鶯歌成為了地方產業與文化的重點示範地區（游

冉琪，2006）。以上文獻除說明了鶯歌在台灣地方文化發展之重要指標性之外，亦印證了其為文化探

索情境研究之合適題材。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假設在適地性遊戲學習中，探索路徑順序會影響心流經驗，進而影響學習動機與學習成

效。研究設計了一套利用擴增實境（Augmented-Reality, AR）以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的適地

性適地性遊戲，以鶯歌陶瓷為文化探索的標的，設定新北市鶯歌區內四個具有陶瓷文化歷史軌跡的地

點進行競賽式遊戲探索，。研究對象分為自行規劃探索順序以及指定探索順序兩組進行實驗，以驗證

本研究之假設。遊戲設計、問卷設計、與實施方式細節陳述於後。圖1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推測 (speculation)

情境感知遊戲路徑引導方
式會影響心流經驗進而影
響學習成效

問題 （problem statement)

情境感知遊戲學習
1. 心流經驗與傳統線上遊戲
不同
2. 心流經驗與探索路徑順序
間關係缺乏驗證

對象與場域

對象
傳播與設計相關
領域大學生
對鶯歌陶瓷文物
有興趣之人士

場域
鶯歌陶瓷文物區

分析

探
索
路
徑
順
序
、
心
流
經

驗
、
遊
戲
動
機
與
遊
戲
效

果
之
間
關
係

影響

強
化
情
境
感
知
遊
戲
策
略

設
計
原
理

檢驗

1. 引導路徑順序
方式

自變
項

工具

1. 文化探索動機   
    量表
2. 心流量表
3. 學習成效量表

實驗

前測

實施情境感知遊戲     

自行規劃路徑順序組

遊戲指定路徑順序組

後測

1. 心流經驗
2. 學習成效
3. 學習動機

依變
項

 

圖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依據設定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假設： 

進行具有多個探索目標的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 

1. 遊戲後整體參與者之在地文化知識較遊戲前成長。 

2. 遊戲後各研究變項間具有相關性。 

2.1 整體而言，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相關。 

2.2 整體而言，心流經驗與遊戲的學習效果相關。 

3. 相對於指定探索順序，自行規劃探索順序會影響各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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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行規劃探索順序會維持較佳的心流經驗。 

3.2 自行規劃探索順序會獲得較佳的遊戲動機。 

3.3 自行規劃探索順序會獲得較佳的在地文化知識成長 

以上研究假設均經統計假設檢定以驗證其等之顯著性，由於已明確假設效果之方向，故各項檢驗

皆進行單尾檢定。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在地文化探索內容為鶯歌陶瓷文化歷史並配合在地景點，研究對象原設定選擇好奇心

與學習能力強的大一學生，採便利抽樣於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各選則一所大學中與傳播相關科系的大一

學生，計66人。其中以新北市某大學學生20人作為預試，用以發現未能預期之問題並修正以利正式實

施。第一次正式實施之對象為台北市某大學學生46人。這些學生在實驗進行前隨機分入自由選擇探索

路徑順序以及指定順序兩組。然第一次正式實施後發現自由選則路徑順序的組別因為同學間互相熟

識，有流於集體行動的現象，恐影響心流經驗，因此再一次以網路募集對鶯歌陶瓷文化有興趣的社會

人士計22人，再以相同程序再進行一次，因為其等彼此並不熟識，不致集體行動，故可藉以以了解探

索過程中個別行動與集體行動是否會影響心流經驗。 

 

四、適地性遊戲設計 

(一) 遊戲目標與特色 

 本遊戲之適地性以擴增實境與GPS定位系統混合運用構成，其目的是以速度競爭的方式使遊

戲參與者在遊戲過程中了解四個與陶瓷製作相關的鶯歌景點中的在地文化與歷史。遊戲的設計特色是

使學習者在悅趣化的遊戲中，親自置身於歷史景點中以混合實境的方式了解鶯歌陶瓷的歷史（以行動

載具呈現）與現況（實地觀察），以獲得最良好的遊戲體驗。依據相關文獻，本遊戲之特色歸納如下

表1: 

表1 遊戲特色對照表 

項目 目的 遊戲設計 

在地文化探索 

讓學習者從探索的過

程當中，增加對於在

地文化的認同感。 

遊戲將帶領學習者走訪鶯歌陶瓷的四個重要景點，以了

解鶯歌陶瓷各個時期的發展，以及與在地文化的相關

性，使遊戲參與者在遊戲的過程當中，提升對於鶯歌陶

瓷這項在地文化的認識。 

適地性體驗 

使遊戲參與者親身融

入學習環境，並在行

動載具中呈現與實境

相關的資訊。 

遊戲要求參與者操作行動裝置，運用情境感知的指引

（擴增實境＋GPS）尋找目標地點，呈現相關內容，使

遊戲者在現實場景中了解目標地點的陶瓷文化。 

豐富的遊戲性 

遊戲高度悅趣化，包

含挑戰與競爭，讓學

習更為有趣，提升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 

遊戲讓參與者在各個探索任務中體驗不同的通關難度

如增加任務解答提示，或是集點卡之取得等等，以激勵

參與者的競爭心理，讓學習更具樂趣性。 

 

(二) 遊戲目標 

本遊戲之遊戲目標，主要為讓遊戲參與者了解鶯歌地區的陶瓷文化，以及其發展的過程與歷史，進而

認識陶瓷與鶯歌經濟發展的重要相關性。遊戲將藉由悅趣化的地圖探索與競爭活動中，引導參與者探

索各個歷史景點，使其等從遊戲的過程當中提升對於鶯歌陶瓷文化的認識。遊戲探索地點依實地環境

可行性及對在地陶瓷文化發展重之要性規劃合興四角窯、鶯歌福興宮、鶯歌火車站、以及鶯歌老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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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地點。探索之在地文化內容則可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認識鶯歌陶瓷的歷史地點、認識鶯歌陶瓷

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以及認識鶯歌陶瓷與鶯歌發展的相關性等，分別說明如下： 

1. 認識鶯歌陶瓷的歷史地點 

讓學習者經由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認識影響鶯歌陶瓷發展的代表性歷史地點與遺跡，以

及周邊之相關設施，並和現今鶯歌地區之地理環境相互比對，如鶯歌老街、鶯歌火車站等等，

以期能連結舊時環境與現代環境之關聯性，也可輔助鶯歌陶瓷發展過程之認識。 

2. 認識鶯歌陶瓷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 

鶯歌陶瓷之發展早期可追溯至清代時期，日治時期奠定工業化之基礎與技術，並在戰後時

期發揚光大與邁向國際化。遊戲將讓學習者探索不同時期的特定區域，再以行動載具中的內容

進行了解該地點與陶瓷相關的發展過程，進而體會鶯歌陶瓷產業與社會的變遷的關連。 

3. 認識鶯歌陶瓷與鶯歌發展的相關性 

鶯歌陶瓷的發展原因，除了鶯歌擁有生產陶瓷所需的良好環境與原料之外，還包含著許多

從外地移入的陶瓷技術與人才。因此陶瓷的引入，也對鶯歌的生活、信仰與文化帶來了相當大

的變化，遊戲將在學習者遊歷陶瓷相關地點如福興宮、鶯歌車站時，帶入陶瓷對於當地的發展

影響，進而對照現存產業及地區建物，使學習者認識鶯歌的陶瓷根源，內化對於鶯歌的興趣與

情感，達成歷史傳承之目的。圖2為合興四角窯在地文化認識之部份內容舉例。 

 

圖2  在地文化認識內容舉例 

 

下列表2為遊戲選定地點合興四角窯、福興宮、鶯歌車站、以及鶯歌老街等四個地點之類別與學

習目標對照表： 

表2 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地點與學習目標對照表 

遊戲探索地點 類別 學習目標 

合興四角窯 遺跡 認識鶯歌陶瓷的歷史地點、認識鶯歌陶瓷與鶯歌發展的相關性 

福興宮 文化 認識鶯歌陶瓷與鶯歌發展的相關性 

鶯歌車站 文化 認識鶯歌陶瓷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認識鶯歌陶瓷與鶯歌發展的相關性 

鶯歌老街 製作 
認識鶯歌陶瓷的歷史地點、認識鶯歌陶瓷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認識鶯

歌陶瓷與鶯歌發展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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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遊戲架構 

 遊戲以時間競爭的方式設計，並以「引導」、「探索」、「提問」、「提示」、「集點」、以及「獎勵」

等要項設計。遊戲進行方式詳細說明如表3。 

表3 遊戲進行方式說明 

階段 說明 

遊戲分組 

1. 每次遊戲共分為2隊，紅隊為指定路線組，綠隊為自由路線組。 

2. 於集合地點由關主將當次受測者隨機平均分配為2隊，貼上紅綠

圓點貼紙，並分別加入紅、綠隊Line群組。 

遊戲進行 

1. 本遊戲共有4個關卡，分別為鶯歌車站、四角窯、福興宮與鶯歌

老街。每個關卡設有4-5題選擇題，受測者需依地圖指引，以GPS

定位確認抵達後，才能進行關卡答題挑戰。 

2. 每題答題時間為3分鐘。每題選擇題均為單選題，共4個選項，

各關滿分皆為100分。 

3. 指定路線組(紅隊)的地圖上有標示關卡順序，需依照排定順序進

行闖關，若脫離順序闖關，關主會拒絕提供關卡辨識圖，受測

者必須回到正確順序關卡才能繼續闖關集點。 

4. 自由路線組(綠隊)的地圖沒有標示關卡順序，受測者可以依照自

身喜好選擇關卡挑戰。 

5. 答題正確與錯誤皆會顯示提示字樣，受測者須觀察現場環境來

完成當關題目並獲得滿分後，關主才會提供該關限定辨識圖，

透過集點卡功能掃描辨識圖即可獲得該關點數。 

6. 集滿全部4關共4點點數時，受測者所在當關關主會提供最終問

題信封，解出答案即為兌換密碼，於兌換介面兌換成功後，截

圖上傳Line群組，即完成遊戲。 

遊戲結算 
1. 遊戲初始時受測者會依分組結果加入紅、綠隊Line群組，依據

上傳兌換成功截圖畫面先後順序，各隊前3名可獲得對應獎勵。 

 

 此遊戲架構為預試實施後修正之版本，第一次與第二次實驗均以此架構進行。在遊戲進行前給予

鶯歌陶瓷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問卷前測，每一遊戲參與者在完成全部任務後即給予成就評量問卷後測、

遊戲體驗動機量表、以及心流經驗量表。圖3為遊戲實施之實況。 

 

 

 

遊戲分組與說明 四角窯關卡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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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車站答題中實際畫面 分數提示畫面與結束提示畫面 

  

福興宮與鶯歌老街關卡活動實際狀況 掃描辨識圖集點畫面 

圖3 實驗實施情況 

五、研究工具 

搭配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使用實驗法取得研究資料，研究工具分別為「鶯歌陶瓷文化體驗

成就評量問卷」、「遊戲體驗動機量表」、以及「心流經驗量表」。茲將研究工具之建構原則以及嚴謹性

分述如下： 

(一) 鶯歌陶瓷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問卷 

為了解參與者進行遊戲體驗前後對於鶯歌陶瓷文化之了解程度，本計畫針對文化認識之內容自編

「鶯歌陶瓷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問卷」，以了解遊戲對內容認知增進之效果。整體問卷信度為α

=.762，屬可接受之數值。表4為對應圖2之題目舉例。 

表4 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問卷題目舉例 

合興四角窯為下列哪個時期所引入？ (A) 清初  (B) 清末  (C) 日治時期  (D) 民國

初年 

四角窯因設計因素，造成嚴重的空汙，也讓早年的鶯歌有何稱號？(A) 霧都 (B) 灰都 

(C) 黑都 (D) 霾都 

 

(二) 遊戲體驗動機量表 

遊戲體驗動機的部分，是依據Keller（2009）之ARCS模式，形成鶯歌陶瓷文化之遊戲體驗動機測

量模組，包含「注意（attention）、關聯（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滿足（satisfaction）」

等四大面向，並融合在遊戲設計當中給予學習者填寫。整體量表信度為α=.915，屬高度可信。

表5為量表之題目舉例。 

表5 遊戲體驗動機量表題目舉例 

4. 了解本活動所學習的內容之後，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8. 我很喜歡本活動所學習的內容，希望有機會再多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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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流經驗量表 

依據Kiili（2005）之遊戲心流理論，採用「時間失真（time distortion）、自我意識失去（loss of self 

consciousness）、行動意識合一（merging of action and awareness）、專注程度（concentration）、控

制程度（sense of control）」等五大面向，形成遊戲心流測量問卷，在遊戲結束時給予學習者填寫。

整體量表信度達α=.967，亦屬高度可信。表6為心流面向與量表題項對照舉例。 

表6 心流量表題項舉例 

面向 題項舉例 

時間失真 17. 遊戲中時間過得特別快 

自我意識失

去 

29. 我不由自主的就被遊戲引導，不需要刻意安排什麼 

行動意識合

一 

32. 當遊戲進行到解題任務時，我都能聚精會神的完成任務 

專注程度 5. 我在遊戲中一直都很專心 

控制程度 15. 我能控制我自己想做的 

 

肆、結果與分析 

實驗實施時，研究對象隨機分配至自行規劃路徑順序組與遊戲指定路徑順序組，兩組遊戲參與

者皆獨立進行遊戲，實驗前先給予鶯歌陶瓷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前測，然後說明遊戲規則，實驗實施時

兩組遊戲參與者皆各自進行遊戲，遊戲機制除路徑順序規劃外其餘皆相同，以排除可能的干擾效應。

實驗實施完成後給予鶯歌陶瓷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後測、遊戲體驗動機量表、以及心流經驗量表，並依

規則給予優勝者獎金鼓勵。所收集之資料前測20份作為問卷、量表信度檢驗，以及修改遊戲流程之用。

兩次正式實驗分別有46位以及22位參與者，除去缺填部份量表以及至少有一項量表填寫明顯不實者

外，計收集有效問卷51組（第一次實驗34組，第二次實驗17組），以SPSS23進行敘述性以及推論性統

計分析，以驗證各項研究假設，以下各小節分別敘述各項資料分析之結果與討論。 

一、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對在地文化了解之整體成效 

本節之分析與討論對應研究假設1。整體成效是指不考慮分組，所有遊戲參與者對鶯歌陶瓷文化

了解程度在遊戲前後的差異。整體前測成績為12.08，後測為16.73。經相依樣本t檢定前測與後測的差

異，結果顯示差異非常顯著（t=7.921, p<.001）。成效t檢定表顯示如表7所示。 

 

表7 整體學習成效 

測驗 Mean SD Case t p 

前測 12.08 3.48 51 7.921 .000 

後測 16.73 3.45 51 

 

測驗題有效題數為19題，換算成百分制，前測平均成績為63.57分，後測為88.05分，進步程度相

當明顯，且後測有18人達到滿分。因此整體而言，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對在地文化了解具有明顯成效。

唯前測成績答對率達到63.57%，推究原因可能有部份題目以常識即能回答有關。 

二、整體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及遊戲學習效果之關聯 

本節之分析與討論對應研究假設2。分析之方式為雙變項之簡單相關及偏相關檢定，結果心流經

驗與遊戲動機之相關性Pearson r=.192，單尾檢定之結果 p=.088；心流經驗與遊戲學習效果之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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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成績為控制變項）Pearson r=.112，單尾檢定之結果 p=.219。雖二者皆未達.05之顯著水準，但

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之相關性在容許誤差.10之情況下已達顯著，值得進一步探討，探討之內容於下

節詳細陳述，資將相關分析之結果列於表8。 

 

表8 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及遊戲學習效果之相關分析 

變項 Mean SD Case 

心流經驗 3.81 .61 51 

遊戲動機 3.53 .44 51 

學習成效 16.73 3.45 51 

相關性 Pearson r p  

心流-動機 .192 .088  

心流-成效 .112 .219  

 

三、探索順序對心流經驗、遊戲動機、以及在地文化認識成果的影響 

本節之分析與討論對應研究問題3。分析之方式為獨立樣本t檢定（針對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以及單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以前測作為共變項，針對在地文化認識成果），以了解自行決定探索順序與遊戲指定

探索順序是否對於本研究之各變項產生顯著影響。結果顯示探索順序對心流經驗產生顯著效果（t=1.78, 

p=.041<.05）。但是對於遊戲動機（t=.22, p=.42>.05）以及對在地文化認識成果（ANCOVA, F1, 48=1.167, p=.285）

則都沒有顯著影響。詳細的分析數據請參見表9、10與11。 

 

表9 探索順序對心流經驗影響分析 

遊戲策略 Mean SD Case t p 

自決順序 3.92 .67 31 1.78 .041 

指定順序 3.63 .48 20 

 

表10 探索順序對遊戲動機影響分析 

遊戲策略 Mean SD Case t p 

自決順序 3.54 .50 31 .21 .42 

指定順序 3.51 .34 20 

 

表11 探索順序對在地文化認識成果影響分析 

遊戲策略 Adj. Mean SD Case 

自決順序 16.31 .61 31 

指定順序 17.37 .76 20 

Source SS df MS F p 

組別 13.13 1 13.13 1.167 .15 

錯誤 540.04 48 11.251   

 

若單就以上分析結果，心流經驗與本研究其他兩個變項：遊戲動機與在地文化認識成果之相關

程度與研究假設並不相符，遊戲動機與在地文化認識成果於自行決定順序與遊戲指定順序間亦無顯著

差異，但分析敘述性資料可發現其中探索順序對在地文化認識成果之分析顯示指定順序組之平均成果

（M=17.37）較之自決順序組之平均成果（M=16.31）為高（參照表10），這樣的結果與探索順序對心

流經驗以及遊戲動機影響之分析結果均顯示自決順序組之平均值均較指定順序組之平均值為高之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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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trends）不符。對照表8，以心流經驗而言，自決順序組之平均值（M=3.92）是較指定順序組之

平均值（M=3.63）為高的，而以遊戲動機而言，自決順序組之平均值（M=3.54）則是較指定順序組

之平均值（M=3.51）為高。對此，研究者觀察到在第一次實驗時參與者由於彼此熟識（同班同學）

因此即使在自決順序組中，亦自成群組共同行動，並非完全自決，但第二次實驗因參與者為網路募集，

彼此間多不熟識，故在自決順序組中較無自成群組之現象。由於依本實驗之設計，參與者原均應獨自

判斷並行動，因此研究者懷疑自決順序組中之自成群組現象，可能會影響各變項間之關係以及探索順

序對這些變項的影響效果，因此針對既有資料進行了以下的延伸資料分析。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了解適地性文化探索遊戲之探索路徑對遊戲者心流經驗的影響，以及心流

經驗與遊戲動機與在地文化認識成果間之關係。研究假設在有多個探索目標的遊戲中，自行決定探索

路徑順序較具挑戰性，故較易維持心流經驗，而心流經驗亦與在地文化認識成果之間具有關連性。實

驗對象分為自行決定路徑與遊戲指定路徑等兩組，分為預試、第一次實驗、以及第二次實驗等程序。

研究工具則包括鶯歌陶瓷文化體驗成就評量問卷、遊戲動機量表、以及心流經驗量表。經敘述性與推

論統計分析收集所得之資料後，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整體而言，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提昇遊戲者對在地文化認識 

本研究所指的遊戲者對在地文化的認識，指得即是遊戲的學習成果。遊戲參與者在遊戲開始前

均給予前測，遊戲後給予後測，經推論統計分析，無論是自行決定探索路徑組或是遊戲指定路徑組，

其後測的成績均顯著高於前測，此項結論顯示遊戲參與者在遊戲後均增長了對鶯歌陶瓷歷史文化的認

識，同時也證實了本研究所設計與發展的遊戲是有效的，後續的分析也具有其意義。 

二、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以及在地文化認識成果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 

相關文獻的分析認為心流經驗是使遊戲參與者專注於遊戲以及控制遊戲的重要因素。據此本研

究假設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以及在地文化認識成果間具有相關性。研究結果隨然未能獲致相關性顯著

之結論，但在除去群組共同行動的因素後，心流經驗的確與遊戲動機以及在地文化認識成果間顯示出

高度相關。因此本研究認為心流經驗與遊戲動機以及在地文化認識成果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 

三、探索順序對維持心流經驗具有顯著影響 

此為本研究之重要結論。本研究認為在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中，自行決定探索順序較之遊戲設

定固定的探索路徑順序更具有挑戰性，因此也會提高心流經驗的維持。研究結果顯示自行決定探索路

徑順序組在心流經驗的維持上顯著高於遊戲指定探索路徑組，這個現象無論是否是個人獨自遊戲或是

群組共同行動都獲得相同的結果。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限制，往後不同探索路徑順序對文化探索

適地性遊戲的影響當值得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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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路徑對
心流經驗與遊戲效果影響之

研究

王健華、陳宥瑄、高郁凱

摘要

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適用於在地文化的題材，然而多年來適地性遊戲的研究多著

重於系統開發的技術，而探討遊戲策略對遊戲者體驗感受影響的研究則相對較少。本

研究針對遊戲探索路徑順序對遊戲者心流經驗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並探討心流經驗

與遊戲動機對在地文化了解增進的情形。研究以鶯歌陶瓷文化歷史為題材，並發展出

一個適地性遊戲學習系統，以自行決定路徑順序以及遊戲指定路徑順序方式進行實

驗。研究結果顯示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提昇遊戲者對在地文化認識，心流經驗與遊戲

動機以及在地文化認識成果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以及探索路徑順序對維持心流經驗

具有顯著影響。這項結論可作為後續發展適地性文化探索遊戲路徑設計之參考。研究

並建議應針對群組共同行動於適地性遊戲中產生的效應作後續研究。

關鍵詞：適地性遊戲、心流經驗、探索路徑、鶯歌陶瓷文化

謝誌：本研究為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3-040 -。特別感謝劉書瑋在本研究前置計畫中所作的努力，

亦感謝吳芮嫻的遊戲插圖及 IMCA 研究團隊對實驗的協助。

壹、緒論

以適地性遊戲進行在地文化的學習已證實

具有較佳的學習動機，且對低先備能力的學習者

其效果尤其顯著（Chen & Wang, 2015）。國內研

究團隊隨後亦針對遊戲策略以及學習者互動方

式對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影響進行探討，並已獲

致一定成果（劉書瑋和王健華，2017；王健華，

2018）。情境感知遊戲因具有隨境移動的特性，

學習者必須不斷移動尋找目標進行學習。陳宥瑄

（2013）研究證實針對學習標的進行引導其效果

優於學習者自行摸索路徑。國外亦有研究指出，

遊戲者能在適地性遊戲中尋找到適當地點以獲

得遊戲資訊是遊戲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Chen, 
Chen, and Benford, 2013）。在博物館導覽方面，也

有研究證實導覽前的適性化設定確實讓參觀者對

導覽系統的滿意度提高（黃國豪、陳碧茵、賴世

偉、和林春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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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7
本計畫計有6位本所碩士研究生參與，分
別協助計畫撰寫、在地文化學習內容發
展、App機制發展、遊戲實施等事項。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