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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利用行動載具的情境感知功能，學習者可從周遭的真實情境取得相
關的學習訊息。情境感知學習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基於現
實地理位置的實境遊戲能夠幫助學習者學習知識並開發潛能，更有
學者指出教育性的實境遊戲應把重點放在認識在地文化。臺灣的在
地文化豐富，其中百餘年來鐵道的發展興衰，是非常值得更多關注
的。本年度之研究主要是在建構以鐵道為背景之情境感知適地性遊
戲，以合作學習為主要概念，藉由探索環境、閱讀敘述、以及解答
問題等三個步驟，理解並體會學習內容。遊戲以Android作為的平台
，並架設了以主從式架構為基礎的外部伺服器，實現玩家之間的互
動。系統建置依照ADDIE模式發展，完成後以量化統計驗證學習成效
，結果顯示非常顯著，且經訪談與問卷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學習者都
給予正面回饋。本研究目前除依使用者意見對系統繼續修正外，並
已展開此遊戲參與者自我效能與認知臨場感之研究（MOST 107-
2511-H-003-028 -）。

中文關鍵詞： 適地性遊戲、情境感知、鐵道文化

英 文 摘 要 ： The attributes of context-awareness enable learners
acquiring learn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real context.
Research has also indicated that pervasive gaming
effectively motivates learners in exploring local culture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ontext-aware pervasive game that
allows learners to collaboratively explore Taiwan’s
railroad history. A three-step process, 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 narratives, and problem solving, is included
in this game. The gaming system was built on Android
platform, incorporating with a cloud server that achieves
instant interactions among players. ADDIE process was
employ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gaming system.
Quantitative data exhibit that the overall learning
achievement after gameplay is significant.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ing data also reveal an overall positive
feedback. The system is still modifying according to user
suggestions, and learner’s self-efficacy and presence in
the gameplay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in 2018’s project
(MOST 107-2511-H-003-028 -).

英文關鍵詞： location-based game, context-awareness, railroad culture



目錄 

 

壹、緒論 ............................................................................................................................................................. 2 

貳、文獻回顧 ..................................................................................................................................................... 3 

一、情境感知行動學習 ................................................................................................................................. 3 

二、適地性遊戲之優勢及建構方法 ............................................................................................................. 4 

三、台灣鐵道與淡水線的歷史 ..................................................................................................................... 5 

參、研究設計 ..................................................................................................................................................... 6 

一、研究方法 ................................................................................................................................................. 6 

二、研究對象 ................................................................................................................................................. 6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 6 

四、研究工具 ............................................................................................................................................... 17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 20 

一、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學習遊戲學習成效 ........................................................................................... 20 

二、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 ................................................................................................... 21 

三、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訪談結果分析 ........................................................................... 22 

伍、結論 ........................................................................................................................................................... 25 

參考文獻 ........................................................................................................................................................... 25 

 

  



壹、緒論 

隨著近年來智慧型手機以及行動網路的普及，各種行動裝置紛紛出現，人類生活環境已邁

入行動數位時代。而在數位時代，可以以不同於傳統的觀點，描繪這個世界的風采，並且帶給

人們不一樣的新體驗。在教育的領域中，學習工具由數位學習的電腦轉換至行動載具時，突破

以往只能在網路進行討論的缺點，促成小組成員在真實環境中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協商、合作

等，使討論也能發生至真實環境之中（Naismith, Sharples, Vavoula, & Londsale, 2004）。以行動

載具為載體的行動學習讓學習者藉由行動載具與無線傳輸系統的搭配，能夠獲取與當地相關的

學習資訊。由透過行動科技與真實脈絡的教學搭配，學習者能夠在真實環境之下找尋與學習者

本身相關的連結，進而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結果，並專注在學習的內容之中。利用行動載具的情

境感知功能（context awareness），學習者可從周遭的真實情境取得相關的學習訊息。Liu and 

Hwang（2010）認為數位學習典範正在轉移。這個論點突顯了新一代行動載具具備情境感知的

特色，當偵測技術配備於真實環境之中，學習者即能夠使用行動載具進行與真實情境互動的學

習。這樣的學習混合了虛擬情境的數位內容與真實的情境，是一種混合實境（mixed-reality）

的學習。這是以往單純利用行動載具進行上網或是參與社群討論等無法完成的目標。 

在先前情境感知學習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基於現實地理位置的實境遊戲能夠幫助

學習者學習知識並開發潛能，並舉出了許多的適地性設計概念。Avouris and Yiannoutsou（2012）

認為適地性遊戲在現實的環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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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結合現實環境的遊戲，能成為相當適合的故

事講述者，讓具有豐富文化特色的區域，擁有更不錯的參訪體驗。更具體而言，Gentes, 

Guyot-Mbodji, and Demeure（2010）提出教育性的實境遊戲應把重點放在認識在地文化。他們

具體描繪了一個「認識都市文化實境遊戲」的輪廓。他們認為一個認識多元社群文化的教學式

實境遊戲應該具備共創的內容（collaborative contents）、團隊探索（team exploration）、以及都

市特有文化的解說（urban narrative）。 

臺灣的在地文化豐富，無論是城市或是村落都充滿了貫穿時空記憶的多元文化。其中百餘

年來鐵道的發展興衰，不只乘載了許多人通學、通勤、旅遊以及返鄉之重要記憶，更一定程度

的反應著鐵路延線，從鄉村到都市，從古早到現代，充滿著在地文化的故事。然而由於受到公

路與捷運系統開發以及城市發展的影響，導致許多線路遭到拆除的命運，或是周邊設施及鐵軌

景觀難以復見。鐵道屬於在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地景，混合了空間以及時間，彰顯出空間之特有

互動關係，並且揉合當地民眾的生活路徑，使其附加上各項意涵（劉子綺、李素馨、侯錦雄，

2011）。而鐵路車站的門戶意象與城市街景，曾是當地的重要公共建築，與當地居民密不可分；

鐵路也體現了社會歷史的變遷，更可記錄社會以及流動的景觀，重新建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

橋樑（推動台灣火車站保存再生行動聯盟，1998）。此項跨越時空的豐富鐵道文化，實應有創

意的方式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與學習。而情境感知適地性的遊戲，就是我們認為非常適合嘗試

用以闡釋臺灣鐵道文化的一種創意的學習方式。 



此外，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亦適合使用在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Dyson, Griffin, and Hastie

（2004）認為在遊戲的情境中融入合作學習的結構可以促使學生更有效率的完成遊戲任務，由

其是合作的組與組之間會彼此相互競爭，提高遊戲的動機。小組成員間相互合作的交流狀態，

以及交流的方式，對於學習也有著相當重大的影響。Shackelford and Maxwell（2012）指出學

習者的之間的合作互動，包含了介紹、協作內容、貢獻個人經驗、討論以及交換經驗，而這樣

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習者更有責任感，且能有效相互支援並提升學習效果。然而在實際情況下，

互動並不一定能代表學習成效以及學習體驗的增加，不同的互動方式以及過程，都能影響互動

所造成的效果。學習者的互動程度影響著學習的經驗，而互動程度的強度與質量，也往往影響

著學習者的學習成效（Kozuh, Jeremic, Sarjas, Bele, Devedzic, & Debevc, 2015）。因此學習者在

遊戲中的協作的互動狀態，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議題。 

綜合上述論點，本年度之研究試圖建構出以鐵道為背景之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以合作學

習為主要概念，並運用線上遊戲之特點提升互動與遊戲競爭元素，探討學習者進行情境感知適

地性遊戲後的學習成效提升程度，同時深度探討學習者對於遊戲的體驗與滿意程度，了解學習

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作為後續計畫進行之參考。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的學習成效為何？ 

二、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的學習體驗與滿意度為何？ 

貳、文獻回顧 

一、情境感知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讓學習者藉由行動載具與無線傳輸系統的搭配，能夠獲取與當地相關的學習資訊。

由透過行動科技與真實脈絡的教學搭配，學習者能夠在真實環境之下找尋與學習者本身相關的

連結，進而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結果，並專注在學習的內容之中。而行動載具除了能賦予學習場

域彈性多變的空間，當適時與合作策略搭配時，行動載具亦能發揮與社群互相合作的特性。早

在十多年前，Ogata and Yano（2004）就指出，行動載具的特性為與社群產生連結，因此學習

者能夠透過通訊科技的協助，即時查找所需資訊、尋求專家協助等。Naismith, Sharples, Vavoula, 

and Londsale（2004）亦指出，學習工具由數位學習的電腦轉換至行動載具時，突破以往只能

在網路進行討論的缺點，促成小組成員在真實環境中面對面的溝通、協商、合作等，使討論也

能發生至真實環境之中。Traxler（2007）則認為：行動科技的特色在於提供情境學習與真實學

習的脈絡。透過發生在真實情境當中的任務，能誘使學習者自發性地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也

因為問題發生在真實情境中，因此學習者須善加利用社群資源解決問題。 

行動載具具有感應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 

Beacon, 以及 QRcode 等功能。儘管感應方式有所不同，但它們均可利用作為學習者與情境互

相融合的學習訊息，此特色用於學習環境又稱為情境感知學習（context-aware learning）—學

習者從周遭的真實情境取得相關的學習訊息。Liu and Hwang（2010）認為數位學習典範正在

轉移（圖 1）。他們的論點凸顯了新一代行動載具具備情境感知的特色。當偵測技術配備於真



實環境之中，學習者即能夠使用行動載具進行與真實情境互動的學習。這是以往單純利用行動

載具進行上網或是參與社群討論等無法完成的目標，同時也認為情境感知將是未來學習的新潮

流與新方向。 

 

圖 1 數位學習典範轉移 

修改自“The components of paradigm shifts in e-learning,” by G. Z. Liu, & G. J. Hwang, 2010,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1(2), E2. 

 

二、適地性遊戲之優勢及建構方法 

在先前情境感知學習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基於現實地理位置的實境探索遊戲能夠

幫助學習者學習知識並開發潛能，並舉出了許多的適地性設計概念。適地性遊戲（location-based 

game）指的是以地理位置為主要概念的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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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適地性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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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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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適地性遊戲在現實的物理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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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結合現實環境的遊戲，能成為相當適合的故事講述者，讓具有豐富文化特色的區

域，擁有更不錯的參訪體驗。Baille, Morton, Moffat, and Uzor（2011）則實際設計出一套適地

性遊戲，在遊戲進行當中，了解遊戲參與者在遊戲進行時對於環境的感知，發現若能有效激起

參與者的反應，適地性遊戲是能讓參與者發揮更大的參與效益。由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適

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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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外在感官的探索刺激，得以增強學習體驗，並且更為有趣。 

適地性遊戲經由一段時間的發展後，已有許多研究發展出相關的設計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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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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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多次適地性遊戲，研究適地性遊戲的特色及發展規則。

此篇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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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若更深入遊戲參與者的的遊戲行為以及和環境的互動，則也有多位學者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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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ita 

and Baloian（2015）也提及以現有知識套用在不熟悉的任務上，讓遊戲參與者產生解決問題的

途徑，可以幫助掌握不同文化價值觀。 

而促使遊戲參與者進行遊戲的遊戲動機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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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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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妥善設計遊戲的通訊方式，並且挑選出適當的遊戲地點，適地性遊

戲確實可以激發出參與者們的正向情緒。Abuhamdeh, Csikszentmihalyi, and Jalal（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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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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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灣鐵道與淡水線的歷史 

台灣的鐵路運輸系統，自清代以來，已有超過 130年的歷史，並在每個不同的年代，都對

當時的產業造成一定程度的助益，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幕後重要推手，也是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共

同記憶。 

台灣鐵路的興起可溯源至光緒年間，在 1887年（光緒 13年）時，台灣巡撫劉銘傳奏請皇

帝興建台灣鐵路，於 1891 年（光緒 17年）時，順利將基隆至大稻埕之間的路段完工通車，並

在繼任巡撫邵友濂任內，完成剩餘的大稻埕至新竹間路段，成功開創台灣島內運輸的新歷史（戴

寶村、蔡承豪，2009）。但在 1895 年（明治 28 年）時，清朝因中日甲午戰爭戰敗而簽訂馬關

條約，使得台灣成為割讓的籌碼，正式進入日據時期。由於日本身為鐵道大國，深知鐵路對經

濟與軍事的發展效益，因此當時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便極力調查台灣鐵路的適合路線，詳

細規劃新竹至高雄的縱貫鐵道，以奠定台灣的運輸基礎，進而促進殖民效益，並使台灣都市化

（高成鳳，1999）。在經過長久的努力後，於 1908 年（明治 41年），西部縱貫鐵路基隆至高雄

段全線通車，打通了台灣南北往來的交通命脈，呈現出相當繁榮的情況（蔡龍保，2004）。 

而為了加速產業及工商業的發展，日治時期也陸續開通了多條支線鐵路。連接淡水港、大

稻埕的淡水線，在 1901年（明治 34年）完工，讓區域間的運輸更為迅速，活絡了台灣北部的

經濟與貿易，後續於 1919 年（大正 8 年）時，更是開通了以溫泉觀光為主的新北投線，讓鐵

路用途更為多元（張政源，1998）。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5 年（民國 34年）



接管台灣，鐵路事業也逐漸由日本政府，移轉給中華民國政府營運。當時除了維持舊有之淡水

線線路之營運外，也將部分車站的名稱更改，新設招呼站，出現了石牌、關渡、忠義等名稱或

車站，並隨著與城市居民的互動，形成了許多生活中的記憶，如早期淡水線鐵道旁台灣神社的

莊嚴風景，民國時行駛於新北投線的單節藍色普通車，以及女學生通勤時，搭乘最後兩節車廂

之特殊規定（李東明，2000；許乃懿，2002）。可見不論是日據時期，亦或是中華民國時期，

鐵路都和資源的載運，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性，甚至無形地影響著當地文化。 

到了近年，因為公路開通和產業結構改變的影響，使得這些線路逐一失去其原本的經濟價

值。淡水線原為運輸北部地區經濟作物及貨物，以及和商業貿易重地大稻埕連接之重要鐵路（劉

劍寒，1985；黃振超，1986）。但在淡水港淤積下，使得航運的功能不在，近期又受到電氣化

和公路競爭的影響，使得重要性大不如往，營運情況每況愈下，終於在 1988 年（民國 77 年）

停止營運，改建成台北捷運淡水線（黃振超，1986；許乃懿，2002）。直到現今，在現代化的

都市叢林、以及四通八達的公路環境中，已經難以發現這些鐵路的蹤跡，但它對於當時產業的

貢獻，以及區域內交通運輸功能的滿足，足以成為台灣發展的重要歷史之一，值得研究及保存。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實驗法」。在進行正式實驗時，先以前測問卷檢驗學習者對

於淡水線鐵道的認識程度，以排除個人先備知識之差異，接著再請學習者至淡水線沿線，實地

進行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實驗結束後，發放後測問卷，分析前後測之間的認識程度

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證明本遊戲的學習效益，此外也同時發放遊戲體驗問卷，並針對表現出

眾的學習者進行訪談，希望了解遊戲設計是否能讓學習者順利學習知識，以及學習者的遊戲滿

意度，進而彙整出遊戲可改善之處，作為明年度計畫執行之參考。 

二、研究對象 

本計畫依據地緣關係與研究上之方便，採用便利抽樣，研究對象為台北地區的學生與社會

人士，選擇了臺灣師範大學的大學生 8人，以及碩士在職專班 12人，共 20 人參與。期望能藉

由對於地方的情感，以及社會經驗的不同，達成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之效果檢驗，並了解

學習者對於遊戲的滿意程度，進而分析出遊戲的優勢與缺點。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計畫為了順利發展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乃分別進行系統化建構適地性學習遊戲、

學習者經驗分析工具建構、進行實驗研究、蒐集研究資料、及進行嚴謹實證研究。以下為依照

ADDIE（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Molenda, 2003）模式之

研究流程及概述： 

1. Analysis—鐵道文化學習遊戲評估及分析 

2. Design—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策略設計 

3. Design—遊戲學習目標與內容設計 



4. Development—遊戲 App 發展 

5. Development—建立遊戲形成性評鑑機制（編制預試滿意度、觀察記錄表） 

6. Implementation—進行預試 

7. Evaluation—修正遊戲 

8. Evaluation—進行學習者滿意度分析以及資源分析 

1. 分析階段 

為了評估鐵道文化學習遊戲在推展鐵道文化及認識在地文化領域上的可行性，並確認發展

之鐵道文化學習遊戲符合現今教學及推廣之需求，因此以下將以需求分析和資源分析等兩個層

面進行。 

(1) 需求分析 

本計畫分析台灣鐵道文化推展及教學的相關活動以及策劃，目前在鐵道文化的教學方面，

多以導覽人員講述和靜態文物展示為主，且大部分的活動範圍為單一地點，具有時間及空間之

限制，除了缺乏有效地域整合及全面性的學習外，也無法有效激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因此若利用鐵道文化適地性學習遊戲，將整合地域和遊戲性的優點帶入推廣及教學，讓學習者

自發性地融入環境並探索鐵道文化，則能有效激發學習者的興趣，滿 S 足推廣以及教育等兩方

面的需求。 

(2) 資源分析 

本計畫設計之學習遊戲，所需要之硬體資源常見且容易取得，且已經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

當中，且相當具有經濟效益，故硬體方面的資源相當符合需求；而軟體部分，其運用之技術也

已相當普遍，能穩定地運行在硬體裝置中，且具有即時性及傳輸連網之功能，可以在遠端監控，

能有效降低人力及物力的負擔及成本，故軟體部分也同樣相當符合需求，可以作為發展適地性

學習遊戲之參考。 

2. 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設計 

本計畫為製作學習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讓學習者在遊戲當中，藉由探索環境、

閱讀敘述、以及解答問題等三個步驟，理解並體會學習內容。以下將由學習目標作出發，闡述

此計畫建構之適地性學習遊戲主要學習的面向與內容，接著形成遊戲架構，說明遊戲的建置方

式、機制以及遊戲學習方式，最後藉由可靠的驗證方式，檢驗遊戲的學習目標及遊戲性。 

(1) 遊戲特色 

此計畫所發展之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具有多樣化的元素及特色，除了著重於學

習的合作互動環境外，也相當注重遊戲性的設計，讓學習者在參與遊戲活動的同時，能輕鬆學

習到台灣鐵道與在地文化的知識。以下表 1為遊戲特色對照表，分為情境感知、合作遊戲、遊

戲性注重、角色融入以及在地文化結合來分別闡述： 

表 1 遊戲特色對照表 

項目 目的 遊戲設計 



情境感知 

協助學習者獲得所需知

識，並讓學習者融入學習

環境。 

讓學習者利用行動裝置實際探索各個鐵道區域的

環境，並從遊戲的過程中學習知識，讓學習者深度

融入學習環境，享受遊戲。 

合作遊戲 

每位學習者都能在合作進

行遊戲的過程當中，相互

交流知識並提升學習成

效。 

學習者在進行遊戲時，遊戲會將三位學習者組成一

隊，並有著共同的分數計算，促使學習者和組員共

同討論遊戲的通關策略，以及完成遊戲任務的正確

知識，使得遊戲分數提升更為快速。 

遊戲性注重 

增加遊戲的可玩性，包含

不確定性、挑戰性、競爭

性，讓學習更為有趣，也

讓學習者更有動機學習。 

遊戲中的分數計算單位為里程數，影響累積速度的

元素則為角色卡片、道具與隱藏關卡。學習者需透

過任務來獲得金錢進行抽選卡片，機率性取得更好

的卡片素質；而在遊戲的探索地圖當中，也有設置

隱藏任務，學習者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發，並獲

得一些累積遊戲分數的優勢；而在遊戲過程中，也

會不時見到其他組別的動態，並具有分數排行榜，

能有效激發學習者進行遊戲的慾望，提升競爭性。 

角色融入 

讓學習者扮演角色並融入

角色當中，提升學習者投

入遊戲的程度，以及遊戲

的趣味性。 

遊戲中有許多角色卡片，除了影響上述的里程數累

積速度外，這些角色也和淡水線沿線的交通歷史相

關，部分還是曾經利用過的鐵路車輛，能讓學習者

想像列車曾經奔馳的模樣，並更投入於遊戲當中，

希望自己的角色和同組學習者一同茁壯。 

在地文化 

結合 

讓學習者認識自身的生活

環境，並從探索的過程當

中，增加對於台灣在地文

化的認同感。 

遊戲的學習內容為淡水線的鐵道文化，以及淡水線

沿線區域自日治時期以來的發展歷程，讓在地文化

與淡水線產生連結，使學習者從進行遊戲的過程當

中，了解自身文化的根源及歷史，增加對於地方的

認同感，以及提升自我的反思能力。 

(2) 學習目標 

    此計畫之遊戲學習目標，主要希望帶領學習者認識淡水線的鐵道文化，以及其發展的過程

與歷史，進而認識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藉由具競爭性和趣味性的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

戲，讓學習者從探索鐵道的過程中，對淡水線鐵道文化產生興趣，並培養對於在地文化的情感。

遊戲地點為台鐵淡水線的沿線區域，並依照其代表性與獨特性，選擇「雙連、宮之下、石牌、

新北投、忠義、淡水」等六個車站作為遊戲的探索地點。學習內容則可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以下

將分別說明： 

a)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讓學習者經由適地性探索學習遊戲，認識淡水線鐵路的營運路線與行經區域，以及鐵路車

站與周邊設施的地理位置，並和現今都會或荒廢區域的地理環境相互比對，以期能連結舊時環

境與現代環境之關聯性，也可輔助鐵道發展的歷史過程之認識。 



b)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淡水線鐵路的發展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多與民眾需求以及產業動態結構，擁有相當重要的

關聯性。因此讓學習者藉由探索各個特定區域，了解當時鐵路營運的情況，以及鐵路建設的歷

史背景，再與現存環境比較，進而發現台灣產業與社會的變遷，以思考過去與現代的差異性，

培養歷史的思辨能力。 

c)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淡水線鐵路除了和產業具有重大的關聯性外，與當地居民也多有重要的關係存在，影響著

經濟資源，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在地文化，甚至掌握著區域的興衰。因此在學習者遊歷各個舊有

鐵道站點時，也讓學習者從遊戲敘述當中，了解鐵路對當地所帶來的影響、經濟與文化所產生

的變化，進而對照現存產業及地區建物，思考鐵路在當時的重要性，並認識自身環境的根源，

內化在地的鄉土情懷。 

以下表 2為遊戲地點「雙連、宮之下、石牌、新北投、忠義、淡水」等六個車站，與學習

目標之對照表： 

表 2 台鐵淡水線遊戲地點學習目標對照表 

舊有 

車站 
探索地點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對照 

雙連 

雙連車站遺址 

雙連車站的啟用年份與設站

背景，以及和大稻埕的貨物

轉運背景。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貨物集散場 
雙連車站貨物裝載場的歷史

情景，以及與產業的關係。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攤販街道 
雙連車站周邊商場的興起與

形成，與車站的關聯性。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宮之下 

宮之下車站遺址 

宮之下車站的啟用年份與設

站背景，以及和日治時期宗

教信仰的關係。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台灣神社 

宮之下車站設站的主要原因

及後續發展，以及與台北重

要道路形成的關聯性。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貯木池 

宮之下車站周邊的歷史情景

與相關遺跡，以及和台灣神

社的關聯性。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石牌 
石牌車站遺址 

石牌車站的啟用年份與設站

背景，以及和早期台北地區

開墾區域的關係。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台鐵宿舍 石牌車站周邊的鐵路設施遺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跡，以及與台灣鐵道歷史文

獻的重要關聯性。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歸番管業界碑 

石牌車站周邊的文史遺跡背

景，與石牌站名稱的關聯

性。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新北投 

新北投車站建築 

新北投車站的啟用年份與舊

址位址，以及站體建築的特

殊性。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溫泉博物館 

新北投車站的設立原因與背

景，以及溫泉、軍事與觀光

的關聯性。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普濟寺 

新北投車站日治時期的鐵道

員工與官員，對於當地文化

與宗教的影響。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忠義 

忠義車站遺址 

忠義車站的啟用年份與設站

背景，以及和宗教信仰之間

的關聯性。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月台地攤 

忠義車站周邊的歷史情景，

以及和小型商業活動發展的

關聯性。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忠義廟 
忠義車站設站的主要原因，

以及曾出現的歷史畫面。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淡水 

淡水車站遺址 

淡水車站的啟用年份與設站

背景，以及與台北捷運的關

聯性。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殼牌倉庫 

淡水車站周邊的鐵路設施與

商業倉庫之間的關係，以及

曾出現的歷史場景。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認識鐵路與在地發展的相關性 

淡水老街廣場 

淡水車站周邊的鐵路設施，

以及淡水線鐵路曾使用的牽

引車輛。 

認識鐵路的地理位置 

認識鐵路的發展歷史與過程 

(3) 遊戲架構 

本計畫的遊戲架構，以日治時期起之淡水線鐵道路廊為基礎，選定具代表性的車站以及歷

史場景，分別為「雙連、宮之下、石牌、新北投、忠義、淡水」，做為遊戲的特定範圍，讓學

習者藉由遊戲中的地點提示，探索各個車站不同的歷史文化，了解與在地發展的關聯性，並獲

得不一樣的收穫，同時從吸收的過程當中，對歷史環境擁有新的看法及想法，內化自身對於台

灣的在地感情。 



以下圖 2為遊戲操作實例、圖 2為遊戲的探索區域說明、表 3則為遊戲的進行方式說明： 

 

圖 2 遊戲操作實例 

表 3 遊戲進行方式說明 

階段 說明 

遊戲分組 

在遊戲的初始階段，將隨機分派 3 位學習者至同一組，並給予學習者匿名的

代號，讓遊戲正式進行時，同組組員無法獲取彼此的真實身分。分組程序完

畢，而其他組的成員也都成功分派後，遊戲監控人員便將遊戲開啟。 

遊戲進行 

1. 本遊戲共有 6個舊有車站站點，分別為雙連、宮之下、石牌、新北投、

忠義與淡水。而每個舊有車站的站點中，設有 3個閱讀任務與 1個問題

任務，學習者需藉由遊戲地圖的指引，以 GPS 定位確認到達後，才會獲

得閱讀任務之內容，閱讀完後會獲得一些定量的金錢。 

2. 當執行完該站點的 3個閱讀任務後，遊戲將開啟最後的問題任務，組員

間能透過溝通交換意見，快速得出正確答案。 

3. 若回答正確後，遊戲系統將依嘗試的錯誤次數計算該站所獲得的金錢。 

4. 在遊戲進行的過程當中，行走至隱藏的特定地點時，將會觸發隱藏任

務，若依指示完成任務，則將獲得金錢以及提升分數增加速度的額外獎

勵。 

5. 遊戲的分數計算方式，為一定時間內所行駛的里程數。影響里程數累積

速度的元素則為組員所持有的卡面、運用的道具以及隱藏任務的通過，

可運用金錢抽選速度更快的卡面，或是使用道具讓速度短時間內加倍。 

遊戲結算 

遊戲在開始後，便即時統計分數，並可以在遊戲中隨時觀察。待所有學習者

都探索完畢，或到達限定的時間後，遊戲監控人員將關閉遊戲，並依據里程

數的累積，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習者，鼓勵學習者學習知識。 

而為了呈現行動學習遊戲的遊戲效果以及與網路的連接，本計畫採用了 Unity作為主要的

遊戲引擎，以 Android 作為遊戲的平台，並架設了以主從式架構為基礎的外部伺服器，實現玩

家之間的互動，包含排行榜的統計、聊天訊息、道具使用等等。此外也為方便監控遊戲與支援



學習者狀態，額外了設置一個簡易後台，能操控遊戲開始或關閉，了解全體學習者遊戲進行狀

況，並能直接與全體玩家或特定學習者對話。 

   綜合適地性行動遊戲理論，以及上述之遊戲進行方式與遊戲架構，策畫鐵道文化情境感知

適地性遊戲，遊戲元素與本計畫中之應用如表 4所示： 

表 4 適地性行動學習遊戲設計理論對照表 

元素 細項 描述 遊戲運用 

遊戲特性 

競爭性 
學習者間保持聯通

性，促使互相砥礪。 

遊戲內可見到其他學習者的分數動態，增加遊

戲的競爭性，並以學習者的任務通關狀態、卡

面素質、道具使用等等的差異，使遊戲結果具

不確定性。 

合作性 

學習者間互相交流，合

作解決問題，並利用社

交網絡進行。 

學習者可互相交流任務感應的位置，且能藉由

遊戲內所學習到的知識，利用聊天系統和隊伍

成員一同討論，並完成遊戲任務，讓隊伍的分

數快速成長。 

協助性 

給予學習者即時協助

及回饋，以及維護遊戲

進行。 

遊戲會指引學習者方位以到達感應區域，到達

後將告知學習者，並置有與監控人員聯絡的平

台，提供遊戲進行的即時協助。 

標準性 

目標及地圖須遵照標

準，讓學習者有所依據

並成功判讀。 

遊戲地圖為依照現有電子地圖（Google Maps）

之標準建置，感應目標判讀區域則具有戶外環

境一致性。 

遊戲機制 

起始說明 
引人入勝，並使學習者

快速融入遊戲。 

遊戲內設有該區域之鐵道線路背景簡介，以及

遊戲流程以及規則之介紹。 

目標區域 

關卡須在特定區域內

開啟，已觸發過之區域

可儲存。 

遊戲內目標區域為依據 GPS 座標來定位，具

有一定之容許範圍，且讓學習者得以再次存取

內容。 

區域指引 
抵達目標時，需提示學

習者。 

遊戲地圖將指引學習者到達選擇的關卡，並在

到達時給予提示，讓學習者開啟區域關卡。 

區域說明 
提供立即性回饋，並以

輕量化為原則。 

區域中的目標以多而輕量化的方向設計，給予

適當的資訊，如文字或是圖像。 

區域任務 
任務應由淺到深，具有

不同難度。 

各個區域的關卡將具有不同難度的問題，讓遊

戲具有挑戰性的同時，也讓學習者更具信心。 

終點回饋 
讓學習者獲得回饋及

獎勵。 

待所有學習者完成區域內的閱讀任務與問題

任務後，將總結遊戲排行榜之分數，給予鼓勵

及表揚。 

遊戲規格 平台載具 

遊戲應具有一定之相

容性，能在大多數的載

具上運作。 

使用之技術及效果具有螢幕尺寸之適應性，讓

大多數的載具都能有良好的遊戲體驗。 



傳輸方式 

必須能適應有限的資

訊傳輸空間，且須注意

流量大小。 

遊戲為區域探索之形式，為應用 3G 或 4G 網

路，而遊戲只需傳輸地圖資訊、通關資訊及對

話資料，盡量避免造成負擔。 

定位方式 

準確性和可靠性為最

大限制，避免定位技術

之矛盾。 

區域範圍皆為戶外，不受遮蔽物影響，因此選

擇 GPS 系統或網路輔助來定位，且將具有定

位之誤差容忍性。 

(4) 遊戲介面 

以下將以表 5，介紹此遊戲之重點介面設計以及功能簡介，分別為遊戲初始畫面、主選單

介面、遊戲地圖介面、遊戲任務介面、車輛倉庫介面、遊戲訊息介面、遊戲幫助介面。 

  



表 5 重點遊戲介面說明 

遊戲初始畫面 

介面概要  

遊戲開啟後最先進入的畫面，除了版本資訊及製作者資

訊外，也擁有遊戲的調整選項及選單列。 

介面描述 

1. 左上角選單按鈕：按下後後即有選項，可清除遊戲

資料或活動參與登記。活動參與登記後即會成為等

待活動開始的玩家，待活動開始後將隨機與其他二

位玩家組成一隊，並列入排行榜當中。而不參與活

動的玩家也可以正常使用，但無法列入遊戲排行榜。 

2. 右上角數字：隨機生成的遊戲 ID，首次開始遊戲即

會由伺服器自動產生。 

3. 中央下方按鈕：開始遊戲的按鈕，按下即開始確認

與伺服器之間的連接狀態，並跳轉至主選單。 

 

主選單介面 

介面概要 

 

遊戲的主要介面，能從此畫面得知許多資訊，並通往其

他遊戲介面，進行遊戲。 

介面描述 

1. 左上角選單按鈕：按下後即滑動出遊戲的關於選

單，包含遊戲起源、問題回報以及幫助。此區塊將

會顯示在每個介面中。 

2. 上方金錢：遊戲目前所持有的金錢顯示。此區塊將

會顯示在每個介面中。 

3. 右上角對話框按鈕：按下後即跳轉至遊戲訊息介

面，可與同組其他學習者進行對話。此區塊將會顯

示在每個介面中。 

4. 中央遊戲公告：遊戲進行的相關注意事項，以及當

天活動的提醒事項。 

5. 中央遊戲排行榜：顯示遊戲的里程數分數，分為全

體隊伍與個別隊伍，遊戲監控者可將依此數據發放

獎勵。 

下方列狀按鈕：有五個不同功能的按鈕，按下後可回到

主畫面、前往任務介面、地圖探索介面、遊戲倉庫介面、

遊戲道具介面。此區塊將會顯示在每個介面中。 



遊戲地圖介面 

介面概要 

 

觸發遊戲任務的介面，學習者須依照地圖的指示前往各

個車站的探索點，了解不同區域關於鐵路的歷史文化。 

介面描述 

1. 地圖：以 Google Maps 為基礎，並能使用手指滑動畫

面或放大縮小。 

2. 地圖中央藍色箭頭：學習者的目前位置。 

3. 地圖中央的三個藍色小點：探索點的位置，學習者

接近或覆蓋該點位置後，將會出現提示，能夠開啟

閱讀任務。此外也設有隱藏的探索點，接近即會顯

示出紅色的小點，並觸發隱藏任務。 

4. 左下角的箭頭按鈕：可以讓畫面恢復到藍色箭頭在

中央的位置，方便學習者辨別目前位置。 

5. 中央下方的三角形按鈕：按下即讓畫面向下捲動並

載入地圖，其他三邊也有同樣設計。 

遊戲任務介面 

介面概要 

 

 

閱讀遊戲任務內容的介面，分為六個車站，每個車站又

包含閱讀任務、問題任務及隱藏任務。 

介面描述 

1. 上方車站按鈕：共有六個按鈕，按下即可跳轉至各

個車站的任務。 

2. 閱讀任務：為閱讀探索點的學習內容，包括文字及

圖片，閱讀完後即完成任務，並可獲得定量金錢。

點選下方的名稱按鈕即可開啟內容，完成後會顯示

打勾的狀態。 

3. 問題任務：三個閱讀任務皆完成後，即開啟問題任

務，回答正確後，依據嘗試次數可獲得一定範圍內

的金錢。點選下方的名稱按鈕即可開啟問題，完成

後會顯示打勾的狀態。 

4. 隱藏任務：為隱藏在遊戲地圖中的任務，須走訪特

定地點，完成後可獲得金錢以及卡面速度的回饋。

點選下方的名稱按鈕即可開啟任務內容，完成後會

顯示打勾的狀態。 

車輛倉庫介面 



介面概要 

 

管理遊戲角色卡面的介面，會直接影響遊戲分數的增長

速度。 

介面描述 

1. 目前使用車輛：學習者目前持有的車輛角色卡面，

不同車輛將擁有不同的速度數值，影響遊戲分數的

增加。此外遊戲也會介紹其歷史以及與淡水線的淵

源，點選圖片可放大顯示美術圖。 

2. 裝飾品：可用來提升車輛速度的道具，使用後會顯

示在卡面上，作為裝飾。 

3. 抽選車輛：可用來抽選新的車輛角色卡面，有機率

獲得數值更好的車輛，讓遊戲分數增加的速度大幅

提升。 

遊戲訊息介面 

介面概要  

學習者與同組組員溝通的介面，並為遊戲監控者傳送訊

息的介面。 

介面描述 

1. 中央區域：遊戲訊息的顯示區域，會依據訊息來源

顯示你（自己）、玩家（其他學習者）以及遊戲 GM

（遊戲監控人員）。學習者的所有訊息，都可以被遊

戲監控人員注意並發現，可作為溝通之橋樑。 

2. 下方欄位及按鈕：輸入文字後，按下傳送即可發送

訊息至其他學習者，並顯示在上方。 

遊戲幫助介面 



介面概要 

 

幫助學習者進行遊戲的說明介面。 

介面描述 

1. 幫助：若學習者不清楚遊戲進行方式，則可進入該

區詳細了解，將會介紹遊戲任務的觸發方式與通過

方式、金幣取得及應用的方式、遊戲排名的機制與

提升方式。 

2. 起源：此外，同一系列有關遊戲資訊的介面，也包

含遊戲起源，說明台灣鐵路運輸的歷史，以及淡水

線的建設背景與營運歷程，可作為增進先備知識之

用，讓學習者快速融入遊戲。 

3. 問題回報：除了在上述的遊戲訊息中直接跟遊戲監

控人員聯絡外，也可以在問題回報之介面中說明問

題，取得快速支援。 

 

四、研究工具 

1. 適地性遊戲形成性評鑑表 

依據 Chen, and Shih（2012）的隨境遊戲（pervasive game）相關之研究參考，形成了以下

之檢核對照表，分別為背景條件檢核表、教育條件檢核表以及設計條件檢核表，確保遊戲能達

成在地鐵道文化學習之目標，以及遊戲動機設計之特色。以下表 6至表8為形成性評鑑對照表。 

表 6 背景條件檢核表 

項目 描述 檢核清單 

散布性 

結合嵌入式運算、行動網

路以及資訊分享，讓遊戲

訊息得以分布。 

1. 在遊戲環境中，是否有足夠可用的裝置？ 

2. 要在哪邊放置遊戲的伺服器？ 

3. 系統是否可以兼容多種不同的運作平台？ 

4. 資料庫結構是否能成功輸入及檢索資料？ 

流動性 
流動運算、網路運算以及

遊戲參與者運算。 

1. 裝置是否能執行設計的遊戲任務？ 

2. 遊戲進行時，有無足夠可用的無線裝置如 Wi-Fi、

3G網路、藍芽等等？ 

3. 目標區域是否能讓學習者成功抵達？ 

持續性 
在任何時間點上，功能都

可以使用。 

1. 所有功能包含伺服器、遊戲終端，是否有辦法全時

間正常運行？ 

2. 無線訊號是否有辦法覆蓋全部遊戲區域？ 



共通性 多種平台運用。 1. 遊戲介面是否能配合不同的遊戲平台？ 

表 7 教育條件檢核表 

項目 描述 檢核清單 

協作內容 
從多樣化的資源中分享教

學內容。 

1. 是否有建構協作內容的分享平台？ 

2. 是否有不當內容的過濾機制？ 

團隊探索 
整合團隊力量解決問題。 1. 遊戲任務是否有被設計成需要組成團隊解決問

題？ 

文化敘事 在遊戲中建立前階組織。 1. 是否建立關於文化、歷史、地理資訊之前階組織？ 

表 8 設計條件檢核表 

項目 描述 檢核清單 

遊戲性 
設計遊戲過程中的挑戰和

冒險。 

1. 是否有設計一些挑戰在遊戲當中？ 

2. 是否有設計機會和運氣成分在遊戲當中？ 

3. 是否有設計一些冒險在遊戲當中？ 

故事性 
設計遊戲過程中的衝突情

況與選擇。 

1. 是否有設計一些如道德、文化以及友誼之間的衝

突？ 

2. 是否有設計一些情況讓學習者做出選擇？ 

模擬性 
設計使得現實世界和虛擬

世界可以無縫轉換。 

1. 在設計時，是否有整合虛擬及真實世界？ 

2. 在設計效果策略時，是否有避免打破真實和虛擬之

間？ 

3. 是否有設計評估學習者的任務表現及適應機制？ 

2. 淡水線鐵道文化認識程度測驗卷 

本計畫依據遊戲之學習內容，自編「淡水線鐵道文化認識程度測驗卷」，並分為前測及後

測兩階段施測，針對淡水線之探索內容，檢視學習者進行遊戲前後對於淡水線鐵道文化之認識

程度差異。惟由於探索活動為小規模推廣，主要作為測試及改良遊戲之用，因此問卷範圍僅包

含雙連、宮之下、石牌與新北投等 4個車站，總共 15題。本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0.727，

屬於相當可信。 

3. 學習者經驗訪談大綱 

本計畫自編「學習者經驗訪談大綱」，了解學習者在進行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時，所

遇到的困難以及缺點，並進一步發現學習者進行遊戲的程序及模式，甚至是互動品質，以作為

後續遊戲的設計參考。其內容分為遊戲機制、遊戲策略以及遊戲互動，以半結構式的方式設計，

詳細內容如表 9所示。 

表 9 學習者經驗訪談大綱 

項目 問題 

遊戲機制 1. 請問遊戲的設計，是否能讓你順利學習淡水線鐵路的知識呢？有任何不順利



或是困惑的設計嗎？ 

2. 在遊戲進行時，有什麼讓你感到有趣或刺激的部分呢？或是什麼地方會促使

你想要趕快完成遊戲？ 

3. 在完成遊戲後，下次經過這個地點時，你能把場景和歷史故事連結在一起

嗎？或是進一步分享給親朋好友認識。 

遊戲策略 

1. 請問你是怎麼完成任務的呢？從開始遊戲到完成遊戲，整體的流程大概為

何？ 

2. 在閱讀地圖或到達任務地點的過程當中，有什麼感到困擾的地方嗎？ 

3. 為了讓遊戲分數提升，你在遊戲內有做什麼動作或使用什麼道具呢？覺得效

益如何？ 

遊戲互動 

1. 請問在遊戲過程中，你有向組員傳達任何訊息嗎？原因為何？大致上的內容

為何？ 

2. 請問接收到其他隊伍的訊息或動態時，會產生什麼想法？對遊戲進行的影響

為何？ 

3. 請問你曾向組員提出遊戲建議，或是鼓勵他們完成遊戲嗎？為什麼？ 

4. 適地性遊戲體驗程度問卷 

本計畫自編「適地性遊戲體驗程度問卷」，以了解學習者在進行淡水線鐵道文化適地性探

索遊戲時的體驗程度與互動品質，分析遊戲設計的特點，並作為後續遊戲改善之考量。此量表

共有 18題，包含遊戲機制、遊戲策略與遊戲互動，採用 Likert 5點式量表，Cronbach’sα值為

0.903，表示相當可信。每個面向之題目內容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適地性遊戲體驗程度問卷問題 

項目 問題 

遊戲機制 

1. 遊戲的探索過程能使我認識鐵道文化的發展歷程。 

2. 遊戲中的文字或圖片能使我順利探索並學習知識。 

3. 遊戲即時動態的更新能增加遊戲的刺激性。 

4. 遊戲中的地圖探索能讓我更容易與現實場景連結。 

5. 遊戲中的獎勵回饋能讓我更有動力完成任務。 

6. 遊戲排行榜的顯示能促使我更努力進行遊戲。 

遊戲策略 

1. 我會依據地圖安排路徑讓完成任務快速完成。 

2. 我會仔細閱讀遊戲內的敘述來學習知識。 

3. 我會從遊戲中所學習的知識思考任務答案。 

4. 我會以遊戲之外的方式尋找任務答案。 

5. 我會試圖開啟隱藏任務讓遊戲勝利的機會提高。 

6. 我會運用道具讓遊戲進行更為順利。 

遊戲互動 
1. 我會運用遊戲中所學習到的知識，給予其他組員建議。 

2. 我會向組員分享我對所學知識的見解或意見。 



3. 我會受其他隊伍的分數或訊息影響，更積極進行遊戲。 

4. 我會試圖帶動組員，以達成遊戲中的共同目標。 

5. 我會鼓勵組員完成遊戲任務。 

6. 我會問候組員，並展現出有趣的溝通方式。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為建置鐵道文化適地性行動學習遊戲，希望了解學習者進行遊戲後的學

習成效，以及學習者的遊戲體驗程度。此研究將研究對象分為二個不同的梯次，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檢驗遊戲的優點及缺點。第一梯次為迷你規模的試驗，參與人數共 8人，僅進行雙連與宮

之下站的探索活動，以及發放適地性遊戲體驗程度問卷與學習者經驗訪談；第二梯次則為小規

模的試驗，參與人數共 12 人，增加至雙連、宮之下、石牌及新北投等 4 站，並包含淡水線鐵

道文化認識程度的前後測問卷，以及原先的適地性遊戲體驗程度問卷與學習者經驗訪談。 

依據以上敘述，本研究回收資料分為兩類，分別為量化資料及質化資料，量化資料為淡水

線鐵道文化認識程度的前後測問卷以及適地性遊戲體驗程度問卷，分別有效回收 12 份及 20

份，並以 IBM SPSS Statistics 進行統計分析；質化資料則為學習者經驗訪談，使用逐字稿編碼

方式進行分析。以下將分為三個小節來進行討論，分別為「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學習遊戲學習

成效」、「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以及「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訪談結

果分析」。 

一、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學習遊戲學習成效 

本遊戲的學習成效，為比較進行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學習遊戲前後之認識程度差異，以驗

證此遊戲具有增進淡水線鐵道知識的效果。整體前測成績為 5.17，後測為 8.92，經成對樣本 t

檢定前測與後測之差異，結果顯示為非常顯著，如表 11所示。 

表 11 遊戲學習成效前後測比較 

測驗 Mean SD Case t p 

前測 5.17 2.88 12 -3.28 .000* 

後測 8.92 2.47 12 

*p < .05 

測驗題有效題數為 15 題，換算成百分數，前測平均成績為 34.44分，後測為 59.44分，雖

換算分數未達普遍之及格標準，但進步程度應可接受。未達及格標準之原因，推估應與題材內

容與遊戲活動時間相關，淡水線鐵道為較為深入之學習內容，需要同時了解歷史之變遷因素以

及地理位置之演變，本次遊戲時間為將近 2個半小時，可能要花費稍多的時間進行遊戲活動，

才能達到更為良好的學習效果。但在本次遊戲中，在較短的時間內仍能達到一定之學習效果，

還是能證明此遊戲具有學習效益，能增進學習者對淡水線鐵道文化的知識。 

 



二、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 

本遊戲之體驗程度，為了解學習者在進行遊戲時對於遊戲機制、遊戲策略及遊戲互動的應

對方式，進而分析遊戲的體驗程度與互動品質，作為後續遊戲之設計參考。綜合第一梯次與第

二梯次的學習者，遊戲機制、遊戲策略及遊戲互動等三個面向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3.91、3.74

與 3.64，總計平均為 3.76，結果顯示均高於平均數，表示遊戲設計能達到預先設想的要求，並

讓學習者擁有有良好的遊戲體驗。以下表 12為遊戲體驗程度之完整結果。 

表 12 遊戲體驗程度 

遊戲機制 遊戲策略 遊戲互動 

題號 分數 題號 分數 題號 分數 

1 3.85 1 3.6 1 3.3 

2 3.9 2 3.85 2 3.6 

3 4.1 3 3.95 3 3.65 

4 3.9 4 3.65 4 3.5 

5 3.85 5 3.7 5 3.9 

6 3.85 6 3.7 6 3.9 

平均 3.91 平均 3.74 平均 3.64 

在遊戲機制的部分，平均分數達到了 3.91，為三個面向中分數最高。其中第 2、3、4題的

表現最為突出，依據題意解釋，顯示此遊戲能讓學習者順利探索並學習知識，且容易跟現實場

景連結，而遊戲即時排行榜的更新，也影響著學習者進行遊戲的動力，並讓遊戲更為刺激有趣。

這表示了此遊戲的遊戲機制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並能發揮情境感知遊戲與遊戲性注重的遊戲

特色，有順利達成遊戲設計時所預計的效果，能使學習者融入遊戲與環境當中。 

在遊戲策略的部分，平均分數達到了 3.74，為三個面向中次高的分數。其中第 2、3 題的

表示最為突出，依據題意解釋，顯示此遊戲的學習者會從遊戲中的敘述來獲得知識，並以該知

識作為基礎，來回答遊戲任務中的問題。表示遊戲設計中的探索環境、閱讀敘述、以及解答問

題等三個步驟，有順利在遊戲中被學習者實踐，這也是使學習成效提升的原因之一。但第 1

題的部分僅達 3.6，表示學習者在判讀地圖時，可能有些許障礙，不易安排路徑到達各個探索

點以完成任務，或許未來在設計遊戲時，可以針對部分學習者提供學習路徑以供參考，或是更

改地圖的呈現方式與技術，讓地圖更好操作，以提升學習的樂趣及效果。 

最後在遊戲互動的部分，平均分數達到了 3.64，為三個面向中分數最低，但仍有超過平均

分數不少，因此仍可認為是正向結果。其中第 5、6 題的表現最為突出，依據題意解釋，顯示

學習者在進行遊戲時，會向組員表達出善意的問候，並鼓勵組員共同完成任務，以獲得更好的

排名成績。表示學習者會透過遊戲向其他組員產生互動，並擁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在第 1、4

題的部分僅達 3.3 與 3.5，表示互動在遊戲初期時可能較為頻繁，但隨著遊戲進行，則越趨平

靜，在作答時可能無法達成相應的討論，這或許與遊戲的介面設計與機制相關，讓互動不易被

發現或促進，未來應改進互動的提醒方式，以及更改遊戲機制促使學習者產生更多的互動，以

提升互動品質與合作學習的效果。 



三、鐵道文化適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訪談結果分析 

本計畫之遊戲體驗程度訪談，是為了更深入了解學習者進行遊戲的程序與模式，以及互動

品質，並輔助量化的問卷資料，以作為後續遊戲的設計參考。訪談結果將同樣依據鐵道文化適

地性探索遊戲體驗程度問卷，分為遊戲機制、遊戲策略以及遊戲互動面向，並從中分析出學習

者的遊戲體驗與遊戲改進方向。本訪談採用編碼形式，F與 S 為代表第一階段活動、T與數字

代表第幾隊、W 與M代表男性或女性、最後的數字代表第幾位組員。 

1. 遊戲機制 

在遊戲機制的部分，訪談主要想了解學習者對於遊戲的看法與動機程度，以及是否能在遊

戲中能順利學習淡水線鐵路的知識，甚至將場景與故事相互連接在一起。依據問卷的自由填答

與訪談結果，對於遊戲設計的部分，有學習者認為遊戲易玩能促進學習的動力，讓沒興趣的學

習者也會開始感到好奇，地點也容易推敲，並具有相當的趣味性，甚至覺得難度還不夠： 

這個遊戲是厲害是，本來一開始對這個沒有興趣，但開始玩了之後，會開始對這些地

名及車站產生興趣，原來有這麼多故事在裡面。如果讓我們這種沒興趣到有興趣的，這就

是很厲害的地方。（ST4M1） 

所有遊戲學習一開始都比較麻煩，因為你要花很長的時間解說規則，這個算很單純，

我看過有人做桌遊的，老師在進行途中要一直繞，一直去解決那個疑難雜症，這個算是很

順暢很容易學習的了。（ST2M1） 

其實我們剛剛從北投下來的時候，有點覺得難度還不夠，應該把點放在上面那個防空

洞之類的，北投上面有個公園，有個防空洞在裡面。（ST1W2） 

其實我自己常在北投活動啦，那樣我們去到石牌站，因為我們知道舊的站可能就在附

近那一帶，所以我們很容易就能推測在哪邊。（ST1W2） 

而學習者在進行完探索遊戲後，也表示未來自己還能把場景和鐵道歷史連結在一起，有達

到情境感知的效果： 

…應該可以認得出來位置，可是東西好難喔。（FT3W2） 

不過仍有部分的學習者與前述相同，認為學習的內容太難，問題任務的題目太細很難理解，

尤其集中在第一階段活動的大學生，與來自社會各界的在職專班不太相同： 

題目很難，都用猜的。（FT3W1） 

題目真的太難，沒有人看的懂。（FT4W2） 

相對於前述在職專班，對於年齡層較低的大學生，題目的難度可能有些太高，或無法引起

學習者的共鳴。遊戲本身的機制設計沒有問題，但遊戲內容可能要針對不同的年齡層設計，才

能提升學習者的意願及學習品質。另外在遊戲設計的部分，有學習者指出應增加遊戲內容，或

是增加其他額外功能，讓此行動學習遊戲更有吸引力： 

 

如果能拉手機路徑出來的話，能減肥的話，平常慢跑的話 app也會抓速度呀，路徑啦



等等的，如果能從手機裡撈資訊的話，這蠻有用的，會增加我的動力。（ST1M1） 

故事性可以再強一點，好像內容有點不夠，因為你上面有一些解說，但對我們來說就

只是點到而已，還不知道裡面有哪些更詳細的內容，看不到。（ST4M1） 

這個能引起人家的需求，但人家想要看的時候就只有這樣，還是要講一下這個其實不

錯。（ST4M1） 

綜觀上述，對於有興趣的學習者，其實遊戲內的學習內容是不太充足的，因此建議與前段

相同，或許能針對不同的學習者，因材施教設計出更適當的遊戲內容，或是在遊戲中，給予更

多的資訊以及學習內容的延伸線索，讓學習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淡水線鐵道文化。此外，若以適

地性遊戲的特性，結合額外的功能或異業結合，似乎也能帶給學習者不一樣的樂趣及動力，同

樣是個可以思考的遊戲設計方向之一。 

2. 遊戲策略 

在遊戲策略的部分，訪談主要想了解學習者進行遊戲的方式，包含閱讀地圖與任務完成的

方法，以及是否會試圖提升遊戲分數，讓遊戲排名上升，達成計畫預設的遊戲性以及情境感知

學習的效果。依據訪談的結果，學習者在閱讀地圖或到達任務地點時，大部分都能掌握使用原

則及要點，但在地圖更新的頻率方面，有時則會造成些許困擾： 

是還蠻好使用，可是就是說我們已經到了，但速度，好像沒辦法馬上跟上來，我們還

等了一下，然後指針若等太久的話，有時候還會過去。（ST1M1） 

就是如果你站著不動的話，有時候會不知道到底要往哪個方向，而且有時候你走箭頭

是倒著的。（FT3W1） 

雖然在遊戲中的 GPS 定位區域，已經有針對緩衝區域做處理，都能接受一定的誤差範圍，

但由於每位學習者所使用的機台及定位訊號的不同，還是可能導致任務開啟發生困難，而地圖

的指標方向也是學習者會發生困擾的原因之一，應能依據面對位置的不同而即時更改，這部分

也與先前填答問卷的分數結果一致，屬於相對表現較差的項目。至於完成任務的方式，能發現

學習者能順利使用地圖取得敘述，並針對任務問題進行思考，但仍有部分學習者認為在遊戲中

無法取得答案，必須要利用外部的方式找尋： 

就是看著那個定位，然後進到圈，看完後再跳出來，就知道那邊在講什麼。（ST1W2） 

問題任務有一些是覺得…剛剛那個圓山飯店那個，回頭去看了之後好像 1跟 2都可以，

為什麼都不行，1是虔誠參拜的那個，2好像是站長什麼之類的…。（ST1W2） 

查 Google呀，但是查不到呀，後來就用猜的了。（FT3W1） 

其實我們都…愛用 Google。（ST1W2） 

這樣的結果，可能代表部分學習者無法正確應用學習到的知識，或是無法成功察覺遊戲內

的學習內容，事實上任務問題的答案都在遊戲中的敘述裡，或許在探索點的敘述當中，遊戲應

能提供更明顯的重點讓學習者去依循，或是採以更輕量的方式呈現，才能改善這種情況；然而

去網路上搜尋也並非不妥，網路甚至還會給予更多的額外內容，刺激學習者學習，但讓學習者



了解遊戲內就有解答，這個遊戲能幫助學習者認識淡水線鐵道，才是最先優先的事項。至於讓

遊戲分數提升或順利進行任務的道具使用，情況則相當不錯，具有相當高的遊戲性： 

我花了 35000抽卡，雖然一直抽到比我們走路還爛的東西…不過娛樂性確實還蠻高的。

（ST2M1） 

我們任務全部都解完囉，因為我們有使用無線電，無線電真好用，可以規劃每一筆錢，

用到剛剛好。（ST2M1） 

用到剛剛好喔，還有剩，剩 3000元不知道幹嘛，可是我們連七抽人力車，你也太黑

了。（ST2M2） 

我還很努力地跑上去隱藏關卡又跑下來，我還跑上去耶，就為了那個金錢。（ST2M2） 

而且我還跑去那個…北投上面有個醫院，那個很高喔超級高的，賺了 10000元，結果

抽了二次都人力車。（ST2M2） 

可見抽卡這個東西很有效，可是你的卡池太黑了，你這樣讓我們有點絕望。（ST2M1） 

綜觀上述，學習者進行遊戲的方式大致符合研究預想，能順利探索地圖、吸收知識並解決

任務，符合情境感知遊戲的特色，也具有相當足夠的遊戲性，能激發學習者的競爭慾望；但在

細節上仍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如地圖判讀的速度與誤差容忍值，以及閱讀敘述的重點提示或學

習內容輕量化，讓學習者在短時間內能更有效學習，才能達成更完善的遊戲機制設計。 

3. 遊戲互動 

在遊戲互動的部分，訪談主要想了解學習者在遊戲中是否有產生互動，包含對於訊息的反

應與主動傳達的訊息，深入了解互動方式以及互動品質是否良好，其能否提升遊戲體驗，進而

增加淡水線鐵道的認識程度，使其具有正面的學習成效。依據訪談結果，在初期時，學習者會

對組員進行問候，並觀察其他隊伍或組員的相關動態： 

有人說馬偕有關卡，但不知道在哪裡。（FT4W1）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我的隊友是誰，我打個字第一句就回我你輸了，感覺就很像那個

誰。（ST1W2） 

但在遊戲過程中，雖然學習者仍有傳達訊息，但頻率比初期明顯少了許多： 

比較少，因為在走路，所以不太會。（FT4W2） 

沒有，傳了他們都不會回呀，因為遊戲裡面沒有推播。（ST1W2） 

有啦，我們會跟組員抱怨一下池很黑。（ST2M1） 

這表示遊戲內的訊息系統運作正常，但遊戲設計較無法誘使學習者使用，導致合作學習的

效果較不明顯，正好也與前一小節的量化資料相同，在遊戲互動的分數是最低的。若要改善此

種現象，則遊戲應能有效通知學習者有訊息傳達，知會學習者以引發後續動作，或在遊戲設計

中增強互動的可能性，如設計任務讓小組必須進行合作才可達成，才能增強合作的效益。 



伍、結論 

本計畫依據嚴謹的 ADDIE 模式，經由分析、設計、發展、測試及修正後，已成功發展出

一套具有雛形之淡水線鐵道文化適地性行動學習遊戲，希望了解學習者進行遊戲後的學習成效，

以及學習者的遊戲體驗程度，進而發現適地性行動學習遊戲的優勢及缺點，並作為後續改善及

製作之參考。在實驗活動及認識程度問卷的檢驗下，已證明此遊戲具有學習成效，能增進學習

者對於淡水線鐵道的認識程度，但仍需注意較為深入的題材，或是地域範圍廣大的遊戲，應給

予學習者更多的活動時間，才能發揮吸收知識的效用，以免被時間壓力而影響。 

而遊戲的體驗程度，依據問卷量表與活動後訪談的結果，絕大多數學習者都給予正面回饋，

刺激有趣的遊戲能給予學習者進行遊戲的動力，學習者也會依循探索環境、閱讀敘述、以及解

答問題等三個步驟，來完成遊戲任務，甚至與組員產生良性的互動，成功表現出良好的遊戲性、

情境感知及在地元素的遊戲特色。但在設計遊戲時，仍須注意學習者對於適地性遊戲的適應程

度，除讓地圖操作更為直覺簡易外，或是可適時給予學習路徑供學習者參考，遊戲中的學習內

容也可針對不同背景的學習者進行調整，以因材施教的方式給予知識，並將之輕量化，以免給

予學習者過大負擔。至於遊戲互動的部分，則應增進訊息的推播方式，以知會學習者，並試圖

在遊戲中增加組員互動的成分，如任務等等，更改遊戲機制促使學習者產生更多的互動，以提

升合作學習的效果與互動品質，進而達成最為良善與成熟的適地性遊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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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E-Learn 2017 -- World Conference on E-Learning,以及 SITE 2018-Societ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ference & Teacher Education均是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所舉辦的年度研討會其中的兩個。其中 SITE是最大型

的一個。至今已舉辦 29屆，是美國師資培育領域最重要的研討會之一。個人有幸於

年度內參加兩次該機構的研討會，與美國以及世界上相關的學者分享研究經驗，感覺

十分有價值。 

1. E-Learn 2017 -- World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本年度於加拿大 Vancouver舉行。研討會日期為 3/26-30 日，個人於 10月 15日啟

程前往，於 17日報到後領取大會論文集以及相關資料。此研討會聚焦於數位學習，

探討數位學習發展的最新趨勢。 

研討會分為下列幾個主題： 

 Content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mplementation Examples and Issues 

 Instructional Design 

 Policy Issues 

 Research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Standards and Interoperability 

 Tools and Systems 

個人之論文是在 10/19上午發表。此論文主要是在延續個人在應用擴增實境輔助科

普學習活動的延伸，深入探討擴增實境同步呈現在認知層面的影響。 



此一 session 參與者有大會的 keynote speaker，還有來自許多國 

際知名的研究學者。發表完畢後 Q&A 也相當熱絡。 

二、與會心得 

AACE機構每年所舉辦的系列研討會是美國教育科技領域的年度重要聚會。個人在此

之前亦有參加過數次。AACE系列研討會討論主題廣泛，可以獲得國際上對於數位學

習研究發展的最新訊息，是非常值得參與的系列研討會。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如附件） 

四、建議 

1. 數位科技與行動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越來越普遍。反觀國內，除研究外，較少看

到各級學校運用數位科技與行動科技創新教學的。課堂講授與記憶仍為普遍的學

習方式。建議政府應以國家的力量推動數位科技與行動科技的創新學習環境，以

其與先進國家同步。 

2. 強化國內研究生對於國際趨勢的了解以及英語能力，在學術上擴展國際行銷。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資料袋、名牌、手冊 

  



六、會議照片 

 

 

 

 

 

  



論文摘要 

Abstract concept is often difficult to present by traditional lectures. In recent years, Augmented-Reality (AR) 

techniques have made possible of dubbing explanatory information onto abstract phenomena and has been 

evidenced to be effective in facilitating abstract concept learning. This study intende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previous instructional AR research to explore a more complicated context that dual correlated concepts need to 

be taught coordinately. This study is interested in probing how split-attention effect and redundancy effect 

would affect the cognitive load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while dual concepts are coordinately demonstrated by 

AR. Phases of the moon and tidal eff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dual correlated concepts to be taught. A 

four-frame display of coordinated animations that presents these two correlated phenomena employing AR 

techniques was developed, in compare with single-frame animations presenting the two phenomena separately, 

as well as to a traditional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Learner’s cognitive loads in three sets of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with the interactions of spatial ability to examine the split-attention effect and redundancy effec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ingle-display of coordinate, successively variated phenomena could result in better 

learning achievement, due to the reason that single-display mode produces less cognitive load. It is evident that 

multi-display of coordinate phenomena could cause intensified redundancy effect that overcasts split-attention 

effect on cognitive load. There is also an additional finding that high spatial ability group outperformed the 

medium and low groups in terms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Further investigation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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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 2017 -- World Conference on E-Learning,以及 SITE 2018-Societ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ference & Teacher Education均是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所舉辦的年度研討會其中的兩個。

其中 SITE是最大型的一個。至今已舉辦 29屆，是美國師資培育領域最重要的研

討會之一。個人有幸於年度內參加兩次該機構的研討會，與美國以及世界上相關

的學者分享研究經驗，感覺十分有價值。 

1. SITE 2018-Societ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eac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本年度於美國 Washington, DC舉行。研討會日期為 3/26-30 日，個人於 3/22

啟程前往，於 26日報到後領取大會論文集以及相關資料。本年度由於是在美

國首府舉行，規模相當大，主題涵蓋相當之範圍，包括數位原生代、混成式學

習、數位遊戲學習、以及數位科技未來趨勢等。這項國際研討會參與的人士包

括研究人員、數位技術人員、教育人員、以及產業界人士，彼此之間有廣泛交

流的空間。 

此次研討會並由許多 SI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Digital Games & Simulations 

Digital Storytelling/Video  

Distance/Flexible Education  

Equity & Social Justice 

Facult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12 Online Learning 



Mobile Learning 

New Possibilitie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Research & Evaluation 

Technology Leadership  

Wearable Technologies  

Workforce Education 

個人之論文是在 3/27下午發表。此論文主要是在延續之前的系列研究，在討

論虛實混合的情境下，虛擬環境中的存在感（presence）可能受到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的影響。AR擴增實境學習的研究已有多年，因此議題也應深入至學

習認知的層面，而不是只在比較其與傳統教學的好壞。個人系列研究中先前已檢

驗過混合實境的存在感（presence），發現存在感越高其學習動機也越高，然而本

研究擬近一步探討自我效能這個個人變項對於存在感的影響，這也是準備延續本

年度執行本科技部計畫的主要內容。此項內容已申請 107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

並已獲得通過，目前正在執行之中。已進行數場適地性遊戲的實驗。 

 

二、與會心得 

AACE機構每年所舉辦的系列研討會是美國教育科技領域的年度重要聚會。個人

在此之前亦有參加過數次。AACE系列研討會討論主題廣泛，可以獲得國際上對

於數位學習研究發展的最新訊息，是非常值得參與的系列研討會。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如附件） 

四、建議 



1. 國外對於數位學習的研究，至今仍較偏重於網路線上學習，對於混合實境以

及情境感知等無所不在的學習，國內的研究成果可稱相當豐碩。後續應以此

基礎繼續拓展研究題材。 

2. 國外數位學習探討的題材內容多能連結至實際教學場域，反觀國內的研究較

多以實驗為目的。建議以後可以多以實際教學場域進行驗證則更有實用之價

值。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資料袋、名牌、手冊 

  



論文摘要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including game schemes in mobile learning could improve 

learning achievements. However, recent research on mobile game-based learning has 

mostly emphasized on the tech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game building. More studies are 

still necessary for investigating the learner’s cognitive aspects while they are immersed 

in the mobile game.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ty of Inquiry (Col) model, cognitive 

presence (CP)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elements that influences the learning outcome, 

and successive learning outcomes would require deeper stages of cognitive presence, 

that usually difficult to achieve. However, past research on CoI felt short in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specially learners’ internal 

motivation on higher-order thinking. We consider self-efficacy is one of such as it 

emphasizes a combination of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earners’ self-efficacy on CP,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earners’ CP on learning achievements during mobile game-based 

instruction. An experiment will be conducted. The mobile instruction will be a 

context-aware game that facilitates learners to recognize local ceramic culture. 

Evidences of links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presence could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learners’ internal motivation on higher order of cognitions, and further 

predict learning achievements in mobile game-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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